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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04 

冻结步态帕金森病患者多模态脑功能成像研究 

 
黄飚 

广东省人民医院 510080 

 

冻结步态（Freezing of gait，FOG）是帕金森病常见的、致残的步态障碍。其定义是在打算

行走时出现前进脚步短暂的、偶发的缺乏或明显减少。冻结步态的概率为 46.62%。Santiago

报道的在 672个 PD患者中，冻结步态患者有 38.2%比例发生在“开”期。冻结步态发生在

“开”期对多巴胺治疗有较好的效果，在“关”期对多巴胺反应差。一些因素，包括男性、严

重的 PD、更低认知能力、更长疾病持续时间、更高的抑郁分数、更高的多巴胺能药物剂量、

运动并发症和更低的震颤的分数，可能与冻结步态相关。与不伴冻结步态患者相比，帕金森病

伴冻结步态患者的病程更长，年龄更大，运动症状受累更严重。 

冻结步态帕金森病组 ReHo值的改变：左侧辅助运动区、左侧额上回。辅助运动区功能：运动

的启动和规划、内部整合；学习、认知功能；形成纹状体-丘脑-皮质环路；ReHo值的改变：

冻结步态帕金森病患者， 辅助运动区 ReHo值下降。与无冻结步态帕金森病患者比较，冻结步

态帕金森病患者大脑中的辅助运动区和额上回功能区对冻结现象产生的影响。 

冻结步态患者发生认知障碍的概率及严重程度都比非冻结步态帕金森病患者、健康对照组高，

随着病情的发展，其认知功能受损更加严重。通过利用弥散张量成像的基于体素分析方法对冻

结步态帕金森病患者大脑结构进行研究，发现冻结步态帕金森病患者出现较广泛的脑结构改

变。认知到双侧额叶、颞叶、视觉枕叶区、皮质-基底节-丘脑通路、边缘系统区域的脑结构异

常与冻结步态发生密切相关。 

 

 
S-119 

眼眶淋巴增生性疾病的诊断思路 

 
吴飞云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江苏省人民医院) 210029 

 

1. 组成：淋巴瘤、淋巴组织增生、炎性假瘤、IgG4相关眼病 

2. 常规 MR：部位和形态有一定特征 

  1）淋巴瘤和反应性淋巴组织增生：眶前受累 

  2）IgG4相关疾病：唾液腺、神经节的改变 

  3）单纯泪腺改变：鉴别很难 

3.功能 MR技术：DWI及 DCE-MR技术提供重要的补充信息 

 

 
S-122 

耳颞部高清弥散成像的原理、技术要点及应用 

 
方哲明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5 

 

弥散加权成像的临床应用价值不言而喻，但耳颞部结构复杂，组织间磁豫率不均质明显，常规

弥散成像变形严重，非平面回波的弥散成像技术虽然减少了图像变形，但是无法取得 ADC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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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不能鉴别 T2穿透效应），直至高清弥散成像技术的出现才常规应用。高清弥散成像的

优点是空间分辨率高，几何变形小。技术核心是通过频率编码方向的通过分段采集技术（降低

频率编码梯度场的影响）明显减轻图像几何变形，图像几何变形与空间分辨率成反比（这也是

常规弥散序列中空间分辩率设置较低的原因，不得已为之），分段采集技术的应用减少变形，

所以才有可能设置较高的空间分辨率。但是这两种方法都明显延长了扫描时间，因此高清弥散

序列中多采用并行采集（导航技术是为了并行采集而设）、小视野采集等减少扫描时间的方

法，使总体的采集时间在可接受范围。技术要点：1、耳颞部高清弥散序列中分段采集数要比

用于颅脑时多，且选择较低的 b值，我们的经验：b值选 800；读出方向节段数选 9个（分段

数越多扫描时间越长，而且 SNR与扫描时间不成线性关系）。2、局部线圈的应用优于头部线

圈。3、鼓膜穿孔条件下可以滴注生理盐水提高鼓室中胆脂瘤检出率。应用：1、主要用于胆脂

瘤的鉴别诊断，特别是闭式手术后的胆脂瘤是否复发的随访，意义重大。2、注意鉴别穿透效

应和弥散成像结果受到血液灌注的影响，尤其在低 b值时更为明显，富血供可能导致 ADC 值下

降，这可以用来解释我们一例强化明显的上鼓室内肉芽肿 ADC值低，DWI为高信号误诊为胆脂

瘤。3、弥散成像结果表达的多样性，把基于弥散家族的其它技术，如 IVIM等用于耳颞部病变

诊断。4、目前弥散成像在内耳上的应用仍然受限于图像质量，通过不断的优化来探索内耳方

面的应用。 

 

 

S-123 

感音神经性耳聋的影像诊断思路 

 
于文玲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100730 

 

前庭功能障碍是临床常见的症状，主要分为中枢性和周围性，区分两种原因对于临床诊断和治

疗极其重要，近年来脑功能研究在前庭功能障碍方面有不少应用和进展，本文主要就前庭功能

障碍的基础、临床诊断的要点及中枢和外周性眩晕的脑功能特点进行综述和介绍。 

 

 
S-124 

中枢性眩晕与影像学检查方法 

 
陈正光,李小圳,钟立群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 100700 

 

目的 眩晕按发病部位可分为周围性眩晕和中枢性眩晕，其中中枢性眩晕是指病变区发生在前

庭神经颅内段、脑干、大脑后部及小脑所导致的一组以眩晕为主要表现的临床综合征。影像学

观察分析中枢性眩晕患者脑实质及颅内血管和血流的改变可以为中枢性眩晕疾病的诊断提供重

要的诊断和监测价值。 

方法 通过有代表性的典型病例讨论，如在临床上表现有代表性的中枢性眩晕，或耳鸣等，影

像可能呈现出的脑实质及颅内血管和血流的改变诸如血管畸形，局灶缺血，动脉粥样硬化，缺

血后改变等，认识影像学检查技术的针对性，包括超声（TCD），CT，CTA，MRI，MRA和 MRV，

以及 DSA，探讨中枢性眩晕，或耳鸣与影像学表现的关系，与颅内血管和血流的改变的关系。 

结果 (1)中枢性眩晕以 60岁年龄以上的人群多发，男多于女。（2）头颅 MRI和 DWI可提高中

枢性眩晕的定位诊断，尤其是针对后循环的暂时性的脑缺血（TIA）和脑梗死，脑后循环缺血

（posterior circulation ischemia PCI）占脑缺血的 20%左右；结合 TCD检查可对病情严重

程度实现初步判断，从而指导临床制定相关治疗计划和预后随诊复查。(3)PCI的主要病因与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3 

 

前循环缺血相同，颈椎病不是 PCI的主要病因，其中最容易发生梗塞的部位是椎动脉的入颅

段，其次是椎动脉的起始端；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冠心病均为中枢性眩晕的危险因素。 

评注 1）通过本专题的讨论，在认识中枢性眩晕定义的基础上，提高影像学观察分析中枢性眩

晕影像学上定位和定性的再认识；（2）认识 PCI的病因和病基，特别是影像学检查基础；

（3）脑后循环即椎基底动脉循环的影像学功能和解剖的显示和评价仍然是综合各类影像学技

术，特别是不可忽视无创的血管显像如 CTA，高分辨的血管 MRI，MRA和 MRV，紧密结合临床表

现。 

 

 
S-137 

医源性涎腺炎的临床与影像 

 
谢琦,吴敏仪,陈惠娴,杜磊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华南理工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南沙医院 511457 

 

目的 总结常见医源性涎腺炎的临床与影像表现，增加影像医师对这一系列疾病的认识，以提

高医疗实践中及时诊断该系列疾病的水平。 

方法 在文献研读的基础上，结合临床诊疗中的病例的临床与影像资料，对与临床一些诊疗方

法有关的涎腺炎的临床病理及影像表现进行对比分析。 

结果 医疗诊疗过程引起的涎腺炎常见的有碘源性涎腺炎、麻醉性涎腺炎及放射性涎腺炎。碘

源性涎腺炎、麻醉性涎腺炎均属自限性涎腺疾病，与变态反应有一定关系；可反复发生、激素

无预防作用。超声显示为双侧涎腺弥漫增大，腺内腺管扩张，血流增多；CT表现为腺体对称

增大，密度降低；MR影像表现为双侧腺体弥漫增大，轻-中度强化。放射性涎腺炎辐射损伤所

致，不同时期与损伤程度影像表现不同，MR较敏感，超声可区分急性、慢性损伤，对诊断及

随诊有较好的作用。 

结论 随着影像造影在诊疗中的应用增多，碘源性涎腺炎的发生增加，全麻患者与重症患者

中，麻醉性涎腺炎的及时诊断对及时干预防止患者麻醉后的气道狭窄有重要指导意义。影像检

查对上述二种涎腺炎诊断有提示作用。影像检查可对放射性涎腺炎的诊断提供重要佐证。 

 

 
S-138 

颞下颌关节紊乱的功能磁共振成像研究 

 
潘初,刘思敏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研究目的 探讨下颌姿势位、张口位以及牙尖交错紧咬位对翼外肌的扩散张量参数的影响 

材料和方法 15名成年健康志愿者参与本研究（男 12例，女 3例），年龄 18-27岁，平均

23.67岁。入选条件包括咬合关系正常，左、右牙弓无缺失牙，无颞下颌关节紊乱及下颌肌肉

疾病。DTI纤维示踪技术观察翼外肌不同颌位下肌纤维变化， 

结果 姿势位，SHLP呈扁平状向,后、下、外侧走行；IHLP 呈椭圆状，肌纤维数约为上头的 3

倍,向后、上、外侧走行；开口位，SHLP、IHLP与中矢状面夹角变化不明显；SHLP与 IHLP 头

均呈现明显的收缩状态（张力状态），平行肌束增加，肌纤维长度变短，肌纤维横截面积增

加；ICP紧咬位，SHLP平行肌束增加，肌纤维直径的轻度增加；IHLP肌纤维直径、数量和长

度均未观察到明显改变. 

结论 SHLP与 IHLP在下颌姿势位转为开口位时，扩散参数均改变，提示两者协同同参与开口

运动；下颌 ICP紧咬时，SHLP 扩散张量参数改变，IHLP 扩散参数变化不显著，提示 ICP紧咬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4 

 

的维持只有 SHLP参与；SHLP、IHLP的扩散张量参数对颌位改变敏感，并且扩散参数的改变能

反应颌位改变引起的肌纤维的改变。 

 

 

S-145 

剖宫产瘢痕妊娠的 MRI 影像学表现 

 
李建慧 

武警后勤学院附属医院 300162 

 

目的 随着二孩政策的放开，剖宫产瘢痕妊娠（CSP）的发病率逐年上升，误诊或治疗不当可威

胁生命，本文拟分析 CSP的影像学特点，为临床治疗提供依据。 

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手术及病理证实的 39例 CSP患者，术前均行超声及 MRI检查，4例患者同

时行高强度超声聚焦治疗（HIFU）术前或术后 MRI增强检查，分析其切口瘢痕、妊娠囊形态及

两者间蜕膜层的 MRI特征。CSP各型的影像学特征及治疗前后变化特点。 

结果  21例切口瘢痕表现为薄壁囊状瘢痕憩室，5例仍保持非妊娠状态时的瘢痕形态。8例

切口瘢痕与妊娠囊间无完整蜕膜层。按剖宫产切口瘢痕（CSS）及孕囊（GS）生长特点 CSP被

分为四组：Ⅰ型，CSS囊状憩室形成，GS全部或主体镶嵌于 CSS憩室段子宫；Ⅱ型，CSS囊状

憩室形成，GS着床于憩室，向宫腔内蒂样生长；Ⅲ型，CSS 无囊状憩室，合并细小裂隙，GS

着床于此处；Ⅳ型 CSS无囊状憩室和细小裂隙，GS着床于此处。其中Ⅰ型 14例（36%）、Ⅱ7

例（18%）、Ⅲ型 5例（13%）、Ⅳ型 13例（33%）。根据囊内容物有无 GS被分为三组：Ⅰ单

纯囊型，囊内容物不可见；Ⅱ孕囊型，囊内容物呈形态规则的卵黄囊或胚芽状改变；Ⅲ混合

型，囊内容物为不规则团块状。其中Ⅰ型 19例（48%）、Ⅱ7例（18%）、Ⅲ型 13例

（34%）。HIFU治疗后显示妊娠囊血供消失，组织坏死。 

结论 MRI显示的切口瘢痕厚度与范围、妊娠囊大小对剖宫产切口瘢痕处早期妊娠的风险判断

与治疗具有着重要意义，MRI 可为 CSP的诊治提供更为直观详细的影像学依据。 

 

 
S-145 

CMR 在心衰评估中的应用 

 
刘辉 

广东省人民医院 510080 

 

心血管磁共振成像（CMR）由于可以同时评价心室容积和功能、室壁运动及组织特性成像，可

以为心衰诊断、鉴别诊断提供独特的有价值信息，并有助于心衰患者的预后评价及指导治疗决

策。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讲解心衰患者的 CMR评价： 

1、心衰的分类； 

2、心衰的病因； 

3、CMR对心衰诊断和鉴别诊断的作用和价值 

4、CMR在心衰预后评价中的作用和价值 

5、CMR对心衰患者的治疗决策的影响和疗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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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52 

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的 MR 评价研究进展 

 
侯阳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微血管阻塞或无复流现象是急性心肌梗死行冠状动脉再灌注治疗中常见的并发症，本发言介绍

CMR技术在心肌缺血性再灌注损伤评估的应用研究进展。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有４种表现形

式：再灌注诱发的心律失常、心肌顿抑、微血管阻塞以及致死性心肌再灌注损伤，作为微血管

受损的一部分，再灌注治疗后出现红细胞在血管壁的间隙中溢出称之为出血。心肌缺血再灌注

损伤的病理生理机制复杂，多种机制参与了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的病理生理过程，包括：氧化

应激、细胞内钙超载、生理 PH值的快速恢复、线粒体膜通透性转换孔开放、炎性反应等。微

血管病变可以通过心电图、心肌声学造影暍核素扫描及冠状动脉造影等检查，但远没有心脏磁

共振有效和全面。在心肌梗死的急性期，出血在 CMR影像上表现为低强化，其周围为在 T2加

权影像上代表心肌水肿的高信号。微血管阻塞在未合并出血时在 T2加权序列上仍然显示为低

强化区域，同时在延迟钆增强的影像上表现为边缘持续性的低强化信号。应用 T2*序列可以区

分微血管阻塞单独存在或是微血管阻塞同时合并有出血。T1 mapping和 T2 mapping显示为低

信号核心对微循环阻塞的诊断也有帮助。由于早期再灌注、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技术的进步

和更有效的抗血小板和抗凝药物的应用，心肌再灌注治疗的效果得以持续改善，然而，仍然没

有减轻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的有效治疗方法。综合运用 CMR各种技术对心肌缺血性再灌注损伤

微血管病变的评估有重要参考价值，是心肌梗死行再灌注治疗后效果评价及指导药物治疗的重

要辅助手段。 

 

 
S-221 

肿瘤性骨软化症的影像诊断 

 
张朝晖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510080 

 

目的提高对肿瘤性骨软化症的认识和影像诊断准确率。 

方法结合文献总结分析肿瘤性骨软化症的临床和影像学特点。 

结果肿瘤性骨软化症患者的血磷低，血钙和甲状旁腺素水平正常， 1.25-二羟维生素 D正常或

减低，血碱性磷酸酶增高，血纤维母细胞生长因子-23升高。影像学检查可见弥漫骨质软化，

多发骨折。导致肿瘤性骨软化的最常见病因为磷酸盐尿性间质瘤。该瘤好发于中年人；多见于

四肢，可发生在骨内或软组织内，前者相对稍多见；病灶多较小，常单发，偶尔多发。磷酸盐

尿性间质瘤多为良性，少数为恶性。病变的影像学表现多样，骨内病灶在平片和 CT多表现为

边界清楚的溶骨性病变，偶有膨胀，有时病灶内见钙化。在 MRI上病变于 T1WI多呈等信号，

于 T2WI多呈高信号，增强扫描可见较明显强化。PET CT 检查可见病变区 FDG摄取增高，生长

抑素拟似物奥曲肽摄取增高。多数患者的血磷在病灶切除术后数日即可恢复正常，临床症状在

术后数日至数天内改善。 

结论肿瘤性骨软化症的影像学表现有一定特点，认识这些特征并结合有关临床表现和实验室检

查结果综合分析有助于对其做出正确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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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25 

经皮椎体后凸成形术后近远期并发症的相关危险因素分析 

 
邹月芬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10029 

 

目的探讨 PKP术治疗骨质疏松性椎体压缩骨折后近期骨水泥渗漏及远期并发症的相关危险因

素。 

方法经 PKP治疗的确诊为 OVCFs患者共 239人（283椎体），相关因素包括：年龄、性别、体

脂数、骨密度、骨折椎体及手术椎体数量、手术入路、骨水泥注入量、骨折病程、位置、类

型、严重程度、术前椎体压缩比、Cobb角、椎体内裂隙征、皮质缺损和许莫氏结节。 对术后

3天病人术椎进及术后随访分析，测量骨折椎体高度压缩比和 Cobb角，统计出现手术椎体再

塌陷和新发椎体压缩性骨折的病例数，采用多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 

结果 283术椎中有 226例（79.9%）发生骨水泥渗漏，其中皮质缺损的比值比 OR=42.73；95% 

CI =35.14-354.99；大剂量骨水泥注入量 OR=1.46；95% CI=1.09-1.97；较低骨密度值的 OR= 

0.67；95% CI=0.52-0.86。对于 C型渗漏而言，椎体内裂隙征的 OR=2.92；95% CI=1.03-

8.3；许莫氏结节的 OR=3.49；95% CI=1.17-10.44。在远期随访中，骨密度的 OR=0.64；95% 

CI=0.44-0.92；C型渗漏的 OR=2.98；95%CI=1.03-8.58；骨水泥注入量的 OR=1.43；

95%CI=1.03-1.99；骨折类型的 OR=2.30；95%CI=1.06-4.50 及 C型渗漏 OR=5.86；

95%CI=1.77-19.45，以上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椎体出现皮质缺损、大剂量骨水泥注入量和较低骨密度值为骨水泥渗漏的三大主要危险

因素。对于 C型渗漏而言，椎体内裂隙征和许莫氏结节分别是软组织渗漏亚型和椎间盘渗漏亚

型的独立危险因素。C性渗漏的出现预示着术椎有较高的新发椎体骨折和再塌陷可能性。 

 

 
S-245 

儿童肝脏脉管性病变的影像诊断 

 
钟玉敏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00127 

 

目的 分析儿童肝脏脉管性病变的影像学特征, 将影像诊断与病理结果、随访资料进行对照，

复习国际脉管性病变研究协会 (ISSVA) 脉管性病变的分类及命名，明确影像诊断及正确命名

在肝脏脉管性病变诊断中的重要性。  

材料与方法 回顾性收集 2006/01-2014/12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收治的儿童肝脏脉管性病变 91例

（男 46例 ，女 45例，年龄范围为 0.5月~11岁, 中位年龄 3岁）；将影像诊断（超声、

CT、MRI）与术后病理结果以及随访资料对照。 

结果 91例中 89例未按照 ISSVA正确命名；影像诊断 CT和 MRI结果显示肝脏脉管性病变为孤

立性单发肿瘤 57例，多发肿瘤 21例，弥漫性肿瘤 13例； CT和 MRI的影像特征相似，均为

动脉期强化，表现为快进慢出的特点； 91例中 4例合并有 Kasabach-Merritt综合征。91例

中 3例有手术结果，48例有随访结果。   

结论肝脏脉管性病变亦需根据 ISSVA进行规范命名和分类，影像检查是儿童肝脏脉管性病变诊

断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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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56 

儿童中的肺栓塞 

 
谢晟 

中日医院 100029 

 

    虽然相较于成人，儿童中的静脉血栓栓塞性疾病的发生率要小得多，但近年来儿童中

的肺栓塞发生率呈现增长趋势。尸检中肺栓塞的发现率为 4.2%。儿童中的肺栓塞的致死率比

起成人高得多（8.9% VS. 1.1%）。 抗凝治疗导致的死亡在儿童中也比成人高（3.6% VS. 

0.2%）。内科治疗未能完全消除的双侧肺血栓发生率为 31-52%。 

    儿童肺栓塞的危险因素主要有：遗传性易栓症，创伤，手术，全身系统性疾病包括肿

瘤引起的高凝状态，此外，血管炎尤其白塞氏病也会导致肺动脉的血栓形成。 

    肺栓塞的临床表现通常为胸痛，咯血，不同程度的呼吸困难。但是由于临床重视程度

不够，经常会被误诊，第一诊断被诊断为肺炎，胸膜炎等。 

    虽然 D-DImer在成人肺栓塞的诊断中起到重要的，甚至影响治疗的决策，但在儿童中

的作用尚未明确。文献报道 79%的儿童 PE存在 D-DImer的升高。CTPA在诊断儿童 PE方面具有

优势。虽然肺动脉增强 MRA 诊断肺栓塞也有报道，但临床应用仍是少数。 

肺栓塞在 CTPA上表现为肺动脉内较大的充盈缺损，甚至能造成血管的完全阻塞。受累肺内血

流减少，可出现马赛克灌注。肺动脉压力的增高可导致：肺动脉增宽，直径大于同层面主动脉

直径；急性右心功能不全，表现为右室扩大，室间隔左偏，下腔静脉内造影剂返流。 

    白塞氏病是一种以口腔溃疡、生殖器溃疡、眼炎以及皮肤损害为突出表现的疾病，是

一种全身性免疫系统疾病，属于血管炎的一种。临床上少部分患者可以出现血栓性静脉炎或深

静脉血栓，并发肺部病变者较为罕见，主要表现为肺动脉炎引起血管的狭窄或扩张、动脉瘤形

成，局部血管炎症并发栓塞导致临床症状，咯血量大者可致命。 

    总之，对于存在危险因素的儿童患者，应警惕肺栓塞的发生，通过 CTPA及时确诊，从

而早期抗凝治疗。 

 

 
S-378 

影像诊断人工智能的应用丞待规范 

 
袁建华 

浙江省人民医院 310014 

 

 

人工智能已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而医疗是被认为可以最早开始现实应用的

领域，尤其是人工智能与医学影像的结合，被认为是最有可能先发展起来的领域，人工智能与

医学影像的结合也已有大量在报道。AI取代放射科医师的部分工作或放射科医师的职业是否

被取代？我们该如何正确对待 AI与医学影像？ 

    一、影像诊断的人工智能应用丞待规范     

1、需要大数据支撑、数据的开放与共享，需要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有机结合，需要梳理数据的

真实性和质量、有用数据和垃圾数据。 

    2、医学人工智能开发需要合法合规地获得数据。 

3、健康医疗数据交易和隐私应该受到保护。 

4、丞待医学人工智能领域立法和监管。 

5、医学人工智能软件应该获得认证。 

    二、正确对待人工智能与医学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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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I已经在路上，人工智能必将成为影像科医师的得力助手，应该主动迎接医学影像人工智

能的到来，期待 AI的未来。 

2、从目前人工智能的发展来说，人工智能够做到的主要是医学影像的识别分析，但识别不同

于诊断。 

3、人工智能无法做到医生和病人的交互。从情感上说，对于病人的人文关怀、精神状态观

察、病情主诉分析等诸多因素，人工智能目前更无法替代医生。 

4、目前的人工智能只是医生的好工具，并不能完全替代医生。           

三、冷静看待媒体宣传，正确把握宣传尺度 

    1、不正确的宣传报道可能误导大众，以为影像诊断可以由 AI完成，放射科医师仅仅

是签了一个字，放射科医师真被认为是照相师傅。 

2、不正确的宣传报道误导可能临床医师，以为有了 AI放射科医师工作就是敲敲键盘签个字，

如同签自动生化报告。 

3、不正确的宣传报道放射科医师的价值和地位会被低估。 

面对 AI，放射科医师不必担心未来,放射科医师尤其年轻医师不能放弃学习，应刻苦钻研，不

断创新。AI自己不会创新，人工智慧来源于人的智慧。 

 

 
S-405 

 MRI 在肺部感染性疾病中的应用初探 

 
汪丽娅

1
,刘周

1
,李丽

1
,李天然

1
,罗德红

1,2
 

1.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深圳医院（深圳市肿瘤医院） 

2.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目的 随着 MR成像速度和图像质量的不断改进，尤其是以其无辐射的优点，在肺部感染性疾

病的应用研究也日渐引起人们的关注，比如免疫缺陷病人合并机遇性肺炎、肺结核及侵袭性真

菌感染。旨在提高对肺部病灶 MR征象的认识，尤其是对那些在 CT上有特异性征象的病变，如

磨玻璃样病灶，“月晕征”，“树芽征”，完全性钙化等的新认识。 

方法 对比分析我院 32例陈旧性结核病人进行肺部 MRI 和 CT影像特征，及相关文献，初探

MRI在肺部感染性疾病中的应用价值。 

结果 MRI因其固有的软组织分辨率高及多种成像序列的特性，不仅对肺部病灶的显示能力不亚

于 CT，而且能提供一些额外的有诊断价值的信息，如肺炎病灶内的早期坏死、肺结核实变病

灶中的液化坏死和干酪样坏死、淋巴结的干酪样坏死、具有鉴别结核球和肺癌诊断价值的结核

球典型的环形强化方式，以及区分真菌感染的活动性病灶与慢性病灶（包括纤维化改变）等

等。 

结论 肺部某些感染性疾病的诊断和疗效评估，MRI不仅可作为 CT的补充手段，还可单独成

为一种可供选择的影像诊断方法。尤其是对那些特殊人群，包括儿童、青少年、孕妇、免疫缺

陷的病人，以及那些需要重复多次影像学检查来监测疗效的，为了减少或避免 CT引起的辐

射，MRI可能是更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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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406 

肺内多发空洞性病变 CT 诊断 

 
杨州

1
,李军

2
 

1.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2.壶关县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肺内多发空洞性病变的 CT诊断和鉴别诊断。 

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病理与临床证实的 50例肺内多发空洞性病变 CT征象、病理表现及临床资

料，手术证实 11例，纤支气镜检 13例，CT引导下穿刺活检 8例，痰检 13例，随访 5 例。使

用 GE Lightspeed VCT 64螺旋 CT扫描仪，均行胸部常规 CT 平扫，21例行 CT增强扫描。

结果（一）感染性病变 36例。11例肺脓肿，其中外伤后感染 3例，产后盆腔感染 3例，疖痈

感染 3例，亚急性心内膜炎 2例。CT表现两肺散在分布多发病灶，呈斑片状、结节状或磨玻

璃样，空洞大小不等，壁厚薄不一，但内缘多光整，外缘模糊，6例见气-液平面，增强扫描

洞壁明显或中等度强化。17 例肺结核，浸润型肺结核 6例，干酪性肺炎 2例，结核球 1例，

慢性纤维空洞性肺结核 3例，多类型共存 5例，合并糖尿病 5例。12例空洞位于双肺上叶尖

后段及下叶背段，大小不一，见 a）虫蚀样空洞 b）浸润性空洞 c）干酪样空洞及 d）纤维性空

洞，2例洞壁有钙化，5例空洞周围见卫星病灶，13例肺内见多发索条影、钙化灶、片状渗出

影、实变影、结节影及“树芽征”等表现，3例胸膜增厚粘连、钙化，7例纵隔、肺门淋巴结

肿大、钙化。8例真菌感染，其中 6例有基础病变；肺曲菌病 5例，隐球菌病 3例；4例见空

气新月征，6例合并肺内斑片影、实变影及呈“晕轮征”的结节、肿块。（二）非感染性病变

14例。6例韦格纳肉芽肿，肺内空洞大小不等，壁厚薄不均，内缘不规则，1例可见环形空

洞，1例空洞内见气-液平面，5例肺内合并结节、肿块，2例可见多发磨玻璃样影、实变影。

8例肺转移瘤，原发肿瘤肝癌、食管癌，甲状腺癌各 1例，结肠癌 2例，肺癌 3例。 

结论 多发空洞性病变在肺内的分布特征、空洞表现特征等 CT 表现各具特点，密切结合临床

表现和相关实验室检查有助于诊断和鉴别诊断。 

 

 
S-408 

糖尿病相关性肺感染影像学征象及其临床应用价值 

 
张笑春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400038 

 

肺部是糖尿病相关性感染首要器官之一，多条件致病菌、真菌或混合感染。 

具体机制如下：高血糖破坏机体防御系统、为病原体提供给养、为微生物提供了宜生存的微环

境、摧毁机体保护屏和降低机体免疫力，从而增加感染机会。 

具体机制包括血液、痰液和脓液中糖含量升高降低中性粒细胞趋化、吞噬和杀菌能力，且成为

了病原微生物营养基；代谢紊乱降低细胞和体液免疫；胰岛素缺乏降低免疫力，血管结构和功

能异常、血流缓慢和血液循环障碍降低局部致病菌的清除率，血氧缺乏增加了机会性厌氧菌感

染；自主神经病变弱化了痰液咳出功能。易感病原体包括细菌、真菌、寄生虫和病毒，以细菌

和真菌多见、偶尔会出现一种或多种混合性感染，且大部分是条件致病菌（需氧菌有葡萄球

菌、肺炎链球菌、嗜麦芽窄食单胞菌、鲍曼氏不动杆菌、克雷伯杆菌、结核杆菌、粪肠球菌、

组织胞浆菌。厌氧菌有铜绿假单胞绿脓杆菌、梭状芽孢杆菌、脆弱类杆菌、大肠杆菌、变形杆

菌和卡它莫拉菌。真菌有霉菌、白色念珠菌、隐球菌和球孢子菌）。当条件致病菌离开正常寄

居部位、或因滥用广谱抗生素而发生菌群失调时，这些寄居于皮肤和鼻咽部的葡萄球菌，口腔

和鼻咽部的梭状芽孢杆菌、脆弱类杆菌、卡它莫拉菌，呼吸道和肠道的铜绿假单胞绿脓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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嗜麦芽窄食单胞菌、大肠杆菌、链球菌，呼吸道和肺部的真菌。主要病理改变表现为渗出性、

化脓性、坏死性和肉芽肿性炎症。影像学特征：急性期磨玻璃密度、实变，多发肉芽肿、单发

或多发大小不等空洞或脓肿。依据这些特征可以提示临床特殊病原谱（条件致病菌、多重耐药

菌混合性感染、厌氧菌和真菌为主。 

 

 

S-410 

局灶炎性与癌性磨玻璃结节的 HRCT/MPR 鉴别诊断 

 
徐秋贞,肖旻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210009 

 

   

目的 回顾性分析胸部 HRCT 上表现为肺部炎性磨玻璃结节(GGN)和肺腺癌性结节的影像特征,

提高对癌性磨玻璃结节的认识。 

材料及方法 回顾性分析本院 65例手术病理及临床证实的 GGO局灶性肺炎及肺腺癌患者的临

床、HRCT、病理类型等资料，将 HRCT征象(包括大小、病灶边缘、瘤肺界面、空泡征、空气支

气管征、胸膜凹陷征、血管集束征、密度、磨玻璃比例)与病理亚型（浸润前腺癌及浸润性腺

癌）的相关性进行统计分析，患者年龄、病变大小、密度与病理亚型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或秩和检验；患者性别、病灶边缘、瘤肺界面、空泡征、空气支气管征、胸膜凹陷征、与病理

亚型对照采用卡方检验或 Fisher精确检验，分析其影像差异。 

结果 HRCT表现为 GGO的浸润前腺癌及浸润性腺癌、局灶性肺炎间，性别、密度、大小、分

叶、瘤肺界面差异、空泡征、空气支气管征、胸膜凹陷征、胸腔积液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值

分别为 0.642、0.580、0.852、0.756、0.105、0.137、0.171、0.667、0.085、1.000、

0.414)，年龄、血管联通、结节大小变化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值分别为 0.049、0.039、

0.000)。对随访复查的磨玻璃结节，三个月复查全部炎性玻璃样结节缩小或消失。 

结论 通过分析 GGN病灶的大小、形态、分叶征、空泡征、胸膜凹陷征、空气支气管征/内部

血管联通征有助于对炎症、浸润前病变、浸润性腺癌的鉴别诊断，鉴别困难时，三月后复查的

时间窗对诊断炎性结节的诊断非常重要。 

 

 

S-416 

艾滋病伴发神经系统疾病的 MR 研究 

 
施裕新,詹艺,石秀东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201508 

 

 

目地 介绍 MR高分辨率成像、灌注、弥散、IVIM、波谱等新技术在艾滋病相关神经系统病变的

应用价值。  

资料和方法 收集艾滋病临床常见的神经系统损害、伴发机遇感染和肿瘤病例，归纳、总结其

在 MR常规成像上的体积和信号变化，功能成像上血动力学、水分子运动、代谢等方面的异

常。 

结果 艾滋病相关神经系统病变，根据其病理生理特点和病程，其神经皮质、白质和脑核团的

体积变化、信号均有不同的变化，结合临床能做出初步诊断。MR功能成像能反映早期病理生

理的变化，准确反映病情，并有助于鉴别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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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MR常规成像，结合功能成像能较好发现神经系统病灶、准确显示不同病变的特点，有助

于诊断与治疗效果的评价。 

 

 

S-417 

糖尿病足感染的 MRI 多模态研究进展 

 
李咏梅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MRI是一种精确的、非侵入性的成像检查方法，对于足部软组织分辨率高，能直接获取足部多

方位图像及细微解剖结构，可详细描绘软组织及骨质解剖学和病理学变化
[17]

。�MRI对 charot

关节炎、骨髓水肿、骨髓炎的鉴别：charot关节炎在 MRI上表现为软组织等、稍高 T2信号改

变，但周围少有溃疡、窦道以及脓肿形成，STIR序列上表现为足中部、跖跗关节组成骨弥漫

性水肿
[18]

。骨髓水肿在 MRI 上表现为受累骨质孤立的 T2高信号。骨髓炎在 MRI上表现为周围

软组织水肿、窦道、脓肿、皮肤溃疡、蜂窝织炎，局部骨质长 T1信号、长 T2信号，增强扫描

骨质结构明显强化
[19]

。Dynamic MRI的应用对于 charot 关节炎血流灌注能提供可测量化的参

数，可用于疾病监控、病情预后判断及指导临床治疗。‚ MRI对 DF血管成像的优势：MRA能

够清晰显示足部血管解剖结构及位置、血管狭窄程度、足部血流情况
[21]

。以血流敏感散像为准

备脉冲的 SSFP等应用对于下肢血管显示提供了一种安全、可靠的非对比剂造影方法，具有高

度敏感性及特异性，能在 3-4分钟扫描时间内获得临床需要的足底分支血管、足背动脉、足外

侧动脉的影像资料，具有潜在的临床应用价值。MRI对于 DF神经成像的优势：MRI能清晰显示

足部神经大小、形态及走向，对于神经性病变定位、寻找病因、排除其他病变具有优势
[23]

。DF

神经病变在 MRI上表现为：神经信号增强、局部肿胀、神经移位、增强扫描周围明显强化等
[24]

。胫、腓神经 DTI成像检查，通过测量 FA, AD、RD等值，发现周围神经 DTI检查重复性及

可靠性高，具有不受后处理软件包影响等优势，可作为研究 DF周围神经病变的有力工具。MRI

能早期发现 X线平片等其他影像学检查不易发现的处于 0期的病变，对骨髓信号的改变敏感性

高，对足部血管、神经神经的显示能指导临床早期评估周围神经病变及确定手术方式。 

 

 
S-418 

Gd-EOB-DTPA 增强 MRI 对肝脏功能的评估价值 

 
陆健 

南通市第三人民医院/南通大学附属南通第三医院 226006 

 

目的 探讨 Gd-EOB-DTPA增强 MRI对肝功能的评估价值。 

方法 共入组患者 120例，其中 Child-PughA级 48例、B级 40例、C级 11例、对照组 21

例。采用 Gd-EOB-DTPA行增强扫描，T1mapping在增强前及增强后 10min、20min扫描。测量

各期全肝及各肝段的信号强度（SI）、肝脏 T1弛豫时间，计算肝脏相对强化率（RE）和 T1弛

豫时间减低率（△%），比较各指标在不同肝功能组间的差别，分析各指标与 Child-Pugh 分级

的相关性，以及诊断≧B级的效能。 

结果 1. 各期全肝 SI、RE在不同肝功能组间比较均有统计学差异（P<0.05）；对照组、

Child-PughA级组各期 RE段间比较均有统计学差异（P<0.05），Child-PughB级组 RE10min、

RE20min段间比较有统计学差异（P<0.05）。Child-PughC级组 RE20min段间比较有统计学差异

（P<0.05）；T1pre、T1post10min、T1post20min、△%10min 及△%20min 在不同肝功能组间比

较均有统计学差异（P<0.05）。2. 除 SI20s、RE20s外各期 SI及 RE与 Child-Pugh分级呈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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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T1pre、T1post与 Child-Pugh分级呈正相关（P<0.05），△%与 Child-Pugh分级呈负相

关。3.SI10min、SI20min、RE10min、RE20min诊断≧B级的 AUC分别为 0.839、0.707、0.779、0.547；

T1pre、T1post10min、T1post20min、△%10min 及△%20min 诊断≧B级 AUC分别为 0.817、

0.950、0.949、0.876和 0.898。 

结论 Gd-EOB-DTPA增强 MRI 能够定量评估患者肝脏功能，并有望实现对各肝段功能的可视化

定量评估。 

 

 

S-419 

肝脏局灶性占位的肝胆期表现 

 
赵大伟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100069 

 

目的探讨弥散张量成像（DTI）FA值及 ADC值在艾滋病脑内结核和弓形虫病的临床应用。 

方法收集 12例经临床确诊脑内结核艾滋病患者，10例脑内弓形虫艾滋病患者，常规 MRI、弥

散张量成像（DTI）和 T1WI 增强检查，观察脑内病变征象并测量脑内病变的实质区、周围水肿

区以及对侧正常区 FA值、ADC值然后分析统计学差异，ROC 曲线分析其诊断效能。 

结果脑内两种病变感染灶的实质区、水肿区及正常区 ADC值及 FA值间均存在显著差异( P＜
0.05)，两感染灶实质区与水肿区 FA值及结核性病灶实质区与水肿区 ADC值均存在统计学差异

(P＜0.05)。与正常区相比，病灶实质区、水肿区 ADC值、FA值均存在统计学意义(P＜
0.05)；两组间实质区 FA值有差异(t=-5.648，P＜0.01)。ROC曲线的 ADC值 AUC=0.715，FA

值 AUC=0.914，FA值的诊断效能大于 ADC值(P＜0.05)的诊断效能。 

结论 DTI可以为 AIDS并脑内结核及弓形虫病诊断和鉴别诊断提供更多信息,为临床治疗提供可

靠依据。 

 

 
S-421 

Cerebrovascular complications of CNS infections 

 
高波 

烟台毓璜顶医院 264000 

 

Abstract The most common cerebrovascular complications of infection overall is 

cerebral infarction. A less common complication is hemorrhage either from ruptured 

infective aneurysm or from vasculitic destruction of the vessel wall. The central 

nervous system (CNS) vasculature can be affected by systemic or local CNS 

infectious processes. Infections can compromise the arteries or the veins-dural 

venous sinuses. The arterial involvement includes i) infectious intracranial 

aneurysm (IIA) or ii) infectious vasculitis. The venous involvement results in 

venous or dural venous sinus thrombophlebitis. We will present common imaging 

patterns on CT (computed tomography) and MR (magnetic resonance) of the arterial 

and venous complications of infections. We will approach the cerebrovascular 

complications of infections by anatomic 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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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424 

华支睾吸虫病合并肝脓肿的影像和病理基础 

 
廖锦元,刘红山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530021 

 

目的探讨华支睾吸虫病合并肝脓肿的影像特点和病理基础。 

方法回顾分析 18例病理证实的华支睾吸虫病合并的肝脓肿；所有病例均行多排螺旋 CT及磁共

振普美显增强扫描；统计分析病灶肝段分布、强化方式及胆管扩张等征象。 

结果镜下病理所有病灶内可见大量虫卵以及淋巴、中性和巨噬细胞，并见增生肉芽肿结节。单

发病灶 11例，多发病灶 7例。16例位于肝右叶，2例位于肝左叶；合并胆石症 6例，胆囊结

石 4例，肝内胆管结石 2例；肝内胆管扩张 14例，9例为轻度扩张，5例为中度扩张。CT平

扫肝内可见单发或多病灶，呈类圆形或斑片状，低或稍低密度；MRI平扫呈长 T1、长 T2 信

号，DWI弥散受限，高 b值（b=1000）病灶边缘呈高信号，边界不清，周围肝组织可见水肿、

胆管扩张，动脉期邻近肝实质可见一过性异常强化 12例，11例可见特征性的环状强化，病灶

中央可见低密度区/T1WI不均匀的低信号；4例病灶呈弥漫性不均匀强化，边界不清；3例呈

肝内孤立性结节，动态增强呈渐进性强化。磁共振肝胆期 11例呈低信号，肝实质背景信号减

低。 

结论病灶多发、多见于肝右叶、末梢胆管扩张及磁共振肝胆期胆道排泄障碍是华支睾吸虫胆道

损伤继发肝脓肿的主要影像学特点。 

 

 

S-427 

Radiology of Infectious Diseases 

杂志简介与 SCI 论文写作 

 
丁金立,李宏军 

北京佑安医院 100054 

 

《Radiology of infectious Diseases》杂志是由国内传染与感染影像学组联合创办的传染病

放射学领域唯一国际英文杂志。这一杂志的创刊发行填补了国内外感染放射学杂志的空白。同

时，为国际感染放射学专业搭建了一个学术交流的平台，也为国家公共卫生防控专业知识检索

提供便捷的专业路径。本次演讲主要介绍 Radiology of Infectious Diseases杂志发展史与

现状，交流感染影像学相关 SCI论文写作要点，促进传染与感染影像的发展。 

 

 

S-436 

基于循证实践构建急重症联合血管造影的护理策略 

 
李丽卿,林羽纶,吴学芹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350001 

 

目的 推进循证护理在急重症多部位血管成像（CTA）护理实践中的应用。 

方法 对多部位血管成像检查者应用循证医学实践，收集科研证据、临床实证。  

结果 确认循证支持及相关护理实践在急重症联合血管成像（CTA）应用性、科学性，确保专科

急救、监护、检查安全顺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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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实施全方位的循证护理实践，有效保障急重症联合血管成像检查者护理安全及成像质

量，提高病症检出率、诊治成功率。保障医疗安全、检查者安全。 

 

 

S-472 

循证影像诊断：从研究证据到临床实践 

 
雷军强

1
,王梦书

1
,王寅中

1
,陈耀龙

2
 

1.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2.兰州大学循证医学中心 

 

目的 调查影像诊断系统评价被指南引用和我国指南中含影像诊断推荐意见的现况，以制定中

国影像指南制定的策略和方法。 

方法 检索 PubMed、CBM、CNKI、WanFang Data和 VIP数据库中影像诊断系统评价和含诊断推

荐意见的指南，时限为建库至 2014年 12月 30日。由 2 位研究者独立行文献筛选和资料提

取。纳入的系统评价应用引文分析法分析被指南引用情况。纳入指南采用文献计量学法对基本

情况、推荐意见和证据质量的级别、指南制定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等行对比分析。 

结果 共纳入 292篇影像诊断系统评价和 341篇含诊断推荐意见的指南，系统评价分析示：94

％被 Web of Science数据库收录,总被引 5413频次,中位数为 20次/篇，范围 0～131 次；28

％被指南引用,7％被作为指南推荐意见。含诊断推荐意见的指南中 48.7％制定了 534条影像

诊断推荐意见，25.7％的推荐意见有证据质量和(或)推荐强度的标识，18.9％有“推荐”或

“建议”等敏感字眼。22.3％的报告了推荐强度，其中 38.7％为强推荐，16.0％为弱推荐。

23.9％强推荐基于低质量证据，42.1％的弱推荐基于高质量证据。纳入的大部分指南推荐意见

未基于系统评价的证据和未对证据质量和推荐意见分级；从证据到推荐的过程不透明；推荐意

见的报告缺乏规范化和明晰性。 

结论 1）我国含推荐意见的临床指南达 50％，但系统评价被指南引用和作为证据来源的比例

不高,引用滞后；2)影像诊断指南推荐意见有推荐级别和/或证据质量分级的比例较低，且分级

方法不统一。而低质量证据强推荐或高质量证据弱推荐时，均未详细解释。3）我国影像指南

制定策略和方法在协会/学会层面倡导循证诊断指南的制定；同时加强国内外诊断指南的研究

和指南注册，提高指南制定透明化。具体为提出临床诊断问题并成立多学科团队，根据选题检

索和制作诊断试验系统评价，并对证据质量分级，最后形成推荐意见。 

 

 

S-487 

CT 纹理分析无创体内鉴别诊断泌尿系尿酸 

及非尿酸结石的初步临床研究 

 
孙昊,张古沐阳,石冰,薛华丹,金征宇 

北京协和医院 100730 

 

目的 回顾性研究平扫 CT纹理分析（CTTA）体内鉴别泌尿系尿酸及非尿酸结石的准确性，使用

术后结石标本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结果作为参考标准。 

方法 本研究为回顾性研究，已被院内伦理委员会批准。14名罹患泌尿系尿酸结石患者和 31

名泌尿系非尿酸结石患者纳入此研究，共有 18枚尿酸结石和 32枚非尿酸结石。全部患者均于

术前行腹盆平扫 CT检查，并行外科手术取石。使用商品化的 TexRAD软件进行平扫 CT 的结石

纹理分析。对于在尿酸和非尿酸结石间有显著性差异的纹理分析参数，进行受试者工作特征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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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ROC）分析并计算 ROC曲线下面积（AUC）。使用较理想的纹理区分特征进行向量机

（SVM）分类训练。评价纹理分析参数对泌尿系尿酸结石和非尿酸结石的鉴别诊断效能，并进

行 10倍交叉验证。 

结果 与泌尿系非尿酸结石相比较，尿酸结石的为例分析参数中平均值（Mean）、标准差

（SD）和最大正性像素（MPP）较低，而峰态（Kurtosis）较高（P值均<0.001）。尿酸和非

尿酸结石间纹理分析参数熵（Entrophy）和偏倚度（Skewness）均无显著性差异。进行 10倍

交叉验证后，纹理分析参数鉴别诊断尿酸和非尿酸结石的平均 SVM准确性为 88%-92%。对粗糙

纹理的 mean、SD和 MPP进行多参数建模后，鉴别诊断尿酸和非尿酸结石的 AUC高达 0.97 ± 

0.02，SVM准确性为 92%，敏感性为 90.6%，特异性为 94.4%。 

结论 CTTA可以在体内结石平扫 CT图像中准确鉴别诊断泌尿系尿酸结石和非尿酸结石。 

 

 
S-488 

Radiomics of Multiparametric MRI for Pretreatment 

Prediction of Progression-Free Survival in Advanced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Zhang Shuixing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jinan university  

 

Purpose To identify MRI-based radiomics as prognostic factors in patients with 

advanced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NPC). 

Experimental Design One-hundred and eighteen patients (training cohort: n = 88; 

validation cohort: n = 30) with advanced NPC were enrolled. A total of 970 

radiomics features were extracted from T2-weighted (T2-w) and contrast-enhanced 

T1-weighted (CET1-w) MRI. Least absolute shrinkage and selection operator (LASSO) 

regression was applied to select features for progression-free survival (PFS) 

nomograms. Nomogram discrimination and calibration were evaluated. Associations 

between radiomics features and clinical data were investigated using heat maps.   

Results The radiomics signatures were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PFS. A 

radiomics signature derived from joint CET1-w and T2-w images showed better 

prognostic performance than signatures derived from CET1-w or T2-w images alone. 

One radiomics nomogram combined a radiomics signature from joint CET1-w and T2-w 

images with the TNM staging system. This nomogram showed a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over the TNM staging system in terms of evaluating PFS in the training cohort (C-

index, 0.761 vs 0.514; p < 2.68 × 10
-9
). Another radiomics nomogram integrated the 

radiomics signature with all clinical data, and thereby outperformed a nomogram 

based on clinical data alone (C-index, 0.776 vs 0.649; p < 1.60 × 10
-7
). 

Calibration curves showed good agreement. Findings were confirmed in the 

validation cohort. Heat maps revealed associations between radiomics features and 

tumor stages. 

Conclusions Multiparametric MRI-based radiomics nomograms provided improved 

prognostic ability in advanced NPC. These results provide an illustrative example 

of precision medicine and may affect treatment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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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001 

血管选择性动脉自旋标记技术与磁共振血管成像技术用于术

前评估脑膜瘤供血动脉的比较研究 

 
陆逸平,尹波,耿道颖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200040 

 

 

目的 脑膜瘤血供来源多样化，术前明确脑膜瘤供血动脉有利于合理的手术方案制定，有效避

免因错误的动脉夹闭导致的各类术后并发症。本研究旨在探讨血管选择性动脉自旋标记成像

（t-ASL）在显示脑膜瘤供血动脉方面的临床价值，并与临床常用 3D时间飞跃法磁共振血管成

像（3D-TOF-MRA）相比较。 

方法 共纳入 36例疑似脑膜瘤患者于术前行 3D-TOF-MRA及 t-ASL检查。4名神经影像医生分

别对两组影像进行评估。 

结果 最终纳入 30名于我院行脑膜瘤切除手术且病理证实为脑膜瘤的患者数据。评估脑膜瘤供

血动脉发现 t-ASL的观察者间一致性显著高于 3D-TOF-MRA（к = 0.913 vs к = 0.653）。

颈内动脉参与供血的 8例脑膜瘤患者（50%）具有明显运动或感觉障碍，单纯颈外动脉供血的

14例（100%）脑膜瘤患者无运动感觉障碍（p=0.003）。WHO II级脑膜瘤均为双血供肿瘤。 

结论 t-ASL可简单、无创、准确显示脑膜瘤供血动脉。脑膜瘤血供来源与肿瘤症状及病理类

型相关，可用于手术方案制订及肿瘤预后评估。 

  

 

 
FP-002 

基于功能 MRI 的无症状颈动脉狭窄患者认知功能障碍研究 

 
肖峰,徐海波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430071 

 

目的 无短暂性脑缺血发作或卒中的颈动脉狭窄临床上被称为无症状性颈动脉狭窄。最近的研

究证明， “无症状”颈动脉狭窄患者在执行功能、记忆和精神运动速度等一系列认知功能领

域均较正常对照人群显著下降，提示所谓的“无症状”性并非真正的无症状。但目前“无症

状”性颈动脉狭窄患者认知功能受损的病理生理机制在很大程度上仍是未知的。近年来，动脉

自旋标记磁共振灌注成像(ASL)、磁共振波谱成像(MRS)和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成像(R-fMRI)已被

广泛用于认知功能障碍的研究。基于此，本文采用多模态功能磁共振和多维度神经心理量表检

测无症状性颈动脉狭窄患者认知功能的受损，为进一步探索无症状性颈动脉狭窄患者认知功能

损害提供神经影像学标记。 

方法 将 19例“无症状”、严重(≥70％)单侧颈内动脉狭窄患者与 24例健康对照进行多维度

神经精神测试(包括 MMSE、MoCA北京版、数字符号测试、Rey听觉言语学习测试和言语记忆测

试)和多模态磁共振检查(包括 ASL、MRS和 R-fMRI)。比较两组间不同认知功能量表得分的差

异及灌注、波谱、低频振幅和功能连接等功能磁共振的差异，最后分析量表得分的差异和功能

磁共振指标差异之间的相关性。 

结果 “无症状”颈动脉狭窄患者在 MMSE、MoCA、数字广度测试、听觉词语记忆测试和数字符

号转换测试等量表上的得分较正常对照组均显著降低。通过多模态磁共振我们还发现无症状性

颈动脉狭窄患者左侧额下回等区域存在明显的低灌注，左侧海马 N-乙酰天门冬氨酸/肌酸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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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正常对照降低，双侧额中上回低频振幅降低及右侧额中上回和后扣带回的功能连接降低等。

结论 优势半球额叶的低灌注和海马神经元的丢失或活性降低、默认网络前部低频振幅以及和

后扣带回功能连接的降低可能是导致无症状性颈动脉狭窄患者认知功能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 

 

 
FP-003 

ADC、APT 直方图分析法鉴别高低级别胶质瘤的研究 

 
康晓伟,刘婷婷,席一斌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探讨 MRI表观扩散系数（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ADC）及酰胺质子转移成像

（Amide Proton Transfer，APT）直方图分析法在胶质瘤分级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

析 29例经病理证实的胶质瘤患者，其中高级别 20例（4 级胶质瘤 15例，3级胶质瘤 5 例），

低级别（2级胶质瘤）9例。所有患者均 GE  3.0T MRI 扩散加权成像（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DWI）及酰胺质子转移成像（Amide Proton Transfer，APT）扫描，并与病理结果对

照。采用 Image J软件对肿瘤实性部分最大层面 ADC图、MTRasym图转化为 8 bit灰度图

（0~255灰阶）进行直方图分析，观察实性部分直方图特征并获得直方图参数，包括平均

ADC、10%ADC、20%ADC、平均 MTRasym、90% MTRasym。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分析

各参数鉴别效能。结果  高级别胶质瘤各 ADC值均小于低级别胶质瘤，MTRasym值大于低级

别胶质瘤。平均 ADC、10%ADC、20%ADC的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950、0.950、0.953，20% ADC 

的曲线下面积最大，最佳 cut off 值为 98.5，敏感度、特异的分别为 0.889、0.800。平均

MTRasym、90% MTRasym 的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817、0.961。90% MTRasym的最佳 cut off 值

为 61.145，敏感度、特异度分别为 0.950、0.889.  结论  ADC、APT直方图分析发对胶质

瘤分级具有一定的价值，20% ADC、90% MTRasym较平均值具有更好的诊断效能。 

 

 

FP-004 

高分辨率磁共振成像技术在脑深部电刺激 

治疗帕金森中的应用 

 
路莉,徐凯,吴琛,梁黎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221000 

 

目的 探讨高分辨率磁共振技术在脑深部电刺激治疗帕金森疾病术前定位的准确性 

材料与方法 纳入 29例（平均年龄 66.73±7.74 年）进行 DBS的帕金森患者，术前均进行

3.0T磁共振检查，surgiplan 分析软件可清晰显示电极入路，制定手术靶点坐标，包括 X，

Y，Z轴坐标及 Arc角度和 Ring角度，并测量与同侧侧脑室最近垂直距离。术中经过微电极测

试电生理调整到最佳靶点位置，并记录下调整后的 X，Y，Z轴坐标及 Arc角度和 Ring角度，

比较术前磁共振定位与术中最佳靶点坐标的误差。并对术后患者进行 1.5T磁共振检查，观察

电极位置，有无并发症（出血，脑脊液内瘘等）。 

http://www.sogou.com/link?url=DSOYnZeCC_ooYsOA_10HUJ5zljgilE295p8KF7gronvldwcqxzBjrbYRMKWYPItuNYwOTs9yB0yt5pUc3zy0dg..&query=GE+MRI750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18 

 

结果 29例患者中有 2例进行双侧 GPi电极植入，其余 27 例患者均进行双侧 STN核电极植

入，术前靶点坐标 y，z，ring及距侧脑室距离左右 STN 没有统计学差异（P＞0.05），x及

arc角左右 STN有统计学差异（P＜0.05）。术前电极定位坐标与术中最佳靶点坐标误差的 95%

置信区间左侧 STN靶点坐标 x’（平均值：0.083±0.025；下限：-0.488，上限：0.655），

y’（平均值：0.075±0.427；下限：-0.866，上限：1.016），z’（平均值：-

0.208±0.208；下限：-0.670，上限：0.250）；右侧 STN靶点坐标 x’（平均值：

0.208±0.114；下限：-0.043，上限：0.460），y’（平均值：-0.042±0.217；下限：-

0.519，上限：0.436），z’（平均值：-0.208±0.208；下限：-0.670，上限：0.250），29

例术后 1.5T磁共振清晰显示电极位置，29例仅有 1例出现术中出血并发症，均未出现脑脊液

内瘘。 

结论：高分辨率磁共振成像技术能够在脑深部电刺激治疗帕金森疾病中进行术前精准定位，监

测术后电极有无移位及术后并发症有重要作用。 

 

 

FP-005 

轻度脑外伤长时跟踪的大脑偏侧性演化 

及大脑结构与功能共变的研究 

 
王卓楠,牛璇,孙迎香,麻少辉,张明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710061 

 

目的 探讨轻度脑外伤（Mild traumatic brain injury，mTBI)患者胼胝体结构完整性的纵向

变化过程以及左右大脑半球间区域连通性随时间的演变过程。 

方法 分析自 2013年 5月至 2015年 12月期间连续收集的由于急性头部创伤导致的 67例轻度

脑外伤患者及与之匹配的 44例健康对照人群大脑白质纤维束及功能连接的多模态影像学资

料。采用基于纤维束示踪的空间统计技术（Tract-based spatial statistics，TBSS）检测轻

度脑外伤患者胼胝体局灶性纤维束损伤区域 14天内、3个月和 6个月以上三个时间点较正常

人胼胝体纤维束连接各向异性分数值(fractional anisotropy, FA)值的差异；基于体素-镜像

同伦功能连接(voxel-mirrored homotopic connectivity,VMHC)纵向研究轻度脑外伤患者半球

间同伦功能连接度偏侧化的演化过程。结果：与健康对照组相比，mTBI患者在三个不同阶段

胼胝体 FA值持续降低。研究发现胼胝体的 FA值衰减程度与 mTBI时间轴之间存在显着正相

关。其中，胼胝体压部 FA值显着降低，体部中央 FA值略有下降。左右大脑半球间同伦区域功

能连接在亚急性期呈现增高和降低的双重表现，然而在 3个月时均为下降表现，6个月以上时

功能连接下降区域范围扩大。 

结论 通过对 mTBI的纵向影像学研究，发现胼胝体特别是其压部 FA值显着降低，同时，VMHC

结果成功地揭示了一些特定脑区域如初级感觉运动皮层，楔前叶/后扣带回等区域静息态功能

连接随时间的相关变化，功能连接的相关脑区所属大脑网络间存在相关关系。半球间功能连通

性异常表明，胼胝体白质纤维束减少可能影响大脑左右半球间功能连接，这些结果可能更好的

为轻度脑外伤患者认知损伤的机制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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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006 

高龄老年男性基底动脉形态与后循环 

脑血流延迟灌注现象的相关性研究 

 
张恒,贾芮,徐贤,安宁豫 

解放军总医院 100853 

 

目的 随着年龄的增大，基底动脉管壁弹性逐渐减低，出现管径增大，弯曲程度增加等血管异

构现象。三维准连续动脉自旋标记（3D pCASL）是一种无创无需造影剂的磁共振灌注成像方

法，可以对特定时刻脑血流量（rCBF）进行定量测量。多个时刻灌注水平可以通过设置多个标

记后延迟时间（PLD）来完成。基于此，我们以高龄老年男性为研究对象，采用三维时间飞跃

法血管成像（3D-TOF）和两个 PLD时间的 3D pCASL技术进行了基底动脉形态与后循环脑血流

量相关性的研究。 

材料与方法 对 44例 80岁以上，平均年龄（87.35±4.4）岁的高龄老年男性进行磁共振常规

扫描、3D -TOF及 3D-pCASL 扫描，PLD时间选取 1.5秒和 2.5秒。重建血管图像后，测量基底

动脉直径、起始部至分叉点距离和基底动脉横向偏离处到起始部至分叉点之间连线的垂直距

离。利用 SPM12软件测量后循环枕叶和小脑的 rCBF值。延迟灌注血流的百分比定义为

（rCBF2.5s-rCBF1.5s）/rCBF2.5s×100%。将测量的血管相关参数与延迟灌注血流的百分比分

别进行 Spearman相关性分析。 

结果 Spearman相关性分析显示，基底动脉直径与枕叶和小脑延迟灌注血流的百分比均中等相

关，小脑：（r=4.04，95%置信区间，P=0.007，P＜0.05），枕叶：（r=4.04，95%置信区间，

P=0.006，P＜0.05）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基底动脉横向偏离处到起始部至分叉点之间连线

的垂直距离与小脑延迟灌注血流相关（r=3.33，95%置信区间，P=0.027，P＜0.05）。 

结论 老年人基底动脉的扩张和弯曲，可引起后循环血流灌注的减慢，延迟灌注血流的增多，

进而增加了发生脑血管意外的风险。 

 

 
FP-007 

时间飞跃法磁共振血管成像原始层面大脑中 

动脉侧裂分支显示分析 

 
蒋飚,许多,许晶晶,董飞,邵晓彤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310009 

 

 

目的 分析时间飞跃法原始图像显示大脑中动脉侧裂段分支情况，以探讨其在急性脑梗死判断

梗死区域中的应用价值。 

材料和方法：回顾性分析近期 MRA检查者图像，筛选近期 DWI未见明显新近梗死，MRA大脑中

动脉见闭塞，管腔狭窄<50%患者 362例，双人评测大脑中动脉分叉部分支数，TOF侧脑室体部

原始层面计数大脑中动脉亮点分支数。 

结果 本组入选患者 362例，其中女性 184例，年龄 53.54±16.31 岁，男性 178例，

55.98±16.06岁，3D MRA重建脑内血管正常 157例，颅内动脉迂曲 31例，动脉硬化性改变

（管壁斑块至轻度狭窄）114 例，发育变异及其他动脉改变未累及大脑中动脉病变 60 例。两

侧大脑中动脉提早分叉占 8.12%，单独右侧提早分叉 13.44%，左侧 19.33%，未见提早分叉

59.11%。右侧大脑中动脉分叉呈 2支 168例，3支 174例, 4支 20例，左侧大脑中动脉分叉

呈 2支 164例，3支 171例，4支 27例。右侧大脑中动脉侧裂分支仅 2例为 4支，其余均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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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后排列 5支， 左侧大脑中动脉侧裂分支显示 4支 3例，各有 8例和 9例有单一分支细小，

以上终末支分支明显，尤以中央支（右 3左 4多见）。双侧大脑中动脉分叉变异与上终末支相

关，双侧大脑中动脉下终末支分支恒定。 

结论 时间飞跃法原始图像可以清楚显示大脑中动脉侧裂分支，除少数变异，在侧脑室体部层

面大部呈前后排列的 5支亮点，大脑中动脉的分叉变异主要与上终末支相关。 

  

 

 

FP-008 

阿尔茨海默病患者边缘系统及深部灰质核团的 DKI 研究 

 
周宇婧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6011 

 

目的 本文旨在运用 DKI技术研究阿尔茨海默病患者边缘系统及深部灰质核团的微结构改变，

并且探讨这些微结构改变与患者认知表现的关系。 

材料和方法 本研究共招募了 23名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及 24名健康对照者。本研究采用人工手

绘 ROI的方法测量了被试者双侧尾状核头、壳核、苍白球、丘脑、海马的 MK值、Ka值、Kr

值、MD值、Da值、Dr值及 FA值。运用独立样本 T检验分析两组被试间的差异。运用皮尔森

相关分析研究 DKI参数与患者 MMSE分数间的关系。 

结果 

1.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丘脑的 MK, Ka 及 Kr值减低；海马的 MK及 Kr值减低；尾状核头的 MK值

增高（P<0.05） 

2.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尾状核头的 MD, Da及 Dr值增高；丘脑和壳核 MD及 Dr值增高；苍白球的

Da及 Dr值增高；海马的 Dr 值增高； 

3.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海马及苍白球的 FA值明显减低，尾状核的 FA值增高； 

4.患者 MMSE分数与海马及丘脑的 MK值、丘脑的 Ka值、海马的 Kr值正相关；尾状核及壳核的

MD值及 Da值、苍白球的 Dr 值与患者 MMSE分数负相关。 

结论 阿尔茨海默病患者边缘系统及深部灰质核团的微结构发生改变且与认知表现有关。 

 

 

FP-009 

良恶性腮腺肿瘤的 DSCT 诊断与鉴别诊断 

 
戚跃勇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401120 

 

目的 探讨良恶性腮腺肿瘤的 DSCT诊断与鉴别诊断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 68例经手术病理证实的腮腺肿瘤的 DSCT 表现，所有患者均行双源双能量 CT

平扫及增强扫描。结果：68 例腮腺肿瘤患者，49例良性，19例恶性。49例良性中，腮腺混合

瘤 34例，腮腺腺淋巴瘤 9例，腮腺基底细胞腺瘤 6例。19例恶性腮腺肿瘤中，腮腺粘液表皮

样癌 9例，腮腺腺样囊性癌 6例，腮腺导管癌 4例。良性腮腺肿瘤多位于浅叶，形态规则，边

界清楚，均匀强化且不伴有淋巴结肿大，与恶性腮腺肿瘤差异均有统计学差异（p<0.05）。而

腮腺恶性肿瘤多位于深叶或跨深浅叶生长，形态不规则，边界不清楚，强化不均匀并常伴有淋

巴结肿大。在 DSCT能谱曲线上，68例腮腺肿瘤患者均表现为“下降型”。有关良恶性腮腺肿

瘤的 DSCT能谱曲线方面，结果表明腮腺良性肿瘤动脉期的碘浓度明显低于恶性肿瘤，曲线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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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明显小于恶性肿瘤（p<0.05），但在静脉期两者没有明显差异。15例恶性肿瘤肿大淋巴结

的能谱曲线与其肿瘤的能谱曲线形态基本一致。 

结论 1.DSCT对诊断和鉴别诊断良恶性腮腺肿瘤具有重要的价值，并提出了腮腺深叶和浅叶的

CT划分新方法。2.通过腮腺良恶性肿瘤的 DSCT应用，为了与国际文献接轨，分别诠释时间分

辨率（不单单是球管的转速，提出了边缘提取的 SSF新价值）、空间分辨率（不单单是线对

数，提出了各向同性像素体值评价 MPR的价值）和密度分辨率（不单单是最小密度差（%），

还有体素间距离和曝光剂量两种表示方法），提出了能量分辨率的概率。3.在 DSCT方面，提

出了双能量指数如何与现有 CT值对应，提出了虚拟平扫通过减影法去掉碘后该像素值的填充

概念，提出了图像融合的一键完成理念。4.通过实验纠正 CARE Dose 4D中第四的个 D 的概

念，提出了 SAFIRE重建技术在降低噪声的过程中会存在漏诊的潜在危险性。 

 

 
FP-010 

鼻咽癌放射治疗后诱发肉瘤的 CT 及 MRI 表现 

 
罗振东,吕建勋,江锦赵,程琳,沈新平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 518000 

 

目的 探讨鼻咽癌放射治疗后诱发肉瘤的 CT及 MRI表现，以期对其进一步认识，减少误诊率。

方法 回顾性分析 8例经病理证实的鼻咽癌放射治疗后诱发肉瘤的临床、CT及 MRI表现。 

结果 8例放射治疗后诱发的肉瘤（1）病理类型：骨肉瘤 5例，纤维肉瘤 2例、未分化高级

别多形性肉瘤 1例；（2）CT和 MRI表现：骨肉瘤 5例，颌骨,2例，颈部软组织和鼻腔各 1

例，均有软组织肿块和瘤骨，3例有骨质破坏；另 1例为术后复发病例；纤维肉瘤 2例及未分

化高级别多形性肉瘤 1例，均有软组织肿块和骨质破坏，增强扫描均有不同程度的强化。 

结论 结合临床放疗病史及影像学检查对放射治疗后诱发的肉瘤诊断具有重要意义。 

 

 
FP-011 

多种 CT 征象对甲状腺良、恶性结节的预测价值 

 
韩志江,周健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310000 

 

目的 探讨多种 CT征象对甲状腺良、恶性结节的预测价值。 

方法 回顾分析经组织学证实的 931例 1009枚直径＞1.0cm的 CT资料，包括 484例 548 枚良

性结节和 447例 461枚恶性结节。依据检查时间，将全部结节分为模型组（2009~2014）和检

验组（2015~2016），两组良、恶性结节分别为 252枚和 233枚、296枚和 228枚。观察结节

形态不规则、咬饼征、微钙化、增强后范围缩小/模糊、囊变为主和高强化在两组良、恶性结

节中的分布差异，并通过单因素和多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进行检验，比较两组阳性 CT征象

对良、恶性结节预测价值的 OR值、预测概率曲线下面积。 

结果 模型组和检验组的单因素分析均显示，形态不规则、咬饼征、微钙化、增强后范围缩小/

模糊均更常见于恶性结节中，囊变为主和高强化更常见于良性结节中；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

分析显示形态不规则、咬饼征、增强后范围缩小/模糊更常见于恶性结节中，OR值分别为

4.172和 6.327、3.927和 3.493、5.354和 6.674、11.814和 5.082、8.680和 14.562，预测

概率曲线下面积值分别为 0.946和 0.936。微钙化在模型组的多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中具

有统计学差异，在检验组中无统计学差异。结论  形态不规则、咬饼征和增强后模糊/范围

缩小均是预测恶性结节稳定的 CT征象，囊变为主和高强化是预测良性结节稳定的 CT征象，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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钙化对恶性结节的预测价值不稳定，对这些 CT征象及不同征象间差异的准确识别，采用多种

CT征象联合可提高诊断效能，减少误诊的发生。 

 

 

FP-012 

Heavily T2-Weighted 3D-FLAIR 成像在不同时相中对突发性

耳聋的诊断价值 

 
闵小红,顾华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100020 

 

目的 探讨 Heavily T2-Weighted 3D-FLAIR 成像序列在平扫、增强后 10分钟、增强后 4小时

对单侧突发性耳聋的诊断价值。 

方法 42例单侧突发感音性耳聋患者行重 T2-Weighted 3D-FLAIR序列扫描，对照分析该序列

平扫、增强后 10分钟、增强后 4小时的内耳信号强度比。 

结果 42例患者中 18例患侧内耳呈现不同程度高信号。24例患侧及全部健侧内耳无异常信

号。耳蜗、前庭信号强度比值在 HF平扫、增强后 10分钟、增强后 4小时两两组间比较，差异

皆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Heavily T2-Weighted 3D-FLAIR序列增强扫描更利于病变显示，增强后 4个小时扫描对

于内耳异常信号的改变更为敏感。 

 

 
FP-013 

中国健康婴儿和学龄前儿童咽部生长发育的形态学研究 

 
仪晓立

1
,袁新宇

1
,王振常

2
 

1.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2.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学龄前儿童是睡眠呼吸疾病的高发年龄，咽部阻塞是主要病因，我国尚缺乏该年龄段儿童的咽

部形态学数据。目的： 探索婴儿和学龄前儿童咽部生长发育的形态学变化特点。方法：通过

调查问卷筛选出 0-6岁无呼吸睡眠疾病儿童 521 名（男 225 名，女 296 名）进行上气道磁共振

扫描。将所有受试者按照年龄分为 6 组，每一年为一组，我们在正中矢状位和轴位图像上测量

咽腔及周围软组织径线。结果：在正中矢状位图像上我们获得腺样体的厚度、鼻咽腔的上下

径、软腭的长度和厚度、舌的长度和高度、上气道的长度以及颏棘与斜坡的长度的数值。在轴

位图像上我们获得扁桃体宽度和扁桃体间腔宽度的数值。婴儿和学龄期儿童咽部各测量值之间

无性别差异，随着年龄的增长各测量值呈直线增加。结论：我们获得了中国婴儿和学龄期儿童

咽部形态学数据。在该年龄段咽腔及周围软组织径线随年龄增长而增大，且无性别差异。这些

数据有助于中国儿童上气道相关疾病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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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014 

3D 高分辨磁共振血管壁成像评估突发性耳聋患者 

内耳血供的可行性研究 

 
赵慧

1
,孙立新

1
,李金燕

1
,于学文

1
,林祥涛

2
,巩若箴

2
 

1.山东省眼耳鼻喉医院 

2.山东省医学影像学研究所 

 

目的：利用 3D高分辨磁共振血管壁成像观察椎-基底动脉颅内段以及患侧小脑前下动脉，探讨

利用 3D高分辨磁共振血管壁成像评估突发性耳聋与内耳血供的相关性。 

方法：前瞻性分析 2017年 4 月至 7月来我院就诊的突发性耳聋患者 45例，共 52只患耳，所

有患者均经电测听力初诊和颅脑 MRI检查。MRI序列主要包括血管成像（MRA）序列、3D-T1-

CUBE-FS序列，目标血管为椎-基底动脉及患侧小脑前下动脉，对有狭窄的椎-基底动脉行强化

后血管成像序列（CE-MRA）、3D增强 T1-CUBE-FS序列扫描。对所获得的图像行 MPR重组，采

用双盲法由两名放射科医生观察患侧椎-基底动脉，评估基底动脉官腔的狭窄情况 、斑块的信

号、斑块强化程度；官腔狭窄程度分为 5级：未见狭窄、<50%、50%~70%、>70%、闭塞；斑块

信号分为 2种：斑块内信号均匀、斑块内信号不均匀；斑块强化分为 3级：未见强化、中度强

化（强化程度高于临近正常血管壁，小于垂体漏斗部）、明显强化（强化程度与垂体漏斗部相

似）。对于两名阅片者评分结果进行一致性 Kappa检验。没有内耳出血的突发性耳聋患者有基

底动脉狭窄、斑块信号不均匀、斑块异常强化情况之一者进行改善内耳微循环、促进供氧等相

关治疗，治疗后复查听力恢复情况。 

结果：（1）3D-T1-CUBE-FS 序列可以很好的显示椎-基底动脉及双侧小脑前下动脉；（2）突

发性耳聋的患者中发生基底动脉官腔狭窄程度、斑块内信号不均及斑块异常强化情况一种以上

者约占 73%，突发性耳聋的发生与内耳血供异常有统计学差异。 

结论：利用 3D高分辨磁共振血管壁成像评估突发性耳聋与内耳血供的相关性是可行的，突发

性耳聋与内耳血供异常有关，对于无症状但基底动脉存在高危因素的患者进行提前干预有指导

意义。 

 

 
FP-015 

HRCT 及后处理技术在颞骨病变中的应用 

 
邬小平,杨军乐,马鸣岳,杨想春,董季平,银小辉 

西安市中心医院 710003 

 

目的 探讨颞骨 HRCT及多种后处理技术在颞骨病变对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对 70例术前面瘫、听力下降、耳鸣、眩晕和脑神经受累等症状患者行颞骨高分辨率 CT

平扫，应用后处理技术行听小骨、听骨链、耳蜗、半规管及面神经管重建并进行分析，重点观

察对应临床症状有无病变及病变范围，邻近结构改变等。结果：先天畸形中可见上半规管裂

缺、砧骨长突缺如、镫骨及砧骨长突缺如、双侧镫骨缺如、砧骨长突发育不全、卵圆窗骨板封

闭、双侧镫骨底板异位、面神经管发育短、乳突段前位、膝状神经窝裂缺等。颞骨外伤中可见

锤砧关节半脱位、锤砧关节脱位、砧镫关节半脱位、砧镫关节脱位、砧骨全脱位伴旋转、锤骨

柄骨折、骨折累及面神经管等。窗型耳硬化症病变初期前庭窗前部出现低密度灶，随后前庭窗

四周呈现多发低密度灶；慢性期前庭窗及耳蜗附近有高密度硬化瘢，镫骨底板增厚，前庭窗或

/及窝窗被高密度硬化瘢封闭；耳蜗型耳硬化症表现耳蜗周围呈现双环征、晚期整个骨迷路同

时出现海绵化的低密度灶及骨硬化灶。颞骨岩部区肿瘤累及听小骨、听骨链、耳蜗、半规管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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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神经管有胆脂瘤听神经瘤、面神经鞘瘤、颈静脉孔神经鞘瘤、脑膜瘤、副神经节瘤、内淋巴

囊肿瘤等。结论：HRCT及后处理技术易于发现颞骨病灶特别是微小病灶，可以很好显示病灶

形态学细节、对病灶的发现、诊断、鉴别诊断及术前、术后评价具有较高价值。 

 

 
FP-016 

小视野 DTI 和光学相干断层成像技术联合应用对原发性视网

膜色素变性视网膜神经节细胞轴突变化的研究 

 
张艳秋

1
,史大鹏

1
,郭希让

1
,王梅云

1
,徐晓娜

1
,赵翠花

1
,E. Mark Haacke

2
 

1.郑州大学人民医院（河南省人民医院） 

2.Wayne State University 

 

目的 视网膜神经纤维层和视神经同属视网膜神经节细胞的轴突，通过定量分析原发性视网膜

色素变性（retinitis pigmentosa，RP）视神经小视野扩散张量成像（reduced-filed-of-

view diffusion tensor imaging，rfov-DTI）与视网膜神经纤维层（retinal nerve fiber 

layer，RNFL）厚度的变化及两者之间的相关性，从而更为全面地评价 RP视网膜神经节细胞轴

突的变化。 

资料与方法 34 例原发性视网膜色素变性患者（68 眼，病变组）和 33 例正常人（66 眼，对

照组）分别行 3.0T MR 视神经 rfov-DTI和光学相干断层扫描仪（optical coherent 

tomography, OCT）检查，比较两组间部分各向异性(fractional anisotropy, FA)、平均扩散

率(mean diffusivity, MD)值、平行扩散率(λ//) 、垂直扩散率(λ⊥)的差异，分析 RP视神

经 DTI参数与视盘周围 RNFL 厚度的相关性。  

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病变组视神经平均 FA 值降低，平均 MD值、λ//、λ⊥值升高， RNFL

颞侧厚度增厚、鼻侧厚度变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 RNFL上、下方象限平均

厚度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RP患者视神经 FA 值与颞侧 RNFL厚度呈弱相关（r

＝0.268，P=0.029），与鼻侧 RNFL厚度不具有相关性(P=0.186)；  

结论 小视野 DTI和 OCT联合应用可以较为全面地反映 RP视网膜神经节细胞轴突病理变化，但

视网膜神经节细胞轴突的组成部分视网膜神经纤维层与视神经的病理改变之间相关性较弱，两

者表现存在不一致性。 

 

 

FP-017 

先天性耳聋听觉传导通路及语言中枢与人工耳蜗植入康复相

关性的 DTI 研究 

 
汪汉林

1
,杜柏林

1
,范文辉

1
,梁奕

1
,沈桂权

2
,余晖

2
 

1.长江航运总医院 武汉脑科医院 

2.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先天性耳聋患儿人工耳蜗植入术后听觉及言语恢复水平与术前听觉传导通路及语言

中枢 FA值相关性。 

方法 1.对 52例 0-6岁先天性感音神经性耳聋患儿及 19例年龄与性别相匹配听力正常的儿童

进行 3T头颅 MRI检查,首先采用基于 ROI分析方法测量所有受试者双测外侧丘系、下丘、内侧

膝状体、听辐射、BA41、BA42、BA22、BA44、BA45及 BA39 区的 FA值、λ‖ 值、λ⊥值、MD

值，将耳聋组与对照组分成 0-2岁、2-4岁、4-6岁三组，采用两独立样本 t检验对上述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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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分析,同时运用基于 VBA、TBSS分析方法观察先天性感音神经性耳聋患儿全脑 DTI 的改

变;2.对 46例接受人工耳蜗植入术的聋儿开机后 6个月进行 CAP及 SIR评分，采用多重线性回

归分析方法对聋儿年龄及双侧下丘、BA22、BA44区 FA值与术后 CAP及 SIR评分进行相关性分

析。 

结果 1：0-2岁组下丘，2-4岁下丘、BA22区及 BA44区，4-6岁组外侧丘系、下丘、BA22 及

BA45区 FA值下降具有统计学差异:2.先天性耳聋患儿全脑结构的改变不是仅局限与或集中于

听觉语言相关脑区，而且可伴有额叶、顶叶及枕叶等广泛区域的改变，这种改变随着年龄的增

长更加明显；3.术前聋儿年龄及下丘 FA值与术后开机后 6个月 CAP评分具有显著相关性

(p<0.05)，术前聋儿年龄标准偏回归系数（|bi'|=0.404）略大于下丘 FA值标准偏回归系数

（|bi'|=0.377）；而术前聋儿年龄、下丘、BA22及 BA44区 FA值与术后开机后 6个月 SIR评

分无显著相关性（p>0.05）。 

结论 1.先天性感音神经性耳聋患儿随着年龄增长听觉传导通路及语言中枢 FA下降区域逐渐扩

大。2.术前聋儿年龄与下丘 FA值是术后 CAP评分的重要影响因素，下丘的 FA值是影响人工耳

蜗植入术后康复效果至关重要的因素。 

 

 
FP-018 

一种全面显示视网膜全层结构的新技术----X 线相位对比 CT

的初步研究 

 
刘学焕,尹红霞,王振常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100050 

 

目的 评估 X线相位对比 CT 显示视网膜微细结构的能力。 

方法 取 SD大鼠眼球固定。应用 X线相位对比 CT对眼球标本进行扫描。扫描结束后眼球标本

进行 4μm层厚切片。以组织切片为参考标准对相位 CT图像进行观察分析，并分别测量视网膜

厚度进行比较。 

结果 X线相位对比 CT显著提高了图像组织分辨率，能够清晰显示视网膜分层结构。与组织学

切片比较，X线相位对比 CT 能显示视网膜 7层结构，并能清晰显示位于视网膜表面的视网膜

中央血管。X线相位对比 CT 图像可准确测量视网膜整体厚度及各层厚度，并与组织学图像测

量结果具有高度一致性。 

结论 研究结果显示 X线相位对比 CT可清晰显示视网膜各层结构并可进行精确测量。相位对比

CT有潜力成为青光眼、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研究的有力工具。 

 

 
FP-019 

多期磁共振增强流出环征在甲状腺乳头状癌诊断中的价值 

 
胡文娟,宋彬 

上海市闵行区中心医院 201199 

 

 

目的 评价多期磁共振增强流出环征在甲状腺乳头状癌诊断中的价值。 

材料与方法 收集本院 2012 年-2016年间甲状腺结节患者 156例（乳头状癌 62例，良性结节

94例），共 203个病灶（乳头状癌 76个，127个），所有患者均于术前一周内行多期磁共振

增强检查，多期磁共振增强于注射磁共振造影剂前、注射造影剂后 30s、60s、120s、18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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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s、300s进行图像采集，所有病例均经手术病理证实。回顾性分析流出环征（延迟期边缘

高信号不规则环）在甲状腺乳头状癌诊断中的价值。所有病例磁共振图像采集均在呼吸屏气的

状态下完成，以避免呼吸及吞咽运动对图像质量的影响。 

结果 在 76个乳头状癌病灶中 56个病灶表现流出环征；127例良性病灶中无一发现流出环

征，流出环征诊断甲状腺乳头状癌敏感性、特异性、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分别为：

73.68%、100%、100%、86.39％。 

结论 多期磁共振增强流出环征是诊断甲状腺乳头状癌可靠性征象。 

 

 
FP-020 

搏动性耳鸣影像学 

 
刘兆会

1
,赵鹏飞

2
,王丽珍

3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2.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3.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目的 研究搏动性耳鸣的发生机制，探讨搏动性耳鸣病因诊断方案。 

材料与方法 根据手术证实的乙状窦源性耳鸣的高分辨率头颈部增强 CT图像，建立高仿真有限

元模型，分辨研究颞骨蜂房、乙状窦沟骨板和乙状窦内血流在耳鸣声音产生及传导中的作用规

律。 

结果 1）不同气化程度的颞骨蜂房气化程度对声音传导的作用无明显差异，但颞骨蜂房内必须

含气；（2）乙状窦沟骨板缺损处血管壁的声压值明显增大，而骨板完整处的声压值明显减

低；（3）乙状窦内血流形式为层流，并没有出现涡流，但平均正向血流速度变慢，返流增

加。 

结论 颞骨蜂房、血管旁骨板及血流对耳鸣的出现均具有影响作用。 

 

 
FP-021 

Correlation between blood flow of arterial spin label 

and standardized uptake values in 18F-FDG integrated 

PET/MR: preliminary results in oral cancer 

 
Chen Yu,Dang Haodan,Xue Huadan,Hou Bo,Wang Yunting,Zhang Tao,Li Fang,Jin Zhengyu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100730 

 

Purpose To retrospectively evaluate the correlation of standardized uptake values 

(SUVmax and SUVmean) with relative blood flow (rBF) in differentiation of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of tongue by integrated 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PET/MR). 

Methods The retrospective study held in a single-institution had been approved by 

the reviewing board of the institute. All patients signed an informed consent 

before undergoing PET/MR. Consecutive patients with a clinical suspicion oral-

cavity malignant lesion who underwent neck integrated PET/ MR examination were 

included in this study. The pathological result or the final clinical diagnosis 

and a followed up for at least 1 months were acquired.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27 

 

Scanning was performed by using a simultaneous integrated time of flight (ToF) 

PET/MR scanner (SIGNA PET/MR, GE Healthcare, Waukesha, WI, USA). All patients with 

at least of 6 hours of fasting and the measurement of fasting blood glucose levels 

had an intravenous injection of FDG with a dose according to 0.10mCi~0.20mCi/Kg 

(3.7MBq~7.4MBq/Kg) before the examination measured. The interval between the 

injection and the scanning is about 2-3 hours. 

PET scans were performed from the skull base to thoracic inlet with one bed 

position, and in the 3D emission scan mode (list mode) with ToF reconstruction. MR 

attenuation correction (MRAC) was on the basis of the double-point Dixon sequence. 

The PET data of list mode was reconstructed with ToF method and post-processed at 

the GE Advantage Workstation (version 4.6, GE Healthcare). 

MRI imaging was performed simultaneously with PET imaging with the same 

acquisition center by using GE head-neck union (HNU) coil. The whole MRI protocol 

included an axial 3-D fat-saturation (fs) T2-weighted sequence (Cube), an axial 

T1-weighted sequence (Lava-Flex) with fat saturation (FS), the IDEAL fat-water 

separation sequence with coronal and axial direction were obtained as well. 3D-ASL 

was acquired in 4min35s, TR/TE=4912ms/10.2ms,FOV=240mm. 42 slices per slab with a 

thickness of 5mm. 3D-ASL parameters were calculated with GE Advantage Workstation. 

The acquired PET and MR images were transmitted to a dedicated review workstation, 

which enabled review of the PET and MR images side by side or in fused/overlay 

mode. One nuclear medicine doctor and one radiologist, unaware of the clinical 

information, with experiences of over 2 years co-operated analyzed PET/MR images 

retrospectively. SUVmax of the whole lesion were measured. The values of BF from 

ASL in lesions and in background of soft tissue were measured sequently. rBF was 

defined as BFlesion/BFbackground. The differences of SUVmax and rBF between high 

differentiated and moderate differentiated were compared using t-test. Pearson 
test was performed to evaluate the correlation of SUVmax with rBF, and SUVmean 

with rBF. The areas under the curve (AUC) for the three parameters to distinguish 

histological differentiated were calculated by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curve analysis.
[1] 

Results 8 patients were diagnosed of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of oral cavity (6 

tongue cancer and 2 mouth-floor cancer). Except for two patients had received 

chemotherapy. 2 patients went to analysis, including 3 of well-differentiated 

tumors and 3 of  moderate-differentiated tumors. The mean values of SUVmax and 

rBF (16.70±3.86 and 2.98±0.78) in well-differentiated group were higher and that 

of moderate--differentiated group (9.99±0.98 and 1.67±0.28)(P=0.046, 0.053).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of both the values of SUVmax with rBF were 

observed with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0.77 (P<0.05). Well to moderate 

differentiated degree of SCC was discriminated using SUV max (AUC=1.00, P=0.05) 

and rBF (AUC=1.00, P=0.05), with all th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of 100% and 

100%. 

Conclusions This preliminary integrated PET/MR study demonstrate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exists between metabolic activity on 18FDG PET and 

hemodynamic changes on ASL in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of oral cavity. Both SUVmax 

and rBF have the high and similar diagnostic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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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022 

Aberrant interhemispheric homotopic functional and 

structural connectivity in POAG 

 
Wang Qian,Xian Junfang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100730 

 

Purpose To analyze alterations of interhemispheric functional synchronization in 

patients with POAG using resting-state functional MRI and to examine potential 

underlying structural connectivity changes using diffusion tensor imaging(DTI). 

Methods17 patients with POAG and 21 gender/age-matched healthy controls were 

enrolled in this study. After a detailed ophthalmologic examination, resting-state 

fMRI and diffusion tensor imaging (DTI) were performed in all participants. 

Interhemispheric functional and structural neural connectivity were derived with 

analyses of voxel mirrored homotopic connectivity (VMHC) and probabilistic fiber 

tracking. VMHC values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and the 

brain regions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VMHC were defined as regions of 

interest (ROI), for follow-up VMHC value extracted, and with splenium of corpus 

callosum together for DTI tractography analysis. And to explore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functional - structural connectivity pair and functional-clinical variable 

pair.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healthy controls, POAG patients showed aberrantly 

decreased functional homotopic connectivity in Calcarine and Cuneus. The decreased 

VMHC in Calcarine and Cuneus (BA17/18/19)were moderately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superior and temporal retinal nerve fiber layer (RNFL) thickness(0.7>r>0.5, 

p<0.05). And VMHC of BA19 was moderately correlation with ganglion cell complex 

(GCC) (r=0.525 ,p <0.05) . Moreover, with DTI, decreased FA were noted in the 

fibre bundles connecting the bilateral homotopic ROIs in POAG patients. However, 

no difference was found of callosal FA value between POAG patients and healthy 

controls. Unfortunately, there was no correlation between functional and 

structural connectivity of homotopic ROIs. 

ConclusionsThese observations indicate that POAG is associated with a loss of 

interhemispheric synchrony in primary and higher visual cortex. They also suggest 

that additional mechanisms are implicated in altered homotopic connectivity of 

POAG patients , and the altered homotopic connectivity may not be mediated by 

corpus callos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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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023 

Orbital benign and malignant lymphoproliferative 

disorders: differentiation using semi-quant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dynamic contrast-

enhance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HU HAO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210029 

 

 

  

Objectives To assess the value of dynamic contrast-enhanced MR imaging (DCE-MRI) 

in differentiating benign from malignant orbital lymphoproliferative disorders 

(OLPDs). 

Methods Thirty-nine patients with orbital lymphoproliferative disorders (21 

malignant and 18 benign) underwent DCE-MRI scan for pre-treatment evaluation from 

March 2013 to December 2015. Both semi-quantitative (TTP, AUC, Slopemax) and 

quantitative (Ktrans
, kep, ve) parameters were calculated, and compared between two 

groups.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curve analyses were used to 

determine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each significant parameter.  

Results Malignant OLPDs showed significantly higher kep, lower ve, and lower AUC 

than benign OLPDs, whil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found on Ktrans
, TTP and 

Slopemax. ROC analyses indicated that ve exhibited the best diagnostic performance 

in predicting malignant OLPDs (cutoff value, 0.211; area under the curve, 0.896; 

sensitivity, 76.2%; specificity, 94.9%), followed by kep (cutoff value, 0.853; area 

under the curve, 0.839; sensitivity, 85.7%; specificity, 89.9%). 

Conclusion DCE-MRI and specially its derived quantitative parameters of kep and ve 

are promising metrics for differentiating malignant from benign OLPDs. 

 

 
FP-024 

Lateralization effects on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of 

the auditory network in patients with unilateral 

pulsatile tinnitus as detected by functional M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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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2.Beijing Tongren Hos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3.Nanjing First Hospital，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Unilateral pulsatile tinnitus (PT) was proved to be a kind of disease with brain 

functional abnormalities within and beyond the auditory network (AN). However, 

changes in patterns of the lateralization effects of PT are yet to be establis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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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study was approved by the medical research ethics committees. Written 

informed consent was obtained from all subjects prior to enrollment. In this study, 

we recruited 23 left-sided, 23 right-sided PT (LSPT, RSPT) patients and 23 normal 

controls (NC). We combined applied independent component analysis and seed-based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analysis to investigate alteration feature of the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FC) of the AN by using resting-state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rs-fMRI). 

Compared with NC, LSPT patients demonstrated disconnected FC both within the AN 

and between brain functional networks. RSPT patients demonstrated decreased FC 

within the AN in the left side, but significant increased FC within the AN in the 

right side. Enhanced FC between AN and cognitive control network, self-perceptual 

network and limbic network was also found in patients with RSPT. 

LSPT patients exhibit disrupted network integrity in brain functional networks. 

RSPT patients are featured by enhanced FC between networks, especially in the 

right (symptomatic) side. Corroboration of featured FC helps to reveal the 

pathophysiological changing process of the brain in patients with PT, providing 

imaging-based biomarker to distinguish PT from other kind of tinnitus. 

 

 
FP-025 

The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a T2w-based 

radiomics signature for the preoperative 

discrimination of stage I-II and stage III-IV head 

and neck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Ren Jiliang,Yuan Ying,Li Xiaoxia,Shi Yiqian,Tao Xiaofeng 

Shanghai Ninth People’s Hospital，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00011 

 

Objectives To examine the predictive efficacy of T2w-based radiomics signature for 

staging (I-II vs III-IV) of primary head and neck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HNSCC). 

Methods: T2w MRI data of 163 consecutive patients (training cohort: n=109; testing 

cohort, n=54) with pathologically confirmed HNSCC were analyzed. A radiomics 

signature was generated based on LASSO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Association 

between radiomics signature and HNSCC staging was explored. The predictive 

performance of the radiomics signature was evaluated with respect to the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s (ROC) curve. 

Results The radiomics signature, which consisted of 6 selected features,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staging of HNSCC (P < 0.01 for both primary and 

testing cohorts). The mean value of radiomics signature of stage III-IV was higher 

than stage I-II in the training and testing cohorts. As for the predictive 

performance of the radiomics signature in HNSCC staging, the AUC was 0.789 (95%CI: 

0.700-0.861) with sensitivity of 0.625 and specificity of 0.838. The radiomics 

signature in the validation dataset obtained an AUC of 0.735 (95%CI: 0.597-0.846) 

with sensitivity of 0.526 and specificity of 0.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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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A radiomics signature was developed and validated to be a useful 

predictor for discrimination of stage I-II from III-IV HNSCC. 

 

 

FP-026 

Internal jugular vein compression: a study in healthy 

individu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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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epartment of Radiolog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Chongqing Medical University 

2.Department of Internal Medicine-Neurolog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Chongqing Medical 

University 

3.Department of Radiology，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orth Sichuan Medical College 

 

Objective To identify the degree of internal jugular vein (IJV) stenosis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surrounding structures at the C1 transverse process level in 

healthy individuals (HIs). 

Methods and materials Images from 200 consecutive head-neck CT venography (CTV) 

evaluations performed between March 2015 and January 2016 were reviewed. The 

length of the bilateral C1 transverse process and the bilateral distance between 

the IJV and its surrounding structures at the C1 transverse process level were 

measured. The degree of stenosis of the bilateral IJV at the C1 transverse level 

was measured after CTV with 3D reconstruction in this study.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IJV compression were analysed. 

Results The bilateral C1 transverse process was significantly longer in males 

(p<0.001) than in females. The degrees of stenosis in the bilateral, right and 

left IJV of all subjects, males, and females were 12.6 ± 28.5%, 13.8±27.3%, and 

11.4±29.7%; 22.8 ± 24.1%, 23±24.7%, and 22.7±23.6%; and 3.4 ± 29.1%, 5.5±27%, 

and 1.3±31%, respectively. Direct compression (48.4%) occurred most frequently in 

the right IJV of males, indirect compression (57.3%) occurred most frequently in 

the left IJV of males, and noncompression occurred most frequently in the 

bilateral IJV (45.7% and 41.3%) of females. 

Conclusion This study shows the degree of bilateral IJV stenosis at the C1 

transverse process level in HIs, provides a solid foundation for clinic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and facilitates further study of IJV com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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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027 

Amide Proton Transfer (APT) Imaging in Head and Neck 

tumors: Initial Difference between Benignity and 

Malignancy 

 
Yu Lu,Chen Min,Chen Juan,Li Chunmei ,Luo Xiaojie 

Beijing Hospital 100730 

 

Purpose: To prospectively evaluate the value of amide proton transfer (APT) 

imaging in head and neck tumors and to depict the amount of mobile proteins and 

peptides in benign and malignant tumors. 

Materials and Methods: The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approved this study and 

written informed consent was required before enrollment in the study. 21 patients 

(11 males and 10 females; mean age 47.2±8.9years) with head and neck tumors 

underwent conventional MRI and APTw at 3.0T MRI system. All pathological results 

were required through surgical resection or fine needle aspiration. Conventional 

MRI sequences including axial, sagittal, coronal T2-weighted, and axial T1-

weighted were acquired. APT imaging was based on a single-shot, turbo-spin-echo 

readout: repetition time, 3,000 ms; turbo-spin-echo factor, 54; field of view, 230 

mm×221 mm; matrix, 105×100 (reconstructed to be 400×400); slice thickness, 6 mm; 

saturation time 0.8 s, saturation power 2 µT. The slice of APT was the largest 

slice of the tumor according to the conventional MRI. ROIs were carefully defined 

along the contour of the tumors. Large cystic cavities, calcification and 

haemorrhagic components were always excluded. The APTw signal was quantified by 

the asymmetric magnetization transfer ratio (MTRasym) at 3.5 ppm. Z spectra and 

APTw signal of the tumors were analyze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benign and 

malignant tumors were compared using Student’s t-test. Receiver-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curves were generated to assess the areas under the curves 

(AUCs) and to determine optimal cut-off values.  

Rusults: An increased APT signal can be observed in the tumors compared with 

posterior cervical muscles. Z spectra of the malignant tumors was higher than Z 

spectra of the benign ones. APT values of the malignant tumor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benign ones(3.56%±1.23%, 2.07%±0.98%, P﹤0.05). In ROC analysis, 

optimal cut-off value was 2.75% and the AUC was 0.921. The sensitivity was 83.4%, 

the specificity was 85.2%.  

Conclusion: APTw is useful for differential diagnosis in the head and neck tumors 

at 3.0 T and depicts the proliferative activity of tumors. The mobile proteins and 

peptides are more abundant in malignant tumors compared with benign tum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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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028 

Assessment of Nonarteritic Anterior Ischemic Optic 

Neuropathy with Intravoxel Incoherent Motion 

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 using Readout-segmented 

Echo-Planar Imaging, Parallel imaging and 2D 

Navigator-based Reacquisition 

 
Lu Ping,Sha Yan 

Eye &amp;amp; ENT Hospital of Fudan University 200031 

 

Purpose: Intravoxel incoherent motion (IVIM) 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 is a 

promising technique that can measure perfusion and diffusion characteristics 

simultaneously in a noninvasive manner. Our aim was to determine the feasibility 

of IVIM for characterizing perfusion properties and its potential diagnostic 

utility for nonarteritic anterior ischemic optic neuropathy (NAION). 

Materials and Methods: Orbital IVIM was performed on 33 patients with NAION and 15 

controls using readout-segmented echo-planar imaging, parallel imaging and 2D 

navigator-based reacquisition (RESOLVE-IVIM). Both visual field (VF) and visual 

acuity (VA) examinations were performed in 19 patients. The vascular volume 

fraction (f), diffusion coefficient (D) and pseudodiffusion coefficient (D*) were 

calculated for quantitative analysis. Additionally, correlation analyses of IVIM 

parameters with visual function were also performed. 

Results: Affected optic nerves showed significantly lower f values than both 

unaffected contralateral nerves of the patients and nerves of the controls 

(P<0.0001), an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for f was found between unaffected 

contralateral nerves and nerves of the controls (P>0.0167). In addition, D and D* 

values show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mong the three groups (P>0.0167). 

Correlation analysis only demonstrated significant correlations between f values 

and the mean deviation of the visual field (MDVF) (r=0.576, P =0.0051). 

Conclusion: The present findings may have clinical implications for the 

application of RESOLVE-IVIM in NAION patients for the assessment of perfusion 

abnormalities and visual function impair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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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029 

Intravoxel Incoherent Motion MR Imaging in the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Benign and Malignant 

Sinonasal Lesions: Comparison with Conventional 

Diffusion-Weighted MR Imaging  

 
Xiao Zebin,Tang Zuohua,Zhong Yufeng,Wang Rong 

Eye & ENT Hospital of Fudan University  

 

BACKGROUN AND PURPOSE: Intravoxel incoherent motion (IVIM) is a promising method 

for the differentiation of sinonasal lesions. This study aimed to evaluate the 

value of IVIM in the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benign and malignant sinonasal 

lesions and to compare the diagnostic performance of IVIM with conventional 

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 (DWI). 

MATERIALS AND METHODS: One hundred thirty-one patients with histologically proven 

solid sinonasal lesions (56 benign and 75 malignant) who underwent conventional 

MRI, DWI, and IVIM were recruited in this study. The D, D* and f values derived 
from IVIM, as well as the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ADC) value derived from 

conventional DWI, were measured and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using an 

independent samples t-test. The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accuracy, 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s, negative predictive values, and the area under the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curve (AUC) were determined. 

RESULTS: The mean ADC and D value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in the malignant 
sinonasal lesions than in the benign sinonasal lesions (both P < .001). The mean f 
valu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malignant lesions than in the benign lesions 

(P = .007). The AUC of the D value was significantly larger than that of the ADC 
and f values (both P < 0.05). A cutoff D value of ≤ 0.715 provided a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and accuracy of 76.0%, 96.4% and 84.7%, respectively, for 

differentiating between benign and malignant sinonasal lesions. 

CONCLUSIONS: IVIM appears to be a more efficient MR technique than conventional 

DWI in the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benign and malignant sinonasal lesions. 

 

 
FP-030 

纯磨玻璃密度肺腺癌浸润相关风险因素的量化管理研究 

 
金梅

1,2
,赵绍宏

1
 

1.解放军总医院 

2.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友谊医院 

 

目的找出与纯磨玻璃密度肺腺癌浸润相关的临床与 CT表现的风险因素并量化，根据总分值对

纯磨玻璃密度结节进行风险分层管理。方法回顾性分析 265例（274个病变）经手术病理证实

为肺腺癌且 CT上表现为 pGGN 患者的临床资料、CT特征、病理亚型。临床资料（年龄、性

别、呼吸道症状、家族史、吸烟史）和 CT特征（病变的大小、位置、CT值、空泡征、空气支

气管征、血管集束征、病变边缘、瘤-肺界面）与浸润前病变组（AAH+AIS）和浸润性病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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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A+ILA）对照，定量资料与两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或方差分析或秩和检验；定性资料与两

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应用 Logistic回归分析，得出临床资料和影像表现与 pGGN浸润性关

系的危险因素，并计算出独立危险因素的 OR值并赋值量化，综合得出总风险分值，通过 ROC

曲线计算得出病变浸润的预警值；并检验预警值的效度。P <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结

果 AAH+AIS组共 74个病变，MIA+ILA组 200个病变；单因素分析结果表明，患者年龄、病变

大小、空泡征、空气支气管征、血管集束征、瘤-肺界面在浸润前病变组与浸润性病变组间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患者性别、呼吸道症状、肿瘤家族史、吸烟史、病变密度、病

变位置、病变边缘与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空

泡征、支气管空气征、瘤-肺界面、病变大小为独立风险因素，且 OR值分别为 2.145，

3.167，3.253，1.175。将每个 pGGN肺腺癌的对应独立风险因素的 OR值取整数相加获得总风

险分值（TRV）。通过绘制 274个病变总风险分值的 ROC曲线计算出的病变浸润性预警值为

3.5分，灵敏度为 85.5%，特异度为 69.0%。结论 总分值≥3.5 分时，提示该 pGGN为浸润性病

变，指导临床应采取手术治疗,总分值<3.5分时，提示为浸润前病变，结合患者临床情况，可

继续随访观察。 

  

 

 
FP-031 

2488 例低剂量 CT 早期肺癌筛查初步研究 

 
何欣源

1
,单飞

1
,侯钦国

1
,冯明祥

2
,宋言峥

1
,施裕新

1
,张志勇

3
 

1.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复旦大学附属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2.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3.复旦大学 

 

 

目的 通过对上海市金山区某镇肺癌高危人群行低剂量 CT（Low dose CT，LDCT）筛查，了解

LDCT对该地区早期肺癌的检出率及影像学特征。 

方法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方式，从 2015年 6月至 8月筛选上海市金山区某镇肺癌高危人群，

入组本次 LDCT肺癌筛查研究。分析 LDCT影像学资料，将检出结节分为阳性结节及阴性结节，

阳性结节定义为长径＞4mm 或非钙化结节，其余为阴性结节；并针对不同结节，制定相应随访

策略及采取干预措施。 

结果 共 2488例肺癌高危人群受试者纳入本筛查研究，其中男性 1156（46.46%）例，女性

1332（53.54%）例，平均年龄为 57.40±8.37岁。阳性结节检出率约为 5.99%（149/2488）。

149例阳性结节者中，41例共 43个结节疑诊为肺癌，27例经病理学确诊为肺癌（经肺穿刺活

检 2例，经肺楔形、肺叶切除或肺癌根治术切除 25例），检出率约为 1.09%（27/2488例）。

目前已确诊的 27例肺癌（男性 9例，女性 18例）共 30个结节中，早期肺癌约占 92.59%

（25/27例），其中Ⅰa期 24例，Ⅰb期 1例；另Ⅱa期 1例，Ⅳc期 1例。27例共 30个肺癌

结节中，腺癌约占 90.00%（27/30个），其中浸润性腺癌 15个，微浸润性腺癌 7个，原位癌

5个。LDCT检出肺癌中根据结节成分不同表现为纯磨玻璃结节（46.67%，14/30）、混合磨玻

璃结节（20.00%，6/30）、实性结节（26.67%，8/30个）、实性肿块（6.67%，2/30个）；其

他常见征象包括血管集束征（96.67%，29/30），分叶（86.67%，26/30），毛刺（70.00%，

21/30），胸膜凹陷征（56.67%，17/30）及充气支气管征（36.67%，11/30）。 

结论 LDCT有利于高危人群的早期肺癌检出。早期肺癌更多见于女性且腺癌多见，多表现为磨

玻璃结节伴血管集束征、分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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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032 

计算机辅助定量分析对混杂磨玻璃密度肺结节 

病理类型的诊断价值 

 
涂文婷,范丽,刘士远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200003 

 

目的 通过对混杂磨玻璃结节实性成分的定量测量，探讨计算机辅助定量分析在不同浸润程度

肺腺癌中的鉴别诊断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 280例病理证实为肺腺癌患者（AAH+AIS40例、

MIA42例、IAC198例）而表现为混杂密度磨玻璃结节的薄层 CT图像。采用计算机辅助软件对

280例 mGGN进行半自动逐层分割，然后通过手动调整密度阈值，将肉眼观肺窗上较高密度部

分（既为实性成分）的边界勾勒出来，软件可自动生成实性成分的阈值、平均 CT值、体积、

体积百分比以及计算获得实性成分的质量。实性成分的阈值、平均 CT值、体积、体积百分

比、质量的三组间差异性比较采用 kruskal-wallis H 检验。采用判别分析筛选出鉴别三组的

最优组合参数，并通过 ROC 曲线对比最优参数的诊断能力及确定诊断临界值。结果  患者实

性成分的阈值、平均 CT值、体积、体积百分比、质量在不同病理类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经过判别分析筛选出实性成分阈值（X1）和平均 CT值（X2）两个参数用于构造判

别函数，得到 3个 Bayes判别函数：Z
（AAH+AIS）

=-23.091-0.140X1+0.059X2，Z
（MIA）

=-19.415-

0.129X1+0.057X2，Z
（IAC）

=-18.852-0.145X1+0.077X2。对三组病理类型两两之间的实性成分阈值

和平均 CT值分别作 ROC曲线：其中 AAH+AIS与 IAC的实性成分的阈值、平均 CT值以及 MIA与

IAC的平均 CT值的诊断价值较高（AUC均大于 0.8），分别得到临界值-386Hu，-228.5Hu，-

198.5Hu，这三个值诊断不同浸润程度肺腺癌的敏感度、特异度分别为 0.813、0.750，

0.838、0.800，0.758、0.833。结论  计算机辅助诊断定量分析及得出的判别函数可较好地

鉴别混杂磨玻璃密度结节的病理类型，对不同浸润程度的肺腺癌实现更精确的影像诊断。 

 

 
FP-033 

磁共振 feature tracking 初步评价稳定期 

COPD 患者心肌形变 

 
张晨,伍建林 

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16001 

 

目的：应用心脏磁共振 feature tracking（CMR-FT）技术初步分析早期 COPD患者左、右心室

心肌形变应力参数的变化情况。 

材料与方法：应用西门子 Avanto 1.5T核磁共振扫描仪对 17例正常志愿者及 18例临床表现为

心功能正常的稳定期 copd患者进行常规 CMR检查，使用 CVI42软件对左右心室运动及整体心

肌形变情况进行定量分析，并测量入组实验对象左右心室心功能参数。采用 SPSS 22.0统计分

析软件，采用两个独立样本非参数检验进行组间比较。 

结果：稳定期 COPD患者右心室心肌整体纵向应变与正常志愿者存在明显差异，较正常志愿者

增高[（-24.83±3.69）vs. （-12.69±6.8），p＜0.01]。稳定期 COPD患者的右心室质量

（40.35±13.89 g）及右心室质量指数（22.40±7.34 g/m
2
）均大于正常志愿者

（29.46±5.85 g，p＜0.01；17.31±3.07 g/m
2
，p＜0.05），右心室舒张末期容积指数、右

心室每搏输出量低于正常志愿者。而稳定期 COPD患者右心室收缩末期容积指数、右心室射血

分数、右心室整体径向应变、右心室整体圆周应变与正常志愿者没有显著差异。在左心室的相

关研究中发现，稳定期 COPD 患者左心室整体纵向应变亦小于正常志愿者[（-12.91±6.06）v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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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5±1.83），p＜0.01]。左心室舒张末期容积指数、左心室每搏输出量均低于正常志愿

者，而左心室收缩末期指数、左心室射血分数、左心室整体径向应变、左心室整体圆周应变在

两实验组之间没有统计学差异。 

结论：CMR-FT技术能够定量评价稳定期 COPD患者左、右心室心肌运动与形变情况。 

 

 

FP-034 

心脏磁共振在儿童病毒性心肌炎的应用价值  

 
胡文,陈超,王冬 

西安市儿童医院 710003 

 

目的 观察儿童病毒性心肌炎的心脏磁共振(cardiovascular magnetic resonance,CMR)表现，

探讨 CMR对儿童病毒性心肌炎患者的诊断价值。 

方法 对 50例临床确诊为病毒性心肌炎的患儿，行 CMR检查分别观察心肌组织特性并进行心脏

功能分析，根据“LakeLouise”诊断标准，依据 T2WI心肌骨骼肌信号比值大于等于 2.0为阳

性，EGE（earlygadoliniumenhancement，早期增强）心肌骨骼肌信号比值大于等于 4.0时为

阳性，注射对比剂 10分钟后见延迟强化则为 LGE（lategadoliniumenhancement，延迟增强）

阳性，并以综合序列诊断结果分为 MRI阳性组与阴性组，即 T2WI、EGE及 LGE中至少 2项为阳

性时为综合序列诊断阳性。比较两组的心脏功能的差异性。 

结果 有 36例（72%）T2WI 信号比值大于等于 2.0；而 12例（24.0%）EGE信号比值大于等于

4.0；LGE出现异常延迟强化病灶的病例有 22例（44.0%）。MRI阳性组共 28例，即

“LakeLouise”诊断标准的灵敏度达 56%。心功能分析结果显示 MRI阳性组患儿较 MRI阴性组

患儿左心室射血分数显著性降低，分别为（54.94±17.12，66.13±9.32；p=0.02）。 

结论 CMR可较准确地检测病毒性心肌炎患儿心肌病变情况，对病毒性心肌炎有重要的诊断价

值。 

 

 
FP-035 

智能期相选择和自动追踪冻结技术联合应用在冠状动脉 CT 血

管成像 改善图像运动伪影中的价值 

 
王庆国,王悍,解学乾,许艳红,孟捷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 200000 

 

目的：评价智能期相选择（Smart Phase）和自动追踪冻结（SSF）技术联合应用在冠状动脉

CT血管成像改善图像运动伪影中的效能。方法：94例疑似心血管疾病的患者行 CT血管成像检

查。所有患者图像均采用 Smart Phase，SSF及两种技术联合进行后处理。将原始图像（A

组）、Smartphase图像（B组）、SSF图像（C组）和 Smart Phase+SSF图像（D组）导入 GE 

AW4.6工作站采用 5分法，按照美国心脏病学会冠状动脉 15分段进行图像质量评价。对四组

患者冠状动脉三大分支（右冠状动脉、左前降支及左旋支）图像质量进行组间比较。测量每组

图像主动脉根部及前胸壁肌肉 CT值和标准差，并计算图像的信噪比和对比噪声比。结果：经

SSF矫正的 A组和 B组冠状动脉三大分支图像质量评分均得到明显提高（P＜0.05）。经 Smart 

Phase处理后，A组冠状动脉三大分支图像评分均得到了明显提高（P＜0.05）。Smart Phase

联合 SSF技术得到的图像评分在所有组中评分最高，与其他组均存在显著差异（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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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Smart Phase联合 SSF 技术可明显改善前门控冠状动脉血管成像图像运动伪影，值得临

床推广应用。 

 

 

FP-036 

颈动脉斑块的 MRI 检测及与冠脉狭窄的相关性研究 

 
赵新湘,吴文芳 

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650101 

 

目的 心脑血管疾病中动脉粥样硬化斑块起着主导作用，本研究主要探讨 MRI检测的颈动脉斑

块与冠状动脉狭窄之间的相关性，为冠心病的预测及指导治疗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方法 选取 CTA冠状动脉狭窄患者 42例，所有患者接受颈动脉 MRI检查。将冠状动脉狭窄分为

3组：≤50%为轻度，50%＜中度≤75%，>75%为重度。颈动脉斑块采用半定量法,无斑块者 0

分；1处斑块且斑块厚度≤2mm 者 1分；2处斑块但厚度均小于 2mm或只有 1处斑块但厚度大

于 2mm者 2分；2处斑块至少 1处斑块厚度大于 2mm者 3分；2处以上斑块且厚度均大于 2mm

者 4分。依据美国心脏协会(AHA)修正后动脉粥样斑块 MRI分型标准将颈动脉斑块分为 8型。

分析颈动脉狭窄程度与冠脉狭窄程度之间的相关性，颈动脉狭窄程度与冠脉狭窄累及血管支数

的关系、颈动脉斑块积分与冠状动脉狭窄程度的相关性、及各型斑块在冠脉不同程度狭窄中的

分布。 

结果 1）冠状动脉狭窄程度与颈动脉狭窄程度呈正相关（rs＝0.612，p＜0.05）；（2）冠状动

脉狭窄累及血管支数与颈动脉斑块检出率、斑块积分呈正相关（rs＝0.587，0.735，p＜

0.05）；（3）冠状动脉狭窄累及血管支数与颈动脉狭窄程度呈正相关（rs＝0.572，p＜

0.05）；（4）轻度狭窄组中Ⅰ-Ⅱ型斑块(非易损斑块）所占比例为 71.4%；中度狭窄组中Ⅰ-

Ⅱ型、Ⅲ型斑块（非易损斑块）各占 38.7%；重度狭窄组中Ⅳ-Ⅴ型、Ⅵ型斑块（易损斑块）

各占 37.3%、29.4%。 

结论 MRI检测的颈动脉粥样硬化程度与冠脉 CTA显示的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程度之间具有良好

的相关性。冠状动脉狭窄累及血管支数与颈动脉斑块检出率、斑块积分、颈动脉狭窄程度呈正

相关。各型斑块在冠状动脉不同狭窄组内的分布具有一定的差异性，易损斑块易集中发生于冠

状动脉重度狭窄组，非易损斑块易集中发生于冠状动脉轻、中度狭窄组。 

 

 
FP-037 

系统性轻链型心脏淀粉样变心肌形变的 3.0 T 心脏磁共振组

织追踪技术研究 

 
李睿

1,2
,杨志刚

2
 

1.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2.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目的：利用心脏磁共振特征追踪技术（ Cardiovascular Magnetic Resonance Feature 

Tracking）评价系统性轻链型心脏淀粉样变患者（AL-CA）及正常人左心室心肌形变情况，观

察 CMR 各项心肌形变参数能否鉴别左室收缩功能正常心脏淀粉样变患者的亚临床心肌收缩功

能障碍。 

材料与方法：纳入 40 例轻链型心脏淀粉样变患者，其中 25 例左室射血分数正常，15 例合

并射血分数下降（ LVEF < 50%），同时纳入相同时间段的 32 例正常志愿者。分析比较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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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组间人群左心室整体及局部应变参数，主要包括纵向、周向及轴向收缩期峰值应变、收缩期

峰值应变率及舒张期峰值应变率。利用受试者操作特征分析（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analysis, ROC）探讨上述左心室形变参数是否能鉴别左室射血分数正常的 

AL-CA 患者的左心室亚临床收缩功能障碍情况。 

结果：AL-CA 患者整体左心室心肌峰值应变及舒张期峰值应变率（径向、周向及轴向）较正常

人均明显下降（ all P < 0.05）。与正常人相比，左室射血分数正常的 AL-CA 患者心基底部

及心中间部心肌纵向应变减低，而心尖区纵向应变正常。AL-CA 患者组间比较中，合并左室射

血分数下降的 AL-CA 患者心基底部、心中间部及心尖区的峰值应变及峰值收缩期应变率（径

向、周向及轴向）及轴向舒张期峰值应变率均下降。ROC 曲线分析结果显示，左心室整体纵

向、周向及轴向峰值应变，心基底部局部纵向、周向及轴向峰值应变以及心中间部纵向、周向

峰值应变可作为鉴别左室射血分数正常的 AL-CA 患者亚临床型左心室收缩障碍的指标之一。 

结论：心脏磁共振组织追踪技术可评价 AL-CA 患者的左心室异常心肌形变情况，即使患者左

室射血分数在正常范围之内。同时，这些异常的左心室心肌应变值可帮助诊断左心室射血分数

正常的 AL-CA 患者左心室亚临床收缩功能障碍。 

 

 

 
FP-038 

T1 mapping 及 ECV 评估急性 STEMI 患者再灌注后局部微循环

障碍对左室非梗死区心肌重构的影响 

 
马跃,侯阳,于彤彤,马全美,郭启勇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通过心脏磁共振 T1 mapping及 ECV探讨 ST段抬高型心梗（STEMI）再灌注后急性期伴

有微循环障碍（MVO）对左心室非梗死区心肌病理生理学改变的影响。 

方法：前瞻性招募 24例 STEMI再灌注患者，于治疗后 4±2 天接受 3T MR检查，均行心脏电

影、对比增强前后 T1mapping、T2抑脂及延迟对比增强（LGE）成像。根据 LGE有无及 T2抑脂

信号增高与否，将心肌分为梗死节段、水肿节段及远离梗死节段；利用 CVI42软件，测量心肌

16 个节段初始及强化后 T1 值、细胞外容积（ECV）值，求出每名患者水肿区及远离梗死区心

肌的平均初始 T1值、强化后 T1值及 ECV值；根据是否存在 MVO分为阳性组及阴性组。行独立

样本 t 检验分别比较 MVO阳性组及阴性组组间非梗死心肌 T1mapping和 ECV值的差异。 

结果：MVO阳性组 11例，阴性组 13例，两组间水肿区及远离梗死区心肌平均初始 T1值及增

强后 T1值均无统计学差异[T1n-edema：（1402.2±114.8）ms vs. （1314.8±84.3）ms，

P=0.051；T1n-remote：（1269.4±95.7）ms vs.（1256.7±90.2）ms，P=0.742；T1ca-

edema：（567.1±85.3）ms vs.（580.3±79.4）ms，P=0.697；T1ca-remote：

（601.4±65.9）ms vs.（606±97.8）ms，P=0.883 ]，而 MVO阳性组水肿区与远离梗死区心

肌 ECV值均明显高于 MVO阴性组 [ ECVedema：（38.8±2.9）% vs. （35.4±3.9）%，

P=0.027；ECVremote：（33.4±2.8）% vs. （30.4±3.3）%，P=0.025 ]。 

结论：CMR T1 mapping可定量评估 STEMI心梗再灌注后非梗死心肌纤维化的程度，伴有 MVO

时非梗死区心肌细胞外容积增宽更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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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039 

原发性肺浸润型黏液腺癌的 CT 及临床病理特征分析 

 
聂凯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200003 

 

目的：通过研究肺浸润型黏液腺癌患者的 CT和免疫组化特征，有助于提高医生对肺浸润型黏

液腺癌的认识和诊断。方法：选取 68例原发性肺浸润型黏液腺癌的病人（其中男性 43人，女

性 25人，平均年龄 57岁，43-77岁），所有病例都经过病理学证实，并且进行了多层螺旋 CT

平扫和增强扫描，我们对这些病人的临床表现和 CT征像进行了回顾性的分析，并且所得临床

和影像数据均完整。CT表现主要分析病灶形态，密度，增强，分布和其他描述特征。根据 68

例病人的病灶的 CT表现，我们把肺浸润型黏液腺癌分为三型：实性结节，亚实性结节，肺炎

样型。并且对每名病人均进行了免疫组化检查，起分析指标包括 Cox-2、CK7及 CK20。结果：

68例病例中，周围型 35例（71%），中央型 18例（22%），肺炎样弥漫型 15例（7%）；病灶

在右肺上叶 13例，右肺中叶 8例，右肺下叶 5例，左肺上叶 7例，左肺下叶 20例。CT图像

上形态表现：32例为圆形（或类圆形），21例为不规则形，15例为实变；其中，45例有分叶

征，11例有毛刺征，13例有支气管充气征，12例有空泡征，4例显示血管造影征，15例可见

假性空洞。在 CT平扫图像里，38例表现为实性密度，15例表现为混杂磨玻璃密度。在 CT增

强扫描中，20例表现为无明显强化，32例表现为轻度强化，16例表现为轻-中度强化。免疫

组化分析表明肿瘤中存在高表达的 Cox-2、CK7及 CK20。肺炎型具有比较明显的临床症状，较

高的病理分期以及较差的预后。结论：原发性浸润型肺黏液腺癌是肺腺癌中的少见类型，它在

CT上具有一些较特异的表现，以周围型的孤立类圆形结节或肿块多见，其内含有较多的黏液

成分，多数为单发，分叶征较常见，毛刺征少见，可有支气管充气征、空泡征征象，在 CT增

强扫描后无明显强化或呈轻中度强化。其临床、病理特征结合免疫组化分析，有助于我们对此

类疾病的准确诊断。其中、肺炎型具有较差的预后。 

  

 

 
FP-040 

双能量 CT 的定量分析对磨玻璃结节的浸润性影像诊断价值 

 
杨杨,于晶 

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16001 

 

目的：评估双能量 CT（DECT）定量分析和碘增强对预测表现为磨玻璃结节（GGN）的浸润性腺

癌（IA）与非浸润性腺癌及微浸润腺癌（MIA）鉴别的诊断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 2017年

1月—2017年 5月于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行西门子双能量 CT增强扫描并最终经手术病理证

实的 30例磨玻璃结节疾病病人影像资料，通过双能量后处理软件 Lung PBV对虚拟平扫影像

（最大结节直径，最大横截面积，最大体积和密度，直方图上第 75,97.5百分位数的 CT 衰减

值）和碘增强影像（标准化碘含量和 CT强化值）进行定量影像参数分析。结果：在 30例 GGN

中，非浸润腺癌 10个（33％），微浸润腺癌 12个（40％），浸润腺癌 8个（27％），在 VNC

图像，浸润性腺癌的最大结节直径、横截面积和质量显著大于浸润前腺癌，直方图上第 75百

分位数的 CT衰减值在浸润性腺癌和浸润前腺癌有显着差异。浸润性腺癌标准化碘含量、CT强

化值大于微浸润腺癌，微浸润腺癌的标准化碘含量、CT强化值大于浸润前腺癌。静脉期的碘

增强影像中 GGN标准化碘含量大于动脉期的标注化碘含量。结论：双能量的定量分析可以预测

磨玻璃结节的组织学侵袭程度，特别是 VNC的最大结节直径、横截面积、质量、第 75百分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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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的 CT衰减值；碘图的定量分析能增加组织学侵袭程度的诊断价值，且静脉期碘图的分析更

有意义。 

  

 

 
FP-041 

肺硬化性肺泡细胞瘤 CT 增强影像学特征分析 

 
刘靖,沈蕾蕾,朱琳,刘士远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200003 

 

 

目的 应用 CT增强、三维重建等多种影像学方法，分析肺硬化性肺泡细胞瘤（Pulmonary 

sclerosing pneumoeytoma，PSP）影像学表现，提高对该疾病的认识。 

方法 回顾性分析 55例经病理证实的肺硬化性肺泡细胞瘤 CT影像学表现。所有病例 CT检查均

采用增强，薄层扫描及 MPR 三维重建。 

结果 1、病灶起源部位：起源于左叶 24例（43.6%），起源于右叶 31例（56.4%），左肺与右

肺发病率无统计学差异。大部分病灶起源于肺中、外带（P<0.05）；起源于肺门旁为 7例，其

余 48例起源于肺中、外带。2、病灶形态及内部密度：病灶大多边界清楚 63.6%(35／55)，周

围出现晕征者占 36.4%(20／55)，85.5%（47/55）病灶边缘光整，14.5%(8／55)的病灶边缘呈

浅分叶状。CT平扫 85.5%（47/55）病灶内部密度均匀，平扫 CT平均值 33±12.7HU，14.5%(8

／55)的病灶内出现钙化，钙化均呈细小点状，7例病灶中分叶征与小点状钙化同时存在。 

3、增强 CT特征：增强后大部分病灶呈不均匀明显强化（P<0.05），不均匀强化者占

72.7%(40／55)，增强后病灶内出现点状或灶状低密度者占 58.2%(32／55) ,增强后 CT平均值

111± 32．5HU，强化净增值△CT值 21-115Hu。 

结论 PSP大多位于肺中、外带，大部分病灶边界清楚，少数可见晕征、分叶征及钙化，增强

扫描大多呈不均匀明显强化，了解其 CT特征可帮助影像科医生进行诊断。 

 

 
FP-042 

同时性多原发 I 期非小细胞肺癌：CT 表现及第七、八版 TNM

分期对其预后的比较 

 
李靖煦,关玉宝,杨新官,夏亭亭,何建行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510120 

 

目的: 研究同时性多原发（SMPLC）I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的螺旋 CT表现，分析第七、八

版肺癌 TNM分期对其预后的影响。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9-01-01至 2010-12-31期间在本院检查、手术、病理确诊并具有 5年完

整随访资料的 I期 SMPLC、单原发 NSCLC36例和 133例（按照第 7版分期，若采用第 8版分期

则为 34例、111例），对比分析这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吸烟史、肺气肿、手术方式、病

理类型、肿瘤位置、肿瘤大小等情况，以及采用第 7、8版 TNM分期与预后的相关性。 

结果：1948例 NSCLC接受手术，其中符合 I期 SMPLC 36例（77个病灶）（1.85%），发病年

龄 44-86岁，中位年龄 60岁。肿瘤以腺癌为主（93.5%），最大直径 0.4-4.5cm，中位数

2.3cm，CT表现为肿瘤圆形/类圆形 81.8%，分叶状 79.2%，有毛刺征 70.1%，支气管截断征

31.2%、胸膜凹陷征 75.3%；CT表现实性结节 36个（46.8%）、亚实性肺结节 4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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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采用第 7版 TNM 分期，SMPLC术后 5年 OS、DFS分别为 83.5%、64.7%，与同期

133例单原发Ⅰ期 NSCLC预后相比均无统计学差异（P=0.587，P=0.273）；采用第 8版 TNM分

期，SMPLC术后 5年 OS、DFS 分别为 88.2%、73.5%，与同期 111例单原发Ⅰ期 NSCLC预后相比

也均无统计学差异（P=0.587，P=0.273）。 

结论:Ⅰ期 SMPLC多为腺癌，病灶多具有原发肺癌的典型 CT表现，多伴有单发或多发亚实性结

节；Ⅰ期 SMPLC预后较好；采用第 7、8版肺癌 TNM分期对于评价Ⅰ期 SMPLC患者的术后预后

结果是一致的。 

 

 
FP-043 

三维 CT 直方图分析联合 SUVmax 对肺腺癌淋巴结 

转移的预测价值 

 
李琼,范丽,刘士远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200003 

 

 

目的 探讨三维 CT直方图分析联合 SUVmax 对肺腺癌淋巴结转移的预测价值。 

材料与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2年 9 月～2015 年 12 月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78例肺癌，所有

患者均进行 18F-FDG PET/CT 检查。记录 18F-脱氧葡萄糖（FDG）PET-CT肿瘤原发灶和淋巴结

的 SUVmax、SUVn/t（淋巴结的 SUVmax/原发灶的 SUVmax）、淋巴结的短径、SUVindex

（SUVn/t 乘以肿瘤最大径）、三维 CT 直方图分析得出的淋巴结平均 CT 值及手术病理证实的

淋巴结转移状态。 

结果 78例术后病理证实为肺癌患者共清扫 556 个淋巴结，其中 78 个淋巴结病理证实为转移

瘤。恶性淋巴结的 SUVmax 均值、淋巴结短径、SUVn/t、SUVindex 均明显高于良性淋巴结。

SUV 高摄取淋巴结的 CT 均值高于 SUV 阴性淋巴结。良性淋巴结的 CT 均值低于 20HU。

SUVmax、SUVn/t、SUVindex 分别取临界值 3.4、0.32、1.11，其预测淋巴结转移的敏感度分别

为 57%, 71% 和 65%；特异度分别为 71% , 69% ,78%。三维 CT 直方图分析联合 SUVmax 预测肺

腺癌淋巴结转移的敏感度为 90%，特异度为 68%。 

结论 三维 CT直方图分析联合 SUVmax 可帮助术前更好的预测淋巴结转移发生的概率，对临床

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FP-044 

肺结节和 CT 筛查 

 
陶广昱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胸科医院 200030 

 

目的  更新计算机辅助检测（CAD）系统关注的最关键类别、早期影像漏诊肿瘤、表现为实性

结节的肿瘤有用性的资料。 

方法 用获得知情同意的，符合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的方案，回顾性鉴别了每年筛查时（时间

1）计算机断层摄影术（CT）扫描表现为实性结节的 50例肺癌，上述病例均可根据以前的 CT

扫描（时间 0）事后鉴别为肺癌。比较了 4种 CAD系统，分别称为 CAD 1、CAD 2、CAD 3 和

CAD 4。由两位放射诊断专家达成共识，确定了时间 0时认为正确的 CAD系统检出结节的总

数，也记录了放射诊断专家认为有误的 CAD系统检出结节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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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漏诊所有肿瘤的时间 0 时，CAD系统 1、2、3和 4的肿瘤检出率分别为 56%、70%、68%和

60%（k = 0.45）。时间 1时，检出率分别为 74%、82%、82%和 78%（k = 0.32）。时间 0和时

间 1时 50例癌症的平均直径分别为 4.8 mm和 11.4 mm。时间 0时，CAD系统 1-4检出且按照

CT扫描认为有误的结节数量分别为 7.4、1.7、0.6和 4.5个。 

结论 CAD系统检出的肺癌占放射诊断专家未检出肺癌的比例高达 70%，但是约 20%的肺癌可由

放射学家识别，而 CAD未检出，这表明 CAD作为第二阅片人是有用的。 

 

 

FP-045 

表现为空腔样肺腺癌影像特征及病理对照 

 
施珏倩

1
,于红

1
,叶剑定

1
,刘靖

2
 

1.上海市胸科医院 

2.上海市长征医院 

 

 

目的 探究表现为空腔样肺腺癌的影像表现及病理特征 

方法 共收集表现为空腔样的肺腺癌 76例，收集其影像与病理资料，测量病灶与囊腔直径比，

通过分析病灶特点、囊腔特点，了解此类病变的影像特征，并分析其病理类型特征。 

结果 76例病例中女性 30例，男性 46例。年龄 28-85岁。病灶最多位于右肺下叶（20/76）,

右肺上叶次之（19/76），其后分别为左肺上叶（18/76）、右肺中叶（12/76）、左肺下叶

(7/76)。包含乳头样细胞为主性浸润性腺癌 42例，伏壁样为主型浸润性腺癌 9例，腺泡样为

主型浸润性肺癌 8例，MIA 8 例，粘液腺癌 3例，AAH及 AIS 4例。按病变形态分为 4 型。

Ⅰ：病灶位于空腔外壁（20 例）；Ⅱ：病灶位于空腔内壁（6例）；Ⅲ：病灶位于空腔周围

（34例）；Ⅳ：多房囊腔型（18例）。比较各组病灶与囊腔的直径比:Iavg 1.7；Ⅱavg 11.4; 

Ⅲavg 2，Ⅳavg 1.9。病灶的形态学分析： I、II类型的病变中，空腔多为圆形，壁薄，不易与

肺大泡鉴别。III类型的病变中，部分空腔表现光滑的圆形薄壁空腔，部分气囊呈分叶状。IV

型病变，病灶的气腔部分多表现为聚集的多囊病变，并有囊壁的不同程度增厚。病灶本体的分

叶征、毛刺征等传统肺癌征象可以帮助诊断，在这些征象不明显时，空腔本身的分叶征、腔壁

结节、腔壁增厚等特征可帮助诊断。 

结论 空腔样腺癌的主要病理类型为乳头样为主型浸润性腺癌，病理分型较差，往往进展迅

速，病灶的早期诊断显得尤为重要。部分病变本身具有肺癌的影像学特征时，影像诊断较明

确。但病灶软组织成分少、空腔缺乏特征时，应注意观察腔壁结节、腔壁增厚等特征，帮助疾

病的早期诊断。 

 

 
FP-046 

数字乳腺断层结合合成二维图像对乳腺病变的鉴别诊断价值 

 
尤超

1
,顾雅佳

1
,彭卫军

1
,肖勤

1
,沈茜岗

1
,柳光宇

1
,杨文涛

1
,余建群

2
,黄娟

2
 

1.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2.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目的：探讨数字乳腺断层合成 X线成像（DBT）结合合成二维（2D）图像对乳腺病变的鉴别诊

断价值及对病变形态特征显示的价值。 

材料与方法：前瞻性收集经临床检查发现乳腺可疑病灶的 167例患者，行全屏数字化乳腺 X线

成像（FFDM）和 DBT检查， DBT检查中通过重建获得合成 2D图像(V-preview)。比较 FFDM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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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T检查乳腺平均腺体辐射剂量，并且比较单独应用 V-preview/或结合 DBT与单独应用 FFDM/

或结合 DBT对乳腺病灶的诊断效能，进一步分析 DBT图像与 2D图像对病变形态特征显示的差

异。 

结果: 119例经病理证实的患者中共发现 129个病灶，其中 55个为良性，74个为恶性；另外

48例未经病理证实患者，进一步行超声或 MRI检查考虑病变为良性。单独应用 FFDM/或结合

DBT检查与单独应用 V-preview/或结合 DBT相比，在 BI-RADS分类诊断上均无显著统计学差异

（P=0.851/ 0.821），且对诊断乳腺良恶性病变的敏感性及准确性相当，ROC曲线下面积分别

为 0.822/0.899、0.817/0.899。DBT较 V-preview图像相比，可提高恶性病变中肿块伴毛刺、

良性病变中肿块伴清楚/遮蔽征象的检出，而对钙化性病变的检出无显著差异。FFDM与 DBT检

查两者的平均腺体辐射剂量在不同腺体类型之间无明显统计学差异。 

结论：DBT合成的 2D图像可代替常规 FFDM图像，其结合 DBT诊断在不增加辐射剂量的前提

下，仍可提高良恶性病变的诊断效能，同时更为准确的显示病灶的形态。 

 

 

FP-047 

基于乳腺 FFDM 及超声图像结合 logistics 回归分析建立肿块

型病变良恶性评分模型 

 
何子龙,陈卫国,秦耿耿,徐维敏,文婵娟,曾辉,吴杰芳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510515 

 

目的：基于乳腺 FFDM图像与超声图像提取影像学特征，进行 Logistic回归分析，提取危险因

素及保护因素，建立评分模型判别乳腺肿块型病变的良恶性，评价其诊断效能。 

方法：回顾性收集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2016年 1月-12月期间，经组织病理学确诊、行乳

腺 X线摄影（FFDM）及超声检查的乳腺单纯肿块型病变患者，共 137例，良性 90例，恶性 47

例。经纳入与排除标准筛选后，纳入 132例患者。由三位高年资影像医师对影像特征进行提

取。提取的特征进行单因素分析后，将有统计学意义的特征纳入至逐步 Logistic回归中进行

分析。最后，获得危险因素及保护因素，依据放射科医师常用诊断模式赋予危险因素及保护因

素权重，获得评分公式。再者，收集南方医院 2017年 1 月-3月，经病理学确诊病变，共 29

例，代入评分公式获取结果、准确性、特异度、敏感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及 ROC 曲线

下面积（AUC值），综合评判评分公式的诊断效能。 

结果：共提取 45个特征，有意义特征 31个，纳入 Logistic 回归分析后，6个特征被提取。

其 OR值分别为：边缘（OR=0.43）、实质改变（OR=6.99）、超声肿块内部回声（OR=1.35）、

年龄（OR=3.72）、硬度（OR=0.05）及活动度（OR=0.87）。依此建立评分模型，Score =

（3×实质改变 ＋ 2×超声肿块内部回声 ＋年龄）－（3×肿块边缘 ＋ 硬度 ＋ 活动度）；

模型节点为 Score = 0.5，当 Score≥0.5 时，判别为恶性；Score＜0.5时，判别为良性，模

型 AUC值为 0.80，评分模型敏感度为 87%，特异度为 70%，阳性预测值为 60%，阴性预测值为

91%，ROC曲线下面积 AUC值为 0.8。 

结论：评分模型能较好判别乳腺单纯肿块型病变的良恶性，对典型良恶性肿块有着较为便捷的

判别能力，但对交界性肿块的鉴别能力仍需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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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049 

Ktrans 联合 ADC 值对乳腺浸润性导管癌及乳腺腺病合并纤维

腺瘤的鉴别诊断价值 

 
张建新,张俊杰,边泽宇,杨晓棠 

山西省肿瘤医院 30013 

 

目的：联合 Ktrans与 ADC值对乳腺浸润性导管癌及乳腺腺病合并纤维腺瘤的鉴别诊断价值。 

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5 年 1月到 2016年 3月经手术病理证实的乳腺病灶 75例，其中浸

润性导管癌 41例、乳腺腺病合并纤维腺瘤 31例；采用飞利浦 3.0T磁共振扫描仪，行 DCE-

MRI检查及扩散加权成像(b 值 1000s/mm
2
)，测量病灶 ADC值。采用 GE公司 Omni-Kinetics软

件测定病灶容量转运常数(Ktrans)，分别评价 ADC值、Ktrans值、联合 ADC与 Ktrans 对乳腺

浸润性导管癌及乳腺腺病合并纤维腺瘤的鉴别诊断价值。 

结果：乳腺纤维腺病合并腺瘤、浸润性导管癌的平均 ADC值分别为：（1.49±0.23）×10
-

3
mm/s、（1.18±0.13）×10

-3
mm/s，二者具有统计学差异（p<0.001）。二者的定量参数

Ktrans平均值分别为：（0.78±0.11）min
-1
、（0.46±0.05）min

-1
，二者具有统计学差异

（p<0.05）。以最大约登指数为最佳诊断切入点， Ktrans、ADC值的敏感性分别为 90.3%、

84.5%，特异性分别为 88.1%、80.4%，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907、0.813。联合 Ktrans 与 ADC

值对鉴别良恶性病变的敏感性、特异性分别为 94.3%、85.4%，以最大约登指数为最佳诊断切

入点，曲线下面积为 0.935。 

结论：乳腺浸润性导管癌及腺病合并纤维腺瘤的 Ktrans及 ADC值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Ktrans及 ADC值对乳腺癌均有较高的诊断效能，Ktrans 的诊断效能高于 ADC值。联合 Ktrans

与 ADC值对鉴别乳腺良恶性病变的诊断效能较单一参数有所提高。 

 

 
FP-050 

Differential diagnosis for clustered ring enhancement 

lesions on breast MRI 

 
Wang Lijun,Wang Dengbin,Luo Ran,Zhang Tian yue ,Li Fangzhen 

2. Department of Pathology， Xinhua Hospital，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200092)， China. 200092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differential diagnosis for breast lesions showing 

clustered ring enhancement on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Methods: This respective study reviewed breast MR imaging features of 4917 

patients from March 2013 to March 2015. Among these cases, 104 cases presented as 

clustered ring enhancement. Sixty of the 104 cases (63 lesions) had 

histopathological results.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T2WI features, and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ADC) values of the 63 lesions (18 benign, 45 malignant) 

were reviewed. 

Results: Clustered ring enhancement had an occurrence rate of 2.1%(104/4917) and a 

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 of 71.4% (45/63). In the benign group, lesions had a 

more common of focal (44.4%, 8/18) or segmental (38.9%, 7/18) distribution, 

however, segmental (62.2%, 28/45), regional or multiple regional (15.6%, 7/45) and 

diffuse (15.6%, 7/45) distribution were more frequently seen in the malign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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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found in the two groups (P = 0.007). The median 

ADC value in the benign and malignant groups were 1.36×10
-3
mm

2
/s and 1.23×10

-3
mm

2
/s, 

respectively, depicting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 = 0.007). 

Peritumoral edema were more commonly observed in malignant group (64.4%, 29/45) 

than in the benign group (16.7%,3/18) on T2WI (P = 0.001). Combining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T2WI features, and ADC values, the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 negative predictive value and accuracy for MRI in 

diagnosing clustered ring enhancement lesions were 77.5%, 75.0%, 91.2%, 50.0%, and 

76.9%,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On breast MRI, clustered ring enhancement had an occurrence rate of 

2.1% and a 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 of 71.4%. Combining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T2WI features, and ADC values help to make a differential diagnosis for clustered 

ring enhancement lesions on breast MRI. 

 

 
FP-051 

乳腺派杰氏病：乳腺 X 线、超声及磁共振图像 

与病理相关性研究 

 
刘雪静,刘佩芳,徐熠琳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300060 

 

目的：分析探讨乳腺派杰氏病（Paget’s diease）各种影像学表现及其临床病理学之间的相

关性，旨在提高对该病的认识，为临床诊疗提供指导。 

材料和方法：回顾性分析 52例病理证实为乳腺派杰氏病患者的临床及影像学资料，分析其乳

腺 X线、超声及磁共振图像特点。 

结果：所有病例均经手术病理证实，在 52例乳腺病变中，2例为单纯派杰氏病，12例为派杰

氏病合并乳腺导管原位癌（DCIS），4例派杰氏病合并微浸润癌，3例派杰氏病合并浸润性微

乳头状癌（IMPC），2例派杰氏病合并浸润性小叶癌（ILC），29例派杰氏病合并浸润性导管

癌（IDC）。派杰氏病的影像学检查具有一定特征性。 

结论：乳腺影像学检查结合临床表现能够提高对于乳腺派杰氏病的诊断，并对临床治疗方法的

选择起到指导作用。 

 

 

FP-052 

DCE-MRI 在乳腺病变诊断中的价值 

 
付芳芳,谭红娜,王梅云,史大鹏 

河南省人民医院 450003 

 

目的 评价磁共振动态增强成像量化分析在乳腺病变诊断中的价值。 

材料与方法 收集女性乳腺疾病患者 62例，所有病例经手术或穿刺病理证实，并选取 10名健

康女性志愿者作为对照组。对所有患者及正常志愿者均行 MRI常规成像及 DCE-MRI。观察分析

病变在 MRI动态增强后的时间-信号强度曲线（TIC）类型。测量并计算早期强化率（EER），

最大线性斜率（Slope）及最大线性斜率比值（Slope
R
）等动态增强定量参数。运用 SPSS16.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以 P<0.05判定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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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动态增强，TIC类型中，I和 IV型曲线多见于乳腺良性病变，III型曲线多见于乳腺

恶性病变，II型曲线良恶性病变均可见。若以 II型和 III型曲线作为乳腺恶性病变的诊断标

准，其准确性 77.0%，敏感性 91.0%，特异性 71.2%。2. 采用 ROC曲线确定 EER、Slope及 

Slope
R
对良恶性病变的诊断阈值。EER阈值为 83.35%，其诊断准确性为 77.0%，敏感性为

90.9%，特异性为 71.2%；Slope阈值为 1.39%/s，其诊断准确性为 67.6%，敏感性为 100%，特

异性为 53.8%；Slope
R
阈值为 12.14，其诊断准确性为 77.0%，敏感性为 36.4%，特异性为

94.2%。 

结论 DCE-MRI后乳腺病变的 TIC类型及定量参数 EER、Slope、Slope
R
对乳腺良、恶性病变的

诊断及鉴别有一定的价值，可提高 MRI对乳腺病变诊断的准确性、敏感性、特异性。 

 

 
FP-055 

多模态纳米探针在 HER2 阳性的乳腺癌 HER2 受体密度的体内

评价的应用 

 
洛小珺,周纯武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00021 

 

目的 乳腺癌是女性最常见和致命的恶性肿瘤之一。大约 25%的浸润性乳腺癌患者 HER2/neu基

因扩增、HER2过表达，这与乳腺癌患者预后差和治疗抵抗相关，针对 HER2受体的单克隆抗体

药物曲妥珠单抗和帕妥珠单抗主要应用于晚期乳腺癌的一线新辅助靶向治疗，检测 HER2 表达

程度对于指导临床治疗策略和疗效评估有重要价值，目前临床评估 HER2表达主要依赖于活检

后进行免疫组化或荧光原位杂交（FISH），本次研究的目的是利用多模态纳米探针实现“诊疗

一体化”，超顺磁氧化铁（SPIONs）偶联单克隆抗体药物（曲妥珠单抗或帕妥珠单抗）与荧光

染料 ICG，单克隆抗体药物精确靶向 HER2受体，ICG的荧光效应及超顺磁氧化铁在 MRI中的

T2对比效应可用于 HER2受体的监测，同时 ICG的光热响应可以对肿瘤细胞进行加热治疗。方

法：我们分析了多组移植了不同 HER2表达水平细胞（MD-MBA-231、MCF-7、MD-MBA-361、BT-

474及耐赫赛汀的 BT-474或 BT-474/HR）的动物模型，并分为 3组：未进行治疗组、靶向治疗

12小时及靶向治疗 1周组，靶向治疗分为单纯赫赛汀、赫赛汀与帕妥珠单抗连用组。利用动

态模型对治疗前后的肿瘤进行荧光检测或进行 MRI的 T2值定量分析，并找寻与肿瘤 HER2 表达

水平变化的相关性，结果由体外 ELISA进行验证。结论：乳腺癌动物模型中肿瘤 HER2表达水

平与 MRI的 T2值及体外荧光显像相关，且前者敏感性及特异性均较高。 

  

 

 
FP-056 

多模态 MR 参数预测术后胰瘘的风险分析 

 
纪若云,石喻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探讨多模态 MR参数预测术后胰瘘的风险分析。 

材料与方法:本研究为基于前瞻性数据库的回顾性研究,经伦理审查委员会的批准,并签署知情

同意书。受试者选择 2015年 12月和 2016年 12月期间同时进行胰十二指肠切除术及

MRI(T1WI,T2WI,弹性成像(MRE)及弥散成像(DWI))检查的患者,排除进行其他胰腺手术、MRE扫

描失败及胰腺残端过小无法测量、术后残端病理缺失的患者。最终共纳入 78例患者,采用 M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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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残端形态特点、采用 MRE测量胰腺硬度,测量 ADC和 T1WI胰肌信号比,外科医生的术中触

诊分为软/中/硬三度,POPF 分为 A、B和 C级(B/C为高级)。采用受试者工作特性曲线评价 MRE

所测胰腺硬度预测 POPF风险的能力,并与外科触诊比较。采用 Logistic回归分析评估形态特

点、胰腺硬度、ADC及胰肌信号比与 POPF发展的关系。 

结果:无 POPF组胰腺硬度 (1.47kPa,四分位间距:1.23~1.68kPa) 显著高于 POPF A组

(1.33kPa,四分位间距:1.19~1.37kPa) 以及 B&C组(1.20kPa,四分位间距:1.12~1.23kPa) 

(P=.009,P <.0001)。与外科触诊相比,MRE在预测 POPF(73.1%vs65.4%,P=.008)和高级

POPF(B&C级,70.5%vs60.3%,P=.008)时准确性显著升高。软胰腺组织(≤1.31kPa)分别是

POPF(OR:5.19,P=.007)和高级 POPF(OR:23.72,P=.005)最强的独立危险因素.此外,胰管直径

(<3mm, 比值比[OR]=6.483,95%CI:1.07–39.29)和断端面积(≥176mm
2
,OR=4.994,95%CI: 

1.20–20.73)亦是 POPF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术前进行胰腺硬度、主胰管直径和断端面积的 MR评估对预测 POPF的危险度有重要意

义。 

 

 
FP-057 

The value of posterior pararenal space involvement on 

early-stage computed tomography for predicting 

prognosis of acute kidney injury following 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  

 
Wang Yi,Cao Likun,Song Bin 

West China Hospital， Sichuan University 610000 

 

 

Objective To ascertain the value of posterior pararenal space (PPS) involvement 

in assessing the prognosis of acute kidney injury (AKI) following 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 (SAP).  

Methods Forty-eight SAP with AKI patients who underwent abdominal computed 

tomography (CT) in 2 days after admission were evaluated for PPS involvement 

(grades 1-3). The end points were the prognosis of AKI and mortality. Furthermore, 

PPS score was compared with the CT scores (EPIC, MCTSI) and clinical scores 

(BISAP, JSS) , using a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analysis.  

Results PPS scores on early CT and BISAP scores in 2 days after admission show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recovered AKI patients and non-recovered AKI 

patients(p<0.05). The PPS score showed a larger AUC than other scoring systems in 

predicting both the recovery of renal function (0.850 VS 0.581, 0.687, 0.776, 

0.632) and mortality (0.861 vs 0.568, 0.698, 0.821, 0.760). However, the JSS 

score, but not PPS score,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the incidence of stage 

3 AKI. 

Conclusion PPS score on early CT is useful for prediction of recovery of renal 

function and mortality in SAP with AKI patients, and could reflect the severity of 

AKI to some ex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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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058 

Image characteristic of simultaneous-multislice 

(SMS)-accelerated diffusion-weighted image with 

higher spatial resolution: a comparison with 

conventional DWI in neuroendocrine neoplasms liver 

metastases patients 

 
xu jia,Wang Xuan,Wang Shi tian,Cheng Jin,Xue Hua dan,Jin Zheng yu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100730 

 

Purpose To evaluate the image characteristics of simultaneous-multislice (SMS)-

accelerated diffusion-weighted image (DWI) with thinner slice thickness compared 

to conventional DWI in neuroendocrine neoplasms (MEN) liver metastasis 

patients.   

Materials and Methods  15 patients with MEN liver metastasis underwent 

conventional DWI (b-values 50, 800s/mm
2
, slice thickness 4mm, scan time 2’53min), 

SMS-DWI with and without motion correction (SMS-MoBvS, SMS) (b-values 50, 800s/mm
2
, 

slice thickness 2mm, scan time 2’44min). Other sequences include T2WI, T1WI, and 

post-contrast sequences. Datasets acquired with the b-value 800s/mm
2
 were 

evaluated. Numbers of high signal lesions detected in DWI, SMS and SMS-MoBvS were 

calculated. The subjective image quality (i.e. sharpness of the liver edge and the 

vessel contour, artifacts, overall image quality, the detectability and 

delineation of lesions) were evaluated using a 5 grade scale (1 = poor to 5 = 

excellent). ADC values were measured in all three datasets. Signal-to-noise ratio 

(SNR) and lesions-to-liver contrast-to-noise ratio (CNR) were calculated and 

compared between SMS and SMS-MoBvS using paired T test. Qualitative image 

parameters and ADC were compared among the three datasets using the Dunn-

Bonferroni post hoc test for pairwise comparisons in case of significant p-values 

in the Friedman test for overall comparison. 

Results: The number of high signal lesions detected in DWI, SMS and SMS-MoBvS were 

348, 504 and 523 respectively. The detectability and delineation of lesions were 

significantly superior in SMS [4.18 (3-5)] and SMS-MoBvS [4.42 (3-5)] than DWI 

[3.04 (2-4)] (all P<001). The sharpness of the liver edge and the vessel contour, 

artifacts, overall image quality were significant superior in SMS-MoBvS than DWI 

(all P < 0.005).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ere found in SNR and CNR between SMS 

and SMS-MoBvS. ADC were significant lower in SMS (858.7±121.2) and SMS-MoBvS 

(813.9±240.4) compared to conventional DWI (984.8±93.4) (P < 0.001, P=0.024).  

Conclusion: SMS and SMS-MoBvS with higher spatial resolution can detect more 

lesions, provide better lesions delineation than DWI at a comparable scanning time. 

SMS-MoBvS showed significant better image quality than DW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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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059 

腹部多器官影像组学对糖尿病发病的诊断及预测 

 
卢春强,居胜红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210009 

 

目的：建立一套基于 CT的腹部多器官影像组学糖尿病诊断模型并评估该诊断模型对于糖尿病

发病的预测价值 

方法：回顾性的分析 2007年 1月至 2016年 12月的住院并进行腹部 CT平扫的 26947名住院患

者，并从中筛选出 293名患病不超过 3年的糖尿病患者作为新诊断糖尿病组，397名正常的非

糖尿病对照（CT扫描 2年后依旧未患糖尿病），52名 CT扫描 2年后糖尿病发病的糖尿病预测

组。并将 3组被试按时间节点分为 Training Cohort，Validation (Testing) Cohort 以及额

外的一组用于预测的 Prediciton Cohort. 从 CT数据中提取胰腺、肝脏、腰大肌、腹壁脂肪

内脏脂肪等感兴趣区，并提取包括灰度直方图及纹理特征在内的 645个影像组学特征。利用 R

语言包 glmnet进行 Lasso回归对特征进行降维筛选并计算组学特征分数 Rad-Score，结合临

床指标建立糖尿病诊断和预测的 logistic回归模型。并进一步验证该模型对于糖尿病发病的

预测准确度。 

结果：Lasso回归共筛选出 19个组学特征，以胰腺特征为主。组学特征集在 Training 

Cohort，Validation Cohort 中的 AUC分别为 0.79和 0.84。组学特征在 Prediciton Cohort

中的 AUC高达 0.88。加入临床及人口学指标对于模型性能并没有明显提升。 

结论：基于 CT的腹部多器官影像组学方法对于糖尿病的预测和评估可能具有重要价值，这可

能与糖尿病患者发病前的腹部多器官的结构改变相关，如多器官脂肪异位沉积等。这些早期的

改变可以通过影像学进行早期的预测和评估。 

 

 
FP-060 

增强 CT 纹理特征在预测肝细胞肝癌术后 

早期复发的可行性分析 

 
王慧慧

1,2
,赵心明

1
 

1.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2.河南省肿瘤医院 

 

目的 分析肝细胞肝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切除术后早期复发（early 

recurrence after hepatectomy，ERAH）（＜2年）的危险因素，探讨增强 CT纹理特征在预

测 HCC切除术后早期复发的价值。 

材料与方法 选取 2013年 1月至 2015年 3月于我院择期行肝癌切除术的患者共 45例，其中复

发组 22例，无复发组 23例。收集患者临床资料，应用 CT kinetics软件对动脉期、门脉期肝

实质 CT图像进行纹理特征的提取，共提取 34个纹理参数，对其进行统计分析，并采用 ROC曲

线选取最佳临界值。 

结果 单因素分析中动脉期及门脉期分别有 5个、8个纹理参数有显著统计学差异，而在多因

素分析中动脉期及门脉期的相关性（correlation，COR）是 HCC术后早期复发的独立预测因

素。其中以动脉期 COR＞15.8×10
-6
作为判断高 ERAH风险的诊断指标时，其灵敏度及特异度分

别为 86.4%、60.9%，以门脉期 COR＞15.5×10
-6
为诊断高 ERAH风险的指标时，其灵敏度及特

异度分别为 81.8%、65.2%。动脉期及门脉期 COR值的比值比（Odds Ratio,OR）分别为

1.083、1.085。对临床资料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显示：术前 AFP水平（＞200ng/ml）、病灶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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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脉血管穿行及存在脉管癌栓是 HCC术后早期复发的危险因素，且存在脉管癌栓是 HCC术后早

期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具有显著的统计学差异（P=0.003），其 OR值为 30.06。 

结论 应用基于增强 CT图像的纹理分析筛选出 ERAH高危人群是可行的，联合临床资料能提高

诊断的准确性。对于术前 AFP＞200ng/ml、肿瘤内部有动脉血管穿行、增强扫描动脉期纹理参

数 COR＞15.8×10
-6
、门脉期纹理参数 COR＞15.5×10

-6
，且术后病理发现存在脉管癌栓时则提

示有早期复发的危险性。 

 

 

FP-061 

CT Spectral Imaging in Hepatic Vessels: What Is the 

Optimal Energy Level for Displaying Vessels? 

 
Gao Lu,Zhang Jiawen,Yao Zhenwei 

Hua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Department of Radiology 200040 

 

OBJECTIVES: To assess the optimal monochromatic energy level in spectral CT for 

displaying hepatic vessels. 

METHODS: Sixty patients who were liver transplantation donors (n=9) or recipients 

(n=51) underwent contrast-enhanced spectral CT imaging of hepatic vessels. In all, 

101 sets of monochromatic images from 40 to 140 keV as well as a polychromatic 

images relating to 140kVp tube voltage were generated. Region of interest (ROI) 

was placed within abdominal aorta, portal vein, hepatic vein, and liver parenchyma 

to determine the contrast-to-noise ratio (CNR) between the vessels and surrounding 

tissues. Optimal monochromatic images between transplantation donors and 

recipients were compared using independent samples group t-test. The monochromatic 

images with the highest CNR were selected for hepatic artery, portal and hepatic 

vein and compared with the polychromatic images. CT numbers of vessels and image 

noise were measured to analyze the quality of images. 

RESULTS: Monochromatic images with highest CNR for hepatic artery had an energy 

level of 57–64 (average, 60.5±3.5) keV whereas that for portal and hepatic vein 

was 56–66 (average, 61.2±5.3) and 58–67 (average, 62.7±4.3) keV, respectively.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ransplantation donors and recipients 

(hepatic artery, p=0.326; portal vein, p=0.412; hepatic vein, p=0.630). The 
optimal monochromatic images had significantly higher CNR than polychromatic 

images (hepatic artery, t=10.352, p<0.05; portal vein, t=–9.557, p<0.05; hepatic 
vein, t=–8.290, p<0.05). Image noise and CT numbers generally decreased as photon 
energy level increased from 40 to 140 keV. 

CONCLUSION: Optimal energy levels for monochromatic images displaying hepatic 

artery, portal vein, and hepatic vein were 61, 61, and 63 keV. We could select one 

energy level to show transplantation donors and recipients. The best CNR to reveal 

abdominal vessels in adults was approximately 60 keV photon energy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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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062 

钆塞酸二钠增强磁共振 T1 mapping 与超声二维剪切波弹性

成像评价 显著肝纤维化的比较研究 

 
杨丽,曾蒙苏,饶圣祥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00032 

 

目的 比较钆塞酸二钠增强磁共振 T1mapping 与 超声二维剪切波弹性成像（2D-SWE） 对显著

肝纤维化的诊断效能。 

资料与方法： 收集 90名同时进行钆塞酸二钠增强 T1 mapping 与 2D-SWE 检查的患者所有临

床和影像学资料。 在钆塞酸二钠注射前以及注射对比剂 20 分钟后分别进行 T1 mapping 扫

描，在 T1 map 上测量肝右叶 T1 值并计算增强前与增强后肝实质 T1 值的下降率

（reduction rate， ΔT1%）。采用 2D-SWE 于右侧第 7-10 肋间进行肝实质硬度测量

（liver stiffness measurement， LSM）。采用 Spearman 秩相关系数检验病理组织学肝纤

维化分期与钆塞酸二钠增强前、增强后 T1 值、 ΔT1%和 LSM 值的相关性，以肝纤维化组织

病理学分期为“金标准”，绘制钆塞酸二钠增强肝实质 T1值、 ΔT1%和 LSM 值对显著肝纤

维化（≥S2）的 ROC曲线，并比较钆塞酸二钠增强 T1 mapping 与 2D-SWE 对显著肝纤维化的

诊断效能。 

结果 钆塞酸二钠增强肝胆特异期肝实质 T1 值及 LSM 值与组织学肝纤维化分期呈显著正相

关， ΔT1%与肝纤维化程度呈显著负相关，其中 LSM 值与肝纤维化程度相关性最高

（rho=0.70， P<0.01），其次为肝胆特异期肝实质 T1 值（rho=0.46,P<0.01）和ΔT1%

（rho=-0.43， P<0.01），而钆塞酸二钠增强前肝实质 T1 值与组织学肝纤维化分期无相关性

（rho=0.16， P=0.12）。 对于显著肝纤维化的诊断，肝胆特异期肝实质 T1 值、 ΔT1%和 

LSM 值 ROC 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83、 0.82、 0.89。对于显著肝纤维化的评价，肝实质 LSM 

的准确性与肝胆特异期肝实质 T1 值和 ΔT1%无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钆塞酸二钠增强 T1 mapping 与 2D-SWE 对显著肝纤维化的诊断效能相仿 

 

 

FP-064 

移植肝排斥反应的 CT、MRI 表现 

 
谢佩怡

1,2
,孟晓春

1,2
,周智洋

1
 

1.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 

2.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目的 分析移植肝排斥反应的 CT、MRI表现，从影像学角度分析排斥反应造成的移植肝损伤。

方法 从我院共 781例原位肝移植及 17例肝右叶活体肝移植手术患者中，将病理组织学证实排

斥反应且符合条件（肝穿刺活检前一周内接受过 CT或 MRI检查）的 42例患者（男 35 例，女

7例）纳入本组研究。此 42 例患者中，证实为不同程度急性排斥反应（AR）36例（轻度 18

例，中度 11例，重度 7例），慢性排斥反应（CR）6例，结合其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及临

床转归，总结在肝移植术后影像学随访中，CT、MRI在显示排斥反应患者移植肝损伤中的作

用。  

结果 在 42例移植肝排斥反应患者治疗前影像学表现中，肝实质动脉期高灌注 20例，门静脉

周围环形低密度 7例，肝动脉多节段、串珠样狭窄 22例，门静脉狭窄 6例，肝右静脉根部狭

窄，合并肝内多发侧枝静脉形成 1例，肝内动静脉分流 5例，肝内胆管不同程度扩张、炎症 8

例，肝门区或肝周积液 11例，肝周或肝包膜下积血 6例。在 20例移植肝排斥反应治疗后随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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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学表现中，8例患者治疗后行短期随访（随访次数少于 3次，平均随访时间约 43.54

天），较治疗前进展 4例，治疗后临床症状及影像学表现均缓解 4例；12例患者行长期随访

（随访次数超过 3次，平均随访时间约 455.37天，最长随访时间约 1311天），异常灌注缓解

甚至消失 4例，异常灌注进展 5例，异常灌注反复好转、复发 1例，异常灌注后继发肝内动静

脉分流 1例，其中 1例患者经 6次复查 CT出现异常灌注、肝动静脉分流、肝动脉多节段、串

珠状狭窄、肝左动脉-门脉左支分流、肝左叶门静脉血流灌注降低、门静脉周围环形低密度等

表现，均无胆道的扩张及感染征象，临床为不明原因的黄疸及转氨酶升高，在积极行抗排斥反

应治疗后，该患者 CT检查、临床及实验室检查均恢复正常。 

结论 CT及 MRI 可以显示排斥反应患者移植肝损伤，在其临床诊断及治疗方案的制定中具有重

要价值。 

 

 
FP-065 

多层螺旋 CT 测量胃癌肿块体积与术后 

病理淋巴血管受侵及 T 分期的关系 

 
李杭

1
,蒲红

1
,陈晓丽

2
 

1.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 

2.四川省肿瘤医院 

 

目的 探讨多层螺旋 CT测量胃癌肿块体积（GTV）与术后病理淋巴血管受侵及 T分期关系。 

材料与方法 收集 360例（A组 202例和 B组 148例）行胃癌根治性切除的患者临床病理资料

和术前 CT影像资料，并按照第七版美国癌症 

联合会（AJCC）分期方法进行 T分期。以充盈良好胃壁增厚超过 5mm视为病变，在横断位 CT

图像勾画出每一层肿块的面积并计算出 GTV。A组中分析术前胃癌 GTV与术后病理淋巴血管受

侵及 T分期关系，找出术前预测淋巴血管受侵及区分 T分期的 GTV阈值，再将 A组中获得的

GTV阈值在 B组中进行诊断效能的验证。 

结果：胃癌 GTV与术后淋巴血管受侵（P=0.426，P<0.0001）及 T分期（P=0.596，P<0.0001）
间呈正相关。单因素分析示胃癌患者有淋巴血管受侵和无淋巴血管受侵各组间 GTV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001）。多元逻辑回归分析显示 GTV是预测淋巴血管受侵的独立危险因素

(P=0.026, OR=2.284)。GTV 不能区分 T1和 T2期(P=0.117)、T3和 T4a(P=0.100)，但能区分

T2和 T3 期(P =0.000)、T1 和 T2-T4a期(P=0.000)、T1-T2和 T3-T4a期(P=0.000)、T1-T3和

T4a期(P=0.000)。当以 GTV=15.92cm
3
、10.09 cm

3
、8.20cm

3
、15.88cm

3
、21.53cm

3
分别作为阈

值预测淋巴血管受侵、区分 T2和 T3、T1和 T2-T4a、T1-T2和 T3-T4a、T1-T3和 T4a，A和 B

组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760和 0.742、0.828和 0.861、0.860和 0.859、

0.883和 0.875、0.834和 0.793。 

结论 多层螺旋 CT测量胃癌 GTV与术后病理淋巴血管受侵及 T分期存在正相关性，是预测淋巴

血管受侵的独立危险因素；胃癌 GTV能够术前较准确的预测淋巴血管受侵及区分 T分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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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066 

CT findings used in diagnosis of gastric bare area 

invasion: potential prognostic factors for proximal 

gastric carcinoma 

 
sun rui jia

1
,Li Xiao ting

1
,Tang Lei

1
,Li Zi yu

2
,Sun Ying shi

1
 

1.Key laboratory of Carcinogenesis and Translational Research (Ministry of Education)，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Peking University Cancer Hospital & Institute， 

2.Key laboratory of Carcinogenesis and Translational Research (Ministry of Education)， 

Department of Surgery， Peking University Cancer Hospital & Institute 

 

Purpose: To investigat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3-year-overall survival (OS) 

of patients with proximal gastric carcinoma (PGC) and the preoperative CT findings 

used in diagnosis of gastric bare area (GBA) invasion in PGC. 

Methods: 108 consecutive patients with PGC confirmed by biopsy underwent MDCT scan 

prior to gastrectomy were enrolled retrospectively from Dec 2009 to Dec 2013. 16 

patients were excluded because of: (a) CT-detected metastasis or lymph nodes 

beyond GBA (n=9), (b) patients died due to surgical complications (n=4), (c) 

insufficient gastric distention (n=3). The CT images of GBA invasion in PGC were 

evaluated separately by measuring the direct signs including transmural 

involvement and lymph nodes in the GBA. The infiltration of the diaphragm, 

gastrophrenic ligament and perigastric fat which was considered to be the indirect 

signs were also evaluated. Other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sex, age, the thickness 

of the abdomen fat, the maxium diameter of lesion and the cT staging were 

evaluated as well. Kaplan-Meier estimates with log-rank test and step wise Cox 

proportional hazard model was used for 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CT 

findings and the OS. 

Results: Univariate Kaplan-Meier estimates indicated that transmural 

involvement(p<0.001), lymph nodes in the GBA (p=0. 015), and cT staging(p=0.002) 

were associated with OS. Cox proportional hazard model indicated that the 

transmural involvement (HR=8.424, 95%CI:2.360-30.075), the diaphragm involvement 

(HR=0.171, 95%CI:0.034-0.863), perigastric fat infiltration (HR=0.007, 

95%CI:0.075-0.668), and the thickness of the abdomen fat (HR=0.910, 95%CI:0.829-

1.000) were independent prognostic factors for OS. 

Conclusion: CT findings of GBA invasion in patients with PGC, the direct 

transmural involvement and the indirect signs such as the infiltration of 

diaphragm or perigastric fat may be independent prognostic factors potentially, 

and should be given more emphasis in future clinical practice. 

Clinical relevance: The demonstrated potential usage of the ignorable CT 

characteristics used in diagnosis of gastric bare area (GBA) invasion by PGC in 

predicting the 3-year-overall survival may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clinical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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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067 

Esophageal carcinoma: in vivo evaluation with high-

spatial-resolution MR imaging by using ex vivo MR 

imaging-matched histopathological findings as the 

reference standard 

 
wei yi

1
,Zhu Shaocheng

2
,Gao Feifei

2
,Zheng Dan

3
,Song Bin

1
 

1.Department of Radiology， West China Hospital，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China 

2.Department of Radiology， Zhengzhou University People's Hospital 

3.Ge Healthcare China Beijing 

 

Purpose: To prospectively determine the feasibility of high-resolution MR imaging 

to evaluate the signal characteristics of normal esophageal wall and subsequently 

assess the depth of esophageal wall invasion by carcinoma at 3.0 T. 

Methods: 85 consecutive patients, each containing foci of carcinoma, were studied 

using a 3.0-T MR. Three independent readers reviewed the MR images to evaluate the 

depth of carcinoma invasion, when the three radiologists could not fully agree 

with each other, the final stage was determined by consensus. The 

histopathological findings were served as the standard reference. Spearma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analysis was used to compare stage at MR imaging with that 

at histopathological analysis. The interobserver agreement were compared with 

Cohen k. 

Results: 68 of 85 lesions were correctly staged with in vivo MR, the diagnostic 

accuracy for mucosa, submucosa, muscularis propria and adventitia were 92.9%, 

87.1% ,87.1% and 95.3%, respectively.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in vivo MR 

image and histopathological findings were excellent (r=0.920, P<0.001). 79 of 85 

lesions were correctly staged with ex vivo MR, the diagnostic accuracy for 

individual layers’ invasion were 96.5%, 92.9% ,96.7% and 100%, respectively. The 

correspondence was also excellent (r=0.974, P<0.001). 

Conclusion: High-Resolution MR images obtained by 3.0-T can be used to evaluate 

the esophageal carcinoma invasion precisely and provide good diagnostic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and accu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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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068 

Risk stratification of gastrointestinal stromal 

tumors assessed by quantitative texture analysis 

based on dual-energy CT: a preliminary study 

 
Liu Jingjuan,Liu Wei,Xue Huadan,Jin Zhengyu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100730 

 

PURPOSE To investigate the feasibility of using the dual-energy CT (DECT) based 

texture analysis (TA) to preoperatively determine risk stratification of 

gastrointestinal stromal tumors (GISTs). 

METHOD AND MATERIALS This retrospective study included a total of 77 patients with 

pathologically confirmed GISTs and the pre-operative contrast-enhanced DECT images 

were reviewed. Images of portal venous phase was acquired at 100/Sn140kVp, from 

which the standard linearly blended images (M_0.5), iodine density map and virtual 

non-contrast images (VNC) were generated. The largest axial and coronal area of 

tumor were chosen for texture analysis using TexRAD software. Various texture 

parameters including entropy, kurtosis, skewness, mean, mean of positive pixels 

(MPP), and SD of pixel distribution histogram were derived using various filter 

settings. Tumour risk stratifications were determined according to the 2008 NIH 

criteria where GISTs were classified into four categories. The optimal cut-off 

level of texture values for discriminating high risk GISTs from the others was 

analyzed using a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analysis (ROC), and its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were calculated. 

RESULTS There were overall 77 patients enrolled in this study, in which 48 were in 

stomach and the other 29 were in small intestine. The ROC analysis showed kurtosis 

with medium filter (SSF=4) in coronal portal phase has the highest AUC of 0.846 

with an optimal cut-off of 1.65 (p＜0.0001) in discriminating high risk small 

intestinal GIST，resulting in a sensitivity of 81.25% and specificity of 76.92%. 

While for gastric GIST, kurtosis with medium filter (SSF=5) in coronal portal 

phase also showed the best performance, with AUC of 0.780 and an optimal cut-off 

of 1.93 (p=0.0014), resulting in a sensitivity of 85.71% and specificity of 65.85% 

CONCLUSION CTTA might play a crucial role in pre-operative GISTs risk 

stratification. Kurtosis quantified from medium texture scale on coronal portal 

phase was the optimal diagnostic parameter for estimating high risk grade GISTs in 

both stomach and small intest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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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069 

Abdominal CT : application of half-dose spectral CT 

based on the automatic spectral imaging mode 

selection and adaptive statistical iterative 

reconstruction(ASIR) in patients with High BMI Values 

 
zhao huiping,Lv Peijie,Li Weiran,Hou Ping,Gao Jianbo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450052 

 

0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image quality in combined use of half-dose spectral 

CT based on the automatic spectral imaging mode selection and adaptive 

statistical iterative reconstruction (ASIR) in abdominal CT in patients with high 

body mass index (BMI) values, as compared with conventional CT.  

Methods Eight-two patients with high BMI values (≥29kg/m
2
) were prospectively 

included and underwent contrast-enhanced abdominal CT during arterial phase (AP) 

and portal venous phase (PVP). Patients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the study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n=41 each). In the study group, half-dose spectral CT 

based on the automatic spectral imaging mode selection was used and monochromatic 

images (40 to 70keV, 10keV increment) were reconstructed using 50% ASIR(group 

A).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fixed tube potential of 120 kVp was used 

with images reconstruction using 30% ASIR (group B). Quantitative parameters 

(effective radiation dose, image noise, CT values and contrast-to-noise ratio 

[CNR] of the liver, pancreas, aorta and portal vein) and qualitative visual 

parameters (overall image quality as graded on a 5-point scale) were 

compared. Statistical analysis was performed with two sample t test and Mann-

Whitney U test.  

Results There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effective radiation 

dose[5.16±0.78mSv versus 10.36±1.69mSv] between group A and group B(t=－

17.822, P<0.001), and the dose redution was 50.2%. During the AP and PVP, at 

the energy level of 40 keV and 50 keV, group A showed higher CT 

values, higher or similar CNRs, higher image noise and lower overall image 

quality scores point compared with group B. At the energy level of 60 

keV, group A showed higher CT values, higher or similar CNRs, similar overall 

image quality score with higher or similar image noise as compared with group B. 

At the energy level of 70 keV, group A showed similar CT values, CNRs and image 

noise to group B and higher overall image quality scores than group B.  

Conclusions In patients with high BMI values, combined use of half-dose spectral 

CT based on the automatic spectral imaging mode selection and ASIR can reduce 

effective radiation dose up to 50.2% compared with conventional CT. Monochomatic 

images at 70 keV can maintain CNR and improve overall image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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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070 

小视野扩散加权成像表观扩散系数直方图鉴别透明细胞肾癌

与非透明细胞肾癌的价值 

 
李浩杰,胡道予,李震,夏黎明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探讨小视野 DWI ADC 直方图鉴别透明细胞肾癌与非透明细胞肾癌的价值。 

方法：回顾性经手术及病理证实为肾细胞癌，术前接受过肾脏 MRI平扫及小视野 DWI检查的

64例患者。透明细胞肾癌 46例（47个病灶），非透明细胞肾癌 18例（19个病灶）。记录透

明细胞肾癌与非透明细胞肾癌的 ADC直方图参数，包括 ADC平均值（ADCmean）、ADC中位数

（ADCmedian）、ADC第 5百分位数（ADC_5th）、ADC第 25百分位数（ADC_25th）、ADC第 75

百分位数（ADC_75th）、ADC 第 95百分位数（ADC_95th）、偏度及峰度值，并采用采用独立

样本 t检验（正态分布）或 Mann-Whitney U检验（偏态分布）比较。采用 ROC评价 ADC直方

图参数鉴别诊断不同肾癌的效能。 

结果：透明细胞肾癌 ADC值直方图以负偏态分布为主，非透明细胞肾癌以正偏态为主。透明细

胞肾癌的 ADC平均值、ADC 中位数、ADC_5th、ADC_25th、ADC_75
th
和 ADC_95th均高于非透明

细胞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二者的偏度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峰度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ADC_75th鉴别透明细胞及非透明细胞肾癌的效能最

高，ROC下面积为 0.987，以 1.81×10
-3
mm

2
/s为截断值，敏感度及特异度分别为 100.0%和

94.7%。 

结论：小视野 DWI ADC直方图鉴别透明细胞肾癌与非透明细胞肾癌有一定价值，ADC_75
th
具有

较高诊断效能。 

 

 
FP-071 

MRI 定量参数在凶险性前置胎盘胎盘成熟度 

分级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邓明,徐海波,胡金香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430071 

 

目的：探讨定量 MRI参数在凶险性前置胎盘(dangerous placenta previa ,DPP)胎盘成熟度分

级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材料与方法：分析我院生产的 128例凶险性前置胎盘 MRI资料，包含超声确诊前置胎盘后行多

平面 HASTE T2WI及多 b值 DWI扫描，b值包含 0，400，800s/mm
2
。根据胎盘最大面 T2WI 图像

分别测量绒毛膜板、胎盘实质、基底膜最大厚度（mm）；分别测定感兴趣区 b=400，800s/mm
2

的 ADC值。根据剖宫产时胎盘成熟度评分，采用回归分析方法对孕周，T2WI图像上胎盘不同

面的径线值、不同 b值 ADC 与胎盘成熟度评分关系；采用 ROC分析不同定量参数在诊断胎盘成

熟度中的诊断效能。 

结果：128例 DPP孕周为 19-38周，中孕 46例，晚孕 82例；其中胎盘成熟度分级： I级 118

例，II级 69例，III级 41 例；胎盘实质最大面测量：I级 19.2±1.1mm，II级

23.4±3.4mm，III级 28.6±4.2mm；胎盘 ADC（b=400）： I级 2438±189 mm
2
/s mm，II级

1864±201 mm
2
/s，III级 1539±261mm

2
/s；胎盘 ADC（b=800）：I级 2312±211 mm

2
/s，II级

1763±341 mm
2
/s，III级 1321±428mm

2
/s；ADC值随着孕周的增加，ADC值逐渐减低；回归分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59 

 

析：胎盘实质径线与胎盘成熟度分级存在较高相关；ROC提示胎盘成熟度分级中，ADC存在较

高诊断效能，AUC为 0.71-0.92。其中 b=800 s/mm
2
时诊断准确效能相对更高。  

结论：常规 T2WI经线测量结合 ADC值能准确对凶险性前置胎盘胎盘成熟度分级； 

 

 
FP-072 

前列腺移行带、外周带中癌和非癌组织扩散峰度成像的可行

性和可重复性研究 

 
钟燕

1,2
,马露

1
,申艳光

1
,叶慧义

1
 

1.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2.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分院 

 

目的：评价扩散峰度成像（diffusion kurtosis imaging,DKI）参数鉴别前列腺移行带和外周

带中癌和非癌组织的可行性以及参数在短期内和观察者内的可重复性。 

材料和方法：采用 3.0T GE MR扫描仪对 23例前列腺患者行两次 3个 b值(0-3000s/mm
2
)DKI扫

描。计算 DKI的参数 K和 D值。采用方差分析比较移行带前列腺癌与良性前列腺增生（BPH）

和腺体 BPH之间、外周带前列腺癌和良性外周带和正常外周带之间的参数的差异。短期内两次

检查 DKI参数的可重复性评价采用变异系数（coefficient of variation,CV）、Bland–

Altman分析法，观察者内重复测量一致性分析采用组内相关系数(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ICC)评价。 

结果：在前列腺移行带中，癌灶的 K值显著高于基质 BPH和腺体 BPH( P <0.001)，D值明显低

于基质和腺体 BPH( P <0.001)；在外周带中，癌灶的 K值比良性外周带和正常外周带高，D值

比良性和正常外周带低 ( P <0.001)。两次检查移行带中癌灶和非癌组织 K值和 D值的可重复

性（CV 3.5-4.3%，BA-LA-17-24%；CV 5.2-5.5%，BA-LA-20-20%）和外周带中癌和非癌组织 K

和 D值的可重复性都较好（CV 5.1-6.3%，BA-LA-24-21%；CV 3.8-5.4%，BA-LA-21-23%）。在

移行带中，K值在癌灶的可重复性最好，D值在癌和基质 BPH和腺体 BPH中相似。在外周带

中，K值在癌灶中的可重复性最好；D值在正常外周带中的可重复性最好。观察者内一致性前

列腺移行带和外周带中癌和非癌组织所有的参数的一致性极好。 

结论：初步结果表明前列腺移行带和外周带中癌与非癌组织的 K值和 D值显著不同。前列腺移

行带和外周带中癌和非癌组织 K和 D值都具有较好的可重复性。 

  

 

 

FP-073 

基于 mpMRI 的 PI-RADS 与 MRI/TRUS 融合引导靶向穿刺相结合

对前列腺癌的检出价值 

 
王希明,包婕,吴玉锦,平小夏,朱默,胡春洪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15006 

 

目的 探讨第二版前列腺图像报告和数据系统(PI-RADS V2) 与 MRI-TRUS融合引导靶向穿刺相

结合对 PCa的检出价值。 

方法 前瞻性收集 2015年 9月到 2017年 6月临床怀疑 PCa的患者 168例。对 mpMRI上的可疑

病灶确认后进行第二版 PI-RADS 评分。所有病例均行 TRUS 引导下前列腺系统穿刺，并对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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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例 PI-RAD V2≥ 3 分的病例行 MRI-TRUS融合靶向穿刺。以穿刺病理结果为金标准，采用

χ
2
检验比较并分析两种穿刺方法对 PCa的检出率。 

结果 168例患者均行 TRUS 系统穿刺，其中 PI-RADS V2≥3 分的 108例患者除行 TRUS系统穿

刺外，对于 PI-RADS V2≥3 分的病灶同时行 MRI-TRUS融合靶向穿刺。 168例患者共穿刺 2300

针，其中 TRUS系统穿刺共 2016针，MRI-TRUS融合靶向穿刺共 284针，MRI-TRUS融合靶向穿

刺单针阳性率（51.76%，147/248）高于 TRUS系统穿刺（19.64%，396/2016），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χ
2
＝142.38，p<0.05）；在所有穿刺阳性病例中，TRUS系统穿刺共 1032针，MRI-

TRUS融合靶向穿刺共 214针，MRI-TRUS融合靶向穿刺阳性率（68.69%，147/214）高于 TRUS

系统穿刺（38.37%，396/1032），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
2
＝66.27，p<0.05）；MRI-TRUS靶

向穿刺组检出有临床意义前列腺癌占所有阳性病例穿刺针数 69.74%（106/152），TRUS系统穿

刺检出有临床意义前列腺癌为 54.50%（351/644），两组之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
2
＝

11.67，p<0.05）。 

结论 PI-RADS V2与 MRI/TRUS 融合靶向穿刺相结合可有效提高前列腺单针穿刺阳性率，并且

能够提高有临床意义前列腺癌的检出率。 

  

 

 
FP-074 

Adrenal incidentaloma: texture analysis based on pre-

enhanced CT images can  differentiate subclinical 

pheochromocytoma from fat-poor adrenal adenoma 

effectively 

 
yi xiao ping,Guan Xiao,Liu Longfei,Long Xueying 

xiangya hospital central south univercity 410008 

 

Objective To assess the feasibility and accuracy of  texture analysis in 

differentiating subclinical pheochromocytoma from fat-poor adenoma in adrenal 

incidentloma on unenhanced CT scan.  

Materials and methods Seventy-nine patients with 80 fat-poor adrenal adenomas and 

29 patients with 33 subclinical pheochromocytomas were included in the study. 

Texture parameters were derived from gray level histogram, gradient, the run-

length matrix, co-occurrence matrix, the autoregressive model, and wavelet 

transform using imaging software (MaZda). Thirty texture features were selected 

with the combination of three methods: Fisher coefficient, mutual information 

measure, classification error probability combined with averag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ACC). LDA method was run for those features selected. The number of 

positive features was used to predict the result. Logistic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performed within the 30 texture features and a predictive equation 

was created based on the regression coefficients obtained. 

Results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found in age, lesion size, unenhanced CT 

value and location ration between patients with fat-poor adenomas and those with 

subclinical pheochromocytomas. LDA method yielded a misclassification rate of 

19.39% in differentiating subclinical pheochromocytoma from fat-poor adenoma. The 

predictive model we created had an accuracy rate of 94.4% (102/108) with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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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sitivity of 86.2% (25/29) and a specificity of 97.5% (77/79) in differentiation. 

When the number of positive features was greater than 8, the accuracy of 

prediction was 85.2 % (92/108) with a sensitivity of 96.6% (28/29) and a 

specificity of 81% (64/79).  

Conclusion Texture analysis may be a reliable quantitative method in 

differentiating subclinical pheochromocytoma from fat-poor adenoma on unenhanced 

CT scan when adrenal incidentaloma is present. 

  

 

 

FP-075 

Diagnostic performance of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and T2 relaxation time value for 

predicting histological grade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Cao Likun,Song Bin 

West China Hospital. SiChuan University 610041 

 

To investigate and compare the performance of T2 relaxation time value and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ADC) for noninvasive preoperative prediction of 

the pathological grade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The study consisted of 35 patients with surgically resected HCCs who underwent 

preoperative MRI exams including DWI and T2 mapping which was acquired using eight 

echo times TrueFISP. T2 values and ADC were measured and averaged over ROIs placed 

in HCC solid regions on T2 mapping and ADC map, respectively. ANOVA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statistical difference of the mean T2 value and ADC among three 

histological grades, and the diagnostic performance of T2 value and ADC was also 

evaluated and compared using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based positive test. 

Mean T2 value of poorly differentiated, moderately differentiated and well-

differentiated HCC were (38.43±2.40)ms,(44.42±2.97)ms and (49.56±3.85)ms 

respectively,and there were differences of statistical meaning among them. The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and accuracy, when an ADC of 0.972 or higher was 

considered an indicator of well- differentiated and moderately differentiated , 

were 73.1%, 72.9% and 0.729, respectively, while when T2 = 41.85ms, the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and accuracy were 81.3%, 68.4% and 0.706. Using both 

methods, the AUC were elevated to 89.6%. 

 Quantitative measurement of ADC and T2 of HCC are promising functional imaging 

tools in the prediction of histological grade before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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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076 

Gd-EOB-DTPA enhanced MR T1 mapping in the prospective 

assessment of postoperative liver function: compared 

with the Model for End-Stage Liver Disease 

 
Duan Ting

1
,Chen Jie

1
,Song Bin

1
 

1.West China Hospital of Sichuan University 

2.GE Healthcare， Shanghai 

 

Introduction To evaluate the potential of T1 mapping of Gadoxetic Ethoxybenzyl-

diethylenetriaminepentaacetic acid (Gd-EOB-DTPA) enhance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with the Model for End-stage Liver Disease (MELD) as a reference for 

assessing liver function in patients after resection of liver mass. 

Methods Seventy-two consecutive patients after resection of liver mass were 

included. T1 relaxation time of the livers were measured, and the reduction (Δ) 

and reduction rate of T1 relaxation time (Δ%) were calculated. T1 relaxation time 

measurements were correlated and compared with both the serum indices and the MELD 

scores in the assessment of postoperative liver function. Postoperative hepatic 

insufficiency was defined as persistent hyperbilirubinemia (total billirubin level 

>1.64 mg/dl for more than 5 days after surgery) or postoperative death without 

other causes. 

Results The post-contrast T1 relaxation time (T1-post) showed poor correlations 

with MELD scores (rho=0.239, p=0.044). However, T1-post (rho=0.434, p<0.001), Δ 

(rho=−0.231, p=0.047) and Δ% (rho=−0.428, p<0.001) correlated significantly with 

ALT/AST.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postoperative normal and 

abnormal liver function in pre-contrast T1 (p = 0.459), post-contrast T1 (p = 

0.127) and MELD scores (p = 0.189). While the reduction/(reduction rate) of T1 

relaxation time was substantially higher in postoperative normal liver function 

(521.920±79.037/0.665±0.083) than abnormal liver function 

(476.374±130.750/0.618±0.152) with p-value 0.036/0.021. 

Conclusions T1 mapping on Gd-EOB-DTPA-enhanced MRI showed promise for evaluating 

the postoperative liver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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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077 

Non-contrast Enhanced Magnetic Resonance Angiography: 

A Reliable Clinical Tool for Evaluating Transplant 

Renal Artery Stenosis 

 
Yu Yuanmeng,Zhang LongJiang,Lu GuangMing 

Department of Medical Imaging， Jinling Hospital，Medical School of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02， China 210002 

 

 

Purpose: To evaluate clinical value of non-contrast enhanced magnetic resonance 

angiography (MRA) in evaluating transplant renal artery stenosis (TRAS). 

Materials and Methods: This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approved study included 330 

patients (248 males and 82 females, mean age of 37.4 years) receiving 369 non-

contrast enhanced MRA examinations from July 2014 to June 2017. Thirty patients 

received at least two MRA examinations. Image quality was independently assessed 

by two radiologists. Inter-observer agreement were analyzed. Transplant renal 

artery anatomy and complications were evaluated and compared with DSA if possible,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negative predictive value (NPV) and 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 (PPV), and accuracy were calculated on a per-artery basis. 

Results: Good or excellent image quality was found in 95.4% (352/369) examinations 

with good inter-observer agreement (K=0.760). Only 3 non-contrast enhanced MRA 

examinations were rated as poor image quality because of large pesuoaneurysm (n=1), 

external iliac artery occlusion proximal to anastomosis (n=1) and poor respiratory 

cooperation (n=1). Twenty two patients with DSA had 28 non-contrast enhanced MRA 

examinations within 2 months duration. Nineteen patients had TRAS, 2 patients had 

pseudoaneurysms, one patient had normal transplant renal artery but occluded 

external iliac artery. Two pesuoaneurysms were not well visualized in non-contrast 

enhanced MRA but displayed in axial MR images. Non-contrast enhanced MRA correctly 

detected 19 TRAS and 9 normal arteries, giving 100% sensitivity, 90% specificity, 

100% NPV, 95% PPV, and 96.6% accuracy on a per-artery basis. 

Conclusions: Non-contrast enhanced MRA is a reliable tool to map transplant renal 

artery anatomy, detect and follow up TRAS. 

 

 
FP-078 

肝脏特异性对比增强 MRI 预测肝细胞癌微血管侵犯的研究 

 
黄梦琪,冯仕庭,徐萍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510080 

 

目的：探索肝脏特异性对比增强磁共振是否能预测肝细胞癌微血管侵犯及与预测相关的图像特

征。 

方法：纳入 66例经术后病理证实肝细胞癌的患者并术前行肝脏特异性对比增强 MRI检查。利

用单因素及多因素逻辑分析探索肿瘤大小、信号均一性、肿瘤包膜、肿瘤边界、瘤周强化、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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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特异期瘤周低信号、DWI 上信号值及 ADC值、T1磁豫时间等图像特征与病理上证实的微血管

侵犯间的相关性，并建立预测模型。 

结果：本研究共分析了 66个肝癌病灶，其中 MVI阳性有 17个病灶。单因素逻辑分析提示肿瘤

大小（p=0.003）、肿瘤边界（p=0.013)、瘤周强化（p=0.001）及肝胆特异期瘤周低信号

（p=0.004）与 MVI有相关性，而多因素逻辑分析提示综合三个征象的模型（肿瘤大小、边

界、瘤周强化）对 MVI预测有良好的特异性（93%）及敏感性（53%）。 

结论：术前肝特异性对比增强 MRI（大的肿瘤、不规则肿瘤边界及瘤周强化、瘤周低信号）可

以在术前预测肝细胞癌的微血管侵犯。 

 

  

 

 
FP-079 

Evaluation of  histologic grade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using intravoxel incoherent motion and 

combination with AFP levels 

 
shan qungang 

The Thir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un Yat Sen University 510630 

 

Purpose: To evaluate histologic grade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 using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ADC) and intravoxel incoherent motion (IVIM)-

derived metrics and to compare findings with alpha-fetoprotein (AFP) levels 

alone and in combination. 

Materials and method: One hundred and six chronic HBV-related HCC patients who 

underwent IVIM diffusion-weighte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with eleven b values 

were enrolled. Mean ADC, diffusion coefficient (D), pseudodiffusion coefficient 

(D*), and perfusion fraction (f) values were determined for all detected lesions. 

The metrics and AFP levels of different histologically differentiated groups were 

compared. Spearman’s rank correlation was used to assess the 

statistical dependence among the histologically differentiated HCCs.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analysis was performed to evaluate diagnostic 

performance of these metrics and AFP levels alone and in combination. 

Results: ADC, D, and f values and AFP levels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mong 

well-, moderately, and poorly differentiated HCCs. The four metrics 

we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histologic grade. The combination of ADC and 

AFP provided an AUC-ROC of 0.945 for well-differentiated HCC. However,this did 

not provide better performance for diagnosing poorly differentiated HCC.  

Conclusion: ADC, IVIM metrics, and AFP levels may be useful for evaluating 

histologic grade of HBV-related HCCs, and the combination of ADC and 

AFP provides better diagnostic performance for well-differentiated H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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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080 

中性脂肪沉积病受累肌肉脂肪浸润的 MRI 半定量研究 

 
杨海涛,肖飞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目的 分析中性脂肪沉积病肌肉受累的特征和脂肪浸润的 MRI表现，提高该病的定性认识和诊

断鉴别能力。 

材料与方法 回顾性分析 12 例经肌肉活检证实的中性脂肪沉积病患者临床和 MRI资料。3.0T 

MR仪和 IDEAL序列横轴位和冠状位扫描下腰椎、臀部和大腿、小腿。在 IDEAL 脂肪图像上用

Laminen-Mercuri 分级方法对下腰部、骨盆、大腿和小腿的各肌肉内脂肪浸润程度进行半定量

评分（0级正常；1级散在点状高信号；2级散在斑片高信号小于肌肉容积 30%；3级斑片状高

信号融合占肌肉容积 30-60%;4级高信号区融合成大片超过肌肉容积 60%；5级整个肌肉被脂肪

替代）。 

结果 受累病例下腰部、骨盆及下肢后群肌均有受累，最常见受累的肌肉是臀大肌、臀中肌、

半膜肌、比目鱼肌和腓肠肌内侧头，均表现为明显的弥漫性脂肪浸润（4-5级），且表现为大

致对称性受累。竖脊肌、股薄肌、缝匠肌、半腱肌、长收肌、大收肌、腓肠肌外侧头则表现为

不同程度受累，分级变异性较大，并且双侧不对称性脂肪浸润。前群肌受累较轻，腰大肌、髂

腰肌、股直肌均为正常不受累，股外侧肌、股内侧肌、股中间肌、胫骨前肌、腓骨长短肌部分

严重病例可见受累，但脂肪浸润相对较轻，均不超过 3级。 

结论 中性脂肪沉积病肌肉下腰部、骨盆和下肢肌肉受累表现为一定特征性，以后群肌受累为

主，不对称性受累。最易受累、最严重的肌肉为臀大肌、臀中肌、半膜肌、比目鱼肌和腓肠肌

内侧头；前群肌受累较轻，腰大肌、髂腰肌、股直肌不受累。 

 

 
FP-081 

The Study of DCE-MRI Evaluate Preoperative 

Chemotherapy in Patients with Osteosarcoma 

 
hao yuewen,Yin Hong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PURPOSE To the chemotherapeutic response of osteosarcoma with the application of 

dynamic contrast enhanced MRI (DCE-MRI).  

METHOD AND MATERIALS 30 osteosarcoma patients with nonmetastatic received 

diffusion-weighted and dynamic contrast-enhanced MRI at week 0 (before treatment) 

and week 12 (before tumor resection). After tumor resection, the six MRI aspects 

(axial) as research object were randomly selected from DCE image，tumor specimens 

corresponding to the six aspects, Taking histological response (good response 

≥90% necrosis) as the reference standard, Non-Res group (<90%) and Res group 

(>90%) were divided, DCE-MRI parameters (Ktrans, Ve, Vp, Vep,.ΔKtrans, ΔVe, ΔVp, 

ΔVep) of imagine-based sub-regions including Tumor area, Bone destruction area, 

Soft tissue mass area, Para-tumor tissue area and Normal area were compared 

between groups and heir associations with tumor histologic response, EFS, and 

overall survival. Tumor volume, average tumor plane and its relative value 

(average tumor plane relative/body surface area) were calcul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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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No significant Ktrans difference of was found pre-chemotherapy between 

groups, Ktrans-post of Soft tissue area in Res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Non-Res group (P=0.040); ΔKtrans/Ktrans-pre of Tumor area and Soft tissue 

mass area in Res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Non-Res group 

(P=0.032). Other parameters of areas between groups were found no significant 

deference. Δve was a significant prognostic factor for both EFS (P=0.031) and 

overall survival (P=0.033). 

CONCLUSION Ktrans-post, ΔKtrans/Ktrans-pre were good indicator in imaging-based 

sub-regions for the chemotherapeutic response of osteosarcoma and DCE-MRI was a 

prognostic factor for EFS and overall survival before treatment as well as 

indicative of histologic response to chemotherapy.  

CLINICAL RELEVANCE/APPLICATION DCE-MRI was identified as a new imaging method to 

evaluate the nature of the tumor and was indicative of a histologic response to 

neoadjuvant therapy. The study would establish a project for the earlier clinical 

diagnosis and imaging classification screening for preoperative chemoradiotherapy 

of osteosarcoma. 

  

 

 
FP-082 

Preliminary assessment of diagnostic value in lumbar 

intervertebral disc degeneration with MR T1rho 

imaging 

 
Li Dan 

Department Radiology， Union Hospital Tongji Medical College，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Technology 430022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MR T1rho imaging in lumbar 

intervertebral disc degeneration(IDD), compare the difference of T1rho values in 

each anatomical segmental lumbar disc between low back pain patients and normal 

volunteers, and analyze the correlation of T1rho value with 

degeneration degree, age and BMI. 

Materials and methods: Sagittal T2WI and T1rho images of lumbar spine were 

obtained for 38 low back pain patients(22-75y,average age44.1±15.4y) and 28 

normal volunteers(22-38y, average age25.6±3.1y),with a 3.0-T MRI scanner. T2 

mapping and T1rho values in nucleus pulposus(NP)(n=330) were obtained. 

Degenerative grade was assessed using T2WI images, according to the Pfirrmann 

scale. Then compare the difference of T1rho values in each anatomical segmental 

lumbar disc between patients and volunteers , and analyze the correlation 

of T1rho value with degeneration degree,age and BMI. 

Result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exist in NP T1rho value of each segmental 

lumbar disc between low back pain patients and volunteers (P < 0.01), and the 

T1rho values of L4/5 and L5/S1 disc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L1/2 and L2/3 

disc in low back pain patients(P<0.05). The NP T1 rho value of lumbar disc has a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Pfirrmann degree(r=-0.88,P<0.05), age(r=-0.62,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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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BMI(r=-0.39,P<0.01), and differenence exist in T1rho values between each 

Pfirrmann grade(P<0.01). 

Conclusion: The T1rho value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degree of intervertebral 

disc degeneration(IDD), and it has the potential value in quantitative diagnosis 

of intervertebral disc degeneration(IDD) in the future. 

 

 
FP-083 

    IVIM 在脊柱恶性肿瘤与结核鉴别诊断的价值研究 

 
肖继杰

1
,张晓东

1
,李绍林

2
 

1.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2.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 

 

目的：探讨 IVIM在脊柱恶性肿瘤与脊柱结核鉴别诊断中的价值。 

方法：收集本院 2016年 6月-2017年 6月诊治的脊柱恶性肿瘤 15例及脊柱结核 23例，在

PHILIPS 3.0T Ingenia磁共振行 IVIM检查，b值分别为 0,20,40,80,100,200,400,600,800。

并且获得相应的 ADC,Dslow，f及 Dfast值,并且对数值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脊柱恶性肿瘤组的 ADC值及 Dslow值分别为 0.95±0.12mm²/s 

和 0.95±0.13 mm²/s，低于脊柱结核组的 ADC值（1.18±0.16 mm²/s）0及 Dslow值

（1.17±0.18 mm²/s），差异具有统计学差异。而 Dfast值及 f值没有统计学差异。 

结论：IVIM有助于区分脊柱恶性肿瘤与脊柱结核，提高脊柱病变及骨质破坏的诊断准确性。 

 

 
FP-084 

超短回波时间技术在腰椎间盘软骨终板成像中的初步应用 

 
陈宁,袁慧书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00191 

 

目的： 

探讨超短回波时间（UTE）磁共振序列及常规磁共振序列在腰椎间盘软骨终板（CEP）成像中的

应用，并分析 UTE序列显示的腰椎间盘 CEP损伤与椎体 Modic改变、Pfirrmann椎间盘退变分

级之间的相关性。 

方法： 

对 87名志愿者（男 34名，女 53名，年龄 24~81岁，平均年龄 53.6±15.6 岁）行常规腰椎磁

共振扫描以及矢状位腰椎 3D-UTE扫描。观察每位受试者 L1-S1椎间盘 CEP损伤分组、椎体

Modic改变分型及 Pfirrmann 椎间盘退变分级，并用统计学方法分别分析 UTE序列显示的椎间

盘 CEP损伤分组与椎体 Modic 改变分型和 Pfirrmann椎间盘退变分级的相关性、椎间盘 CEP损

伤分组间 Modic改变阳性率的差异以及终板损伤分组间 Pfirrmann椎间盘退变分级均值的差

异。p<0.05被认为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在 UTE序列中，椎体软骨终板显示为非钙化性软骨终板及钙化性软骨终板，分别表现为髓核与

椎体骨质之间的线状高信号影及其下方的线状低信号影，显示率为 100%；在相同位置的常规

序列上述结构均为低信号，不能分辨。L1-S1各节段 CEP损伤与椎体 Modic改变均呈中等强度

以上的正相关，各节段 CEP 损伤分组间 Modic改变阳性率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各节段 CEP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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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与 Pfirrmann椎间盘退变分级之间呈轻至中等强度的正相关，各节段 CEP损伤分组间

Pfirrmann椎间盘退变分级均值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UTE序列可以清楚显示腰椎间盘软骨终板分层及其损伤，相比于常规序列具有明显优势。UTE

序列显示的腰椎间盘软骨终板损伤分组分别与椎体 Modic改变分型和 Pfirrmann椎间盘退变分

级呈正相关。损伤组中，椎体 Modic改变的阳性率及 Pfirrmann椎间盘退变分级的均值均高于

非损伤组。损伤分组与椎体 Modic改变分型的相关性强于与 Pfirrmann椎间盘退变分级的相关

性。 

 

 

FP-085 

Investigation on the prevalence of lumbar 

spondylolisthesis in middle - aged elderly in 

mainland China 

 
Chen Linglong,Zeng Xianjun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chang University 330006 

 

Objective：A screening survey for osteoporotic fractures in men and women in 

Jiangxi Province represents the first large-scale prospective population-based 

study on bone health in middle age (50-60 years) Chinese men and women. This 

study aims to identify the most vulnerable vertebrae and the degree in these 

subjects. 

Methods：The lateral lumbar radiographs of 2,198 male and 3,312 female patients 

were analysed using the Meyerding classification. 

Results：The overall incidence of lumbar spondylolisthesis in 5510 subjects was 

11.20%. Amongst the men, 180 (8.19%) patients had at least one 

spondylolisthesis, whereas amongst the women,437(13.19%)patients had at least 

one spondylolisthesis. In detail:L1/L2 level spondylolisthesis accounted for 

1.09% of total slip, L2/L3 level slippage accounted for 4.83% of total slippage, 

L3/L4 level slippage accounted for 12.62% of total slippage, 

L4/L5 level slippage accounted for 54.36% of total slippage, L5/S1 level 

slippage accounted fo 27.10% of total slippage. L4/L5 level slippage is more 

common. The degree of spondylolisthesis: Of these 617  vertebral 

levels,502(88.63%) were Meyerding grade I spondylolisthesis and 66(10.28%) 

Meyerding grade II spondylolisthesis,6(0.93%) Meyerding grade III 

spondylolisthesis,1(0.16% ) Meyerding grade  IV  spondylolisthesis.The I° 

slippage of lumbar is more common.  

Conclusion：The overall prevalence of lumbar spondylolisthesis in middle age 

Chinese people is about 11.20%. The male/female ratio of lumbar 

spondylolisthesis is 1: 1.61. Lumbar spondylolisthesis is was most commonly seen 

at L4 / L5 level,whereas the most common retrolisthesis cases were grade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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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086 

Longitudinal assessment of oxytocin efficacy on bone 

and bone marrow fat masses in a rabbit osteoporosis 

model through 3.0-T magnetic resonance spectroscopy 

and micro-CT 

 
Qiu Yuyou 

Affiliated Tenth people’s hospital of TongJi University 200072 

 

 

Summary This study aims to longitudinally assess the effect of oxytocin on bone 

and bone fat masses using micro-CT, in vivo magnetic resonance spectroscopy (MRS), 

and histopathological adipocyte quantification. Early in vivo oxytocin (OT) 

treatment to the osteoporosis (OP) rabbit model may reliably inhibit bone 

degeneration and reduce bone marrow fat accumulation by decreasing marrow 

adipocyte size and density. Introduction This study aims to longitudinally assess 

the effect of early OT treatment on bone and bone fat masses in a rabbit OP model 

by comparing the results of MRS and micro- CT with histopathological findings. 

Methods Sixty 20-week-old female rabbits were randomly assigned into three groups. 

The control and OP groups were subjected to either sham surgery or bilateral 

ovariectomy (OVX). The OT group was subcutaneously injected with OT daily from the 

second week after OVX for 8 weeks. The left proximal femurs of the rabbits were 

evaluated through MRS, micro-CT, and histopathological examination at 0, 4, 8, 10, 

and 12 weeks after operation. Differences in fat fraction (FF) values, micro-CT 

parameters, and calculated pathological marrow adipocytes among three groups were 

analyzed. Results The FF values of the OP group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p=0.019), 

but the tissue mineral density (TMD) decreased (p=0.037) from eighth week compared 

with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FF values of the OT group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p=0.044), but the TMD values increased (p=0.042) from eighth week 

compared with those of the OP group. The adypocyte diameter of the OT group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p=0.041) from eighth week and then adypocyte density did 

so too from tenth week, compared with those of the OP group at the same time point. 

No difference in adypocyte calculation was found between the OT and control groups 

until the 12th week after operation. Conclusion Early in vivo OT treatment slowed 

down bone deterioration and reduced bone marrow adiposity accumulation in a rabbit 

OP model,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pathologic findings. OT treatment is a 

promising preventive OP 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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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087 

第三代双源双能量 CT 虚拟去钙技术对胸腰椎骨髓水肿检测的

初步研究 

 
王林,龚沈初 

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南通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226001 

 

目的：评估第三代双源双能量 CT (dual-energy CT, DECT)虚拟去钙技术(virtual non-

calcium technique, VNCa)对胸腰椎骨髓水肿的检测能力。 

材料与方法：采集 24名胸腰椎外伤患者的 DECT和 MR图像。在 syngo via后处理工作站中使

用 Bone Marrow 软件对椎体骨髓水肿进行检测和评分，同时测量椎体虚拟去钙后的 CT 值(VNCa)

和常规 CT值(regular CT value, rCT)，并测量椎体 MR信号强度与椎间盘信号强度的比值

(vertebra to discs ratio, VDR)。以 MR 图像作为“金标准”，评估主观评分(visual score, 

VS)和各测量结果对胸腰椎骨髓水肿的检测能力。 

结果：共分析了 147个椎体。骨髓水肿和无骨髓水肿椎体的 VNCa、rCT间存在显著差异(P均
为 0.00)，各 CT测量参数均与 VDR呈显著相关并存在线性关系(P均为 0.00)。VS、VNCa、rCT

均可诊断胸腰椎骨髓水肿，其中 VS、VNCa的检测效能高于 rCT，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0.04)，VS、VNCa 对椎体骨髓水肿的检测效能间无显著性差异(P=0.68)。 

结论：第三代双源双能量 CT虚拟去钙技术可显示胸腰椎椎体内的骨髓水肿，从而为临床区分

椎体陈旧性或新鲜骨折提供参考。 

 

 
FP-088 

小儿一站式 CT 尿路、血管造影的技术可行性研究 

 
杨秀军,李婷婷,樊红梅,乐萱,段修华 

上海市儿童医院 200062 

 

目的：探讨小儿一次扫描的一站式 CT尿路、血管造影 （CTUA）的技术可行性及临床意义。材

料与方法：对近 1年来申请我科 CTU、CTA或尿路行程区肿块等增强 CT检查的 52例患儿纳入

本研究中，所有受检者空腹 4-6小时后先行全尿路 CT平扫，对比剂经手或足静脉先推注 1/3-

1/2总量，5-10min后高压注射器自动注射自动触发扫描。结果：本组 52例共行 CTUA 58次

（其中病变局限或良性无需了解全尿路时仅行靶 CTUA12次，4例复查了 1次、1例复查了 2

次），2例次技术失败，技术成功率为 96.55%（56/58）, 未出现任何需要特别处理的并发

症，图像及诊断效果类似肾脏 CT、CTA、CTU三种检查，均准确揭示了肾灌注、泌尿及排尿功

能状况，其不但发现泌尿系变异、病变及病变血供来源、富血管程度，而且同时发现动脉变异

与病变，经下肢静脉注入对比剂者还清晰展示了下腔静脉解剖及其与肾、血管、尿路尤其右侧

输尿管关系。肾区巨大富血管肿瘤仅显示异常肾动脉供血或伴集合系统特别是肾盏肾盂破坏者

为肾母细胞瘤、仅显示异常肾上腺动脉供血的为神经母细胞瘤，腹膜后其他肿瘤包括畸胎瘤等

均未显示肾及肾上腺动脉血供，肾癌、肾横纹肌样瘤仅示轻中度肾动脉血供伴集合系统浸润，

囊性肾病几无血供仅囊性肾瘤少许肾动脉分支稍粗、伸长改变，肾憩室可见而囊肿无集合系统

对比剂进入，迷走及副肾动脉、肾动脉肾窦前分支、肾极动脉及变异肾动脉压迫 PUJ等血管起

源、数目、走行等异常等清晰显示，伴重复肾输尿管畸形同时清晰展示。肾脏异物及其与血

管、肾盂肾盏关系和影响直观准确揭示，输尿管行程区域及盆腔肿瘤、肿瘤血供来源及富血管

程度、以及对尿路压迫、浸润等影响清晰显示。复查 CTUA 在显示肿瘤进展或退缩的同时，准

确揭示了肿瘤血管及富血管度的改变，精确反映了其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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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儿童单次 CT扫描同时实现肾动脉和尿路造影技术可行，而且安全有效。 

 

 
FP-089 

胎儿肾脏肿瘤性病变的 MRI 诊断及鉴别诊断 

 
兰为顺 

湖北省妇幼保健院 430070 

 

目的：提高胎儿肾脏肿瘤性病变的 MRI诊断准确性。 

材料和方法：胎儿肾脏最常见的肿瘤为中胚叶肾瘤，我院所见胎儿肾脏肿瘤全部为中胚叶肾瘤 

中胚叶肾瘤主要应和肾脏囊肿鉴别,中胚叶肾瘤边界常不清晰,MR对区别肿瘤位于肾脏还是肾

上腺有优势。中胚叶肾瘤又称间质性错构瘤。良性, 在镜下肿瘤由纤维性基质伴发育不良的肾

小管和肾小球组成。 

结果：MRI表现：大多数为单侧，结节样、实性肾脏包块。鉴别诊断包括：NB、肝脏血管内皮

瘤、肾母。中胚层肾瘤可因为瘤内出血囊变而出现囊性区域。有 3个组织学类型：标准型、细

胞变异型和混合型。50%由于羊水过多在妊娠 34周之前分娩。23%患有高血压。手术切除可以

治愈，局部复发和远处转移多为细胞变异型。 

结论：胎儿磁共振检查有助于提高胎儿肾脏肿瘤性病变的诊断准确率。 

 

 
FP-090 

离体胎儿髋关节发育规律的 MRI 研究 

 
刘鸿圣,刘振清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广州市儿童医院 510120 

 

背景：发育性髋关节发育不良（development dysplasia of hip,DDH）是一种与出生有关的髋

关节发育类疾病，是儿童常见致畸致残性疾病。DDH的发生由复杂的基因网络调控，同时也受

后天机械环境因素的影响，包括胎位、性别及宫内环境，如羊水过少等。DDH的早期诊治可有

效降低致残率。正确认识髋关节的正常发育规律是 DDH早期诊治的重要前提。目前，通过对新

生儿及儿童进行超声普查和放射学检查，儿童髋关节发育的研究已取得很大进展。出于伦理学

因素，产前胎儿髋关节的发育的研究甚少，主要来源于胚胎学及解剖学研究。国外有学者证实

胎儿 MR检查是一种有效替代尸检的重要影像学检查方法，可提供大量关于胎儿发育的信息。

但目前在胎儿髋关节正常发育规律的研究尚罕见报道。 

目的：本研究旨在利用磁共振分析胎儿髋关节的正常发育规律，建立宫内胎儿髋关节磁共振早

期筛查模型，为指导临床在妊娠期采取有效干预措施预防 DDH提供更充足的理论依据。 

方法：收集 34例孕 18-42周的离体胎儿尸体标本（68个髋关节）的 MR影像，测量髋关节的

髋臼宽度（AW）、髋臼深度（AD）、前骨性髋臼指数（ABAI）、后骨性髋臼指数（PBAI）、前

软骨性髋臼指数（ACAI）、后软骨性髋臼指数（PCAI），绘制胎龄-测量指标变化趋势图，分

析胎儿髋关节的正常发育规律。 

结果：AW和 AD随胎龄增加逐渐增大，且 AD的增幅较 AW小，AW在孕 24~34周增幅较小；ABAI

及 PBAI随胎龄增加逐渐减小，其中 PBAI在孕 36周前降幅小；ACAI及 PCAI随胎龄增加逐渐

增大，ACAI在孕 21~ 36周后增幅小，PCAI在孕 22周后增幅小。 

结论：随胎龄增加髋臼逐渐骨化，骨性髋臼对股骨头的覆盖程度逐渐增加；软骨性髋臼逐渐加

宽加深，髋臼深度增加缓慢；软骨性髋臼对股骨头的覆盖程度逐渐减小，至出生前减小到最

小，导致胎儿髋关节在出生前最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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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091 

儿童朗格汉斯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胸腺 CT 影像表现 

 
彭雪华,邵剑波,朱百奇,张文涵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武汉儿童医院 430015 

 

目的：分析儿童朗格汉斯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胸腺 CT影像表现特征。 

方法：收集经临床证实的 31例单系统和多系统朗格汉斯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分析初诊及随

访患儿胸部 CT影像学资料，主要包括肺部、胸腺和淋巴结。 

结果：就诊年龄：1月-9岁，中位年龄 2.4岁，男：17人，女：14人。胸腺见点状钙化 7

例，其中 2例多发钙化治疗后复查减少至消失，1例出现多发小片状低密度影，7例胸腺钙化

均见于多系统朗格汉斯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6例并肺部见小气囊影、结节影或细网织样间质

改变；4例片状低密度影，2例见于多系统朗格汉斯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2例见于单系统朗

格汉斯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其中 3例并肺部小气囊影和结节影，其中 1例呈蜂窝肺；正常

14例，均见于单系统朗格汉斯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且肺部正常；体积减小 6例，4例并肺部

炎性病变和小气囊或结节影，2例肺部正常。31例患儿中治疗后复查胸部的共 26例，胸腺体

积缩小的 16例，1例首次小，密度正常，治疗后表现正常。2例纵膈肺门淋巴结肿大。 

结论：儿童朗格汉斯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胸腺影像表现有一定特征，尤其多发散在点状钙化

影，好发于多系统朗格汉斯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同时并肺部典型小气囊或结节影，提高了朗

格汉斯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影像学检查诊断价值。 

  

 

 
FP-092 

Impact of iterative model reconstruction combined 

with dose reduction on the image quality of head and 

neck CT angiography for pediatric patients 

 
cheng bochao,Xijian Chen,Li Bao,Yingkun Guo,Gang Ning 

West China Second University Hospital of Sichuan University 610041 

 

Purpose: This study aims to evaluate the imaging quality of head and neck computed 

tomographic angiography (CTA) in pediatric patients at lowered radiation dose by 

combining Iterative model reconstruction (IMR) with low voltage scan. 

Materials and Methods: 83 pediatric patients were enroll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Group A (n=42) was scanned with 120kV, 50 ml contrast agent, 

combined with the filtered back projection (FBP) algorithm, and group B (n=41) was 

scanned with 80kV, 30 ml contrast agent, combined with IMR algorithm. Mann-Whitney 

U test was used to compare the enhanced CT value of arteries, image noise, signal 

noise ratio (SNR), contrast noise ratio (CNR), the score of image quality, 

effective radiation dose (ED) and iodine intake of contrast agent between two 

groups. 

Results: The mean ED and iodine intake of the group B were reduced by 69.8% and 

40.0% of group A. The mean CT values of the arteries in groups B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in group A, whereas the image noises of group B w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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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group A. Group B exhibited a better image quality score 

and higher mean CNR/SNR than group A. 

Conclusion: Compared to the conventional FBP algorithm, the knowledge-based IMR 

technique in head and neck CTA enables significant reduction of patient radiation 

dose while preserving diagnostic image quality. Thus, the combination of low tube 

voltage scanning with IMR algorithm provided an excellent solution for imaging 

vessels of children, especially for small vessels in a low dose scanning situation. 

 

 
FP-093 

Diffusional Kurtosis Imaging of Kidneys in Children 

with Chronic Kidney Disease: Initial Results 

 
wen yang

1
,Peng Yun

1
,Chen Zhi

1
,Zheng Dandan

2
,Yin Guangheng

1
,Lv Yanqiu

1
,Fan Yang

2
 

1.Beijing Children's Hos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National Center for Children's 

Health 

2.GE Healthcare Research China 

 

Purpose: To evaluate the feasibility of DKI in assessment of renal functions in 

children with CKD. Materials and Methods: This study was IRB approved and informed 

consent was obtained. Fifteen pediatric patients with CKD (aged from 3 years to 10 

years) and nine children without renal diseases (age ranging from 3 to 7 years) as 

a control group were enrolled in this study. All subjects underwent transverse, 

respiratory-triggered, single-shot spin-echo echo-planar DKI of kidneys. DKI with 

15 directions and 3 b-values (0, 500, 1000 s/mm
2
) was performed on a 3.0T MR 

scanner after routine scan. Statistical comparisons were conducted using t-test 

and analysis of variance. Results: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Kurtosis metrics (MK, K//, K⊥) obtained between the renal cortex and medulla for 

both groups. FA of the medulla was significant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rtex in 

both the normal and affected kidneys (p < 0.01). MD (mm
2
/ms) was lower in the 

medulla than in the cortex only in control group (p < 0.01). FA of both the cortex 

and the medulla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in patients with CKD than in control group 

(p < 0.05), K// of both the cortex and the medulla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CKD 

group than in control group (p < 0.05), D⊥ and MD of only the medulla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patients with CKD than in controls (p < 0.05). D//, K⊥ and 

MK of both the cortex and the medulla had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CKD and control group. A direct correlation between DKI parameters and the eGFR 

was not found. Conclusion: DKI could be a useful tool in the evaluation of renal 

function in children with CK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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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094 

局灶性皮层发育不良 MR 表现 

 
陈静,李欣,王春祥,刘俊刚 

天津市儿童医院 300000 

 

目的 分析局灶性皮层发育不良的脑 MRI表现特点，并进行鉴别诊断。 

资料与方法 对经长期临床随访及手术病理证实的 11例局灶性皮层发育不良患儿的脑 MRI资料

进行回顾性分析，其中男性 7例，女性 4例，年龄范围 2岁 3个月～17岁，中位年龄 5岁。

临床表现主要为癫痫发作，其中 3例伴有精神发育迟缓。11例患儿均行常规 MRI平扫及增强

检查。 

结果 按照 2011年，Blumcke 等对局灶性皮层发育不良制订的新的分类标准，本组 11例患儿

中，I型局灶性皮层发育不良 2例，II型局灶性皮层发育不良 5例，III型局灶性皮层发育不

良 4例。2例 I型 FCD中，均为男性，病变均位于颞叶，均为单发病灶，MRI主要表现为皮层

及皮层下区片状稍长 T1、稍长 T2信号，病变边界欠清晰，无明显占位效应，邻近的脑外间隙

增宽，病变增强后未见明显强化。5例 II型 FCD中，2例为多发病变，3例为单发病变，单发

病变者 2例位于额叶，1例位于颞叶，MRI上病变主要呈稍长-长 T1、稍长-长 T2信号，于

FLAIR序列信号明显增高，病变边界明显不清，邻近灰白质交界区模糊，并可见病变周围稍长

T2信号影向脑室方向延伸，病变的累及范围较 FCD I型广泛，同时伴有邻近血管周围间隙增

宽。所有病变均未见强化。4例 FCD III型中，男性 1例，女性 2例，其中 1例为右侧颞叶病

变同时伴有双侧海马萎缩并于 FLAIR序列信号略增高；1例为右侧额叶病变，同时存在右侧颞

叶血管畸形并累及右侧基底节丘脑区；1例年长儿曾于婴儿期有外伤颅内出血史，随后长期随

访中发现右顶叶持续存在的病变；1例为右侧额叶病变，同时伴有右侧颞叶的胚胎发育不良性

神经上皮肿瘤。  

结论 局灶性皮层发育不良较少见，MRI能够通过多序列多方位成像将病变清晰显示，同时能

够提供神经影像学方面的分型依据。 

 

 
FP-095 

三侧性视网膜母细胞瘤的临床及 MRI 表现 

 
陈淑贤,李玉华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00092 

 

目的 探讨异位视网膜母细胞瘤(RB)的临床及 MRI表现，以提高对其认识及诊断水平。 

方法 回顾性分析新华医院近 5年内 6例经病理或临床诊断 RB，伴鞍上区或松果体区结节的临

床资料及影像表现。 

结果 6例中，男 4例，女 2例，所有病例均为双侧眼内 RB；4例患者同时伴发鞍上区或松果体

区肿瘤，发病年龄 8.25±7.2 个月（4~19个月）；眼内病灶表现青光眼 2眼，眼球萎缩 1

眼，视网膜下出血 1眼，眼内病灶均表现 T1WI 等信号，T2WI以等或混杂信，增强呈中度强

化，DWI呈显著信号，ADC值 (0.692±0.098)*10
-3
mm

2
/s。2例伴迟发型松果体肿瘤，眼内肿瘤

首发年龄分别 36个月和 18 个月，双眼肿瘤灶经治疗后处于稳定期，松果体肿瘤发病年龄分别

60个月和 25个月。所有颅内病灶特征：4例位于松果体区，1例位于鞍上区，1例同时伴发松

果体及鞍上区肿瘤，平均长径 1.4cm，均为圆形或类圆形、边界清晰的结节，MRI表现 T1WI 

等或稍高信号，T2WI以等或低信号为主，增强呈显著强化，DWI呈高信号，ADC值 

(0.625±0.083)*10
-3
mm

2
/s，1例伴发广泛脑脊液播散。6例中，3例放弃治疗（1例已死

亡），2例国外治疗，其中 1例治疗后好转，随访 12个月无复发，1例手术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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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双眼 RB合并鞍上区或松果体区称为三侧性或四侧性视网膜母细胞瘤，多累及双眼，发病

年龄小，颅内病灶同时出现的发病年龄小于 2岁，亦可迟发于眼内病灶，颅内病灶多发生在颅

内中线鞍上区或松果体区，MRI特征表现为圆形或类圆形、边界清晰的结节，显著强化，ADC

明显降低。三侧性 RB的 MRI 表现具有明显的特征性，准确诊断对肿瘤的早期治疗及预后极其

重要。RB患者行眼眶 MRI检查同时行颅内扫描是减少三侧性 RB漏诊的关键。 

 

 
FP-096 

儿童髓母细胞瘤不典型 CT 及 MR 表现 

 
黄明夏,王冬,张增俊,陈超,胡文,陈华 

西安市儿童医院 710003 

 

目的：探讨儿童髓母细胞瘤（MB）不典型 CT及 MR表现，以提高对该病的影像诊断水平。 

方法：回顾性分析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16例儿童髓母细胞瘤不典型 CT及 MR表现。男 8 例，女

8例，年龄 2月～8岁 5月，平均年龄 5岁 2月。全部病例均行头颅 CT平扫，头颅 MR 平扫及

增强扫描，其中 9例同时行 DWI扫描。主要观察征象包括：肿瘤的部位，是否经孔道延伸，有

无出血、钙化、囊变，强化程度，DWI信号。 

结果：16例 MB，3例（19%）位于小脑半球。5例（31%）经第四脑室侧孔、正中孔或内听道生

长。3例（19%）伴有大小不等钙化灶。1例（6%）伴有出血灶。12例（75%）伴有多发大小不

等囊变。1例（6%）未见明显强化，1例（6%）呈结节样、葡萄样强化。15例（94%）实性部

分 DWI均表现为相对高信号，ADC值减低。 

结论：儿童髓母细胞瘤（MB）不典型 CT及 MR表现包括：不典型发病部位，经孔道延伸，伴出

血、钙化、囊变，可无强化或呈葡萄样强化。识别儿童 MB的不典型征象有助于提高该病的术

前影像诊断准确率。 

  

 

 
FP-097 

Changes in brain morphology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 with type 1 diabetes mellitus. 

 
liu kun,Ye Xinjian,Zhou Yong jin,Huang Xiaoyan,Cui Shihan,Shang Xiaoou,Liu Xiaozheng,Yan Zhihan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and Yuying Children’s Hospital 325027 

 

Purpose of study To evaluate the volume of gray matter, measured from 3D T1-

weighted gradient echo imaging, as well as relationships between gray matter 

volume changes and clinical variables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with type 1 

diabetes mellitus (T1DM). 

Materials and method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n = 21) with T1DM were compared 

with control subjects (n = 21), matched for gender and age. 3D T1-weighted 

gradient echo imaging were performed using a 3.0-T MR scanner, and was processed 

with FSL to assess the changes of gray matter volum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gray matter volume changes and clinical variables were also 

examined in these popu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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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s,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with T1DM presented 

decreased gray matter volume in the left middle temporal gyrus, the right 

postcentral gyrus, and the left triangular part of frontal inferior gyrus. In T1DM 

subjects,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full scale IQ, or linguistic 

IQ and gray matter changes in the left middle temporal gyrus, with poorer scores 

associated with reduced volume of gray matter. HbA1C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reduced gray matter volume of the left middle temporal gyrus and left 

triangular part of frontal inferior gyrus. 

Conclusion These data show that T1DM is associated with focal loss of grey matter 

that could contribute to cognitive decline. Poor glycemic control may have an 

effect on gray matter volume. These findings may help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pathophysiology of cognitive impairment and optimize treatment strategies in 

children and adolecents with T1DM. 

 

 
FP-098 

CT 肝脏功能分段在儿童肝母细胞瘤分期 

及治疗评价中的应用价值研究 

 
周莺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00127 

 

目的 学习 CT肝脏功能分段方法，使用该方法对儿童肝母细胞瘤（hepatoblastoma，HB）进行

PRETEXT分期，并对分期的肝母细胞瘤治疗前后的有效性进行评价，从而对分段的重要性有进

一步理解认识。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2年 7月至 2016年 9月经 CT诊断的儿童肝母细胞瘤共 36例，分析其临

床资料和影像表现，使用 CT断层功能分段法对 36例肿瘤进行分段，并用 PRETEXT分期法对肿

瘤进行分期，根据 PRETEXT 分期结果，采用相应的治疗方案进行治疗，对 36例病例的治疗效

果进行分析，从而对 PRETEXT 分期在肝母细胞瘤治疗中的有效性作出评价，所有病例均经病理

证实。 

结果 36病例：（1）CT检查 PRETEXT分期，Ⅰ期 5例，Ⅱ期 12例，Ⅲ期 17例，Ⅳ期 2例；

根据手术结果再次使用 PRETEXT分期法进行分期，Ⅰ期 5例，Ⅱ期 8例，Ⅲ期 22例，Ⅳ期 1

例，总体准确率为 86.1%（31/36）。（2）治疗前肿块最大为 10.16×15.31×17.49cm
3
，最小

为 3.87×4.13×4.75cm
3
；平扫期肿块边界均尚清晰，密度较正常肝脏实质稍低，呈不均匀

性，肿瘤内含有钙化的 18例，占 50%；增强后 2例动脉期明显强化，其余 34例均呈轻度不均

匀强化。（3）根据 PRETEXT 分期，Ⅰ期 5例和Ⅱ期 6/8 例直接手术，Ⅱ期 2/8例由于伴有腹

水、肺部转移和门静脉瘤栓，与Ⅲ期 22例和Ⅳ期 1例先行活检，然后进行化疗，2个疗程后

复查 CT，25例病例均显示瘤体有不同程度的缩小，但所占肝脏的分段不变。结论 肝母细胞瘤

是婴幼儿期最常见的肝脏恶性肿瘤，准确的 PRETEXT分期是目前合理治疗肝母细胞瘤的前提，

CT PRETEXT分期能较好的对肿瘤进行分段定位，从而为肿瘤治疗提供依据，为手术时机及化

疗方案的调整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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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099 

MRI 在胎儿颅脑先天畸形诊断的应用 

 
赵鑫,张小安,程美英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 通过对比分析超声和 MRI产前诊断胎儿颅脑先天畸形的诊断结果，探讨 MRI 在胎儿颅

脑先天畸形的诊断价值 

材料与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5 年 10月至 2017年 7月在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就诊的 56 例超

声诊断胎儿颅脑发育异常的孕产妇，年龄 20-33岁，平均年龄 27+1.2岁。三维超声检查均发

现异常，为明确诊断行 MRI 检查。 产前 MRI检查时间为妊娠 24周+ 5 ～ 39+2周，平均 28

周。 

对超声和 MR I 的检查结果进行数据分析对比，并结合临床综合研究。超声机型为 GE E8 智

能化彩色超声诊断系统，对胎儿进行系统检查。 磁共振机型为西门子 SKYRA 3T MRI 扫描时

间为 8min左右。由放射科有丰富经验的技师独立完成，专门医师诊断并有专家会诊。 

结果 MRI发现全前脑无裂畸形 2例，侧脑室扩张 25例，胼胝体发育不全 12例，Dandy-

walker畸形 5例，无脑畸形 1例，脑裂畸形 3例，无脑回畸形 1例，脑肿瘤 3例。透明隔间

腔狭小 12例，其中超声诊断 MRI发现全前脑无裂畸形 2 例，侧脑室扩张 25例，Dandy-

walker畸形 5例，无脑畸形 1例，脑裂畸形 3例，无脑回畸形 1例，脑肿瘤 3例。透明隔间

腔狭小 7例，5例诊断为透明隔缺如。胼胝体发育不全 12 例中，10诊为侧脑室扩张,2 例怀疑

胼胝体发育不良。 

结论 MRI是超声发现胎儿颅脑先天畸形的重要验证和补充诊断手段，在产前诊断胎儿中线结构

发育异常方面中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 

 

 
FP-100 

3.0T 磁共振多体素波谱对无形态学改变的 

儿童颞叶癫痫患者的应用价值 

 
朱凯,张玉华 

哈尔滨市儿童医院 150010 

 

摘要 癫痫是儿童常见的一种病因复杂的、反复发作的神经系统综合征，是多种原因导致的脑

部神经元异常过度放电的临床综合征，而儿童颞叶癫痫是目前临床最为常见的癫痫类型。既往

国内外更多的以动态脑电为主检查颞叶癫痫，常规磁共振的应用是从形态学上发现癫痫病灶, 

而往往有很多患者在磁共振的常规序列检查中并无明确形态学改变，而这样的患者又占多数，

临床医生和我们都想了解这种没有形态学改变的患者，是否颞叶有异常。磁共振波谱成像帮助

我们解决了这个疑问。波谱能无创性分析脑组织生化改变和代谢功能异常。 

目的 应用 3.0T高场强磁共振氢质子波谱研究儿童颞叶癫痫灶内代谢物改变，为癫痫患儿预后

分析提供了更为有价值的信息，成为近年来应用于癫痫研究的新方法。 

方法 临床诊断颞叶癫痫患儿但常规磁共振显示无形态学异常 60例和健康志愿儿 60例通过

Philips3.0T磁共振扫描仪，使用标准化的感兴趣区（ROI），对双侧海马体部进行磁共振常

规轴位 T2WI和多体素磁共振 1H-MRS波谱采集，将正常对照组 1H-MRS结果作为标准，测定天

门冬氨酸(NAA)、胆碱(Cho)、肌酸(Cr)等代谢产物，评价无形态学改变颞叶癫痫患儿海马 1H-

MRS代谢物特点，分析 1H-MRS对无形态学改变的颞叶癫痫患儿的诊断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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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无形态学改变的颞叶癫痫患儿天门冬氨酸(NAA)峰降低，天门冬氨酸与肌酸（NAA/Cr）比

值下降，以 NAA/(Cr+Cho)值为标准,53 例患儿可以定侧诊断, 敏感性 88%, 并发现 34 例双

侧海马波谱数据异常, 占 56.7%。 

结论 3.0T磁共振多体素波谱在无形态学改变的儿童颞叶癫痫患者中的应用敏感性高于磁共振

常规检查 , 多体素波谱可无创性探测脑组织内生化改变 , 对无形态学改变的儿童颞叶癫痫患

者诊断具有很高的价值 ，这项研究为儿童颞叶癫痫的定位及预后评价和指导临床治疗方面提

供了更有利的影像学依据。 

 

 
FP-101 

幼年特发性关节炎踝关节受累的 MRI 评估 

 
杨洋,袁新宇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100020 

 

目的：幼年特发性关节炎（JIA）中踝关节受累比较常见，由于其结构复杂，临床查体很难准

确评估病情，我们总结分析受累踝关节的增强 MRI分析，辅助临床评估关节炎症程度，并提供

治疗建议。 

方法：回顾性分析临床表现为踝关节疼痛、肿胀或活动受限，并确诊为 JIA的 27例患儿的影

像资料。所有患儿均进行了踝关节增强 MRI检查（共计 32个踝关节）。 

结果：27个 JIA受累踝关节的 MRI中，主要征象包括滑膜增生与腱鞘炎，其它征象可见胫距

关节积液、踝周软组织肿胀及骨髓水肿。其中，同时存在滑膜炎和腱鞘炎者 16例，约占全部

病例的 60%。20个（约占全部病例 74%）踝关节存在腱鞘炎，其中单纯腱鞘炎者 4例（约占

15%）。有 10例（37%）例存在胫距关节积液。骨髓水肿者占 11%，33%存在软组织肿胀。 

结论：JIA患儿踝关节受累的 MRI影像表现与其它受累关节有很大不同，其中腱鞘炎发病率

高，多与滑膜炎伴随，甚至可以作为主要征象单发出现。临床医生在给予踝关节局部激素穿刺

注射治疗前，需要对踝关节进行 MRI评估，明确穿刺部位为关节腔还是腱鞘，将可以大幅度提

高治疗的准确率。 

 

 
FP-102 

并发消化道出血的先天性门体分流的影像特征 

 
龚英,季敏,杨宾,乔中伟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探讨合并消化道出血的先天性门体分流畸形的影像学特征，以提高对该畸形的认识。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治疗的 8例临床表现为消化道出血的先天性门体分流畸形病例的临床及

影像学资料。 

结果 8例患者中男 6例，女 2例；临床表现为便血 7例，呕血 1例。8例患者均行 CT检查，2

例行 MRA检查，1例行 DSA 检查。8例均为肝外型门体分流，其中 2例为 Abernethy I 型,6例

为 Abernethy II型。7例便血患儿其门静脉血均通过肠系膜下静脉与髂静脉异常沟通，继而

汇入下腔静脉；7例病例中 6例交通支起自脾静脉和肠系膜上静脉汇合形成的共干，1例起自

脾静脉。1例呕血患儿门静脉血通过胃冠状静脉汇入左肾静脉。结论 合并便血的先天性门体

分流大部分通过肠系膜下静脉与髂静脉异常沟通，这一类型门体分流并不常见，但发生便血的

比例相当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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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103 

儿童朗格汉斯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的胸部影像学表现 

 
张黎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研究儿童朗格汉斯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的临床特点以及肺部影像表现特点。 

材料与方法：回顾性分析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008 年 1月-2015年 12月确诊为 LCH患

儿的临床资料与患儿的肺部 CT影像资料，对其胸部 CT的表现特点进行分析。 

结果： 

1.共 140例患儿，男女比例 1.30：1。SS-LCH患儿 64例，58例（90.6%）表现为骨骼系统的

单独受累；MS-LCH患儿 76 例，以肝脏（59例，77.6%）、皮肤（57例，75.0%）、脾脏（49

例，64.5%）受累常见。 

2.PLCH患儿 33例，均为 MS-LCH；皮肤受累（29/33，87.9%）较未累及肺部的 LCH患儿常见；

临床分级以Ⅲ、Ⅳ级多见。 

3.肺部 CT表现早期间质病变 30例（90.9%），以肺透光度减低（21例）、“磨玻璃”影（12

例）、细网格状影（11例）表现为主；肺部结节影和（或）气囊影 16例（48.5%），其中结

节影 10例，气囊影 9例；孤立或散在分布结节影和（或）气囊影以胸膜下多见，弥漫性结节

影和（或）气囊影以双肺上叶及外、中带为著；肺纤维化 2例（6.1%）。纵隔和（或）肺门淋

巴结肿大 7例（21.2%），胸腺改变 5例（15.2%），心包积液 2例（6.1%）。 

 结论： 

1.SS-LCH患儿以骨骼单独受累多见，临床分级以Ⅰ、Ⅱ级为主；MS-LCH患儿多于 2岁前起

病，各器官均可受累，以肝脏、皮肤、脾脏受累多见，临床分级以Ⅲ、Ⅳ多见； 

2.PLCH均为 MS-LCH，有小年龄起病的趋势，常伴有皮肤受累； 

3.PLCH的肺部 CT表现以早期间质病变多见，常见肺透光度减低、“磨玻璃”影、细网格状

影，具有双肺广泛分布，且后部病变表现明显的特点； 

4.肺部结节影、气囊影是 PLCH的特征性表现，二者可单独或同时存在，可孤立分布、散在分

布或弥漫分布；孤立或散在分布结节和（或）气囊影以胸膜下多见，弥漫性结节影和（或）气

囊影以双肺上叶及外、中带为著。 

 

 

FP-104 

BOLD-fMRI 技术应用于先天性内斜视的研究进展 

 
杨豪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7 

 

先天性内斜视是指出生时或出生后 6个月以内发生的共同性内斜视，是婴幼儿常见的斜视类

型。双眼视觉发育存在敏感期已被国内外诸多学者证实，视觉发育 3岁前尤为关键，在这段时

期内视觉环境异常对大脑的视觉通路以及双眼视觉功能的发育有着不可逆转的影响。先天性内

斜视的发病时间早，正处于双眼视觉功能发育的关键期内，斜视引起复视和视觉紊乱，干扰单

视功能的正常建立以及立体视觉的视经验刺激，对患儿视觉功能发育影响尤为严重。近年来，

随着基于血氧水平依赖性(BOLD)效应的无创性磁共振功能成像技术的飞速发展，无创性研究先

天性内斜视患儿大脑视觉相关脑区的发育情况和功能状态成为可能。本文通过综述 BOLD-fMRI

技术在视觉相关脑区的研究现状以及在眼科疾病运用上的临床研究进展，为临床医生选择治疗

手段以及评估临床预后提供一个崭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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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105 

儿童髓母细胞瘤与其它后颅窝肿瘤的鉴别诊断 

 
杨兴惠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310003 

 

目的：加深髓母细胞瘤与其它四脑室区和小脑肿瘤的鉴别诊断。 

材料和方法：回顾性分析 107 例四脑室区和小脑肿瘤，男 59例，女 48例，平均年龄

5.80±3.77 岁；其中髓母细胞瘤 49例，毛细胞星形细胞瘤 33例，室管膜瘤 15例，脉络丛乳

头瘤 3例，胶质瘤 3例，AT/RT3例，PNET1例。研究参数：CT包括：肿瘤密度，钙化；MRI主

要包括：肿瘤部位、ADC值、FLAIR信号、T2WI信号、大囊变，瘤内出血、瘤周水肿、钻孔状

生长、强化特点。统计分析采用 SPSS 19.0。 

结果：1、ADC值：髓母细胞瘤低于室管膜瘤和毛细胞星形细胞瘤，p﹤0.05。2、钻孔状生

长：室管膜瘤(93%)明显高于髓母细胞瘤(18%)和毛细胞星形细胞瘤(12%)，p﹤0.05。钻入 2个

孔及以上占 60%。3、大囊变：毛细胞星形细胞瘤明显高于髓母细胞瘤和室管膜瘤，p﹤0.05。

4、瘤内坏死区周围环状强化：室管膜瘤(50%)明显高于髓母细胞瘤(2%)，p﹤0.05。5、FLAIR

上肿瘤信号强度：髓母细胞瘤等或略高于小脑半球，而室管膜瘤和毛细胞星形细胞瘤高于小脑

半球，p﹤0.05。6、室管膜瘤和髓母细胞瘤以四脑室中线区好发且突入四脑室，而毛细胞星形

细胞瘤大都不凸入四脑室内。7、CT上密度：髓母细胞瘤高于小脑，毛细胞星形细胞瘤低于小

脑半球，而室管膜可高于、等于或低于小脑密度。其它参数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髓母细胞瘤的特点为：ADC值低于小脑半球，FLAIR 上大多呈等信号，CT上密度高于小

脑半球。室管膜瘤特点：钻孔生长，60%钻入 2 个孔以上；ADC高于小脑，坏死周围环状强

化，FLAIR大多呈稍高信号，肿瘤多数位于四脑室内。毛细胞星形细胞瘤：大囊变，FLAIR上

实性部分呈高信号，强化明显，不凸入四脑室内，ADC高于小脑，CT上低于小脑半球密度。根

据以上特点，90%以上的后颅窝肿瘤能做出正确的影像诊断。 

 

 
FP-106 

新生儿先天性细小结肠症的造影技巧及病因诊断分析 

 
贾慧惠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5028 

 

目的 探讨新生儿先天性细小结肠症的造影技巧及 X线特点，分析其与相关疾病的关系，以便

明确病因，为临床治疗提供依据。  

方法 收集我院经临床及术后病理确诊的新生儿细小结肠 14例，均行立位腹平片与下消化道

造影检查，就细小结肠的病因及其 X线特征进行相关性分析。  

结果 本组 14例细小结肠患儿中，回肠闭锁 5例，空肠闭锁 4例，结肠闭锁 1例，胎粪性肠

梗阻 3例，全结肠型巨结肠 1例。12例患儿立位腹平片均表现为不同程度的肠梗阻，其中肠

闭锁患儿梗阻严重，液平宽大，胎粪性肠梗阻液平较小。所有病例下消化道造影检查发现结肠

细小，管径约 0.3～1cm，小肠闭锁位置越低，结肠越细，2例结肠闭锁仅见闭锁段以远肠管显

影，胎粪性肠梗阻可见充盈缺损，全结肠型巨结肠见结肠框短缩，直肠壶腹部消失。 

结论 腹部立位 X线联合下消化道造影检查可提示新生儿细小结肠的梗阻部位及相关病因，对

其原发疾病的诊断及鉴别诊断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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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107 

MSCT 低剂量扫描技术在婴幼儿气道异物检查中的应用 

 
陈霞平 

福建省妇幼保健院 350001 

 

目的：比较低剂量与常规剂量条件下 MSCT气道三维重建图像的差别，探讨 MSCT低剂量扫描及

多种成像技术在婴幼儿气道异物检查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回顾性分析经纤维支气管镜确诊为气道内异物的患儿 32例，其中低剂量组（120KV、

30mA、0.5s）18例，常规剂量组（120KV、150mA、0.5s）14例，记录每位患儿的 CT容积剂量

指数(CTDIvol)、剂量长度乘积(DLP)并计算出有效剂量（mSv）。将两组原始数据经高分辨率

算法重叠重建出横断面图像，行容积重现（VR）、多平面重组（MPR）、最小密度投影

（MinIP）和 CT仿真内镜（CTVE）三维图像后处理。由两名放射科医师分析两组图像的质量、

气道显示情况、气道内异物检出情况，将结果进行分析。 

结果：①图像质量：两组剂量间 VR图像无明显差异，对段以上支气管显示无明显差异。②气

道内异物检出：对异物的位置、大小、形态、以及异物所引起的支气管狭窄无明显差异。③剂

量差别：低剂量扫描比常规剂量扫描辐射剂量大大降低（相同扫描长度低剂量扫描相当于常规

剂量的 0.066）。 

结论：与常规剂量扫描相比，低剂量 MSCT扫描对气道三维重建图像质量、气道的显示及气道

内异物的检出无明显差异，可以达到诊断目的，而患儿接受的放射线辐射剂量却大大降低。因

此，低剂量 MSCT扫描气道三维重建可以替代常规剂量扫描应用于婴幼儿气道异物的检查。 

 

 
FP-108 

血氧水平依赖性成像预测痛风肾损害价值初步研究 

 
黄海波,管俊,林莹,何振峰,黎萍,王坚,黄桂雄,李大创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 0 三医院 100853 

 

目的 初步探讨血氧水平依赖性成像(BOLD)预测痛风肾损害价值。方法 购备标准水模 1 具并随

机选择 2017年 2月至 2017 年 4月间 80名志愿者，包括对照组 15名和病例组 65名，纳入标

准：年龄 18～69岁，对照组无泌尿系症状且血清尿酸、血清肌酐及估测肾小球滤过率正常；

病例组血清尿酸超过 420μmol/L 伴有或无痛风史；排除标准：幽蔽恐怖、严重伪影、继发高

尿酸症、慢性肾病等。应用 3T MR扫描志愿者并于开始、次月与结束时刻分别扫描标准水模，

通过 CMRtools测算水模小瓶与肾皮髓质 R2
*
值，扫描前后 5天测定尿酸、肌酐及计算肾小球滤

过率。探索水模扫描三次弛豫率间差异，对照组与病例组肾弛豫率、肾小球滤过率、血清尿

酸、血清肌酐、年龄组间差异，评价 BOLD预测痛风肾损害价值。结果 除 1例不配合及 2例左

肾严重伪影外纳入 79名志愿者，三次扫描水模 R2
*
值(详见附件)差异未见统计学意义

(P=0.998)。对照组肾皮质和髓质 R2
*
值、肾小球滤过率、血清尿酸、血清肌酐、年龄分别为:

详见附件；病例组肾皮质和髓质 R2
*
值、肾小球滤过率、血清尿酸、血清肌酐、年龄分别为: 

详见附件；组间肾皮质 R2
*
值无统计学意义(t=-1.118,P=0.267)，髓质 R2

*
值差异具有显著统计

学意义(t=5.274,P=0.000)，组间血清尿酸(t=-5.697)、血清肌酐(t= -3.870)、肾小球滤过率

(t=5.737)有统计差异(均 P=0.000)，组间年龄未见统计学差异(t=0.255,P=0.193)。以血清尿

酸和或结合估测肾小球滤过率异常为标准，BOLD MRI扫描肾髓质 R2
*
≤27.18hz 为阈值预测肾

损害准确性为 0.896，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87.1%和 86.7%。结论 高尿酸与痛风患者肾损害

髓质弛豫率显著低于健康对照组，在一定范围内，BOLD MRI 对发现其髓质氧合改变具有高度

敏感性和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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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109 

海洛因成瘾者大型脑网络异常与复吸行为关系的 fMRI 研究 

 
李强,刘洁蓉,陈佳杰,李玮,朱佳,李馨,李永斌,魏璇,王玮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710038 

 

目的：大型脑网络的相互作用可能是包括成瘾在内的精神疾病认知功能障碍的基础。然而，大

型脑网络相互作用异常是否与海洛因成瘾的复吸行为有关尚不清楚。本研究探讨 3个核心大型

脑网络（突显性、默认模式和执行控制）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否与海洛因成瘾者的复吸行为有

关。 

方法： 53名海洛因成瘾者及 20名健康被试参加了本次前瞻性的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成像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研究。所有受试者均为男性。作者比较

了健康对照组，在 3个月的随访中根据吗啡尿检确定的复吸和早非复吸海洛因成瘾患者的功能

连接强度。并进一步分析海洛因成瘾者的大规模网络相互作用与复吸行为的关系。 

结果：在 3个月的随访过程中，26名海洛因成瘾者复吸,被定义为复吸组；而 24名海洛因成

瘾者未复吸，被定义为非复吸组。3名海洛因成瘾者因头动过大被剃除。与非复吸组相比，复

吸组背侧前扣带回皮层（突显网络关键节点）与背内侧前额叶皮层（在默认模式网络的重要脑

区）的功能连接相对于非复吸组明显增高。而复吸组的左背外侧前额叶皮层（左侧执行控制网

络关键节点）和背内侧前额叶皮层(两个区域)的功能连接相对于非复吸组明显减弱。吗啡尿检

阳性率与背侧前扣带回皮层-背内侧前额叶皮层之间的功能连接呈正相关（r = 0.361, P = 
0.012, FDR校正后 P < 0.05），而与左背外侧前额叶皮层-背内侧前额叶皮层之间的功能连接

成负相关关系（区域 1，r = -0.411, P = 0.004, FDR 校正后 P < 0.05；区域 2，r = -0.337, 
P = 0.019, FDR校正后 P < 0.05）。 

结论：突显性和默认模式网络之间高的功能连接以及左侧执行控制网络和默认模式网络之间低

的功能连接与复吸行为密切相关。这些发现可能有助于制定优化的海洛因成瘾治疗方案。 

 

 
FP-110 

急性睡眠剥夺降低局部脑血流：ASL 灌注成像的研究 

 
周福庆,姜建,龚洪翰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30006 

 

目的：任务和静息态 fMRI已观察到急性睡眠剥夺对脑功能的影响，然睡眠剥夺对局部脑血流

灌注的影响还知之甚少。本研究的目的在于观测急性睡眠剥夺对健康志愿者局部脑血流灌注的

影响情况。 

方法：总共 33人具有良好睡眠习惯的健康志愿者在视频监视下参加 36小时(2天一夜)的睡眠

剥夺研究，在睡眠剥夺前后，分别接受注意网络测试(ANT)和包括基于伪连续动脉自选标记

(pCASL)成像在内的磁共振扫描。分别比较急性睡眠剥夺前后 ANT和局部脑血流灌注改变特点

及其可能的相关性。受试者操作特性曲线(ROC)和留一法(LOOCV)交叉验证用于分析显著改变脑

区用于区分睡眠剥夺状态的效能。 

结果：在 33人中，睡眠剥夺前取行为测试和 ASL完整资料者 20人，完成睡眠剥夺研究并获取

行为测试和 ASL数据者 26人。和睡眠剥夺前比较，睡眠剥夺后 ANT的反应时间明显延长 

(P=0.028)，且失误率显著增高 (P=0.006)。睡眠剥夺前后较高局部脑血流灌注的脑区主要分

布在楔前叶/后扣带回、前扣带回/中额前叶、中央前回、中央后回、颞上回和枕中回。和睡眠

剥夺前比较，睡眠剥夺后局部脑血流灌注显著下降脑区主要包括左侧海马旁/梭状回、右侧海

马旁/梭状回和右侧额前叶(GRF校正, 体素水平 P< 0.01 且簇水平 P< 0.05)。尽管睡眠剥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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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未见局部脑血流灌注下降区和 ANT评分未发现显著相关性(P：0.132-0.980)。但受试者操作

特性曲线(ROC)分析发现左侧海马旁/梭状回、右侧海马旁/梭状回和右侧 额前叶 ROC曲线下面

积(AUC)分别是 0.796、0.798 和 0.819。留一法(LOOCV)交叉验证左侧海马旁/梭状回、右侧海

马旁/梭状回和右侧额前叶显著下降脑区局部脑血流灌注可较为可靠区分睡眠剥夺状态。 

结论：36小时(2天一夜)的睡眠剥夺可显著影响局部脑血流灌注，初步发现提示额叶和海马旁

/梭状回是睡眠不足低灌注的易损脑区。 

 

 

FP-111 

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脑白质结构连接组学研究 

 
索学玲

1
,雷都

1
,王梅云

2
,龚启勇

1
 

1.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放射科 

2.河南省人民医院放射科 

 

目的：人脑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网络，是进行信息处理和认知表达的生理基础。近年来，人脑连

接组学的提出，尝试从大尺度（大脑脑区）到微尺度（神经元）来刻画人脑网络。鉴于现有的

技术手段, 目前该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大尺度水平上。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是指个体在经历了强烈的创伤性事件后，产生的一种与创伤和压力

相关的疾病。先前功能连接组学研究已发现 PTSD患者的脑网络拓扑属性存在异常。本研究旨

在探索 PTSD患者的脑结构连接组学是否存在一致的脑网络拓扑属性改变。 

方法：从 2008年汶川地震的幸存者中筛选纳入了 76例 PTSD 患者和 76例健康幸存者。使用 8

通道相控阵头部线圈配置的 3T磁共振扫描仪对所有受试者进行了 DTI和 3D T1结构像的扫

描。数据的预处理、矩阵的构建及网络参数的计算采用 PANDA及 GRETNA软件完成。使用 AAL

模板将人脑划分为 90个脑区，采用确定性概率追踪重建结构网络，产生 90×90 矩阵，随后计

算两组脑结构网络拓扑属性参数，及其与临床量表的相关性。 

结果：PTSD患者和健康幸存者的脑结构网络均具有小世界属性。与健康幸存者相比，PTSD患

者脑结构网络异常的拓扑属性包括：1) 全局属性：患者的集群系数和标准化后的最短路径长

度是降低的；2)节点属性：患者节点属性升高的脑区在左侧额中回、左侧颞上回、左侧颞下回

及右侧枕下回（P ˂ 0.05, FDR 校正）；3）患者脑结构连接增强的网络主要在腹侧和背侧视

觉通路；4）患者组 CAPS评分与左侧颞下回的节点属性呈正相关。 

结论：地震后 PTSD患者的脑结构网络拓扑属性有向随机化转化的趋势，与先前交通事故相关

PTSD患者的脑白质结构网络研究一致。PTSD患者节点属性及其连接只有升高，没有降低，可

能与大脑在受损的早期，为了维持正常功能，会采用加强脑区间的连接方式来代偿功能的缺

失。 

 

 

FP-112 

单侧颞叶癫痫伴海马硬化患者大尺度脑结构协变网络小世界

特性改变的研究 

 
权巍,许强,肖俊豪,张志强,卢光明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总医院 210002 

 

目的 通过基于体素的形态学方法（VBM）构建单侧颞叶癫痫伴海马硬化患者的脑结构协变网络

（SCN），并研究其小世界网络属性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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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该研究纳入南京总医院 2009年 6月至 2015年 12月就诊共 144例内侧颞叶癫痫伴单侧海

马硬化患者（左侧海马硬化患者 76例，右侧海马硬化患者 68例），并选取 144例年龄、性别

相匹配的正常志愿者作为正常对照组。对所有受试者采集 T1WI三维磁化准备快速梯度回波

（MPRAGE）序列，使用基于 SPM12软件内的 CAT12工具包进行 VBM分析；为增加统计效能，将

右侧海马硬化患者及相匹配的正常对照组图像进行左右翻转，将翻转后的右侧海马硬化患者及

左侧海马硬化患者共 144例与正常对照组进行两样本 T检验，将年龄、性别与全脑体积作为协

变量去除其对结果的影响（p＜0.05）。将 VBM中有差异脑区结果匹配至 AAL116脑区模板中，

提取其中有差异脑区作为感兴趣区（ROI）分别构建患者组及正常对照组脑结构协变网络

（SCN）权重矩阵，使用 Gretna软件对其小世界网络中全局属性进行计算并进行统计学分析

（稀疏度 sparsity 0.05~0.19，步长 0.01，计算共 15个阈值点上的小世界属性参数）。  

结果 VBM结果显示患者组左侧海马、左侧颞叶及双侧小脑等 89个脑区灰质体积与正常组有显

著差异（p＜0.05）；以有差异的 89脑区为 ROI构建脑结构协变网络并分析其小世界网络属性

发现，患者组全局属性中的度（Degree）、聚类系数（Cp）、特征路径长度（Lp）、γ、λ

均高于对照组，全局效率、局部效率及σ低于对照组，且在部分阈值下有统计学差异（p＜

0.05）。  

结论 单侧颞叶癫痫伴海马硬化患者脑结构协变网络的网络整体属性发生改变，提示其脑区间

结构协变方式发生改变，有助于理解其病理生理机制。 

 

 
FP-113 

基于弥散张量成像的地震幸存者脑网络纵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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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当今世界越来越多的人们在遭受着精神创伤性事件(如自然灾害、交通事故、战争等)及

其带来的不利影响
1-3
。经历了精神创伤性事件后，人们都会出现焦虑和/或抑郁症状。但仅有

一小部分人群会发展为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 大部分

人会逐渐恢复
3，4

。目前还不清楚人脑经历创伤后的恢复机制。因此，本研究随访了 22例未患

PTSD的地震后幸存者，利用大尺度结构连接网络分析技术
5，6

，探讨其地震后 2年内脑结构网

络的纵向变化。 

方法 22例符合纳入标准的未患 PTSD的地震后幸存者，分别在地震后 25天内和 2年进行 MRI

扫描，并评估焦虑和抑郁程度。节点定义为 AAL模板（90 个区域），边的强度定义为白质路

径上的平均 FA，构建脑结构网络的连接矩阵。测量网络整体性质、节点性质和脑结构网络的

改变。采用 SPSS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应用配对 t检验进行临床资料的纵向比较，应用置换

检验进行脑结构网络指标的纵向比较。多重比较结果进行 FWE校正。 

结果  未患 PTSD的地震后幸存者在地震后 25天处于焦虑和抑郁状态，地震后 2年恢复正

常。该人群在地震后 25天和 2年均展示出小世界属性，地震后 2年强于地震后 25天（s ：

p=0.011； g ：p=0.009）。其他网络整体性质指标无明显统计学差异。该人群节点性质差异

主要位于左侧海马，地震后 2年其节点中心度增高（p=0.037，FWE corrected）。NBS发现了

一个包含 38个节点和 42条边的网络，该网络在地震后 2年与地震后 25天相比，其连接降低

（p=0.001）。主要累及额叶-纹状体-边缘系统和视觉区域。 

结论  本研究显示未患 PTSD 的地震幸存者在地震后精神状态恢复的同时伴有脑结构网络的改

变。这表明创伤暴露者之所以能从精神创伤事件中恢复过来，可能不仅与其创伤前的个性特征

有关系，还可能与其创伤后的脑结构及功能改变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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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P4 基因多态性对 Rolandic 癫痫的灰质结构影响 

的形态学研究 

 
张志强,李志鹏,卢光明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210002 

 

目的：采用基于体素的形态学分析（VBM）观察 ELP4 rs964112 不同基因型的患儿和正常儿童

灰质结构的差异，通过评估灰质结构、视听整合连续测试和瑞文标准推理测验的结果差异，探

讨风险基因型在伴中央颞区棘波的儿童良性癫痫（BECTS）中的作用机制及其对认知功能的影

响。 

方法：本研究纳入 68例 BECTS和 89例正常儿童志愿者，使用磁共振仪采集高分辨率 T1 结构

像。采用 VBM8软件对高分辨率 T1像进行配准、切割和预处理后得到每个被试的灰质图像。并

对部分配合的被试进行视听整合连续测试和瑞文标准推理测验。采用 SPM8 软件统计分析基因

和疾病交互作用脑区、基因主效应脑区和疾病主效应脑区，并用 SPSS22.0分析其与临床信息

和量表的相关关系。 

结果：ELP4rs964112的基因型分布在 BECTS和正常儿童中有显著差异，GG为高风险型，T携

带为低风险型，BECTS(GG)较 BECTS(Tcar)的中央颞区棘波（CTS）平均发放次数增加，基因和

BECTS交互作用灰质结构改变脑区为右侧丘脑和左侧 Rolandic 区，并且 BECTS(GG)和

BECTS(Tcar)在这 2个交互作用脑区的灰质体积存在正相关关系。基因主效应脑区为双侧丘脑

和双侧 Rolandic区，疾病的主效应脑区为双侧丘脑和右侧 Rolandic区。 

结论：ELP4rs964112是 BECTS 的潜在遗传风险因素，其与 BECTS的 CTS存在显著关联，

ELP4rs964112的多态性影响丘脑-Rolandic区皮质结构发育，这可能是 BECTS患儿癫痫易感性

增加的结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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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听通路下汉语双字词语义加工的功能磁共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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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利用 fMRI技术，探讨视觉和听觉两种通路下汉语双字词语义加工的大脑激活区，并比

较异同。 

材料与方法：实验对象为性别、年龄匹配的健康青年志愿者 12例，右利手、母语为汉语，裸

视或矫正视力正常。实验刺激选用汉语双字词图片材料、音频材料、简单图形及简单纯音。双

字词根据语义是否相近配对成相同组和不同组，简单图形为□和○，亦配对成相同组和不同

组，简单纯音为 1000Hz的“滴滴”和“答答”音，分为相同组和不同组，各 18对。被试者在

fMRI扫描时分别在视觉和听觉通路下执行汉语双字词语义任务，视觉通路进行简单图形鉴

别，听觉通路进行简单纯音鉴别。fMRI任务采用事件相关设计，收集视听通路下语义判断行

为学实验数据及功能磁共振扫描图像。采用 SPSS统计分析行为学数据，SPM8 软件后处理分

析脑部磁共振图像，得出并比较视听通路语义判断任务的脑激活区。 

结果：结果显示，进行语义判断时，视觉和听觉通路组反应时间均值分别为 1568±98ms 和

1342±220 ms，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而正确率分别为 96.0±1.9%和

95.1±4.0%，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磁共振结果显示，视觉通路任务激活脑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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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包括：左侧颞中回、颞下回（BA20），左侧枕叶（BA17/18）；听觉通路激活脑区范围较视

路组大，主要包括：右侧颞枕叶（BA37/19），左侧颞中回、颞下回（BA20/21），双侧枕叶

（BA18）及左侧顶叶。两组任务共同激活左侧颞中回及颞下回（BA20/21）。 

结论：1、视听两条通路语义判断正确率无明显差异，说明输入通路对语义处理的正确性没有

明显影响。 

2、视听两条通路语义判断均激活了部分共同脑区，我们认为左侧颞中回及颞下回（BA21/22）

是语义判断的核心脑区。 

3、本次试验验证了存在一个语义处理脑网络，其中包括共同激活的“核心”脑区，和根据任

务需求不同而激活的“外围”脑区。 

  

 

 
FP-116 

Amygdala functional disconnection with the 

prefrontal-cingulate-temporal circuit in chronic 

tinnitus patients with depressive mood 

 
chen yuchen,Bo Fan,Yin Xindao,Gu Jian-Ping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Nanjing First Hospital，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210006 

 

Purpose: Chronic tinnitus is often accompanied with depressive symptom, which may 

arise from aberrant functional coupling between the amygdala and cerebral cortex. 

To explore this hypothesis, resting-state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 was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disrupted amygdala-cortical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FC) in chronic tinnitus patients with depressive mood. 

Materials and Methods: Chronic tinnitus patients with depressive mood (n=20), 

without depressive mood (n=20), and well-matched healthy controls (n=23) underwent 

resting-state fMRI scanning. Amygdala-cortical FC was characterized using a seed-

based whole-brain correlation method. The bilateral amygdala FC was compared among 

the three groups. 

Results: Compared to non-depressed patients, depressive tinnitus patients showed 

decreased amygdala FC with the prefrontal cortex,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and 

angular gyrus as well as increased amygdala FC with the postcentral gyrus and 

lingual gyrus. Relative to healthy controls, depressive tinnitus patients revealed 

decreased amygdala FC with the superior and middle temporal gyrus, anterior and 

posterior cingulate cortex, and prefrontal cortex, as well as increased amygdala 

FC with the postcentral gyrus and lingual gyrus. 

Conclusions: The current study identified for the first time abnormal resting-

state amygdala-cortical FC with the prefrontal-cingulate-temporal circuit in 

chronic tinnitus patients with depressive mood, which will provide novel insight 

into the underlying neuropathological mechanisms of tinnitus-induced depressive 

dis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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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ning of cerebral cortex in adults with amblyop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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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A widely accepted definition of amblyopia based on visual acuity is two 

or more Snellen or logMAR lines difference between eyes in best-corrected visual 

acuity. It is caused by abnormal visual experience such as uncorrected 

anisometropia, strabismus, un corrected severe ametropia and form deprivation in 

the early stages after birth  and is the most common cause of monocular blindnes, 

affecting about 3%-5% population worldwide [1]. However, the mechanism of 

amblyopia is still unclear. After extensive studies showed no significant anatomic 

or physiologic abnormalities in the retina,it is generally agreed that amblyopia 

is a neural disorder which might be accompanied by difference in brain anatomy [2, 

3]. 

Evidence for neuroanatomical differences of cortical regions in amblyopia comes 

from a variety of neuroimaging studies. And most of these prior neuroimaging 

studies were based on volumetric analysis. However, cortical volume is a product 

of cortical thickness and surface area, which have distinct genetic and 

developmental origins and need to be investigate respectively. Given that cortical 

thickness has been shown a particularly sensitive metric for detecting anatomic 

changes and studies have found cortical thinning of regions in children with 

amblyopia, which may be important in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In addition, 

different therapeutic efficacy between the amblyopic children and adults may 

indicated different neural mechanism there, while so far no study has examined 

cortex deficits in amblyopic adults using cortical thickness. 

We thus aimed to use MRI-based measurements of cortical thickness to quantify 

anatom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adults with amblyopia and healthy controls. Based 

on that, we also attempted to evaluat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visual acuity and 

cortical thickness of obtained abnormal regions. 

Method All subjects were well informed about the goal and procedures of this 

experiment and written informed consent was obtained. A total of fifty-five 

individuals participated in the research including 21 amblyopic adults and 34 

healthy controls. All participants were right-handed and had no history of other 

ocular diseases, psychiatric disorders, or brain abnormalities. 

Participants were scanned using a 3-T MR scanner (Trio; Siemens, Erlangen, Germany) 

with an eight-channel phased-array head coil. A high-resolution anatomical MR 

images were obtained with a gradient-echo echo-planar imaging sequence with the 

following parameters: repetition time/echo time, 2250 msec/2.62 msec; flip angle, 

9°; section thickness, 1 mm; intersection gaps, none; matrix size, 256×256; 

field of view, 256×256 mm
2
; and voxel size, 1 × 1 × 1 mm

3
.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88 

 

FreeSurfe image analysis suite was used to provide measures of cortical thickness 

which was quantified at each surface location or vertex as the distance (in mm) 

from the gray/white boundary to the pial surface. And Group differences in 

cortical thickness were examined on the surface maps vertex by vertex using a 

least squares general linear model with the intracranial volume and age as 

covariates. Using a Monte Carlo null-z simulation with 10 000 iterations to 

correct for multiple comparisons. In regions with significant group differences, 

Pearson partial correlation was used to assess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visual 

acuity and cortical thickness. The statistical threshold of P < 0.05 was used to 

determine significance. 

Result There were no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patients (eight males, thirteen 

females; mean age, 22.81±4.99 years) and healthy controls (twelve males, twenty-

two females; mean age, 24.09±2.78 years) in age (T=−1.08, p=0.29) or gender 

(χ2=0.04, p=0.83). 

And compared to healthy controls, decreased cortical thickness was found in left 

inferior temporal gyrus, left precentral and postcentral gyrus, and right inferior 

temporal gyrus extending to middle temple gyrus(cluster corrected p<.05). Further 

examining the associations between visual acuity and cortical thickness of above 

abnormal regions, we did not find any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Conclusion It has been long admitted that amblyopia is a failure of the cortical 

developmental process [2], however the exact disease-related cortex deficits is 

little known. Using measures of cortical thickness in current study, we found the 

cortex deficits in both ventral and dorsal visual pathways. Ventral visual pathway 

is specialized for analysis of color/form and recognition of objects, while dorsal 

visual pathway is associated with procession of space and motor information [4]. 

The abnormal structure of visual pathways may related to the visual impairment, 

suggesting the possible neural mechanism of amblyopic adults. Prior functional MRI 

studies revealed increased brain activity in some of above regions[5, 6], and we 

supposed that might reflect the neural plasticity compensating for structure 

deficits and maintain the multisensory integration to enable patients with 

amblyopia to execute real-world actions. Besides, we found  no association 

between visual acuity of amblyopic eye and cortical thickness in above abnormal 

regions, which is similar to findings of previous functional MRI study with the 

index as amplitude of low frequency fluctuations and Regional Homogeneity[5, 6], 

we speculated that deficits of binocular function may responsible for the cerebral 

function/structure variation. 

As far as we know, this is the first study to characterize the cortical deficits 

with cortical thickness in adults with amblyopia which may provide insight into 

the underlying neuropathology of amblyop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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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ered resting-state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of the 

dentate nucleus in multiple system atrophy 

 
Yang Huaguang,Fan Guoguang,Wang Na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0000 

 

Purpose:Multiple system atrophy（MSA）is a rapidly progressive neurodegenerative 

disease that remains poorly understood.The cerebellum is known to influence 

cerebral cortex activity via cerebello-thalamo-cortical (CTC) circuits that may 

contribute to MSA pathophysiology . No study has yet explored CTC circuits 

alteration in MSA patients and two variants. Resting-state (RS)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 was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potential RS 

connectivity changes between the cerebellar dentate nucleus (DN) and the CTC 

circuit targets, that may contribute to MSA pathophysiology. 

Methods：55 MSA patients (29msa-p, 26 msa-c )and 51 healthy controls were 

recruited to explore the potential resting-state (RS) changes.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FC) method were used to analysis the images. 

Results：The MSA patients show decrease dentate nucleus (DN) RS FC in motor 

cortices and default mode network(DMN), bilateral basal ganglion ,right frontal-

temporal cortex and limbic system ,Cerebellum-cerebral FC decreased was found in 

aforementioned cortical and sub-cortical regions. MSA-P and MSA-C shared similar 

FC decrease in limbic structures and putamen in contrast to HC but distinct FC 

increase in middle cingulum gyrus, insula and temporal cortexes between groups .  

Conclusion：Our findings provided the proofs that that connectivity of the DN in 

the resting state is disrupted and decreased cerebellum-cerebral FC may play a 

primarily pathological redistribution in  msa  patien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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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ered white matter integrity in smokers is 

associated with smoking cessation outcomes 

 
Huang Peiyu,Zhang Minming,Shen Zhujing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Zhejia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310009 

 

Background: Smoking is a significant cause of preventable mortality worldwide. 

Understanding the neural mechanisms of nicotine addiction and smoking cessation 

may provide effective targets for developing treatment strategies. In the present 

study, we explored whether smokers have white matter alterations and whether these 

alterations are related to cessation outcomes and smoking behaviors. 

Methods: Sixty-six smokers and thirty-seven healthy nonsmokers were enrolled. The 

participants underwent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scans and smoking-related 

behavioral assessments. Then, all smokers received a standard 12-week smoking 

cessation treatment with varenicline, which is a nicotinic receptor par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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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onist. Participants who self-reported continuous abstinence for weeks 9-12 

(cross-validated with an expired CO level ≤6 ppm) were considered to be 

successful quitters. Twenty-eight smokers succeeded in quitting by the end of 12 

weeks, and 38 failed. Age and education were compared among the three groups using 

one-way analysis of variance. Smoking indices and cognitive scale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outcome groups using independent two-sample t-test. Diffusion-

weighted images were analyzed using the brain fMRI software library. After 

calculating diffusion parameters, FA and MD maps were compared among the 

nonsmokers, quitters and relapsers. One-way analysis of variance and post-hoc 

analysis was employed to identify the white matter integrity differences. 

Results: The three groups we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in age or education 

level, as well as smoking indices. The relapsers had significantly lower FA in the 

orbitofrontal area (p=0.01, corrected) than nonsmokers, and higher FA in the 

cerebellum than nonsmokers (p=10-4, corrected) and quitters (p=0.001, corrected). 

Meanwhile, the quitters had significantly lower FA in the postcentral gyrus 

compared to nonsmokers (p=0.001, corrected) and relapsers (p=10-5, corrected). We 

did not find an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MD among the three groups. Furthermor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revealed that FA in the orbitofrontal gyrus was 

predicted by behavioral scores (model p=0.026). The number of years smoked (NYS, 

p=0.024) and number of cigarette smoked per day (CSPD, p=0.007) were significant 

predictors. Partial correlation (r) between orbitofrontal FA and NYS/CSPD was -

0.286 and -0.340 respectively. FA in the right cerebellum and the right 

postcentral gyrus was not predicted by behavioral scores (model p=0.628 and 0.141,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white matter alterations in smokers may 

contribute to the formation of aberrant brain circuits underlying smoking 

behaviors and are associated with further smoking cessation outco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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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ground Multiple researches of diffusion tensor imaging (DTI) have been widely 

used to detect white matter abnormalities in 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 (ALS) 

and have provided cumulative evidence of white matter abnormalities in patients 

relative to controls. Thus we performed a meta-analysis to integrate the reported 

studies to determine the consistent white matter alterations in 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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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A systematic search was conducted to identify DTI studies which contrasted 

ALS patients with healthy controls (HCs). Using anisotropic effect size–signed 

differential mapping (AES-SDM) to analysis white matter alterations. 

Results A total of 234 studies of which 14 studies with 16 datasets met the 

inclusion criteria comparing 396 ALS with 360 HCs were included. Fractional 

anisotropy (FA) reductions in all patients with ALS relative to healthy controls 

were significant in the left corticospinal tract, left superior longitudinal 

fasciculus and the interhemispheric fibres running through the corpus callosum (CC) 

and the right cerebral peduncle. 

Conclusions The present meta-analysis of DTI studies identified FA deficits in 

multiple brain regions in ALS patients which prompted ALS is a multisystem 

degeneration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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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I 对胎盘植入的诊断价值 

 
吴晓峰,张辉,王效春,谭艳,秦江波,王乐,张磊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影像科 030001 

 

目的：分析探讨胎盘植入的 MRI征象，评价 MRI对诊断胎盘植入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搜集 2011年 6月到 2014年 1月就诊于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并经超声检查怀疑胎盘异

常的孕妇 26例，年龄 23-39岁，平均年龄 29.4岁，孕龄 27-38周，平均 36.6周。采用

GE3.0T SSFSE T2WI序列进行磁共振扫描。经两名高级职称医师分析图像，观察胎盘植入的部

位、胎盘信号以及胎盘侵入肌层的程度。结果与手术和/或临床综合诊断标准相对照，其中前

置胎盘 1例，胎盘植入 2例，前置胎盘并胎盘植入 23例。 

结果：子宫变形和(或)异常隆凸，胎盘稍向外突，子宫肌轻微变薄或不规则破坏 6例；胎盘信

号不均匀，高信号胎盘组织不同程度侵入低信号子宫肌壁 18例；胎盘下肌层变薄或消失，高

信号胎盘组织突破低信号子宫壁，与膀胱壁分界不清 2例。 

结论：MRI能明确诊断胎盘植入部位及判断肌层侵入情况，对胎盘植入有重要临床应用价值。 

 

 
FP-122 

Measurement reproducibility of intravoxel incoherent 

motion parameters and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derived from free-breathing diffusion-weighted MR 

imaging i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Wu Lifang 

Fudan University affiliated Zhongshan Hospital 200032 

 

Objective: To evaluate reproducibility of IVIM (intravoxel incoherent motion) 

parameters and ADC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values acquired from free-

breathing diffusion-weighte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DW-MRI) i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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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erials and Methods: Twenty-seven patients with 31 HCCs underwent two repeated 

MRI scans using a free-breathing IVIM DWI sequence with 12 b values (0, 10, 20, 30, 

40, 50, 70, 100, 200, 300, 500, 800 s/mm
2
). Regions of interest (ROIs) were drawn 

within the outer border 1 mm from peripheral margin of the selected HCC to derive 

IVIM parameters D, D*, and PF by a Bayesian method. ADC(0,500) and ADCtotal (all 12 b 

values) were also calculated. The measurement reproducibility of IVIM parameters 

and ADC values were assessed by measuring inter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ICCs),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CV) and Bland–Altman limits of agreements (BA-

LA). 

Results: The intra- and inter-observer ICCs were good except for D* and PF values 

ranging from 0.830 to 0.953. The reproducibilities were good for D and ADCtotal (CV 

14.4%, 15.5% and 10.8%, 13.1% respectively) and were poor for D* and PF (CV values 

were >30%) for both the first and the second DWI series. The strongest 95% Bland–

Altman limits for agreements (BA-LA) of measurement reproducibility was noted for 

ADCtotal (-15.9% to 18.2%), followed by D (-21.0% to 30.7%) and ADC(0,500) (-37.6% to 

46.7%). Very wide 95% confidence limits were observed for D* (-115.1% to 128.7%) 

and PF (−96.7% to 98.0%). 

Conclusion: Free-breathing DW-MRI achieves good measurement reproducibility for D 

and ADCtotal i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while poor measurement reproducibility for 

D* and PF. 

 

 
FP-123 

Quantitative assessment in Lateral Pterygoid Muscle 

region of TMDs by using the IVIM sequence 

 
Sun qi,Dong Min-jun 

Department of Radiology，Ninth People’s Hospital，School of Medicine，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200023 

 

Objectives: To quantitatively evaluate the signal intensity (SI) in the lateral 

pterygoid muscle (LPM) region of the temporomandibular joint disorders (TMDs) by 

using Intravoxel Incoherent Motion (IVIM) sequence. 

Materials and Methods: In this investigation, 20 volunteers were examined to 

determine the B-values and optimize the parameters of the IVIM sequence. Then, 160 

TMJs from 80 patients with TMDs of clinical suspicion were consecutively performed 

by both static MRI and the oblique axial IVIM MRI located by using maximal display 

surface of the oblique-sagital temporomandibular joint（TMJ）. On the selected 

images, The ROIs were drawn by freehand to include the whole area of the superior 

belly of the lateral pterygoid (SLP) and inferior belly of the lateral pterygoid 

(ILP) respectively. Statistical software is for SPSS19.0. A P value of less than 

0.05 was considered as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Results: The IVIM parameters (D and f) of SLP and ILP were obtained respectively. 

For SLP and ILP regions, the D parameter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patients with osteoarthritis; meanwhile, the f parameters in the patients with 

ADWoR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with normal TMJ. 48 TMJs were diagn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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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normal TMJ, but the D and f values of 29 TMJs were detected higher than the 

interval of volunteers by using IVIM sequence. 

Conclusion: Pathological changes in LPM regions of TMDs may be quantitatively 

evaluated by IVIM sequence. And it might be considered as an additional method for 

the  patients with clinical symptom，who had been diagnosed as normal disc-

condyle relationship. 

 

 

FP-124 

Enhancement ratio correlates with unstable 

intracranial aneurysms 

 
Wang Guangxian,Zhang Dong 

Xinqiao Hospital， Thir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400037 

 

Background and Purpose: Wall enhancement of intracranial aneurysms 

(IAs) via high-resolution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HRMRI) has been described 

as a marker for inflammation. To evaluate risk factors for unstable IAs, we 

hypothesized that the enhancement ratio (ER) of the aneurysmal wall enhancement 

would be stronger in unstable than stable IAs. 

Methods: Seventy-six consecutive patients with 88 IAs were reviewed from 

February 2016 to April 2017. Patients and IAs were divided into stable 

and unstable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patients’ clinical risk and shape of 

IAs. In addition to the patients’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the features of 

the IAs (e.g. shape) were evaluated via computed tomography angiography, 

whereas the ERs were evaluated by MRI. Multipl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performed to identify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unstable 

IAs. A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analysis was used for the 

final model to obtain the optimal thresholds.  

Results: Multipl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the ER was the 

only risk factor associated with unstable IAs. According to the clinical risk and 

IA shape, the threshold values of the ER were 60.5% and 35.5%,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A stronger ER was more frequently identified in unstable IAs and 

may be used as a novel parameter of the inflammation degree in the aneurysmal 

w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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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125 

The Multiparametric Diffusion-weighte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of Rectal Cancer: A Research on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of the Preoperative Staging 

 
Shen Fu,Chen Luguang,Ma Chao,Lu Jianping 

Radiology Department， Changhai Hospital， Shanghai， China 200433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performance of multiparametric 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 (MP-DWI) values in the T staging of preoperative primary rectal cancer. 

METHODS Thirty-two patients with preoperative primary rectal cancer underwent MP-

DWI (b: 0, 50, 100, 150, 200, 250, 500, 1000, 1500, 2000) in our hospital by using 

Siemens 3T Skyra scanner. Multiple parameters were calculated by a prototype 

postprocessing software (Body Diffusion Toolbox, provided by Siemens healthcare 

GmbH), including the Mono-exponential DWI, the Intra-voxel incoherent motion 

(IVIM), the Diffusion Kurtosis imaging (DKI). All patients were confirmed by 

patholog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Group A (T1-T2) and Group B (T3-T4).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analysis was used to analyze and compare the 

multiple parameter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Pathological examinations revealed 15 T1-T2 and 17 T3-T4 rectal 

adenocarcinomas. The mean ADC value (Mono-exponential DWI) of Group A was 

(0.970±0.188)×10
-3
mm

2
/s, which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Group B was (0.709±0.115) 

×10
-3
mm

2
/s (P<0.05). The K value (DKI) of Group A was (0.789±0.189)×10

-3
mm

2
/s, 

which was lower than that in Group B was (1.060±0.169)×10
-3
mm

2
/s（P<0.05）. The D 

value (DKI) of Group A was (1.682±0.238)×10
-3
mm

2
/s, which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Group B was (1.331±0.336)×10
-3
mm

2
/s(P<0.05). The D value (IVIM) of Group A was 

(0.835±0.275)×10
-3
mm

2
/s, which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Group B was 

(0.551±0.584)×10
-3
mm

2
/s（P<0.05）. Figure 1 shows the multiple parameters map of 

ADC, K value (DKI), D value (DKI), and D value (IVIM). The area under curve (AUC) 

of ADC (Mono-exponential DWI), K value (DKI), D value (DKI), and D value (IVIM) 

were 0.890, 0.835, 0.796, 0.871. The AUC of multi-parameter covariates was 0.941 

(95% CI 0.797 to 0.993, Sensitivity 100%, specificity 80%), Figure 2 and 3 show 

the ROC of ADC, K value (DKI), D value (DKI), D value (IVIM) and the multi-

parameter covariates.  

CONCLUSIONS MP-DWI derived multiple parameters, can be used to judge whether the 

muscularis propria layer was invested by the lesion. The value of ADC (Mono-

exponential DWI), K value (DKI), D value (DKI), and D value (IVIM) have a modest 

diagnostic ability, and the multi-parameter covariates have better diagnostic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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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126 

Biventricular tissue tracking correlated with 

myocardial extracellular volume in subclinical 

cardiomyopathy patients with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using cardiovascular magnetic resonance 

 
Wu Rui,Ruo-Yang Shi,Dong-Ao-Lei An,Bing-Hua Chen,Meng Jiang,Jian-Rong Xu,Lian-Ming Wu 

Renji Hospital， School of Medicine，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 200127 

 

Objective: To assess the feasibility and prognostic value of biventricular strain 

analysis for detecting subclinical myocardial fibrosis, as indicated by increased 

myocardial extracellular volume (ECV), in patients with SLE. 

Methods: A total of 25 SLE patients without a history of cardiac symptoms (21 

female; 38±14 years) and 15 controls without previous cardiovascular disease (9 

female; 37±12 years) underwent a 3.0-T MR. Biventricular global circumferential 

and longitudinal strain and strain rate (GCS, GLS, GCSR and GLSR, respectively), 

as well as myocardial ECV, were derived for each subject. 

Results: All biventricular strain and strain rate parameters were significantly 

reduced in SLE patients, compared with control subjects. Left ventricular (LV) GCS, 

GLS, GLSR and right ventricular (RV) GCS, GLS and GCSR were well associated with 

ECV in SLE patients (R
2
 = 0.35; R

2
 = 0.34; R

2
 = 0.36; R

2
 = 0.46; R

2
= 0.34; R

2
 = 0.35, 

respectively, all p < 0.05). LV GCS, GLS, GLSR and RV GCS showed well correlation 

with ECV in the SLE LGE negative subgroup. Moreover, RV GCS showed significantly 

differences between control, SLE LGE positive, and SLE LGE negative groups. 

Conclusions: RV GCS may offer potential value for the detection of subclinical 

myocardial fibrosis in SLE patient. 

 

 

FP-127 

Three-dimensional fast spin echo with extended echo 

train acquisition (3D-FSE-Cube) integrate with 2-

point water-fat separation Dixon methods (Flex): 

comparison with three-dimensional fast spin echo Cube 

in lachrymal drainage system imaging 

 
Liu Ping,Zhang Jing 

Tongji Hospital，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43--35 

 

 

Three-dimensional fast spin echo with extended echo train acquisition (3D-FSE-Cube) 

integrate with 2-point water-fat separation Dixon methods (Flex): comparison with 

three-dimensional fast spin echo Cube in lachrymal drainage system im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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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ground and Purpose: 3D-FSE-Cube-Flex，is an integration of a modified 2-point 

Dixon methods for water-fat separation, called Flex with extended echo train 

acquisition（3D-FSE-Cube）, yielding high- resolution 3D isotropic image set 

coupled with uniform and thorough water-fat separation. Additionally, 3D-FSE-Cube-

Flex with topical instillation of sterile saline solution permits it playing a 

role akin to magnetic resonance hydrography (MRD) and evaluating the pathological 

conditions for lacrimal passage wall in the meanwhile. This study mainly aims to 

evaluate the technical quality and the visibility of lacrimal drainage system (LDS) 

when using 3D-FSE-Cube sequence and 3D-FSE-Cube-Flex sequence. 

Materials and Methods: 21 normal volunteers underwent 3D-FSE-Cube MRD and 3D-FSE-

Cube-Flex MRD at 3.0 T after topical administration of compound sodium chloride 

eye drops. Two board-certified radiologists studied and assessed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metrics for the images of lacrimal drainage system from each 

participant in a blinded fashion. Filling fluid and inferior turbinate signal-to-

noise ratio (SNR) and fluid-turbinate contrast-to-noise ratio (CNR) were compared 

between sequences employing appropriate statistical methods. The two sequences 

were also compared for overall image quality, sharpness, artifacts, visualization 

of overall anatomy structures and visibility of five individual ductal segments of 

LDS. 

Results: 3D-FSE-Cube-Flex MRD demonstrated statistically improvement in overall 

image quality, visualization of anatomic structures and artifact (p<0.001, 

respectively) but equivalent sharpness (p=0.157) in comparison with those of 3D-

FSE-Cube MRD. 3D-FSE-Cube MRD showed higher filling fluid and inferior turbinate 

SNR but lower fluid-inferior turbinate CNR than 3D-FSE-Cube-Flex MRD (P<0.001, 

respectively). In comparison with 3D-FSE-Cube-Flex MRD, 3D-FSE-Cube MRD produced 

excellent canaliculi visibility (superior, P=0.003 and inferior, P<0.001) but 

worse ductal visibility in lower lacrimal drainage (lacrimal sac, P=0.001 and 

nasolacrimal duct, P<0.001). 

Conclusions: 3D-FSE-Cube-Flex MRD showed similar or superior image quality and 

visibility of the lower lacrimal drainage system. The 3D-FSE-Cube MRD has 

advantage in visualizing the upper lacrimal drainage system. The mutual 

complementation of both sequences can fulfill the thorough advantage of MRI in the 

lacrimal passage and simplify the work- flow.  

  

 

 
FP-134 

基于金属有机骨架材料固载的碲化镉量子点作为信号探针测

定心肌肌钙蛋白的电致化学发光免疫传感器 

 
何晓静

1
,蒋伟

1
,周雪

1
, 彭玲芝

2
, 余燕清

2
,卓颖

2
 

1.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2.西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本研究基于金属有机骨架材料（MOFs）固载的碲化镉量子点(CdTe QDs)作为信号探针构建了电

致化学发光(ECL)免疫传感器用于心肌肌钙蛋白 I（cTnI）的检测。具体来讲，在合成 MOFs过

程中加入 CdTe QDs，制得 CdTe@MOFs，随后利用 CdTe@MOFs 外面的氨基与 CdTe QDs的羧基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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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制备出 CdTe@MOFs/CdTeQDs复合物，再利用该复合物中 CdTe QDs剩余的羧基与二抗

（Ab2）中氨基交联，从而制备出 CdTe@MOFs/CdTeQDs/Ab2生物探针。电极敏感界面的构建是首

先在裸玻碳电极上修饰一层金纳米颗粒，来固载 cTnI的第一抗体（Ab1），再用 BSA封闭其非

特异性结合位点，从而制得了 ECL免疫传感器。基于夹心型反应模式，此免疫传感器实现了对

cTnI的灵敏检测且线性响应为 8个数量级（1.1 fg/mL至 11 ng/mL）。 

 

 
FP-135 

比较 PET/CT 与 PET/MR 在诊断宫颈癌原发灶及盆腔淋巴结转

移中的应用价值 

 
尚靳,孙洪赞,辛军,郭启勇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对比研究 PET/CT与 PET/MR在诊断宫颈癌原发灶及盆腔淋巴结转移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前瞻性将我院收治的 40例宫颈癌患者入组，并于治疗前分别行 PET/CT及 PET/MR检

查。由 2名经验丰富的影像科医生对 PET/CT及 PET/MR图像进行诊断评价。采用 kappa一致性

检验及配对卡方检验分别评价 PET/CT、PET/MR与病理分期的诊断一致性与差异性。选用 ROC

曲线及诊断实验指标分析 PET/CT和 PET/MR对宫颈癌盆腔淋巴结转移的诊断效能，采用配对比

较秩和检验分析两者在评价转移淋巴结的病灶显著性及诊断自信度上的差异性。 

结果：PET/MR分期与金标准的诊断一致性较好（kappa=0.877），PET/CT分期与金标准的诊断

一致性一般（kappa=0.483），二者对宫颈癌分期的诊断一致性具有显著差异（X2
=10.286，

P=0.002）。经术后病理或随访证实的 245枚淋巴结中有 36枚转移淋巴结，PET/CT及 PET/MR

对诊断盆腔淋巴结转移的 ROC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880、0.901，二者对转移淋巴结的诊断能

力无显著差异（P>0.05）；PET/CT与 PET/MR在评价转移淋巴结的病灶显著性上无明显统计学

差异（P=0.157），对转移淋巴结的诊断自信度评分具有统计学差异（P=0.014）。结论：

PET/CT和 PET/MR在宫颈癌原发灶的检出上均有较高的诊断价值，但 PET/MR在宫颈癌分期及

鉴别盆腔淋巴结性质上具有更大的诊断优势，PET/MR有望在综合评价宫颈恶性病变进展中成

为替代 PET/CT的一种新型分子影像技术。 

 

 
FP-136 

整合素 αvβ3 靶向全氟化碳纳米探针肺癌分子成像研究 

 
张睿馨,许秀安,吴丽娜,申宝忠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150001 

 

目的：本研究通过制备靶向整合素αvβ3的全氟化碳纳米分子探针，详细测试其体内外寻靶

能力及免疫活性，在细胞、组织、活体不同水平评价对肿瘤新生血管特异性分子成像能力。 

方法：通过流式细胞检测技术筛选出高表达整合素αvβ3 的肺癌细胞系。采用激光共聚焦显

微镜及流式分析验证该探针靶向肿瘤新生血管整合素αvβ3能力。经皮穿刺建立兔 VX2肺原

位瘤模型，并通过不同途径向动物模型体内递送探针，对其进行 1H-MRI、19F-MRI、T1-

mapping及 DCE-MRI等 MR成像研究，通过深入的定性、定量图像分析来评价探针寻靶肿瘤新

生血管整合素αvβ3能力。并通过与离体肿瘤组织标本进行对照研究，进一步评价、分析该

探针靶向肿瘤新生血管整合素αvβ3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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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流式细胞检测技术定量分析得出 H460细胞αvβ3 表达率为 82.5%±0.016， H520 细胞

αvβ3表达率为 2.79%±0.003。因此，确定 H460细胞作为整合素αvβ3阳性肺癌细胞系，

H520细胞作为整合素αvβ3 阴性肺癌细胞系。探针与细胞共孵育 4h时阳性细胞摄取探针达

到峰值，流式分析检测靶向组摄取探针的荧光阳性细胞百分比为 56.15%±1.69，非靶向组为

1.68%±0.13，对照组为 0.88%±0.11，两者与对照组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

通过 1H-MRI及 19F-MRI分子 MR成像靶向组探针浓聚在肿瘤新生血管周围，与对照组相比，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通过 T1mapping技术测量出该探针以缩短 T1弛豫时间为主

（增加靶向区域 T1磁共振信号），增大弛豫率。肿瘤冰冻切片荧光显像指标 CD31、整合素

αvβ3及α-SMA所示探针聚集在肿瘤新生血管周围，结果与在体成像结果相一致。 

结论：应用靶向整合素αvβ3的全氟化碳纳米分子探针可多模态分子水平成像有效评价肿瘤

新生血管，对肿瘤早期诊断和疗效监测具有潜在的重要应用价值。 

 

 
FP-138 

利用 T1mapping 技术动态评价心肌梗死演变过程 

的初步试验研究 

 
潘存雪,刘文亚,古丽娜.阿扎提,陈宏,高晓明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830054 

 

目的:探讨 T1mapping在心肌梗死（MI）动态演变过程中的诊断价值  

方法：建立猪 MI模型 3只，于模型制备后 1W、1M、2M分别行心脏对比剂注射前、后

T1mapping扫描及对比剂延迟扫描（LGE)。以 LGE为金标准对比分析 MI后不同时期对比剂注

射前后 T1mapping主客观评价诊断 MI的效能  

结果：1、对比剂注射前后 T1mapping与 LGE主观诊断 MI 分级的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2、对

比剂注射前、后 T1mapping 主观诊断 MI的约登指数分别为：1W—0.64、0.43；1M—0.27、

0.15；2M—0.79、0.63;3、正常/梗死心肌对比剂注射前后 T1值分别为 987.91±54.18ms/ 

1268.60±129.25ms，567.71±39.26ms/ 468.35±59.55ms，正常/梗死心肌对比剂注射前后

T1值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4、对比剂注射前后 T1值诊断 MI的 ROC曲线分析示：对比剂注射前、

后 T1值诊断 MI最佳界值分别为≥1106.4ms、≤503.4ms，诊断特异性、敏感性、ROC曲线下

面积分别为前（97%、93%、0.98），后（97%、76%、0.90）；不同时间对比剂注射前、后 T1

值诊断 MI的最佳界值分别为：1W—1096.85ms、548.65ms ，1M—1106.4ms、525.9ms，2M—

1143.55ms、472.25ms，诊断登指数分别为：1W—0.9、0.62；1M—0.96、0.87，2M—0.89、

0.89 结论：在 MI的不同时期，T1mapping技术能够很好地诊断 MI；对比剂注射前 T1mapping

诊断 MI的效能优于对比剂注射后 T1mapping；客观 T1值测量诊断 MI的效能优于主观评价；

对比剂注射前、后 T1值诊断 MI的最佳界值随时间的延长逐渐升高及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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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139 

多反转时间 IR-SE 量化 19F 纳米对比剂在肿瘤内浓度分布 

 
王昱青,何芳菲,甘雅玲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目的 磁共振可直接在
19
F频段成像且内源性

19
F含量极低，具有独特优势。本研究通过多反转

时间 IR-SE方法量化
19
F纳米造影剂在肿瘤内的浓度分布，以期定量评价

19
F纳米造影剂的生物

效应。 

方法 体外成像利用多反转时间 IR-SE方法同时测量并计算 3只不同浓度
19
F纳米造影剂的 M0

及 R1。成年裸鼠瘤内注射 0.2ml 该造影剂后体内成像。体外成像： IR-SE序列

matrix=96×96,FOV=5.0×5.0cm,slice thickness=5mm, TR/TE=1000/5.9ms, 

TI=50,100,150,200,300,400ms, ETL =2, NEX=25。体内成像： IR-SE序列 matrix=96×96, 

FOV=5.0×5.0cm, slice thickness=5mm, TR/TE=1000/5.9ms, TI=100ms, ETL =2, NEX=25。
19
F的 M0及 R1计算公式如下： Mz= M0[1-2e

(-TI*R1)
+e

(-TR*R1)
], M0为平衡态

19
F磁化矢量，R1为

19
F纵

向弛豫值。 

结果 体外检测三种浓度纳米造影剂 M0分别是 304.2、282.4、200.1，两者对应关系为：

C19F=0.0019*M0+0.02； R1值分别是 0.9843、0.9814、0.9728s
-1
，两者对应关系为：

C19F=17.4*R1-16.53。体内检测可探测 M0范围为 33~161，R1值范围为 0.9546~0.9689s
-1
；对应

19
F纳米造影剂可检测到的浓度分布为 0.08~0.33mM。 

结论 本研究发现，
19
F浓度主要影响其磁化矢量强度且与之成线性关系。体内成像时，根据两

者对应关系可量化
19
F 在肿瘤内的浓度分布。这将为动态评价标记

19
F原子的药物和造影剂的生

物分布和代谢提供技术支持，助力新药研发。 

 

 
FP-141 

7.0 T MR 评价靶向对比剂 CREKA-(Gd-DOTA)4 在裸鼠结肠癌模

型中的实验研究 

 
张恒

1
,王语

2
,唐光才

1
,郜发宝

2
 

1.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2.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目的：本实验主要探究 CREKA-(Gd-DOTA)4在荷人结肠癌 SW1116细胞裸鼠模型中的影像表现。

方法：将 0.2—0.4ml SW1116 细胞悬液经腋窝皮下接种到 BALB/C 雄性裸鼠（4-5 W，18-22 

g，n=20）中，将达到标准荷瘤裸鼠随机分为实验组（n=9）与对照组（n=6），实验组通过尾

静脉注射 0.01 mmol/L CREKA-(Gd-DOTA)4，对照组注射同等剂量的马根维显（Gd-DTPA）。使

用 Bruker 7.0T磁共振行平扫及注射对比剂后 5 min、10 min、20 min、30 min、40 min、50 

min、60 min动态增强扫描。扫描后处死裸鼠，取肿瘤标本固定于 4%多聚甲醛溶液，并行 HE

及免疫组织化学染色。 

结果：实验组注射 CREKA-(Gd-DOTA)4 在 10 min内迅速升高并达到峰值（峰值

CNR=14.8146），同时出现持续 20min 左右的明显强化平台期。对照组注射 Gd-DTPA 10min 后

达到峰值（峰值 CNR=10.2424），随后开始缓慢下降，且未出现平台期。实验组注射 CREKA-

(Gd-DOTA)4 5 min后，肌肉组织信号值较平扫时稍降低，但两者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对照组注射 Gd-DTPA 5 min后，肌肉组织信号值较平扫时稍增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P < 0.05）。肿瘤标本 HE染色可见大量异型性细胞，核大深染，结构排列紊乱，可见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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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病理性核分裂像，符合裸鼠结肠癌特征。免疫组化结果证实纤维连接蛋白在结肠癌肿瘤细胞

外基质中高度表达，在空白对照的正常肌肉组织中几乎没有表达。 

结论：磁共振对比剂 CREKA-(Gd-DOTA)4对裸鼠人结肠癌组织具有靶向性，同时具有弛豫率

高、显像时间长等影像强化特点；CREKA-(Gd-DOTA)4具有潜在的临床前应用价值，为结肠癌病

变的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提供了可能。 

  

 

 

FP-142 

Gadolinium-chelate functionalized Bismuth 

Nanotheranostic Agent for in Vivo MRI/CT/PAI Imaging-

Guided Photothermal Cancer Therapy 

 
Lu Shuting,Xu Haibo 

Zhongnan Hospital of Wuhan University， Wuhan University， 430071 

 

Objective: Inspired by the excellent performance of Bi2S3 nanomaterials in PTT, the 

pure Bi-NPs (Gd-PEG-Bi NPs) was developed and evaluated as a simple but powerful 

theranostic nanomaterial for MRI/PAI/CT imaging and PTT therapy in this study. 

Methods: The water-soluble Gd-PEG-Bi NPs were synthesized based on a simple non-

injection method. In vitro and in vivo studies on mice were used to verify the 

MRI/CT/PAI imaging properties of Gd-PEG-Bi NPs. 

Result: A simple but powerful pure bismuth based nanoparticle was developed from 

pure Bi NPs and gadolinium-diethylenetriaminepentaacetic acid-bis- tetradecylamide, 

which can not only realize high quality of MRI /CT/PAI multimodal imaging, but 

also was a potent photothermal therapy agent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multimodal 

imaging. The Gd-PEG-Bi NPs showed good stability and excellent biocompatibility. 

In vitro and in vivo study demonstrated that Gd-PEG-Bi NPs have ultrahigh X-ray 

attenuation coefficient, short T1 relaxation time in MRI, and strong PAI signal. 

Following by imaging diagnosis, the excellent light-to-heat conversion efficiency 

of Gd-PEG-Bi NPs were found to suppressed tumor growth effectively under near-

infrared laser radiation in vivo. 

Discussion: Compared with those complex nanostructures, Gd-PEG-Bi NPs with simple 

structure and good biosafety, while provide multiple applications. Such 

multifunctional nanoparticles were ideal candidates for cancer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This Gd-PEG-Bi NPs would be promising for MRI/CT/PAI imaging and PTT 

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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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143 

双源 CT 肺血管低剂量高浓度对比剂的应用 

 
周小倩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710004 

 

目的：探讨双源 CT应用低剂量高浓度对比剂诊断肺血管病的可行性。 

资料与方法：60例肺血管成像分为 4组，A组：肺动脉采用碘海醇 300mgI/ml对比剂剂量为

60ml ,B组：肺动脉采用碘海醇 350mgI/ml对比剂剂量为 35ml ,C组：肺静脉采用碘海醇

300mgI/ml对比剂剂量为 60ml,D组：肺静脉采用碘海醇 350mgI/ml对比剂剂量为 35ml,注射对

比剂前均生理盐水 25ml，注射对比剂后均生理盐水 40ml，，注射速率均为 3.0ml/s,均使用

Olrich的双通高压注射器, 根据原始图像和最大强度投影（MIP）像及西门子 sigoview 工作

站后处理软件，评价四组肺血管病例及其分支的显示程度，并测量肺动脉组 AB内动脉对比剂

的浓度及肺静脉组 CD内静脉对比剂的浓度。 

结果：四组病例均清晰显示肺血管及其动静脉小分支，清晰显示肺栓塞的标准部位及肺静脉的

解剖及病变。四组动静脉内的对比剂浓度虽然均都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但存在显著差异，通过

肺动静脉显示程度评分，B 组明显高于 A组，D组明显高于 C组。 

结论：双源 CT肺血管成像使用低剂量高浓度对比剂可以满足临床需求。 

 

 

FP-144 

Optimization of Contrast agent dosage on Contrast-

enhanced T2 FLAIR: An In-Vitro and Animal-Model Study 

 
Rui Wenting,Zhang Hua,Jin Teng,Yao Zhenwei 

Radiology Dept， Hua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40 

 

 

Introduction: Gadolinium-based contrast agent (GBCA) is routinely used as an 

intravenous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contrast agent for better brain 

lesion detection. Nephrogenic systemic fibrosis, a morbid and deadly disease, has 

been found to be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or caused by overdose GBCA administration. 

A growing body of data demonstrate that gadolinium can accumulate in the brain and 

bone tissues of patients exposed to GBCAs, despite normal renal function. Due to 

the mild T1 effect produced by the long inversion time, contrast enhancement on T2 

fluid-attenuated inversion recovery (FLAIR) imaging has been found to be more 

sensitive than T1-weighted imaging (T1WI) at lower concentrations of gadolinium. 

Our study aimed to find the minimized GBCA concentration on T2 FLAIR images as 

compared with T1WI. 

Methods: In vitro study: Eleven tubes filled with Omniscan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were tested. The first tube in the series contained an Omniscan 

dosage of 0.5 mmol/L × 2ml and subsequent tubes contained serial 2ml 1:1 dilution 

with deionized water. All tubes were partially submerged in a water bath 

containing deionized water and then underwent GE 3.0-T scanning with T2 FLAIR and 

T1-weighted sequences included. Signal intensities (SI) of all tubes were measu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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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GE AW 4.6 workstation. The scatter diagram was then plotted as background-

corrected signal magnitude versus Omniscan concentration. 

Sixteen glioma rat models, which were inoculated C6 glioma cells in right caudate 

nucleus area by stereotactic instrument, were set into 4 groups. After injected 

with different Omniscan dosages referring to in vitro results, i.e., 1/2, 1/4, 1/6, 

1/8 times the T1 routine dosage be used, these rats were scanned immediately at GE 

750 with the optimized contrast enhanced (CE) T2 FLAIR sequence repeated until 

18min later. All rats underwent pre- and post- contrast T2 FLAIR with a lower 

dosage of Omniscan and pre- and post- contrast T1WI with the routine dosage of 

Omniscan 48h later alternately. The degree of enhancement in different groups at 

different time points was assessed by calculating SI of lesion and normal 

appearing white matter, i.e., contrast rate (CR) = ((SI CE Lesion - SI NAWM) / SI NAWM) × 

100%. 

Results: Among in-vitro experiment, the concentration of Omniscan needed to 

present the best enhancement on CE T2 FLAIR images was 1/8 time the T1 

concentration related with best enhancement. However, 1/2 time the clinical T1 

routine dosage of Omniscan with approximately 13min delayed scanning could achieve 

the best enhancement effect with the highest CR value in glioma-model rats. 

Besides, a relatively similar enhancement effect might be obtained when comparing 

the best enhanced low-dosage CE T2 FLAIR images with full-dosage CE T1WI. 

Conclusion: A lower dosage of GBCA on CE T2 FLAIR imaging may produce significant 

enhancement for detecting and characterizing brain lesions, which may reduce the 

accumulation of gadolinium in patients’ certain tissues and thus avoid the 

potential toxicity. 

 

 
FP-145 

联合使用 USPIO 增强 SWI 和平均微血管密度成像监测索拉非

尼抗裸鼠原位肝细胞癌血管生成疗效的研究 

 
杨烁慧

1
,林江

2
,陆方

1
,韩志宏

1
,傅彩霞

3
 

1.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2.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上海市影像医学研究所 

3.西门子深圳磁共振公司 

 

目的 评价联合使用超微超顺磁性氧化铁（ultrasmall superparamagnetic iron oxide，

USPIO）增强磁敏感加权成像（susceptibility-weighted imaging，SWI）和平均微血管密度

成像监测索拉非尼抗裸鼠原位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肿瘤内血管生成

的疗效。 

材料和方法 首先建立 35只裸鼠原位 HCC模型。于基线（建模后第 21天，n = 5）以及使用索

拉非尼（治疗组, n = 15）或生理盐水（对照组，n = 15）连续每天干预后的第 7天、14天

和 21天，在 1.5 T磁共振上行 USPIO增强 SWI检查和平均微血管密度成像，每组每个时间点

各取 5只裸鼠模型。对 SWI 图像上肿瘤内磁敏感信号（intratumoral susceptibility 

signal，ITSS）进行评分；并测量和计算平均微血管密度值（Q）。分别比较治疗组和对照组

组间、以及组内于各个时间点所测得的数据差异；观察 ITSS评分、Q 与病理学肿瘤微血管密

度(micro-vessel density，MVD）之间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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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每个时间点上，治疗组肿瘤的 ITSS评分及 Q 均显著低于对照组（P < 0.05）。治疗组

第 7天的 ITSS评分与基线相仿（P = 0.669），但在第 14天和 21天较基线明显上升（P < 
0.05）；Q 在第 7天较基线显著下降（P = 0.028），随后在 14天和 21天逐渐上升，但始终

低于基线水平。治疗组（含基线）的 Q 与肿瘤 MVD显著正相关（r = 0.753，P < 0.001）；

ITSS评分（不含基线）与肿瘤 MVD显著正相关（r = 0.742，P = 0.002）。 

结论 ITSS和 Q 或能成为评估索拉非尼抗 HCC血管生成疗效的新的影像生物学指标。 

  

 

 
FP-146 

新型磁共振对比剂磁性羟基磷灰石纳米材料的制备及其在 MR

诊断急性肝损中的作用 

 
徐运军

2,1
,董良

2
 

1.安徽省立医院 

2.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目的：制备一种新型磁共振纳米造影剂，可以提高组织的磁共振成像对比噪声比，有助于急性

肝损伤的准确分级及治疗。 

方法：通过一种简单的方法制备出高质量的磁性修饰的羟基磷灰石，再经过调节相应的反应物

的比例，合成出了具有不同磁性能的羟基磷灰石-四氧化三铁复合物，并磁性组装成蠕虫状的

纳米线，获得的产物再经壳聚糖和海藻酸钠的多层修饰后，检测其生物相容性及其磁共振造影

效果。 

结果：造影剂显示出很好的水溶性和生物相容性，包括低细胞毒性和无溶血反应。具有良好的

核磁共振造影效果。 

结论：该磁性纳米造影剂可以显著提高肝脏磁共振造影的对比噪声比，有助于对急性肝损伤的

准确分级以及进一步的治疗。 

 

 
FP-147 

Optimization of the Composition and Dosage of 

PEGylated Polyethylenimine-Entrapped Gold 

Nanoparticles for Blood Pool, Tumor, and Lymph Node 

CT Imaging 

 
Xia Jindong

1
,Xiong Zhijuan 

2
,He Yao 

1
,Zhou Benqing

2
,Qu Jiao

1
,Shen Mingwu 

2
,Shi Xiangyang 

2,3
,Wang 

Yue
1
 

1.Shanghai Songjiang District Central Hospital 

2.College of Chemistry， Chemical Engineering and Biotechnology， Donghua University 

3.CQM-Centro de Química da Madeira， Universidade da Madeira， Campus da Penteada 

 

Here, we report the design and synthesis of Au NPs entrapped within polyethylene 

glycol (PEG)-modified branched polyethyleneimine (PEI) with varying the initial Au 

salt/PEI molar ratios and with the remaining PEI surface amines being acetylated 

for blood pool, lung tumor and lymph node CT imaging. The formed unacetylated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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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etylated PEGylated PEI-entrapped Au NPs (Au PENPs) were characterized via 

different methods. We show that the PEGylated PEI is an effective template to 

entrap Au NPs having a uniform size ranging from 1.7 nm to 4.4 nm depending on the 

Au salt/PEI molar ratio. We then selected {(Au0)100-PEI·NHAc-mPEG} NPs for 

biological testing and show the particles have good cytocompatibility in the given 

concentration range and can be used as a contrast agent for effective CT imaging 

of the blood pool of rats, lung cancer model of nude mice and lymph node of 

rabbits when intravenously injected. Importantly, the {(Au0)100-PEI·NHAc-mPEG} 

NPs could be excreted out of the body with time. Our results indicate the formed 

{(Au0)100-PEI·NHAc-mPEG} NPs hold a great promise to be used for CT imaging of 

various biosystems. 

 

 
FP-148 

增强检查中不同水化方式预防碘对比剂肾损伤的研究 

 
张月英,李天平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030001 

 

目的 比较 CT增强检查中口服和静脉两种水化方式预防碘造影剂肾损伤的效果，明确两种水化

方式的利弊。  

方法 根据纳入和排除标准，选取 2015.9-2017.1在我院行增强 CT的患者 126人，按照是否伴

有糖尿病、高血压分为 A组（无糖尿病、无高血压）64人、B组（有糖尿病或高血压）62

人。然后按将 A组患者随机分为 A1组（口服水化组）31人、A2（静脉水化组）组 33人。B组

患者随机分为 B1组（口服水化组）32人、B2组（静脉水化组）30人。收集所有患者 CT增强

前（24h以内）、增强后第 1天、第 3天、第 7天的肾功能各指标，并根据造影剂肾病概念判

定造影剂肾病发生率。比较 A1、A2各组组内增强前与增强不同时间点肾功能各指标变化情况

及 A1、A2两组对应时间肾功能各指标变化情况，比较 A1与 A2两组造影剂肾病发生率。B组

比较同 A组。  

结果：A1、A2、B1、B2组 CT增强前与增强后各时间段肾功能各项指标比较无统计学差异

（p>0.05）。A1与 A2、B1 与 B2 CT增强前、后各时间段肾功能各项指标比较无统计学差异

（p>0.05）。A1、A2两组造影剂肾病发生率无统计学差异（p>0.05），B1、B2两组造影剂肾

病发生率无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对于行 CT增强检查的肾功能正常患者，口服水化方法与静脉水化方法对预防非离子型

碘造影剂所引起的肾损伤具有同等效果。相比静脉水化，口服水化简便易行，增加了患者舒适

度，降低了医疗成本，值得在 CT增强检查中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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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149 

多层螺旋 CT 冠脉造影对非钙化斑块致血流动力学 

变化的显示价值 

 
宋思远

1
,王星稳

2
,张宁

1
 

1.天津海滨人民医院 

2.华北理工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初步探讨多层螺旋 CT 冠状动脉造影对非钙化斑块导致冠脉血管血流动力学变化的显示价

值。 

方法 将疑似冠心病并进行 CT冠脉造影及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SA），且两种检查结果一致的

86例患者，总计 258支主支血管图像经 EBW工作站后处理后，以 DSA为金标准，根据冠脉血

管狭窄程度分为四组(正常组、轻度狭窄组、中-重度狭窄组、闭塞组），首先测量病变组主支

血管内非钙化斑块前后 3mm 内 CT值，其次随机测量正常组主支血管管腔 CT值。计算单支血管

前后 CT值比值，并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正常血管组别和轻度狭窄的组别比较，斑块前后 CT值无统计学意义（P>0.05）；中-重

度和闭塞的组别与正常血管和轻度狭窄组别比较，斑块前后 CT值有统计学意义（P<0.05）；

中-重度狭窄和闭塞组别比较，斑块前后 CT值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在 256层螺旋 CT冠状动脉造影中，当非钙化斑块致冠脉狭窄达到中度以上时，对冠状动

脉血管血流动力学的变化有显示价值，以此对临床冠心病的诊断和术前预评估有一定意义。 

 

 

FP-150 

双能量 CT 增强扫描对缺血性肠病的诊断价值 

 
程维高,汤春贵,谢应朗,郝淑彬,张丽,王焱莘,马明星 

雅安市人民医院 625000 

 

目的 探讨双能量 CT（DECT）对诊断缺血性肠病的临床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9例经临床证实的急性肠缺血患者的双能量 CT表现。所有患者均行双源双

能量 CT增强检查，包括动脉期、门脉期、平衡期及虚拟平扫、后处理血管重建；24例行 DSA

检查及介入治疗；5例行肠部分切除手术。 

结果 应用 DECT血管重建技术诊断肠系膜上静脉血栓形成 12例、肠系膜上动脉栓塞 9 例、肠

系膜上动脉狭窄 7例、肠系膜上动脉痉挛 1例。本组 29例均获得外科手术或 DSA介入诊疗证

实。肠系膜动脉血栓形成时，肠壁可有强化相对减弱；肠系膜静脉血栓形成时，肠管管壁肿

厚、肠系膜水肿、腹腔积液；肠壁气肿只见于全层坏死，而其它征象均可见于不同病因、不同

程度的肠缺血。 

结论 DECT能准确诊断缺血性肠病的原因，并有助于判断缺血的程度，减少临床误诊误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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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151 

20,418 例 CT 检查非离子型碘对比剂不良反应回顾性分析 

 
曹建勋 

甘肃省人民医院 730000 

 

目的 分析讨论 CT检查高压注射非离子型碘对比剂用药信息与不良反应发生特点，为临床 CT 

检查选择用药、患者告知、针对性各类不良反应处置提供实证依据和参考借鉴。 

方法 对 20,418 例行 CT检查应用非离子型碘对比剂病例的一般资料、碘对比剂用药类型与名

称、不良反应发生时间与症状表现资料等进行回顾性分析研究。其中女性 11679 例、男性

8739 例，年龄最小 3 岁、最大 93 岁，平均年龄（52.1±13.2） 岁。 

结果非离子型碘对比剂各类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0.4 %，次高渗、等渗碘对比剂不良反应发生率

分别为 0.4 %、0.27 %；81 例不良反应中急性 91.6 %，88.9 %发生在注射药物的 15 分钟

内，迟发性 8.6 %；轻中度 97.5 %，重度 2.5 %；次高渗对比剂引起的不良反应 71.6 %，等渗

对比剂引起的不良反应 25.9 %；迟发不良反应主要为等渗对比剂所致，表现为轻、中度。不

良反应症状表现频次依次为皮肤、消化道、中枢神经系统、呼吸系统、循环系统症状。 

结论 碘对剂引起的不良反应以以急性、轻中度为主，检查前应向患者或家属详尽告知；碘对

比剂重度不良反应发生迅速，多系统同时受累，现场有效处置非常关键；等渗碘对比剂所引起

的迟发反应需引起重视。 

  

 

 

FP-152 

Brain tumours at 7T MRI compared to 3T—

contrast:relaxation time shorten effects 

 
Wu Hao,Du Xuesong,Chen Jinhua,Zhang Weiguo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Research Institute of Surgery， Daping Hospital， Thir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Chongqing， China 400042 

 

 

Objectives To compare the contrast agent effect of a dose（38.5 mmol/kg）of 

gadobenate dimeglumine which equal to clinical routine dose of human in a 

orthotopic GBM murine model at two different magnetic field strengths（i.e., 7 

Tesla and 3 Tesla). Methods 10 nude  implanted with U87 cells were examined. 

Signal intensities and relaxation rate were assessed in the lesion and normal 

brain at different magnetic field strengths. Tumour-to-brain contrast and lesion 

enhancement were calculated. Results 15 minutes post administration by 

intravenous routes, increases of longitudinal relaxation rate ΔR1 in  lesion 

regions are significantly higher at 3 T . The corresponding relaxivity ratios 
128
 

r1/
300
r1 = 

128
ΔR1/

300
ΔR1 range from 1.2 to 1.4 , while

128
 r2/

300
r2 = 

128
ΔR2/

300
ΔR2 range 

from 1.4  to 1.6 . The enhanced mean tumour-to-brain contrast and lesion 

enhancement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at 7T than at 3T .Conclusion Higher field 

strengths resulted in lower values of r1, r2 for both tumor tissue and normal 

tissue. The shorten effects remarkable for T2 than T1 provided higher lesion 

enhancement at 7T than 3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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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153 

等渗低浓度碘对比剂（270 mgI/ml）对 CT 灌注参数影响的试

验研究 

 
望云,范丽,李清楚,孙维虎,萧毅,刘士远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200003 

 

目的 探讨使用等渗低浓度碘对比剂碘克沙醇（270 mgI/ml）在兔脑 CT灌注参数的影响。 

方法 将 50只健康成年雄性新西兰大白兔按其将使用的造影剂不同，随机均分为 A组（碘海醇

350 mgI/ml）和 B组（碘克沙醇 270 mgI/ml），分组后使用 256层螺旋 CT对其行脑灌注扫

描，扫描参数均为 80 kV、100 mAs，在 CT图像后处理工作站上获取两组兔脑灌注的 CBF、

CBV、MTT、TTP、Permeability参数值和灌注参数图，分析灌注图中上矢状窦 CT值、上矢状

窦 CNR，脑组织的 SNR，按照四分法评价各组总体图像质量，采用两独立样本 t检验和 Mann-

Whitney U 检验对两组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共有 36只兔脑 CT灌注扫描成功，A组 20只，B组 16只。两组兔 CT脑灌注的灌注参数

值 CBF、CBV、MTT、TTP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A组的 Permeability参数值高于 B

组，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的上矢状窦 CT值、上矢状窦 CNR、脑组织的 SNR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的图像质量主观评分无统计学差异（p>0.05），两名阅

片者之间的一致性 Kappa值为 0.419（p<0.01)。 

结论 使用低浓度对比剂行兔脑 CT灌注成像，与常规浓度对比剂相比，除 Permeability外，

其余灌注参数无明显统计学差异，且图像质量无明显统计学差异。 

 

 

FP-154 

MR imaging of the biliary tract with Gd-EOB-DTPA: 

Quantitatively Evaluation of Liver Function on signal 

intensity 

 
Liu Dong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oochow University 215006 

 

Abstract Purpose: To assess the effect of liver function on biliary tract 

visualization using gadolinium ethoxybenzyl diethylenetriamine pentaacetic acid 

(Gd-EOB-DTPA)-enhanced magnetic resonance cholangiography (CE-MRC), and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liver function on the signal intensity of the biliary 

tract. Materials and methods:  A total of 120 patients with and without liver 

cirrhosis disease (normal liver group, n=60; chronic liver disease group, 

n=60 )were included in our study. All patients were prospectively enrolled for 

evaluation of known or suspected focal liver lesions. The 60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according to their Child-Pugh classification: Normal liver group 

(60); Child Pugh A (30); Child Pugh B (19); Child Pugh C (11). Relative signal 

intensity (RSI) of common bile duct (CBD) (RSI=SICBD/mean SIerect spinae muscle) , and the 

RSI of left hepatic duct, right hepatic duct, segmental branches of intrahepatic, 

cystic duct, gallbladder and liver parenchyma was measured and calculated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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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e way. RSI of CBD and RSI of liver parenchyma was entered into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The mean RSI of liver parenchyma of normal-liver and Child-pugh A to C 

were 7.04 ±0.32, 6.73 ± 0.72, 2.53 ± 1.02, and 2.05 ± 0.11, respectively. The 

average RSI of CBD for the four groups of patients 30 min was 18.04 ±0.29, 17.12 

± 0.41, 3.95 ± 0.63, and 3.33 ± 0.30, respectively. CE-MRC images of normal and 

Child-Pugh A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ose of group B and C in terms of 

both visualization ratings and RSI of CBD. The RSI of CBD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liver RSI (r=0.99, p<0.001). 

Conclusion: The results of our study demonstrate that different liver function 

according to Child-Pugh classification significantly affects biliary system 

visualization in Gd-EOB-DTPA CE-MRC. 

 

 

FP-155 

住院肿瘤患者强化 CT 检查 CI-AKI 风险的研究 

 
高志鹏,赵洪伟,李海洁,张沛坤,王一更,叶兆祥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300060 

 

目的：评估住院肿瘤患者强化 CT检查后对比剂急性肾损伤（Contrast-Induced Acute Kidney 

Injury, CI-AKI）发生几率，分析肿瘤患者 CI-AKI发生的相关危险因素。 

材料与方法： 经学术委员会及伦理委员会批准的由研究者发起的单中心回顾性研究。全部病

例来自我院 2014年 8月 1日到 2016年 12月 31日行胸部、腹部及盆腔 CT检查的 2800 例住院

患者，1400例强化 CT检查，1400例行平扫 CT检查。分为强化组（试验组）和平扫组（对照

组）。纳入条件：(1)患者在 CT检查前 7天内要有一个基线 SCr结果且 eGFR≥60 

ml/min/1.73m2；(2)CT检查后 24-72小时（CIN的发展预期期间）要有一个或多个 SCr结果。

排除标准: (1)SCr数据不足未能检测 AKI的患者；(2)CT检查前基线 eGFR<60 ml/min/1.73m2

的患者；⑶在检查前 14天内使用碘对比剂进行多个不同 CT扫描患者（根据对比剂使用指南确

定阈值为 14天)避免在随后的检查中由于先前的使用的对比剂而产生短暂的急性肾脏影响。对

符合条件的患者进行 1： 1配比的倾向评分，利用多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评估静脉注射碘对

比剂对 CT检查后病人的 AKI 的发生几率。 

结果：在全部 2800例患者中（平扫 n=1400，强化 n=1400）,倾向评分 1:1匹配后，CT 静脉注

射碘对比剂后对 CI-AKI的发生有显著影响（P = 0.04），患者 CT检查后 eGFR较 CT检查前的

eGFR降低： OR值为 2.88；95%可信区间[CI]： 2.42，8.28。 

结论：住院肿瘤患者强化 CT检查静脉注射碘对比剂发生 CI-AKI的几率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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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156 

第三代双源 CT 冠状动脉成像的低剂量低 

对比剂个性化扫描方案研究 

 
刘星,刘杰,张永高,高剑波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使用第三代双源 CT前瞻性 Flash扫描序列，对比不同的对比剂用量方案，探讨低辐射

剂量及低对比剂剂量的冠状动脉成像的个性化扫描方案研究。 

方法：应用双源 Force CT 对 60例心率小于 80的患者行前瞻性 Flash序列扫描。所有患者被

随机分为两组：A组患者对比剂用量为每公斤体重乘以 0.5，流速为 5ml/s（350mgI/mL），B

组对比剂用量为每公斤体重乘以 0.6，流速同 A组（350mgI/mL）。根据第三代双源 CT自带的

Care Dose4D技术自动选择每个患者的最适管电压，对原始数据进行 ADMIRE迭代重建。比较

两组患者的年龄、BMI和心率，两组图像的背景噪声、信噪比和放射剂量，测量并比较两组图

像冠脉各节段的管腔内的 CT值和图像对比噪声比。以段为单位，对两组的冠脉图像质量采用

４分法（1~4分，优~无法评估）进行比较。 

结果：两组患者的图像质量均可满足临床诊断要求，在性别、年龄、BMI、心率及图像的背景

噪声、信噪比和冠脉各阶段对比噪声比及放射剂量方面无显著性差异(p>0.05)，平均有效辐射

剂量（ED）为 0.78±0.24mSv，平均剂量长度乘积（DLP）剂量为 56.01±17.70mGy*cm；两组

平均造影剂用量有统计学差异（p<0.05）（A组平均造影剂用量为 36.2±6.1ml，B组为

42.7±8.4ml）；3支冠脉主干、近端及远段 CT值的比较无显著性差异(p>0.05)，而左心房及

左心室的 CT值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A组均小于 B组；以段为单位，两组冠脉图像质

量平均评分无显著性差异,两组冠脉可评价节段率均>97%。 

结论：在双源 Force CT上对于心率小于 80的患者使用前瞻性 Turbo Flash扫描序列，按患者

每公斤体重乘以 0.5计算对比剂用量的方案可以在低辐射剂量及低对比剂用量下进行冠状动脉

CTA的检查，且可以在亚毫希伏条件下获得满足临床诊断的图像质量。 

 

 

FP-157 

探讨 Flash 扫描模式下对比剂的优化注射方法 

在小儿先天性心脏病中的应用 

 
赵思斯,李真林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610041 

 

目的：探讨二代双源炫速 CT的 Flash扫描模式下，对比剂优化注射方法在小儿先天性心脏病

（先心病）ＣＴ成像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收集 2016年 2月-2016 年 6月于我院行 CT血管扫描的小儿先心病患者 56例，随机分

为 2组。优化对比剂注射组 30例，采用优化后的对比剂注射方案，对比剂与生理盐水按 7;3 

5;5 3;7的比例阶梯混合给药；对照组 26例，采用常规对比剂与生理盐水按 7：3的比例混合

给药方式。记录两组患者上腔静脉、心脏各腔室、肺动脉、升主动脉及降主动脉增强 CT 值。

测定最大心腔平面内左心室、降主动脉、竖脊肌的信噪比（SNR），并获得两组图像该平面的

对比度噪声比（CNR）,客观评价两组对比度噪声比。由 2位经验丰富的放射医师独立诊断并采

用 5分法对图像质量进行评估。 

结果：上腔静脉、右心房、右心室、肺动脉、左心房、左心室、升主动脉及降主动脉的增强

CT值常规组高于优化组（P＞0.05）；优化组图像质量平均分为（3.87±0.58）分，稍低于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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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组（4.23±0.69）分，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两组图像均符合诊断要求，其中优化组上腔静

脉、右心房的图像质量优于常规组（P＜0.05）；两组降主动脉和左室 CNR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结论：对比剂优化注射方法减少了对比剂用量，提高了对比剂的利用率，同时可减少上腔静脉

伪影，提高图像质量，值得临床参考应用。 

  

 

 

FP-158 

High Signal Intensity in the Nucleus Cerebelli and 

Pallidum on Unenhanced T1-Weighted Images: 

Relationship with the Number of Gadolinium-enhanced 

Examinations 

 
Lv Sangying,Hu Hongjie 

Sir Run Run Shaw Hospital (SRRSH) of School of Medicine， Zhejiang University 310016 

 

Purpose：To explor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number of gadolinium-enhance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scans and high signal intensity (SI) in the nucleus 

cerebelli and pallidum on unenhanced T1-weighted images (T1WI).  

Materials and Methods: This study was approved by our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and waived the requirement to obtain written informed consent. The imaging datum 

of six patients, who at least undergone eight brain gadolinium-enhanced scans 

(gadopentetate dimeglumine, Magnevist) from November, 2012 to February, 2017, were 

collected and analyzed. The SI values of the nucleus cerebelli, pons, pallidum, 

and thalamus were measured on unenhanced T1WI. The nucleus cerebelli-to-pons (N-

to-P) SI ratio was calculated by dividing the SI in the nucleus cerebelli by that 

in the pons; similarly, the pallidum-to-thalamus (P-to-H) SI ratio was calculated 

by dividing the SI in the pallidum by that in the thalamus.   

Results: With the scan times increasing, N-to-P SI ratio and P-to-H SI ratio 

increased in all 6 patients. Both SI ratios showed a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with 

scan times.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N-to-P SI ratio and scan times 

ranged from 0.666 to 0.925 in six patients which was high than that of P-to-H 

(ranged from 0.548 to 0.947). In the images of patient 6, both SI ratios became 

higher when scan times increasing,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the N-to-P SI 

ratio was 0.776, while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P-to-H SI ratio was 0.862.  

Conclusion：The high SI in the nucleus cerebelli and pallidum on unenhanced T1-

weighted images may be caused by multiple gadolinium-enhanced MRI scans. 

Furthermore, the P-to-H SI ratio showed higher correlation with scan times, which 

indicated the gadolinium deposition in pallidum more than in nucleus cerebelli.  

Clinical application：High SI in the nucleus cerebelli and pallidum on unenhanced 

T1WI may relate to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gadolinium-enhanced MRI sc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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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159 

钆塞酸二钠 DCE-MRI 定量评估慢性肝炎的实验研究 

 
卢欣, 舒健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646000 

 

目的：探讨钆塞酸二钠 DCE-MRI对慢性肝炎早期诊断和分期的价值。 

方法：实验组（n=60）大鼠腹部皮下注射 CCl4诱导慢性肝炎，对照组（n=10）为生理盐水。

MR增强扫描后用工作站得到最大上升斜率（WIR）、达峰时间（TTP）、最大相对强化程度

（MRE）及肝胆期相对强化程度（RE）。线性回归分析 MR参数与肝炎症活动度（G）、纤维化

程度（S）、脂肪分度(F)相关性，计算偏相关系数 r。采用多因素方差分析（MANOVA）或单因

素方差分析（ANOVA），组间两两比较用 LSD法。P<0.05 被认为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1.TTP和 S正相关（r=0.511，P=0.011），与其他因素无关（P值均>0.05）。WIR、MRE和 G

正相关（r=0.448，P=0.028）、（r=0.486，P=0.016）,与其他因素无关（P值均>0.05）。RE

和 S、G相关（r=-0.515，P=0.010）、（r=0.726，P=0.000），和 F无关（P=0.669）。 

2.ANOVA发现 TTP在 S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9.179, P=0.000），WIR及 MRE在 G 组间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F=3.531，P=0.032）、（F=4.130，P=0.018）。MANOVA发现 RE在 G组间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F=9.802，P=0.001），在 S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2.868，P=0.067）。 

3.TTP在≤S1 期和≥S2期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而 S0~S1期、S2~S4期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WIR、RE不能区别 G0~ G3各期（P值均>0.05）。MRE 能区

分 G0与 G1~ G3期（P值均<0.05），G1~ G3期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 

结论： 

1.肝脏 TTP值能区分≤S1期和≥S2期之间的肝纤维化。 

2. MRE值仅能区别出无炎症活动度的肝脏。 

 

 
FP-160 

基于功能化支化 HPMA 聚合物递送系统的 MRI 对比剂对肿瘤的

诊断研究 

 
肖雪阳,罗奎,龚启勇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610041 

 

目的：研究合成基于聚合物纳米系统 HPMA的磁共振成像对比剂，提高 MRI对肿瘤诊断的准确

性。 

方法：设计并合成功能化的酶敏感的超支化聚合物-Gd偶联物 Branched pHPMA-DOTA-Gd和

PEGylated Branched pHPMA-DOTA-Gd。对比剂弛豫性能研究在体外使用临床 1.5T MRI 西门子

扫描仪对磷酸盐缓冲盐水(PBS)中的一系列不同 Gd(III)浓度的偶联物进行 T1测量。在体内则

是利用西门子 3.0T磁共振仪对注射偶联物对比剂的荷瘤 BALB/c小鼠进行 T1测量。 

结果：在体外 MRI研究中发现 Branched pHPMA-DOTA-Gd和 PEGylated Branched pHPMA-DOTA-

Gd均具有较高的 r1值，分别为 11.27和 19.07 mM-1s-1，比 DTPA-Gd(2.30 mM-1s-1)提高约

五至八倍的增强效果。在体内 MRI研究中发现肿瘤部位注射 DTPA-Gd在 1小时后的信号迅速降

低，而膀胱信号在 30分钟后最强。而注射偶联物的肿瘤则在 3小时后仍具有较高的信号强

度。另外，注射 Branched pHPMA-DOTA-Gd的小鼠膀胱信号在在 10分钟到 3小时之间信号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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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在较低水平，升高不明显，而 PEGylated Branched pHPMA-DOTA-Gd组小鼠膀胱信号则在

10分钟到 3小时升高明显。 

结论：Branched pHPMA-DOTA-Gd和 PEGylated Branched pHPMA-DOTA-Gd偶联物在体内外 MRI

研究中均取得较 DTPA-Gd更强的增强效果。而 PEGylated Branched pHPMA-DOTA-Gd在肿瘤中

降解更快，在获得较好地增强效果同时也能较快地经肾排出，产生体内毒副作用风险更小，较

Branched pHPMA-DOTA-Gd可能是更好的选择。 

  

 

 
FP-161 

IVIM 与 BOLD 联合评估对比剂导致正常兔肾功能 

动态变化的实验研究 

 
郑玉丽,任克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0001 

 

目的：探讨 IVIM及 BOLD联合评估正常兔注射对比剂后肾功能动态变化的可行性 . 

方法：24只正常新西兰兔适应性喂养两周后用随机表法分为 A、B两组，A组 6只，分别在注

射对比剂 24小时前及注射对比剂后的 1h、24h、48h、72h、96h行 IVIM及 BOLD 扫描，扫描

完成后耳缘静脉取血；B组为剩余 18只，在以上每个时间点随机处死三只，取其右侧的肾

脏，制作病理标本。采用单因素重复测量方差比较注射对比剂前后各个时间点肾脏 CO、

OSOM、ISOM、IM各个参数值（D,D*,f,ADC,R2*）的改变，并与病理免疫组化结果及生化指标

结果相结合对照。 

结果：在注射对比剂后 1h，ADC值、D值较注射之前开始下降，24h减小到最低值，皮质 ADC

值、D值 48h恢复至基线，而髓质 ADC值、D值下降时间持续更长，72h才基本恢复至基线。D

值与 ADC值呈显著正相关。皮质 D*值与 f值在注射对比剂 1h后开始下降，24h减小到最小

值，48h开始恢复，72h 虽然仍低于基线水平，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髓质 f值只有在注射对

比剂后 24h低于基线值，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延迟于 D*值的减小。皮质 R2*值注射对比剂前

后各个时间点无差异，而髓质在注射对比剂 1h后 R2*值开始升高，在 24h达到峰值，OSOM和

IM在 48h恢复至基线，而 ISOM 在 72h才恢复至基线。R2*值与 D*值呈低度负相关。注射对比

剂后不同时间点，显微镜下病理切片上肾小管上皮细胞可见不同程度的空泡形成，其中以注射

对比剂之后 24h空泡数量最多，形态最大，同时细胞核染色阳性率最高，缺氧诱导因子 HIF-

1α表达水平最高，切片染色最深，72h基本恢复正常。而血 Scr值只有在注射对比剂之后的

72h明显升高，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明显滞后于 IVIM 及 BOLD值的改变。 

结论：IVIM与 BOLD可以动态监测正常兔注射对比剂后肾功能的动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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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162 

Gd-EOB-DTPA 增强扫描前后 T2 加权成像的 

对肝脏结节显示的比较 

 
蔡华崧,王猛,杨旭峰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510080 

 

目的 在肝胆特异性 MR对比剂钆塞酸二钠增强扫描前后分别行 T2加权成像，比较两期 T2WI对

局灶性肝脏病变的检出及信号强度差异，以探讨 T2WI能否在注射 Gd-EOB-DTPA后扫描。 

材料与方法 回顾性分析 84 例经手术或穿刺病理证实的局灶性肝脏病变患者的临床及影像资

料。每位患者均行增强扫描前-T2WI、Gd-EOB-DTPA动态增强扫描、增强扫描后-T2WI。比较增

强前后两期 T2WI的病灶检出情况、病灶信号噪声比及病灶-肝脏噪声比。 

结果 Post-T2WI组中肝细胞癌、局灶性结节增生、肝转移瘤及肝血管瘤的检出评分均稍高于

pre-T2WI组的评分，但两期的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Gd-EOB-DTPA增强扫描前

肝细胞癌、局灶性结节增生、肝转移瘤及肝血管瘤的 SNR依次为 7.65±0.35、6.13±0.74、

7.83±0.49、16.69±0.52，增强扫描后肝细胞癌、局灶性结节增生、肝转移瘤及肝血管瘤的

SNR依次为 7.27±0.38、5.78±0.70、7.32±0.45、12.37±0.42，两者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01）。Gd-EOB-DTPA增强扫描前肝细胞癌、局灶性结节增生、肝转移瘤及肝血管瘤

的 CNR依次为 2.14±0.37、1.02±0.65、2.33±0.51、13.07±0.49，增强扫描后肝细胞癌、

局灶性结节增生、肝转移瘤及肝血管瘤的 CNR依次为 3.46±0.35、2.06±0.61、

4.28±0.47、9.11±0.52，两者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 

结论 大多数肝脏结节行 Gd-EOB-DTPA增强 MRI检查，增强前后 T2WI对病灶的显示无明显影

响，T2WI扫描序列可以在动态增强扫描后进行。 

 

 
FP-163 

Crossover Intra-individual Comparison Study of Non-

ionic and Ionic Gadolinium Based Contrast Agents in 

the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of C6 Glioma with DCE-MRI 

 
Li Ying,Li Rui,Liu Wenjia,Lou Xin,Ma Lin 

PLA General Hospital 100853 

 

Objective: This study aimed to prospectively compare the non-ionic (godadiamide, 

Gd-DTPA-BMA) and ionic (gadopentetate dimeglumine, Gd-DTPA) Gadolinium based 

contrast agents (GBCA) for dynamic contrast enhance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DCE-MRI) of C6 glioma at 3.0 Tesla. 

Methods: C6 glioma model was established in 18 Wistar rats. DCE-MRI was performed 

6 days after tumor implantation with MR (3.0 T, Discovery 750, GE healthcare, 

Milwaukee, USA) scans. Each rat received two identical DCE-MRI scans with Gd-DTPA-

BMA and Gd-DTPA separated by 24 hours in randomized order. Scanning protocol was 

VIBRANT, including T1map (TR 7.4 ms, TE 2.0 ms, slice gap=3, slice gap=0, 

matrix=160×128, FOV=12cm, Flip angle=2 
o
, 3 

o
, 6 

o
, 9 

o
, 12 

o
, 15 

o
) and dynamic 

enhanced T1WI (Flip angle=12
 o
, the other patameters are the same as T1map) after a 

bolus injection (0.2ml/s) at 0.4 mmol/kg. Image data were processed with t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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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tment model. K
trans

, Ve and VP maps were generated, and the tumors were 

manually segmented on all three dimensional (3D) maps. Kep values were calculated 

with the values of K
trans

 and Ve. Pixel counts and mean values were recorded for 

paired-t test. Three radiologists who were blind to the groups independently 
performed tumor segmentation and value calculation. The agreements from different 

observers were subjective to 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ICC). 

Results: Three readers demonstrated the pixel counts of tumor in K
trans

 map were 

higher with Gd-DTPA-BMA than the counts with Gd-DTPA (P= 0.026, P=0.043, P=0.009). 
Although the K

trans
 and Kep values were higher with Gd-DTPA-BMA than with Gd-DTPA, 

there were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05, all readers), respectively. The 
pixel counts and values of tumor with Gd-DTPA-BMA and Gd-DTPA in Ve map and Vp map 

were similar (P>0.05, all readers). Inter-observer agreement was excellent for all 
assessments (ICC = 0.802-0.983). 

Discussion：It was demonstrated in our study that DCE-MRI apparently captures more 

leaky pixels by using Gd-DTPA-BMA than Gd-DTPA, suggesting that non-ionic GBCA 

with low osmolarity, low viscosity, and low molecular weight could penetrate the 

broken BBB easier and reveal more permeable location in the vascular wall of the 

tumor. K
trans

 and Kep values showed an increased tendency with Gd-DTPA-BMA, but there 

were no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BCAs on Ve and Vp maps since Ve and Vp represent 

the density of contrast agent saved in extracellular fluid and vascular space, 

which are not affected by the permeability. Different GBCAs can potentially 

influence DCE-MRI data at 3.0 T. More leaky pixel were found with Gd-DTPA-BMA in 

C6 glioma model by using DCE-MRI compared with Gd-DTPA. 

 

 

FP-164 

Intrarenal Oxygenation Assessment by BOLD MRI in 

Chronic Kidney Disease Rat Models: Acute Effect of 

Iodinated Contrast Agent Administration 

 
Wang Yi

1,2
,Ren Ke

1
,Zhang Xin

1
,Wang Yongfang

1
,Zheng Yuli

1
 

1.The First Hospital of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2.Shandong Provincial Qianfoshan Hospital 

 

Objective: 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was to evaluate the acute effect of 

iodinated contrast agent administration in intrarenal oxygenation as assessed by 

blood oxygenation level-dependent (BOL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in 

normal rats and chronic kidney disease (CKD) rat models.  

Materials and Methods: CKD was induced by orally adenine feeding in male Wistar 

rats. Normal rats, 2-week and 4-week CKD rats (n = 6 each) were intravenously 

injected with iso-osmolar iodixanol 320 at a dosage of 4 g iodine/kg body weight. 

BOLD MR images were acquired on a 3.0T scanner using a multiple gradient recalled 

echo sequence at baseline and at 1 hour, 24 hours, 48 hours, and 72 hours 

postinjection of iodixanol. R2* was used as the BOLD MRI parameter in renal cortex 

(CO) and outer medulla (OM). R2* was normalized to baseline value to obtain Δ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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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way analysis of variance (ANOVA) and repeated-measure ANOVA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data. 

Results: In normal rats, 2-week and 4-week CKD rats, the basal R2* decreased with 

the progress of CKD in both CO (28.89 ± 2.78 s
-1
, 26.41 ± 2.50 s

-1
 and 26.32 ± 

4.22 s
-1
, respectively; P = 0.327) and OM (32.17 ± 2.87 s

-1
, 25.23 ± 2.82 s

-1
, 

24.70 ± 7.12 s
-1
, respectively; P = 0.026). In normal and 2-week CKD rats, maximum 

elevation of ΔR2* values were observed in both CO (9.75 ± 1.90 s
-1
, P = 0.001; 

10.46 ± 2.08 s
-1
, P = 0.001, respectively) and OM (9.74 ± 1.16 s

-1
, P < 0.001; 

16.41 ± 2.42 s
-1
, P < 0.001, respectively) at 1 hour after administration of 

iodixanol when compared to basal ΔR2*. Magnitude of changes in R2* was more 

obvious in 2-week CKD rats than in normal ones (CO: P = 0.845, OM: P < 0.001). 

Subsequently, ΔR2* values decreased to baseline levels within 72 hours. However, 

in 4-week CKD rats, repeated-measure ANOVA show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imepoints for ΔR2* in renal CO (P = 0.297) and OM (P= 0.815). 

Conclusion: The most obvious acute effect of iodixanol 320 administration in 

intrarenal oxygenation was observed in 2-week CKD rats, whereas no effect was 

observed in 4-week CKD rats 

 

 
FP-165 

Expression and Purification of Protein Based MRI 

Contrast Agent Targeted Integrin αvβ3 and the 

Character study 

 
Leng Yueshuang

1
,Xue Shenghui

2
,Yang Jenny

2
,Wang Xiaoyi

1
 

1.Xiangya Hospital 

2.Georgia State University 

 

Objective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is a non-invasive technique for in vivo imaging 

with high resolution by providing contrast between disease and normal tissues. MRI 

has its advantages in 3D imaging without depth limitation. However, the 

sensitivity is relatively low compared with other optical imaging methods. 

Therefore we developed Protein contrast agents, ProCAs, with a targeting moiety 

for molecular imaging. Integrin αvβ3 is highly expressed in tumor cells and 

activated endothelial cells but not expressed in the normal cell. Because of its 

critical role in regulating tumor progression, metastasis, and angiogenesis, it is 

studied as an ideal target for cancer molecular imaging. ProCA32.RGD is designed 

by Dr. Shenghui Xue to achieve integrin αvβ3 targeted imaging. The hypothesis is 

that ProCA32.RGD has the potential capability to be applied as a clinical contrast 

agent for integrin αvβ3 imaging. 

Method 

The appropriate strain was selected and a greater proportion of noncrystalline was 

obtained by changing the amount of chelating agent required during the 

purification process. The metal binding affinity was determined by the 

luminescence resonance energy transfer assay and the relaxation properties w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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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rmined by NMR analyzer. The selectivity and binding affinity of ProCA32.RGD to 

αvβ3 were valued by immunofluorescence assay and cell attachment assay.  The 

polyethylene glycol was applied to modify ProCA32.RGD to improve its 

characteristics. 

Result 

After expression and purification process, 60mg apo-form protein was obtained from 

the 1L of bacteria. The relaxivity of  ProCA32.RGD was R1 at 33.0 mM
-1
S
-1
 and R2 at 

54.3 mM
-1
S
-1
.  The relaxivity of 40 mM EGTA treated ProCA32.RGD was about 50% 

higher than the 20 mM EGTA treated one. Polyethylene glycol modification can also 

improve the relaxivity of  ProCA32.RGD about 30%. ProCA32.RGD showed great metal 

binding affinity. In the cell adhesion experiment, the number of adherents in CHO 

cells expressing the integrin αvβ3 was three times than the negative control. 

The number of cell attachment in αIIbβ3, αVβ5 and αvβ6 were almost the same 

with the negative control. Cell immunofluorescence assay showed red fluorescence 

that only in ProCA32.RGD treated cell. The fluorescence signal was also observed 

in the polyethylene glycol modified ProCA32.RGD 

Conclusion 

In this study, we improve the expression and purification of ProCA32.RGD. The 

relaxivity and metal binding results indicate ProCA32.RGD can be used as a 

contrast agent. The cell study shows the binding affinity and selective trends to 

integrin αvβ3. It was confirmed that ProCA32.RGD has the ability to act as a 

contrast agent for targeting integrin αvβ3. Make great preparation for the 

following animal experiments. 

 

 

FP-166 

拉萨市应用高浓度碘对比剂在 CT 冠状动脉 

造影检查中的应用研究 
 

沈亚
1
,刘海鹏

1
,史建玲

1
,银武

1
,孔令燕

2
 

1.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 

2.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目的 探讨高浓度碘对比剂在冠状动脉 CT血管造影检查中的应用，并对血管强化程度及分支显

示情况的效果进行评价。方法 收集我院拟诊冠心病行冠状动脉血管造影藏族患者 50例，随机

分为 A、B两组（每组 25例），A组应用 400mgI/ml典迈伦 45ml，给药速度 3.5ml/s；B组应

用 370mgI/ml碘帕醇 65ml，给药速度 4.5ml/s，比较两组冠状动脉主要分支的显示率及大血管

增强的 CT值，并分析高原低压、低氧环境对血管造影检查的影响。结果 50例行冠状动脉造

影检查均满足诊断需要，两组 4个冠状动脉主要分支平均增强值未见明显差异（P＞0.05）。 

结论 在高原地区应用高浓度碘对比剂行冠状动脉 CT检查，可降低给药速度与剂量，能够达到

常规造影剂剂量使用的同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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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167 

半量对比剂能谱单能量在肾动脉成像的可行性研究: 

与常规 120kVp 对比 

 
雷雨欣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712000 

 

目的：探讨半量对比剂结合能谱单能量成像在肾动脉成像的可行性。 

方法：收集行肾动脉 CTA成像的患者 41例，随机分为对照组 A（21例）、研究组 B（20

例）。A组常规扫描：管电压 120kVp,smart mA,噪声指数 NI=12,螺距 1.375:1。B组能谱扫

描：管电压 140kvp和 80kvp 瞬时切换，扫描协议根据患者常规 120 kVp、NI10-5 mm的平均毫

安秒个性化选择。两组均采用非离子对比剂，浓度 350mgI/ml，A组对比剂用量 600mgI/kg 体

重，B组对比剂用量 300mgI/kg体重，流速均为 4ml/s,采用团注追踪触发技术，触发阈值

180HU，后延迟 5.4s触发扫描，追加生理盐水 30ml。A组重建 1.25mm、40%ASIR图像，B组重

建 40、45、50、55、60、65、70kev单能量 1.25mm、40%ASIR图像。将所有图像传入 AW4.6工

作站，行 MPR、VR、CPR重建。由两名有经验的放射科医师对血管的清晰度、锐利度及肾动脉

分级采用 5分制进行双盲法主观评价，应用 Kappa检验比较观察者评分的一致性。分别测量

左、右肾动脉及同层面前腹壁脂肪的 CT值及 SD值，计算肾动脉信噪比（SNR）和对比噪声比

（CNR）：SNR=CT值血管/SD值脂肪，CNR=CT值血管－CT值脂肪/SD 值脂肪。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对 A组与

B组 7组单能量图像的 CT值、SD值、SNR、CNR进行统计分析。记录两组对比剂用量。 

结果:两组一般资料和辐射剂量无统计学差异（p＞0.05）。B组比 A组对比剂用量降低了 51. 

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0），B组 55kev的 CT值与 A组等效，55、60kev的 SD 与 A组

最为接近，55kev的 SNR与 A组最为接近，50-65kev的 CNR 与 A组最为接近。 

结论: 在能谱 CT单能量肾动脉成像中，半量对比剂的 55-60kev的能量点接近常规剂量的图

像质量。 

  

 

 

FP-168 

评估磁共振增强扫描不同剂量对比剂对腹部脏器强化程度影

响的研究 

 
陈晓,孟晓岩,余浩,竺笛,邹显伦,陆静瑜,罗馨,周丽,李震,胡道予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探索磁共振对比增强扫描不同种类、不同剂量对比剂对肝脏、肾脏、胰腺信号的差异有

无影响。材料和方法：对 103例要行腹部磁共振增强扫描的患者采集 3D LAVA-Flex序列，58

例为马根维显，45例为欧乃影。造影剂为马根维显的 37例采用 0.3ml/kg，21例为

0.2ml/kg；造影剂为欧乃影的 26例采用 0.3ml/kg，19例为 0.2ml/kg。动脉期采集时间是注

入后 13s-18s，门脉期为 30s-48s，比较两种剂量下肝脏、肾皮质、胰腺和肌肉信号值的对比

度（contrast ratio, CR）和强化程度（enhancement ratio, ER），CR =(SI - SI 肌肉)/(SI 

+ SI 肌肉)，ER = (SIpost - SIpre)/SIpre。 

结果：造影剂为马根维显时，动脉期肝脏、左肾皮质、右肾皮质、胰腺信号的 CR、ER在两种

剂量间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值分别为 0.061、0.092、0.075、0.256，0.490、0.551、

0.277、0.295。门脉期 CR、ER在两种剂量间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值分别为 0.131、

0.986、0.425、0.877，0.744、0.064、0.060、0.105。造影剂为欧乃影时，动脉期肝脏、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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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皮质、右肾皮质、胰腺信号的 CR、ER在两种剂量间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值分别为

0.715、0.109、0.301、0.305，0.650、0.158、0.183、0.322；门脉期 CR、ER在两种剂量间

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值分别为 0.674、0.866、0.435、0.235，0.234、0.201、0.198、

0.087。 

结论：磁共振对比剂增强扫描，在动脉期和门脉期，采用剂量为 0.3ml/kg与 0.2ml/kg 的马根

维显或欧乃影，肝脏、双肾皮质、胰腺信号的 CR和 ER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因而可以采用与

0.2ml/kg的马根维显进行腹部扫描。 

 

 
FP-169 

比较 3T 上八种含钆对比剂的 T1 和 T2 弛豫率的温度变化 

 
沈亚琪

1
,John N. Morelli

2
,Frank Goerner

3
,Christopher Snyder

3
,胡道予

1
,李小明

1
 

1.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2.St. John’s Medical Center Tulsa， OK 

3.Department of Radiology， University of Texas Medical Branch (UTMB)， Galveston， TX 

 

目的 比较并计算八种溶于人全血的含钆造影剂的 T1和 T 2弛豫率与温度的函数关系。 

方法 八种商用含钆造影剂等比稀释溶于人全血中，浓度从 0.25-4mM.采用定制的模具，将各

种浓度的溶液置于气密性较好的圆柱体并浸于水中，后者用于调节温度。所有样品在 3TMR扫

描仪上进行扫描，采用的为 15通道膝关节线圈。T1 map是采用一系列的标准反转恢复序列采

集信号并计算获得，TI的范围从 30ms至 3200ms。T2 map采用的为不同 TE的多回波序列采集

信号并计算获得，TE的范围从 20ms至 600ms。T1map和 T2map均在同一温度范围内同时采集

获得，温度 25 至 43 (25, 32.5, 37, 39, 43±0.5℃)，由一个循环水泵和实时 MR光纤探针

监测模具内温度。采用定制的 Matlab程序自动放置 ROI和测量模具内样品的信号值。并采用

sigmaplot12.0计算 T1和 T2弛豫时间及其倒数。采用 Reichenbach推导的公式用于函数关系

的推导。 

结果 3T 上，所有含钆造影剂的 T1和 T2弛豫率均与温度呈不同程度的负相关，其中环形结构

的含钆造影剂随温度升高下降的幅度快于直线结构的含钆造影剂。 

结论 本研究证实了含钆造影剂随温度升高，T1和 T2弛豫率均有不同程度下降，其环形结构

的含钆造影剂下降幅度高于线性结构的含钆造影剂。为不同造影剂用于病理状态人体，其强化

特征受体温影响提供实验依据。 

  

 

 
FP-170 

Acute Kidney Injury in Patients with Nephrotic 

Syndrome Undergoing Contrast-enhanced CT for 

Suspected Venous Thromboembolism: A Propensity Score-

matched Retrospective Cohort Study 

 
Tao Shumin,Zhang Longjiang,Lu Guangming 

Jinling Hospital 21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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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pose To determine whether intravenous iodinated contrast material 

administration increases the risk of acute kidney injury (AKI) in patients with 

nephrotic syndrome undergoing contrast-enhanced CT for suspected venous 

thromboembolism. 

Materials and Methods Patients with nephrotic syndrome undergoing contrast-

enhanced CT pulmonary angiography and renal CT venography examinations for 

suspected venous thromboembolism were retrospectively identified (n=701). The 

control group consisted of patients with nephrotic syndrome receiving non-contrast 

CT (n=1053). Two different 1:1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models using 3 or 10 

variables were developed for each estimated glomerular filtration (eGFR) subgroup. 

Overall incidence of post-CT AKI including incidence in each eGFR subgroup and 

clinical outcom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ere assessed and compared by standard 

AKI criteria and Acute Kidney Injury Network (AKIN) criteria. 

Results After matching with 3 variables, the total AKI incidence in the contrast-

enhanced CT and non-contrast CT groups were 2.7% vs 2.5% (standard AKI criteria) 

and 4.2% vs. 6.7% (AKIN criteria) (P=1.00 and 0.05), respectively. After matching 

with 10 variables, the AKI incidences were 3.1% vs. 2.6% (standard AKI criteria) 

and 4.1% vs. 7.4% (AKIN criteria) (P=0.72 and 0.03), respectively. After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with 3 or 10 variables and using the standard AKI 

criteria, the AKI incidences of each eGFR subgroup in the contrast-enhanced CT 

group were not higher than non-contrast CT group (lowest P=0.46≥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for the emergent dialysis rate in AKI patient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lowest P=0.19≥0.05). 

Conclusion Intravenous contrast material administration during CT for suspected 

venous thromboembolism was not found to be a risk factor of AKI in this large 

cohort of patients with nephrotic syndrome. 

 

 
FP-171 

Imaging and Therapeutic Effectiveness Evaluation 

Using 11C-PK11195 and 18F-DPA-714 Micro-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 

 
Luo Song,Kong Xiang,Lu Guang Ming,Zhang Long Jiang 

Department of Medical Imaging， Jinling Hospital 210002 

 

Neuroinflammation is an important factor in the pathogenesis of acute hepatic 

encephalopathy (AHE). 
11
C-PK11195 and 

18
F-DPA-714 targeted to translocator protein 

(TSPO) has the potential to be used in 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 (PET) as a 

molecular probe of neuroinflammation.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compare two 

radiotracers, 
11
C-PK11195 and 

18
F-DPA-714, and their effectiveness in detecting 

neuroinflammation for the imaging of AHE rat models. Furthermore, using the new 

radiotracer 
18
F-DPA-714, we analyzed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rapeutic treatment for 

neuroinflammation in AHE. First, we performed a comparative study of 
11
C-PK1195 and 

18
F-DPA-714 PET to image neuroinflammation in AHE rats induced by thioacetamide. 

Twenty-four rats were divided into either a control (n=12) or AHE group (n=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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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xt, each group was subdivided depending on the radiotracer used during PET 

imaging (n=6). Radiotracer uptake values encompassing the whole brain were 

compared. Lastly, we used the optimized tracer to monitor anti-neuroinflammation 

effects in AHE-induced rats. Forty-six rats were divided into four groups: [normal 

saline (NS) group (n=13), minocycline (MINO) group (n=11), dexamethasone (DEXA) 

group (n=11), MINO+DEXA group (n=11)]. 
18
F-DPA-714 PET was performed and the uptake 

values were calculated. The rotarod test, biochemical indices, and 

histopathological examinations were quantitatively measured and compared. AHE rats 

showed reduced motor ability, elevated ammonia levels, and higher liver function 

indices (all P<0.05) with unchanged inflammatory factors (all P>0.05), compared to 
the control group. Both 

11
C-PK11195 and 

18
F-DPA-714 PET can detect neuroinflammation 

of AHE rats. Behavioral studies showed that MINO and/or DEXA improved the motor 

ability in AHE rats (P<0.05); however, no differences were found for liver 
function or inflammatory markers among the four groups (all P>0.05). The average 
uptake values of whole brain and multiple brain areas in the MINO+DEXA group were 

lower compared to all other groups (all P <0.05), which was demonstrated by CD11b 
stains of microglia. Our results show that both 

11
C-PK11195 and 

18
F-DPA-714 PET can 

detect neuroinflammation in AHE-induced rat models. Additionally, the combined use 

of minocycline and dexamethasone can effectively inhibit neuroinflammation in AHE-

induced rats, which can be sensitively monitored by 
18
F-DPA-714 PET. 

 

 
FP-172 

16 例非 HIV 感染的隐球菌肺炎的临床及 CT 诊断 

 
张惠娟 

福建省立医院南院 350000 

 

目的:对 16例非 HIV患者且病理确诊为肺隐球菌病的患者进行临床资料的相关分析,总结肺隐

球菌病的好发人群,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影像学表现,相关治疗及预后。为非 HIV肺隐球菌病

诊断,治疗及随访提供一定的建议及思路. 

方法 采用回顾性分析的方法,总结分析 16例非 HIV肺隐球菌病患者的临床表现,发病 时间,

实验室检查、胸部 CT表现,治疗及预后,并进行相关统计学分析。 

结果：16例患者中，男性,9例,女性 7例。患者最大年龄为 73岁,最小年龄为 22岁,其中 40-

60岁的患者占 54.7%。9位患者具有免疫功能低下的相关因素。出现临床表现的患者共 8人,

症状主要为咳嗽(62.63%),胸痛(46.48%),发热(11.56%),呼吸困难(13.15%),咯血(3.13%)。胸

部 CT表现为肺部的单发结节或肿块,多发结节或肿块,浸润型或混合型。病灶位于左肺的 6例,

位于右肺的 8例,位于双肺的 5例。16例患者中淋巴细胞减少的 4例。10例行脑脊液检查,1

例阳性。4例行血荚膜抗原试验,3例阳性。病理表现上其中 8位患者表现为肉芽肿性炎,1位

患者表现为肉芽肿性炎合并淋巴为主的炎症,2位表现为淋巴细胞为主的炎症,5例表现为机化

性肺炎,4例表现为坏死性肺炎。治疗上 9位患者完全治愈,7位患者部分好转,3位病变进展或

复发,2人失访,无死亡病例。结论 1.免疫功能低下的患者临床症状更显著。2. 免疫功能低下

的患者胸部 CT范围更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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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173 

肺奴卡菌病的 HRCT 表现 

 
龚静山,刘永光,杨敏洁,徐坚民 

深圳市人民医院 518020 

 

目的 描述肺奴卡菌病的 HRCT 表现。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9 年 1月~2017年 7月间，我院确诊

的 7例肺奴卡菌病临床和影像学资料。结果 2例患者有免疫功能低下（1例恶性肿瘤病史，1

例肾病综合症患者伴有医源性库欣综合症），5例患者免疫功能正常。2例患者有支气管扩

张。HRCT表现包括：7例患者均有多发实变且 2例实变内伴有空洞形成和 1例增强扫描实变内

有不均匀强化区， 结节/肿块 3例，小叶中央型结节 2例， 小叶间隔增厚 3例，胸腔积液 2

例。结论 肺奴卡菌病可见于免疫功能低下和正常患者。多发实变是肺奴卡菌病的主要表现，

但其 HRCT表现多样化，而且缺乏特异性。熟悉肺奴卡菌病 HRCT表现，可以帮助放射诊断医师

将本病列入鉴别诊断，特别是在免疫功能低下患者中，有助于临床的诊断与治疗方案的实施。 

 

 

FP-174 

免疫正常人群原发性肺隐球菌病及艾滋病合并肺隐球菌病的

临床、CT 特征分析 

 
屈艳娟,徐丽莹,廖美焱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430071 

 

目的：研究和分析免疫正常人群原发性肺隐球菌病以及艾滋病合并肺隐球菌病的临床、CT表

现。 方法：回顾性分析两组组织病理学确诊的肺隐球菌患者的临床表现和 CT征象，其中一组

26例为免疫正常人群原发性肺隐球菌病，另一组 13例为艾滋病合并肺隐球菌病，并统计比较

两组之间 CT征象的差异与临床特征之间的联系。 结果：免疫正常人群组中病人年龄 24到 79

岁，平均年龄 49.5岁；男性 20例，女性 6例。18例病人临床表现以咳嗽居多，共 14例，占

总数 53.8%。结节为最常见 CT表现，共 21例，占总数 80.8%；其中 8例单发，9例簇状多

发，4例散在多发；21例结节阳性病例中 14例有结节周围晕征。病灶多发生于双肺下叶（15

例，57.7%）， 并多分布于外带（18例，占 69.2%）。磨玻璃样影多见于老年人群，占

66.7%，P<0.01。艾滋病组中病人年龄 1到 54岁，平均年龄 33.6岁；男性 7例，女性 6例。

13例病人临床表现以发热居多，共 8例，占总数 61.5%。两肺弥漫多发结节为最常见 CT表

现，共 8例，占总数 61.5%，结节周围晕征有 4例。病灶分布无特异性。磨玻璃样影有 3例；

肿块及囊性空洞表现各 1例。 结论：免疫正常人群原发性肺隐球菌病患者年龄较艾滋病合并

肺隐球菌病患者年龄大，临床首发症状不同，胸部 CT表现有一定差异，这与免疫力的强弱有

关。免疫正常人群原发性肺隐球菌病典型的 CT表现为双肺下叶外带簇状多发结节灶并结节周

围晕征；艾滋病合并肺隐球菌病以两肺弥漫多发结节为最常见 CT表现。本病确诊有赖于多途

径找到隐球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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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175 

肺炎性假瘤的影像诊断及误诊情况分析 

 
陈洋,蔡亲磊 

海南省人民医院 570311 

 

目的：探讨肺炎性假瘤的影像学特点，以便与其它肿块性病变特别是周围型肺癌鉴别。 

方法：回顾分析 48例经手术病理证实的肺炎性假瘤的 X 线胸片表现和 CT征象以及误诊情况。 

结果：X线胸片一般只能查出异常结节团块影，CT则可显示某些特征性征象。全部病例均行 X

线胸片检查，首诊误诊率 70.8％（34例），CT检查 38例，首诊误诊率 47.4％（18例）。病

灶多单发，偶见多发，多位于肺胸膜下，＜3cm病灶多呈圆形或椭圆形，边缘清楚、光滑，密

度均匀，3cm以上病灶呈不规则团块状，密度均匀或不均匀，边缘不规则，可有浅分叶征，晕

圈样炎性浸润影，粗长毛刺，“核桃尖”样突起，基于胸膜方形征，广基底与胸膜相连，靠近

肺门侧可见增粗、扭曲的肺纹理或引流支气管影。增强扫描病灶多呈不均匀明显强化。 

结论：肺炎性假瘤影像表现多种多样，充分认识和分析与炎性病变相关 CT表现特征，结合呼

吸道感染病史，提高诊断正确率和减少误诊是很有帮助的。 

 

 
FP-176 

42 例免疫相关性疾病胸部表现初步总结 

 
唐永华,严福华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200025 

 

 [目的] :分析经临床确诊的 42例免疫相关性疾病的胸部 CT及相关系统累及的影像学表现，

以提高对此类病变的诊断水平。[材料与方法] :通过住院 PACS系统收集患者临床表现，实验

室及影像学资料，及相关手术、病理检查资料，分析其临床表现及影像学特点，所有患者常规

行多排 CT行胸部平扫或增强 CT检查，累及大血管病例均行胸部 CTA检查。[结果] :1.临床资

料：患者男 20例，女 22例，男女之比为 0.909：1，平均年龄 49.79岁，其中儿童 1例。患

者临床表现各异，有发热咳嗽，胸闷气急，咯血，反复皮疹关节疼痛，慢性肾功能不全，突发

视力减退，头痛呕心呕吐，口腔生殖器溃疡伴下肢深静脉血栓，2例急性胸痛，反复发热便

血、皮疹。其胸部 CT表现为间质性肺病，纵膈淋巴结增大，环礁征，血管炎肉芽肿结节，两

肺多发斑片磨玻璃结节，肺动脉栓塞、升主动脉、主动脉弓、降主动脉、胸主动脉管壁增厚伴

强化，右侧锁骨下动脉、升主动脉假性动脉瘤伴溃疡形成，肺动脉高压。本组 42例病变有 9

例白塞病，7例 ANCA相关性血管炎， 5例结节病，大动脉炎、红斑狼疮各 4例，系统性硬

化、皮肌炎和肉芽肿性多血管炎各 2例，结节性多动脉炎、红皮病、淀粉样变、朗格汉斯细胞

组织细胞增生症、SWEET综合征、克罗恩病、慢性肾移植后排异各 1例。[结论] : 免疫相关

性疾病胸部影像学表现各异，影像学医师应掌握其常见和少见临床表现及发病机制，可提高本

病影像学诊断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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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177 

重症登革热的胸部影像表现 

 
胡天丽,刘晋新 

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 510060 

 

目的 探讨重症登革热患者的胸部影像表现。 

方法 回顾性分析 75例经临床确诊的重症登革热患者的胸部影像资料。 

结果 34例胸部 CT中有 31 例出现阳性表现，其中胸腔积液 22例，磨玻璃影 20例，实变影 11

例，小叶间隔增厚 4例，小结节 3例，支气管血管周围间质增厚 2例；75例 X线胸片中有 20

例出现阳性表现，包括胸腔积液 12例，磨玻璃影 8例，实变影 7例，小结节 1例。 

结论 综合本研究胸部 X线及 CT表现分析，胸腔积液、磨玻璃影及实变影是重症登革热患者的

主要胸部影像表现，结合胸部 X线与 CT、临床资料及实验室检查可提高对重症登革热的认

识。 

 

 

FP-178 

机化性肺炎的影像诊断 

 
彭德昌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30006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回顾性分析经病理证实的 FOP18例。男 14例、女 4例，年龄 36~76 岁，平

均 58.18±11.80 岁。急性起病 4例、慢性 14例。临床上 14例以咳嗽、咳痰就诊，6例发

热、5例咯血，3例胸痛，1例体检发现。合并糖尿病、COPD3例。依据病灶的形态将 FOP 分为

结节影（≤3cm）、球形肿块影（＞3cm）和楔形实变三型。 

1.2 检查方法 采用 Siemens 128 层螺旋 CT机。4例 CT平扫、3例直接增强扫描、11例 CT

平扫+增强。扫描范围从肺尖到肺底，扫描参数：管电压 120kV，管电流 250mAs，层厚 5mm，

层距 5mm，螺距 0.5mm。增强扫描对比剂采用碘普罗胺（含碘 300mgI/ml），使用高压注射器

经肘前静脉以 4.0ml/s流速团注注射 80ml行动脉期、静脉期及延迟扫描。 

1.3 图像分析 观察病变部位、大小、形态、边缘、密度、内部结构、与胸膜的关系及肺门、

纵隔淋巴结肿大,强化方式、强化程度等。 

1.4 病理检查 标本均常规固定、包埋，连续切片后分别行 HE染色。  

2 结果 

2.1 CT表现 

 病变部位：左肺病变 6例，且均位于左下肺；右肺 12例，其中右下肺 6例，右上肺 5例，

右中肺 2例。18例病灶中，14例位于胸膜下，肺中央 4 例。 

   病变大小及形态：楔形实变型 9例；结节型 5例，约为 2~3cm；球形肿块 4例，约为

4~5cm。 

 病变边缘：7例边缘分叶，11例见毛刺，其中长毛刺 6例，弓形凹陷征 2例，彗星尾征 1

例。8例边缘模糊，6例清楚，部分清楚部分模糊 4例。 

 病变密度：13例病灶内可见坏死腔，边缘环状强化，内壁光整，空泡影 5例。14例增强扫

描病灶中 8例可见正常肺血管穿行。病灶均匀强化 1例，不均匀 12例，延时强化 11例。纵膈

或肺门淋巴结肿大 4例。 

  病变邻近改变：病灶周围可见斑片、条状密度增高影 12例，胸膜牵拉 12例，邻近胸膜肥

厚 10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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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179 

HIV 继发胸部马红球菌病的影像诊断与鉴别诊断 

 
伍国伟 

柳州市龙潭医院 545005 

 

目的 探索 HIV继发胸部马红球菌病的影像特点； 

方法：通过细菌检查、支气管镜下取活检、浅表淋巴结活检、经肺穿刺、手术病理等方式确

诊，回顾研究研究分析 182 例 HIV继发胸部马红红球菌病病灶分布、形态、边缘、大小、测量

其平扫、增强 CT不同时期 CT值变化，部分结节、团块病例进行 MR检查，观察其 DWI 信号；

与同期确诊的肺结核、肺间质病变、肺癌进行对照； 

结果 患者多形态病灶发生率明显低于结核，其肺间质病灶集中于中下叶，增强 CT扫描与空洞

型肺癌空洞壁延时 60sCT值对照，马红球菌脓肿壁造影剂多呈快进快出，与空洞型肺癌造影剂

在一定时间内持续上升，p 值<0.05，具有显著性差异； 

结论 HIV继发胸部马红球菌病具有一定的特点，综合分析，利用这些特点，可以为临床早诊断

提供依据。 

  

 

 
FP-180 

磁共振弹性成像与 T1ρ 成像在肝脏纤维化分期的对比研究 

 
邹立秋 

深圳市南山区人民医院 518053 

 

目的 比较磁共振弹性成像（MRE）与 T1ρ成像（T1ρimaging）在肝脏纤维化分期中的诊断价

值。 

方法 将 60只健康新西兰大白兔随机区组分组法分为造模组（HF组）（n=44只）、对照组

（n=16只）。HF组兔每周注射经颈背部皮下注射 0.1ml/kg, 50%的 CCl4油溶液建立肝纤维化

模型。造模组按预实验结果在注射 CCl4后第 4、5、6、10周末随机选 HF组兔 8只、对照组 4

只进行肝脏 MRI常规轴位 T1WI、T2WI序列及轴位 MRE、T1ρ 成像序列成像，在弹性图上测量

肝脏的硬度（LS），T1ρ成像测量同层肝脏 T1ρ值，取均值 。取兔肝组织病理学检查采用

Scheuer 评分法进行纤维化分期。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各组间 LS值均数、T1ρ值均数的

差异；采用 Spearman相关性分析，分别比较 LS值、T1ρ值与 HF病理分期间的相关性，采用

ROC工作曲线，比较 MRE与 T1ρ成像对肝纤维化分期的诊断效能。 

结果 随着肝纤维化的进展，MRE上测得的 LS值及 T1ρ相应增加，不同分期之间的 LS 值、

T1ρ值存在显著差异（P<0.005），除了 F0与 F1、F2，F1与 F2之间无显著性差异

（P>0.05）。LS值与肝脏纤维化分期的具有显著的相关性（r=0.916，P<0.001）比 T1ρ值的

相关性好（r=0.608，P<0.001）。LS的曲线下面积（AUC）均明显大于 T1ρ值的 AUC（≥F1，

0.979 vs 0.712；≥F2，0.922 vs 0.699；≥F3，0.949 vs 0.867；F4，0.843 vs 0.795）。

结论：肝脏弹性硬度值的 AUC大于 T1ρ值的 AUC显示 MRE在预测肝脏纤维化分期的优于 T1ρ

成像，并且对均有较高的特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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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181 

强直性脊柱炎骶髂关节活动性的 MR 评估 

 
张晓东 

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510630 

 

前言 强直性脊柱炎 (ankylo sing sp ondyliti s ,AS ) 是一种主要累及骶髂关节 

(sacroiliac j oint,sIJ )和脊柱等中轴关节的慢性自身免疫性疾病,属于血清阴性脊柱关节

病(SPA)的一个亚 型。该病发病高峰年龄为 2 0 ~ 3 0岁 ,发病率约 0 .2 % ~ 1 .6 % ,男

女之比约为 3 ︰ 1 。AS活动与否同治疗、预后密切相关,因此其活动性的检测非常重要 。 

目的 分析 MR评估 AS骶髂关节病变活动性的价值。 

方法 分析常规 MRI，对比增强 MRI(contras-tenhanced MRI, CE-MRI)及扩散加权成像

(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DWI)在 AS骶髂关节炎性活动性评估中各自的价值与优势/不

足。 

结果 研究表明 MRI 检测骨髓水肿是诊断 AS 活动性的重要方法, CE-MRI 可以定量观测 AS 

的炎性活动变化，联合应用 CE-MRI可增强 T2 WI-STIR 序列判断 AS炎症活动性的信心但由

于对比剂的介入,有可能导致患者肾脏纤维化的增加或加重原有肾脏疾病,因此不常用 于 AS 

活动性的检测。 DWI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功能性 MRI 技术 ,是一种可靠 、精确地检测病变

的定量方法。由于 IVIM的引入 ,不需要对比剂就可从分子水平对疾病微循环灌注进行研究,是

目前唯 一能够在活体检测组织分子扩散运动及微循环灌注的成像方法。研究表明 IVIM DWI的

影像生物指标 Dslow 和 f 值 可以定量评估 AS活动性及监测疗效。 

结论 IVIM DWI 应用于 AS活动性骶髂关节炎及炎症活动性评价方面具有巨大的潜在价值，有

待于深入研究和临床推广使用。 

 

 
FP-182 

中国传染病放射影像大数据共享平台的现状及应用 

 
李莉,李宏军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100069 

 

为了促进中国传染病影像大数据研究，更好地支撑传染病临床医疗，充分挖掘共享数据的价

值，推动中国传染病诊治医疗水平的快速发展，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医院医学影像中心秉承

“共建、共享、共赢、共联”的理念建立了中国第一个传染病放射影像大数据共享平台。中国

传染病放射影像大数据共享平台（简称平台）是采用大数据技术建立一个多中心注册登记平

台，平台内 CRF表不仅覆盖 39种法定传染病，而且包括新发和复发传染病，真正实现专病专

表。全国各省市、各级医院的影像科医技人员均可免费申请平台账号，随时在平台上录入病历

数据，系统将自动对数据进行整理、分析和汇总，充分挖掘数据的价值，为传染病影像学的科

研提供智能的服务。平台的参与者承担和享受平台规定的责任和义务，平台的资源共享，所发

表的文章按照贡献大小排名。平台还将面向临床提供传染病患者分析、地域分析、预防分析等

分析型应用，实现患者数据的聚合化、结构化、标签化、可视化展示，为多中心科研、临床科

研大数据应用提供进一步的智能化数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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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183 

肝移植术后肺部细菌、病毒及真菌感染 CT 表现的对照研究 

 
覃杰,郑梅 ,郭月飞, 陈秀珍, 李创锋, 董云旭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510150 

 

目的：对比研究肝移植术后肺部细菌、病毒及真菌感染的 CT表现。 

方法：回顾性分析 453例肝移植术后肺部感染患者的 CT表现。453例患者均在发烧及/或咳嗽

24h内行 CT检查并且一周内确诊为细菌、病毒或真菌感染。两位放射科医师分析 CT图片，共

同商量取得一致结果。 

结果：肝移植术后肺部细菌、病毒及真菌感染分别为 63.4%、29.4%和 24.5%。70个大结节

（≥1cm）中的 38（54%）个见于肺部真菌感染患者。在肺内出现大结节的患者中，肺部真菌

感染患者（54%，38/70）多于细菌感染患者（10%，22/220）（54% vs 10%，p=0.0059）及病

毒感染患者（8%，6/78）（54% vs 8%，p=0.0011）。在出现晕轮征的患者中，肺部真菌感染

（38/70，54%）多于细菌感染（17/220，8%）（54% vs 8%，p=0.0026）和病毒感染（7/78，

9%）（54% vs 9%，p=0.0015）。肺实变、磨玻璃病灶、小结节、胸腔积液和肿大淋巴结在肝

移植术后肺部细菌、病毒及真菌感染中的出现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大结节伴有晕轮征提示肝移植术后肺部真菌感染，其余征象无助于三者的鉴别诊断。 

 

 

FP-184 

AIDS 合并耐多药肺结核的 CT 表现 

 
李春华,吕圣秀 

重庆市公共卫生医疗救治中心 400036 

 

目的：探讨 AIDS合并耐多药肺结核的 CT表现，提高对 AIDS 合并耐多药肺结核的影像诊断水

平。 

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收治的 76例 AIDS合并 MDR-TB患者的临床及影像资料，分析其 CT表

现。 

结果：76例患者中 56例表现为实变，35例表现为粟粒结节，33例表现为胸腔积液，58 例伴

有纵隔淋巴结肿大，胸膜增厚 14例，钙化 2例，11例表现为空洞，支气管扩张 18例，合并

腹腔结核 22例，颅内结核 15例。 

结论：艾滋病合并耐多药结核主要表现为急性播散性病变，渗出、实变、粟粒结节影、胸腔积

液及纵隔淋巴结肿大多见，CT表现有一定特征。 

 

 

FP-185 

AIDS 患者相关性颅内隐球菌感染影像学征象分析 

 
许传军,胡志亮 

南京市第二医院（江苏省传染病医院） 210003 

 

目的 探讨艾滋病（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 AIDS）人群中枢神经系统隐球

菌感染的 MRI影像学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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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方法 回顾分析 2011年 7 月至 2017年 3月期间收治的 AIDS并隐球菌性脑膜炎

（cryptococcal meningitis, CM）,且尚未接受抗反转录病毒治疗患者的颅脑磁共振成像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以及临床资料。明确的或者临床怀疑合并中枢神经系

统其他疾病的患者未纳入分析。 

结果 共有 39例患者纳入分析，其中位 CD4细胞计数为 13×10
6
/L[（0～205）×10

6
/L]，

94.9%（37/39）的患者 CD4 细胞计数＜100×10
6
/L。39例患者中 26例患者存在颅脑异常 MRI

信号, 可表现为多部位受累，最常累及的部位为基底节区（20/26，76.9%)。该基底节区病灶

常表现为血管周围间隙（Virchow-Robin space，VRS）扩大/胶样假囊（18/20，90%），增强

后未见明显强化；脑隐球菌肉芽肿的发生率为 35%（7/20），增强后未见明显强化（3/5，

60%）或是有轻度强化（2/5，40%）。73.0%（19/26）患者存在基底节区以外的病灶，其中

68.4%（13/19）的患者亦合并基底节病灶。基底节区外病灶常表现为 VRS扩大/胶样假囊

（12/19，63.1%），增强后未见明显强化；隐球菌肉芽肿和脑膜增厚的发生率分别为 15.7%

（3/19）和 26.3%（5/19），增厚脑膜会强化 100.0%（5/5）。 

结论 AIDS合并中枢神经系统隐球菌感染时颅脑 MRI影像学异常的发生率可能并不低，病灶多

位于基底节区，常见为 VRS 扩大/胶样假囊；亦可表现为脑隐球菌肉芽肿。增强时这些病灶往

往不强化或仅轻度强化。 

 

 

FP-186 

MR 对女性盆腔脓肿的特征分析 

 
郭兴华,王俊波 

山西省运城市中心医院 044000 

 

目的：研究女性盆腔脓肿的 MR表现，提高对该病的影像诊断水平。 

方法：顾性分析 10例经手术、病理确诊的盆腔脓肿的 MRI表现，10行 MR常规扫描，其中 8

例行增强及 DWI扫描，重点观察病变的位置、形态、信号特点、强化特征等。 

结果：女性盆腔脓肿在附件区、子宫直肠窝多见，主要表现为厚壁多房囊性或囊实性混合肿块

10例(100％)，囊内见多房分隔，肿块呈等长 T1、长 T2信号，信号欠均匀，本组中一例出现

气液平面，附件区有增粗积液或积脓的输卵管管状结构影或腊肠样输卵管征象 6例。增强扫描

脓肿实性及分隔部分明显强化，DWI肿块呈高信号。骶前直肠周围脂肪水肿 4例，单侧或双侧

子宫骶骨韧带增厚 2例，盆腔小肠、肠系膜、大网膜及盆壁结构广泛增厚粘连 3例。正确诊断

8个(80%),误诊卵巢癌 1例，合并卵巢巧克力囊肿 1例。 

结论：MR可以较为精确的显示盆腔脓肿的形态、范围及与邻近组织的关系，与卵巢恶性病变

鉴别需谨慎。 

 

 

FP-187 

双源双能 CT 单能量曲线与双能参数在鉴别肾癌与肾结核囊性

成分中的初步研究 

 
黄刚

1
,张丽

2
 

1.甘肃省人民医院 

2.甘肃中医药大学 

 

目的：探索双源双能 CT单能谱曲线及双能参数在鉴别肾癌与肾结核囊性成分中的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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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和材料：回顾性分析经病理证实的 6例囊性肾癌和 5例肾结核患者的双能

（Siemens,Definition Flash CT，80KV和 140KV）CT扫描图像，包括皮质期和髓质期增强图

像，每个病例均在囊性区域取 3个感兴趣区，获取感兴趣区的单能量曲线，计算双能参数—双

能差、双能比及斜率；将肾癌和肾结核囊性成分的两期扫描图像兴趣区的单能量曲线进行融合

后观察并分别将两期的双能参数进行对比。数据分析处理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 

结果：6例囊性肾癌包括肾透明细胞癌 3例，肾嫌色细胞癌、高分化鳞癌及肾集合管癌各 1

例，影像表现均可见明显的囊变成分存在；5肾结核均可见花瓣样的囊性成分，部分实质可见

钙化影。所有病例的皮质期和髓质期的单能量曲线分布没有统计学差异；肾结核的囊性成分单

能量曲线位置较肾癌囊性成分位置较高。皮质期图像分析，斜率和双能比在鉴别肾癌及肾结核

囊性成分时的敏感度、特异性及临界值分别为 50%、42.3%、0.163及 96.2%、100%、1.011；

髓质期图像分析，斜率及双能差在鉴别肾癌及肾结核囊性成分时敏感度、特异性及临界值分别

为 80.8%、50%、-0.096及 53、8%、50%、1.28。 

结论：双源双能 CT单能量曲线与双能参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来鉴别肾癌及肾结核的囊性成

分，尤其在皮质期图像的双能比参数鉴别肾癌及肾结核囊性成分的敏感度及特异性较高。 

 

 
FP-188 

脑膜感染类病变的 MRI 表现 

 
毛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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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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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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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强

3
,王滨

4
 

1.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2.烟台毓璜顶医院 

3.山东省医学影像学研究所 

4.滨州医学院 

 

目的：探讨感染性脑膜病变的磁共振的表现特点，提高对脑膜病变的影像学认识和诊断水平。 

方法：对 180例脑膜感染的患者的磁共振平扫和增强扫描结果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无论是急性还是慢性脑膜炎症，影像学检查都有一定的限度。虽然增强与非增强相比具

有明显优势，迄今为止，脑膜炎的诊断主要还是依靠临床病史、体检及脑脊液实验室检查。脑

膜炎可引起许多严重的并发症，包括大面积脑梗死、硬膜窦（以上矢状窦为主）栓塞，脑脓肿

形成，硬膜下积液。脑膜有两种特征性强化方式：硬脑膜*蛛网膜强化和软脑膜*蛛网膜下腔强

化。前者表现为大脑表面、紧贴颅骨内板及沿大脑镰、脑幕走行的曲线强化。软膜强化显示为

紧贴大脑表面及深入脑沟并能勾画出脑沟、池的轮廓。急性脑膜炎有时显示为弥漫性脑膜强

化，典型者位于大脑表面、半球之间和侧裂处。基底池的强化以结核性、真菌性慢性脑膜炎最

明显。MR对结核性脑膜炎的诊断具有一定的特异性，可早期清楚地显示基底池脑膜异常强

化，还可显示脑实质内、蛛网膜下腔、硬膜下、硬膜外腔的结核霉菌性脑膜炎多见于人类免疫

缺陷病毒（HIV）阳性或其他免疫抑制的病人。隐球菌性脑膜炎常见于爱滋病患者，脑膜强化

相对少。梅毒性脑膜炎可表现为多发小灶性脑梗死、局限性或弥漫性脑膜强化。螺旋体感染也

可累及脑膜。 

结论：由于设备的改进和软件的开发更新，作为诊断脑膜病变的主要影像检查手段的 MRI，其

价值日益为临床医师所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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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190 

颈部第三四鳃裂囊肿合并感染的影像学特征及临床处理 

 
夏爽,沈文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300192 

 

摘要：鳃裂囊肿属于鳃裂畸形，是先天性疾病，由各对鳃裂未完全退化的组织发育而成。鳃裂

囊肿容易反复感染，诊治不当容易复发，二次或多次手术引起瘢痕粘连，增加手术难度，更加

难以根治。所以影像学特征对于临床治疗起着重要的作用。本研究收集 20例下颈部反复感染

的病例，经影像学和手术证实的第三和第四鳃裂囊肿。影像学特征显示病变主要位于下颈部甲

状腺水平，病变内部可见气体密度影。增强检查可见病变与梨状窝相连 15例。保守治疗效果

不佳，手术治疗后 17例术后恢复好，3例进行二次手术，术后恢复效果好。影像学能够制定

术前计划，随访术后改变。 

  

 

 

FP-191 

肺部单发肿块型炎性假瘤的 CT 征象分析 

 
王敏君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30006 

 

目的：探讨单发肿块型肺部炎性假瘤的 CT特征。方法：收集我院 2006年 1 月~2009 年 8 月间

经病理或临床证实 37 例肺炎性假瘤患者的资料，对其 CT 表现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

(1) 病灶大部分位于肺的外围（25/37），宽基底（23/37），邻近胸膜肥厚（23/37）；(2)病

灶形态不一（球形 9/37，方形或楔形 14/37，不规则形 14/37），特征性表现（刀切征 13/37，

桃尖征 11/37）；(3)密度不均（26/37），周围淡薄渗出（35/37），空气支气管征（14/37），

血管纠集增粗（14/37）；血管穿行于病灶之中，未见推挤（14/22）；增强明显均匀持续强化

（12/22）。结论：肺部炎性假瘤影像学表现多样，全面分析,综合 CT 影像新技术，有助于提

高本病诊断的准确性。 

 

 

FP-192 

儿童脑型肺吸虫病的 MRI 表现 

 
童娟,宋雯,廖欣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550004 

 

目的：探讨脑型肺吸虫病的 MRI表现特征，旨在提高对其诊断的准确性。 

方法：经酶联免疫吸附实验（ELISA）阳性并经临床治疗证实的脑型肺吸虫病患儿 2例，均行

MRI常规 SE序列扫描和 Gd-DTPA增强扫描，回顾分析其 MRI影像表现特征并复习相关文献报

道。 

结果：2例患儿发病年龄分别为 7岁、11岁。病灶均为多发、随机分布，并呈聚集或迁移状，

2例均显示了特征性的“隧道征”及大小不等的出血灶，出血灶周见大片水肿带。DWI示“隧

道”影内呈扩散受限高信号，增强扫描示病灶内环形及隧道样强化灶。2例患儿均同时合并肺

部病变，表现为片絮状渗出，1例病灶内见“隧道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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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脑型肺吸虫病多发生于儿童，可同时合并肺部肺吸虫感染。脑型肺吸虫病 MR表现较为

典型，“隧道征”及出血信号具有特征性。 

 

 

FP-193 

急性缺血性脑卒中介入治疗术中风险监控方式 

的改进与应用效果 

 
卢蓉,李雪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400042 

 

目的：针对急性缺血性脑卒中（AIS）介入治疗术中存在的风险问题，研究一种更直观、更实

用的监控方式，以降低 AIS 患者介入术中的并发证，提高介入手术成功率。 

方法：将 2014年 1月至 2015 年 5月 102 例患者设为对照组，2015年 6月至 2016年 12

月  110例患者设为观察组。对照组按常规监控方式，观察组按改进后的监控方式，重新设

计急性缺血性脑卒中介入治疗专用监控表格，主要包括（1）血压波动图：0点为患者的基础

血压，每小格代表 10mmHg，按照医嘱观察时间实时绘制曲线图。（2）神经功能缺损评分

（NIHSS）记录：包括意识，凝视、面瘫、视野，上下肢体运动、感觉障碍及共济失调、语

言、构音障碍及复视 11项内容，评分范围为 0-42分，正常评分为 0，评分越高，神经受损越

严重。血管内治疗时每 15min 进行一次，至溶栓或取栓结束。2名护士同时观察 NIHSS评分有

无增加或降低，出现总评分增加或单项评分增加 1分及以上均立即报告医生，并进行对症处

理。（3）出血趋向观察记录：按照医嘱观察穿刺点有无渗血，留置胃管抽取胃液观察胃液颜

色，留置尿管观察尿液颜色，观察皮肤有无瘀斑及各种腔道粘膜有无出血点等，及时观察记

录，发现异常上报医生。 

结果：血压稳定性控制从 92%提高到 99%（P＜0.05）。神经功能缺损评分（NIHSS）记录完整

性从 82%提高到 98%（P＜0.05）。出血趋向观察及时性从 91%提高到 99%（P＜0.05），临床介

入医生满意度从 92%提高到 98%（P＜0.05）。 

结论：AIS血管内治疗术中严密观察、准确判断及时报告患者的血压、神经功能缺损及有无出

血趋向是保证患者术中安全的关键环节。改进后的监控方式更直观、更方便，实用性强，对提

高 AIS术中的安全具有重要的临床指导意义。 

 

 

 
FP-194 

Evaluation of brain injury in neonates by 

Magnetization transfer imaging combined amide proton 

transfer imaging: a preliminary study  

 
Zheng Yang,Wang Xiaoming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Shengjing Hospital of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110004 

 

PURPOSE 

To evaluate neonatal brain injury at the internal environmental level with the 

application of amide proton transfer (APT) imaging and magnetization trans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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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ing by measuring the APT and MTR values of the brain. 

  

METHOD AND MATERIALS 

A total of 38 neonatal patients who underwent MR examination were enrolled in the 

study. Among them, there were 25 newborns with no abnormalities and 13 cases with 

brain injury who underwent conventional MR (T1WI, T2WI, DWI) examination. After 

obtaining informed consent and permission of clinicians, routine MR was followed 

by additional APT/MT scan. APT/MT imaging is single slice scanning, performed at 

the basal ganglia level in all neonates, and in the case group, with increased 

localization at the level of lesion, and with the contralateral relatively normal 

area as self-control. The APT/MTR values of bilateral frontal subcortical white 

matter, basal ganglia and occipital subcortical white matter were measured for all 

neonates, as well as the APT/MTR values of the lesion and contralateral areas. 

Several statistical methods were used for statistical analysis. 

 

RESULTS 

In the control group, bilateral frontal subcortical white matter, basal ganglia 

and occipital subcortical white matter ha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APT/MTR 

value (P>0.05). Between the different parts of the brain, the differences among 

the APT/MTR of the frontal lobes, basal ganglia, and occipital lobes were 

significant, P<0.05. In addition, the APT/MTR of the above brain regions were 

found to have a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gestational age. In the case group,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APT values between the lesion side and 

contralateral area, being significantly lower in lesion side than the 

contralateral side (P<0.05). 

  

CONCLUSION 

From changes in the pH level in the neonatal brain, APT/MT imaging can help 

understand neonatal brain injury. 

  

CLINICAL RELEVANCE/APPLICATION 

Magnetization transfer (MT) imaging amide proton transfer (APT) imaging is a 

noninvasive imaging method of MR, and it is capable of detecting mobile cellular 

proteins and peptides and monitoring pH e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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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196 

DCE-MRI in human gliomas: a surrogate for invasive 

hypoxia marker assessment based on MRI- 

neuronavigation stereotactic biopsies 

 
xie qian,Yao Chengjun,Du Zunguo,Di Ningning,Ren Yan,Pang Haopeng ,Jin Teng ,Zhang Hua ,Wu 

Yue ,Wu Jinsong ,Yao Zhenwei,Feng Xiaoyuan 

Hua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200040 

 

Background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correlate dynamic contrast-enhance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DCE-MRI) parameters with a specific hypoxia marker, 

hypoxia inducible factor 1α (HIF-1α) data, in human gliomas on a point to point 

basis by using coregistered MR imaging and frameless stereotactic biopsies.  

Methods 34 patients with treatment-naive gliomas underwent DCE, axial T1-weighted 

(T1W), T2-weighted (T2W), T2-weighted fluid acquisition of inversion recovery 

(T2FLAIR), and three-dimensional T1- weighted Brain Volume with gadolinium 

contrast enhancement (3D T1BRAVO+C) sequences on a 3.0T MR scanner before 

stereotactic surgery. Quantitative perfusion indices including endothelial 

transfer constant (Ktrans
), fractional extravascular extracellular space volume (Ve), 

fractional plasma volume (fpV), and reflux rate (kep) were measured at 

corresponding stereotactic biopsy sites. Each sample was considered an independent 

measurement, and its histologic grade was diagnosed. HIF-1α expression was 

quantified from the point to point biopsy tissues. Analyses of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curve were performed for HIF-1α to discriminate different 

grades of glioma. To look for correlations between immunohistochemical parameters 

and DCE indices, Spearman's orrelation coefficient was used.  

Results 70 biopsy samples from 34 subjects were included in the analysis. Mean 

immunoreactivity scores of HIF-1α were 2.75±1.113 for grades II (n=24), 

6.20±2.331 for grades III (n=20) and 10.46±2.420 for grades IV (n=26). HIF-1α 

showed very good to excellent accuracy in discriminating grade II from III, III 

from IV, and II from IV (AUCs= 0.838, 0.862 and 0.994, respectively). Ktrans
 and Ve 

showed a statistically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HIF-1α expression (r = 0.686, 
P<0.001; and r = 0.549, P<0.001;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DCE-MRI provides a useful noninvasive imaging tool for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of HIF-1α which is a hypoxia biomarker of glioma, and its parameters 

may be used as a surrogate of HIF-1α ex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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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198 

Brain functional networks: correlation analysis with 

clinical indexes in patients with diabetic 

retinopathy 

 
Dai Hui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oochow University 215006 

 

Purpos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ameters of brain functional networks and 

clinical indexes is unclear so far in patients with diabetic retinopathy (DR). 

This paper is to investigate this. 

Methods: 21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grades of DR and 21 age and sex matched 

healthy controls were enrolled from August 2012 to September 2014. The clinical 

indexes recorded included DR grade, duration of diabetes, HbA1c, diabetic foot 

screen, fasting plasma glucose, insulin, Homa-β, Homa-IR, insulin sensitive index 

(ISI), mini-mental state examination (MMSE), and patient sex and age. Subjects 

were scanned using 3T MR with blood-oxygen-level dependent and 3D-FSPGR sequences. 

MR data was analyzed via preprocessing and functional network construction, and 

quantified indexes of network (clustering coefficient, characteristic path length, 

global efficiency, degree distribution and small worldness) were evaluated. 

Statistics consisted of ANOVA and correlation. 

Results: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patients and controls among 

clustering coefficient, characteristic path length, degree distribution and small 

worldness parameters (p<0.05). MMSE score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characteristic path length, and Hb1Ac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small worldness. 

MMSE, duration of diabetes, diabetic foot screen, fasting plasma glucose, insulin, 

Homa-β, Homa-IR, ISI, DR grade and patient age, except from Hb1Ac, correlated 

with degree distribution in certain brain areas. 

Conclusion: Brain functional networks are altered, specifically in the areas of 

visual function and cognition, and these alterations may reflect the severity of 

visual weakness and cognitive decline in DR patients. Moreover, the brain networks 

may be affected both by long-standing and instant clinical factors. 

 

 
FP-199 

Preterm neonates show a “catch-up” pattern toward 

term in motor development during the neonatal period: 

a diffusion tensor imaging study 

 
Cheng Yannan,Jin Chao,Li Yanyan,Li Xianjun,Wang Miaomiao,Liu Congcong,Yang Jian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710061 

 

Purpose To detail the postnatal trajectory of neonatal sensorimotor functions by 

comparing the postnatal age-related changes of brain wh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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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ter (WM) microstructure and neurobehavioral abilities between preterm and 

term neonates during the neonatal stage. 

Materials and Methods 118 neonates (within 28 days after birth) with no 

abnormality who underwent conventional MRI and DTI were included (Table 1). The 

DTI-derived fractional anisotropy (FA) and neonatal neurobehavioral assessment 

were separately used to characterize the brain WM microstructure and 

neurobehavioral development levels. The scatterplot with linear fitting was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 of FA and neurobehavioral scores (active tone and 

behavior) with postnatal age (day), setting gestational age (GA) as a covariate. 

Here, OR (optical radiation), AR (auditory radiation), CST (corticospinal tract), 

PTR (posterior thalamic radiation) and thal-PSC (thalamus-primary somatosensory 

cortex) were selected as regions of interest; active tone and behavior were used 

to separately evaluate the abilities of motor and integrated visual, auditory 

and sensory. All statistical analysis were performed by using Matlab; p<0.05 was 
considered 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Results Significant correlations of adjusted FA with postnatal age were found in 

preterm CST (p=0.042), term OR (p=0.018) and PTR (p=0.002). Compared to term 
neonates, preterm showed an obviously higher correlation in CST (0.29 vs 0.08), 

while less correlations in visual, auditory and somatosensory-associated WMs 

(Figure 1). Being relatively consistent, neurobehavioral results indicated that 

preterm neonates presented relatively higher and lower correlations than term in 

active tone (0.48 vs 0.35) and behavior scores (0.36 vs 0.52), respectively 

(Figure 2). 

Conclusions Although being delayed, preterm neonates show a “catch-up” pattern 

toward the term in motor development during the neonatal period. 

Clinical Relevance Postnatal trajectory of neonatal sensorimotor function e.g. 

preterm ‘catch-up’ motor development provide valuable references in guiding 

the early intervention and thus gaining more effective outco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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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ed Neuroimaging Atlas of the Dentate Nucle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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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The dentate nucleus (DN) is the major output nucleus of the 

cerebellum and is rich in iron. It is structurally connected to the red nucleus, 

thalamus, and motor cortex via the cerebellar-thalamus-cortex circuit and is 

functionally connected to the motor cortex, premotor cortex, prefrontal cortex, 

and posterior parietal areas. Due to these connections, DN plays a key role in 

both normal brain function (such as movement, cognition, and emotion) and is 

involved in multiple neurological disorders. None the less, DN is rar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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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ed in imaging studies. This is partly due to difficulties arising from 

the delineation of DN in magnetic resonance images with conventional contrasts. 

Atlases overcome these issues by providing a standardized region of interest (ROI) 

for automated processing. Prior DN atlases were derived using T1-weighted images, 

T2
*
-weighted images or susceptibility weighted images (SWI). T2

*
 blooming artifacts 

and the non-local property of phase make identification of DN boundaries 

challenging in T2
*
-weighted or SWI images. Such difficulty in the accurate 

delineation of the DN may be the reason for lower consistency of previously 

published dentate nucleus atlases.  

Objectives Quantitative susceptibility mapping (QSM) provides more accurate 

mapping of iron, allowing for more precise delineation of DN than either T2-

weighted images or susceptibility weighted images as shown in Figure 1. The 

objective of the present work is to construct a new DN atlas in MNI space using 

QSM images, for use in investigating normal function as well as dysfunction of DN 

in imaging studies.  

Methods and Materials   

Image Acquisition 
MRI scanning was performed on a 3.0 T MR system (Signa HDxt; GE Healthcare, 

Milwaukee, WI). Imaging parameters for the multiecho-GRE sequence were: repetition 

time: 59.3 ms; echoes: 16; first echo time: 2.7 ms; echo time spacing: 2.9 ms; 

bandwidth: 488.28Hz/pixel; flip angle: 12°; field of view: 22x22 cm; matrix size: 

256×256; resolution: 0.86×0.86×1.0mm
3
; acceleration factor: 2; slices: 136; 

total acquisition time: 10 minutes 42 seconds. Slices in the multi-echo GRE 

sequence were oriented axially. 

Image processing and DN Segmentation 
QSM processing was performed as described in previous studies [1, 2]. Dentate 

nuclei were segmented in QSM images using a thresholding approach (threshold = 

0.025 ppm, voxels with susceptibility values higher than 0.025ppm were classified 

as DN) from 38 healthy volunteers (mean age: 64.1±7.5 years; age range: 45-75 

years; 15 male and 23 female). 

Probabilistic Atlas Creation 
After delineation of bilateral dentate nuclei in individual QSM space, the DN 

volumes were transformed into T1 space, and then, the DN volumes in T1 space were 

transformed into Montreal Neurological Institute (MNI) common space using FMRIB’s 

Software Library (FSL) package (http://fsl.fmrib.ox.ac.uk/fsl/fslwiki/) as 

detailed in a previous paper [3] (shown in Figure 2). Next, the resulting 

individual DN volumes, in MNI space, which contains values between 0 and 1 due 

interpolation dictated by registration, were binarized at a thresholod of 0.5. 

Finally, the binarized DN volumes were averaged across all subjects to create the 

probabilistic atlas for DN in MNI space. The center of mass of bilateral DNs was 

determined from the population mask. 

Results The center of mass of the left and right sides of the QSM-based DN atlas 

in Montreal Neurological Institute space was  (-13.8 mm, -55.8 mm, -36.4 mm) and 

(13.8 mm, -55.7 mm, -36.4 mm), respectively (Figure 3). The maximal overlap and 

mean overlap of the DN atlas with the individually segmented DNs in this cohort 

was 100% and 39.3%, respectively, in contrast to the maximum overlap of 

approximately 75% and mean overlap of 23.4% to 33.7% with earlier DN atlases [4, 5]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136 

 

Conclusions Using QSM, which provides superior iron-sensitive MRI contrast for 

delineating iron-rich structures, an improved probabilistic atlas for the dentate 

nuclear has been generated. The atlas can be applied to investigate the role of DN 

in both normal cortico-cerebellar physiology and the variety of disease states in 

which it is implicated. 

 

 
FP-201 

Assessment of steal phenomenon in MMD patients with 

combination of t-ASL and M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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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abstract has been accepted as an oral presentation by RSNA.)  

Purpose: Steal phenomenon is an independent risk factor for future stroke. We 
aimed to generalize the steal phenomenon conducted by the first and the second 

collaterals separately using t-ASL combining with MRA in MMD patients, and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e-operation hemorrhage and the steal phenomenon. 

Materials and Methods: Forty-three patients with bilateral moyamoya disease 
underwent t-ASL, MRA and DSA. Clinical factors including sex, age, hypertension, 

diabetes metabolic, hyperlipidemia, current smoking, history of taking Aspirin 

were gathered. Correlation analysis was used to compa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mount of steal phenomenon and Suzuki staging. Un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es were performed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e-operation 

hemorrhage and each of the factors separately. Forward stepwise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es were performed to determine the crucial risk factor. 

Results: In every MMD patient steal phenomenon was positive (total amount 136). SP 
could be divided into five types on t-ASL images (ICA-contralateral ACA, ICA-

contralateral MCA, anterior circulation-ipsilateral posterior circulation, 

posterior circulation-ipsilateral anterior circulation, external carotid 

circulation) and three groups according to MRA and t-ASL. The amount of SP was not 

associated with SUZUKI stage (P=0.122, 0.689). Out of all the clinical and imaging 

factors, high SUZUKI stage (P=0.038) and the existence of the steal phenomenon 

completely conducted by the second collateral (P=0.002) showed great power for 

predicting pre-operation hemorrhage. Forward stepwise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es revealed steal phenomenon completely conducted by the second 

collateral (OR: 29.499, 95% CI: 3.629-239.780; P =0.002) was more powerful than 
high SUZUKI stage (OR: 0.265, 95% CI: 0.098-0.718; P =0.009). 
Conclusions: Steal phenomenon in MMD can be divided into five types by t-ASL and 
three groups according to MRA and t-ASL. Comparing with high SUZUKI stage, the 

existence of the steal phenomenon completely conducted by the second collateral is 

a stronger risk factor for pre-operation hemorrhage in MMD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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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2-Repeat Allele of DRD4 Gene on Neural 

Networks Associated with Prefrontal Cortex in ADHD 

Children 

 
qian andan,Wang Meihao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We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325000 

 

PURPOSE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2-repeat allele in the 

DRD4 gene on the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of ADHD patients. 

METHOD AND MATERIALS Using independent component analysis (ICA) and dimension 

analysis, we analyzed resting-state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data 

obtained from 52 Asian medicine-naive children and adolescence with ADHD(33 2-

repeat absent and 19 2-repeat present).All participants were genotyped for the 

DRD4 48-bp repeat VNTR polymorphism.  

RESULTS We found that 2-repeat absent demonstrated declined synchronization in the 

right middle frontal gyrus(MFG)of the sensorimotor network(SMN) and in the right 

middle and inferior frontal gyrus(IFG), the right orbital cortex, and the right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of the executive control network (ECN) compared to 

individuals with 2-repeat present. Within the default-mode network (DMN), 2-repeat 

absent showed decreased in the left IFG and increased in the right precuneus. 

Clusters of right MFG and IFG in ECN showe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strength and Impulsivity-Hyperactivity，Conners 

Index of Hyperactivity.  

CONCLUSION These results provided evidence of DRD4 gene polymorphism, as well as 

2-repeat, had effects on ECN, SMN and DMN, especially on prefrontal cortex had 

been confirmed. On the top of that, DRD4 2-repeat allele, as a plasticity gene, 

had a less negative effect on brain networks and appeared to be a protective 

factor of ADHD. 

CLINICAL RELEVANCE/APPLICATION These findings suggested that the polymorphism in 

the DRD4 gene affected the functional synchronization in the several brain 

networks.DRD4 2-repeat, as a plasticity gene, had a small negative effect on brain 

networks and appeared to be a protective factor of ADHD. 

This work was supported by grants from the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Zhejiang 

(No.LY14H180006).This abstract was included in RSNA's 102nd Scientific Assembly 

and Annual Me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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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Diffusion Tensor Imaging in 

Quantitatively Monitoring Chronic Constriction Injury 

of Rabbit Sciatic Nerve: Correlation with 

Histological and Functional Changes 

 
Wu Wenjun,Kong Xiangquan,Wang Lixia,Liu Dingxi,Long Xi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Union Hospital， Tongji Medical College，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China 430022 

 

Purpose To investigate the potential of diffusion tensor imaging (DTI) in 

quantitatively monitoring chronic constriction injury (CCI) of sciatic nerve and 

to analyze the association of DTI parameters with nerve histology and limb 

function.  

Materials and methods  CCI was created in right side of sciatic nerve in each of 

20 rabbits while the counterpart served as the control. DTI parameters and limb 

function of 6 rabbits were longitudinally evaluated over a period of 10 weeks. The 

measurements of fractional anisotropy (FA),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ADC), 

axial diffusivity (AD) and radial diffusivity (RD) were obtained using 3T MR 

scanner for quantitative analysis. 2 rabbits were randomly sacrificed for nerve 

biopsy at each time point. 

Result FA of constricted nerve decreased to the minimum at 3 day (0.316±0.044, 

P=0.000) and restored gradually at 1-10 weeks (0.331±0.018, 0.354±0.044, 

0.375±0.015, 0.394±0.020, 0.42±0.03 and 0.464±0.039, all P＜0.01). ADC was 

increased at 3 days to 2 weeks (1.502±0.126, 1.462±0.058 and 1.473±0.124, 

P=0.000, 0.000, 0.002) and decreased to normal level at 4 weeks to 10 weeks 

(1.356±0.129, 1.375±0.107, 1.290±0.064 and 1.298±0.026, all＞0.05). AD 

decreased after injury and maintained a low level at 3 days to 10 weeks 

(2.042±0.160, 2.005±0.095, 2.057±0.124, 1.952±0.213, 1.988±0.180, 

1.947±0.106 and 2.097±0.114, P＜0.05). RD increased to the maximum 

(1.233±0.152, P=0.000) and recovered at 1-10 weeks (1.19±0.06, 1.181±0.14, 

1.071±0.102, 1.068±0.084, 0.961±0.063 and 0.923±0.058, P＜0.05). FA, ADC and 

RD correlated significantly with limb functional score (R=0.805，P＜0.001；R=-

0.55，P＜0.001；R=-0.744，P＜0.001) and the changes of DTI parameters were 

associated with histological changes. 

Conclusion FA, ADC and RD are promising indices in monitoring CCI, while AD may be 

a stable indicator for injury. Multiple histological changes such as edema, axon 

loss and demyelination, and fibrosis, accompanied the changes of these parame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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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IM and DKI-derived parameters: potential imaging 

biomarkers for monitoring tumor microenvironment and 

predicting early responses to anti-angiogenesis 

therapy in an ovarian carcinoma xenograft model.  

 
wang tingting,Li Wenhua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Xinhua Hospital affiliated to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20000 

 

Purpose: To explore the potential of diffusion and perfusion parameters derived 

from IVIM and DKI for probing tumor microenvironment alteration and predicting 

early responses to anti-angiogenesis therapy in an ovarian carcinoma xenograft 

model. 

Materials and Methods: The study was approved by the institutional animal care and 

use committee. Thirty SKOV-3 ovarian carcinoma xenograft models were 

established. IVIM-DWI and DKI were serially performed on a 3.0-T MR scanner by 

using 13b values(0～1000 sec/mm
2
) and 5b values(0～2000 sec/mm

2
)at baseline, 3 days, 

7days and 14 days after treatment initiation.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ADC), true diffusion coefficient (D), perfusion fraction (f), blood 

pseudodiffusion coefficient (D*), kurtosis corrected diffusion coefficient(Dk) 

and kurtosis value( K) at these timepoints were compared within the treated 

group by Friedman test. The percentage change of tumor size and all IVIM-DWI, DKI 

parameters at different timepoints were compared between control and treated 

groups by Mann-Whitney test. Then, multivariate Cox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conducted to determine the predictors of relative increases in tumor size at day 

14.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IVIM-DWI and DKI parameters, and 

correlation between all parameters and histologic features including necrotic 

fraction (NF) and microvessel density (MVD) were analyzed by Spearman rank 

correlation test.  

Results:The tumor volume and growth rate show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control and treated groups until day 14(p=0.021). In the treated 

group, K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beginning on day 3, while all diffusion-related 

parameters ADC, D and Dk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beginning on day 7 (p＜0.05). f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at day 3, followed by a 

short increase period and then decreased at day 14. The greater decrease in K at 

day 7 were correlated with the smaller tumor size change at day 14. 

Conclusion:IVIM and DKI have the potential to evaluate the antiangiogenic and 

antiproliferative effects of sorafenib prior to morphological change. K is more 

sensitive to probe tumor microstructure alteration after treatment, and its 

percentage change may be an early imaging biomarker of tumor 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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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operative MDCT Scan Helps to Predict the 

Occurrence of Pancreatic Fistula After 

Pancreaticoduodenectomy 

 
Cao Kai,Shao Zhuo,Li Jing,Jin Gang,Lu Jianping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200433 

 

PURPOSE: To determine whether remnant pancreatic cross-sectional area (RPCA), 

subcutaneous/visceral adipose tissue(SAT/VAT) area, and skeletal muscle (SM) area 

calculated from preoperative computed tomography (CT) can predict the occurrence 

of pancreatic anastomotic failure (PAF) after pancreatoduodenectomy (PD) 

METHOD AND MATERIALS:  This is a 24-month retrospective study involving 195 

patients who underwent PD and had a preoperative CT scan staging at our 

institution. All the operations were performed by a single surgeon experienced in 

pancreatic surgery. CT images were obtained either with 256-MDCT (Brilliance iCT; 

Philips) or 320-MDCT (Acquillion one; Toshiba ), applying a multiphase acquistion 

protocol (unenhaced, arterial, portal venous and equilibrium phase).The CT 

sagittal reconstruction of upper abomen was used for measurement of the presumed 

RPCA standardized as the area of pancreatic parenchyma to the left of presumed 

margin of transection of the pancreatic neck at the left border of 

splenomesenteric vein junction. The predictive ability for multiple models using 

combinations of body mass index, RPCA, SAT/VAT area, SM area, main pancreatic 

duct size, operative time, estimated blood loss and pancreatic gland texture was 

described using a concordance index (c-index).  

RESULTS: Clinically relevant PAF occurred in 85 patients (44%).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identified RPCA (P = 0.0006) and estimated operative 

blood loss>500ml as independent predictors of PAF. Using previously identified 

risk factors, the best 2-predictor model (body mass index and pancreatic duct 

size) resulted in a c-index of 0.723. Using anthropomorphic factor, however, the 

2-predictor model using RPCA and VAT areas revealed a superior c-index of 0.912. 

CONCLUSION: Our 2-predictor model using RPCA area and VAT areas based 

on volumetric quantification using preoperative CT may offer clinical benefit 

as an objective prognostic measure to predict clinically relevant PAF after P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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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usion Kurtosis at 3.0T as in vivo Imaging Marker 

for Breast Cancer Characterization: correlation with 

prognostic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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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pose Breast cancer (BC) is the most common cancer in women worldwide [1].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is increasingly being used in breast cancer 

patients for risk stratification, treatment planning and postoperative 

surveillance [2]. Breast MRI has primarily focused on single dynamic contrast-

enhanced (DCE) MRI , 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 (DWI) and Proton magnetic 

resonance spectroscopy (
1
H-MRS) technique [3]. A non-Gaussian diffusion weighted 

model called diffusion kurtosis imaging (DKI), including calculation of kurtosis 

and diffusion coefficients, has the potential to increase diagnostic accuracy, as 

compared to aforementioned approaches [4]. This study was to evaluate the 

diagnostic accuracy of diffusion kurtosis imaging (DKI) for breast cancer 

characterization in comparison with 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 (DWI) and Proton MR 

Spectroscopy (
1
H-MRS), and to explor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DKI-derived 

parameters and prognostic factors for breast cancer. 

Materials and Methods 

Sixty patients with 64 suspicious breast lesions (BI-RADS 4 or 5) were examined on 

3.0T GE scanner. DKI data was acquired using an echo planar imaging (EPI) 

diffusion sequence with the following parameters: TR/TE = 6000/66 ms, number of 

averages = 2, slice thickness = 4mm, field of view (FOV) = 32cm
2
, data matrix = 

192×192, six b values (0, 500, 1000, 2500, 2000, 2500 s/mm
2
). DWI images with two 

b-values (0, and 850 s/mm
2
）and TR/TE =4900/ 106 ms were performed. A single-voxel

 

1
H-MRS was performed after DWI and DKI by using a Point Resolved Spectroscopy 

sequence (PRESS). The raw data of DKI and ADC were postprocessed using the DKI 

software of Functool 9 in the GE ADW4.6 workstation [5]. The presence or absence 

of Choline (tCho) peak at 3.22 ppm in breast spectra within the lesion was 

identified by using LC-Model software. Mean diffusivity (MD) and mean kurtosis (MK) 

from DKI,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ADC) from DWI, and tCho peaks from 1H-

MRS were measured by two radiologists. Student t test, χ2 test,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s curves (ROC) and spearman correlation were used for 

statistical analysis. All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were performed by SPSS software 

(Version 20, Chicago, IL) and MedCalc Software (version 15.6.1, bvba, Ostend, 

Belgium) with p<0.05 considered as statistical significant.  

Results 

The final diagnosis was verified by surgery or core-needle biopsy with 44 for 

malignancy and 22 for benign lesions. Compared with benign lesions, malignant ones 

showed significantly higher Kurtosis (MK: 1.304±0.224 vs 0.712±0.218, p<0.001) 

and lower diffusivity values (MD: 1.112±0.191 vs 1.632±0.265; ADC: 0.966±0.164 

vs 1.447±0.218, respectively; p<0.001, respectively). The area under the ROC 

curve (AUC) of MK, MD, ADC and 1H-MRS between malignant and benign lesions was 

0.972, 0.958, 0.919 and 0.769 respectively. The optimal sensitivity of MK, MD, ADC 

and 1H-MRS were 92.86%, 85.71% , 92.86% and 85.71%, and their corresponding 

specificity were 90.90%, 90.90%, 77.27% and 68.20%, respectively, for the 

diagnosis of malignancy. In substype analysis, MK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Ki-67 expression (r = 0.530, p=0.001) and tumor histologic grades (r = 0.742, 

p=0.000), whereas MD and ADC we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Ki-67 expression (MD: 

r =-0.374, p = 0.026; ADC: r =-0.489, p = 0.002) and tumor histologic grades (MD: 

r = -0.509, p = 0.001; ADC: r = -0.455, p = 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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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MK derived from DKI was superior to DWI and 
1
H-MRS for assessing 

breast tumor characterization. Kurtosis highlights the potential utility as a 

reliable imaging marker for morphological assessment of tumor 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prediction of tumor aggressiveness.  

 

 

FP-207 

One-step Spectral and Perfusion CT Scan: monitoring 

the therapeutic efficacy of VEGF receptor kinase 

inhibitor AG-013736 in rabbit VX2 liver tumors 

 
Lv peijie,Chai Yaru,Gao Jianbo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450052 

 

PURPOSE To develop a spectral contrast–enhanced CT protocol from perfusion CT 

data obtained with the same scan based on the time-attenuation curves and to 

evaluate its value in assessing the therapeutic efficacy of a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VEGF) receptor inhibitor AG-013736 in rabbit VX2 liver tumors. 

METHOD AND MATERIALS The institutional animal care and use committee approved this 

study. In 31 VX2 liver tumor–bearing rabbits, a spectral CT protocol was 

reconstructed to evaluate the maximum contrast of liver tumors by using time-

attenuation curves from the perfusion CT data in the same scan. The iodine 

concentrations（ICs）of tumors derived from spectral CT normalized to aorta (nICs) 

at different time points (baseline, 2, 4, 7, 10 and 14 days after treatment) were 

compared within the treated group (n = 23) by using the Friedman test as well as 

between the control (n = 8) and treated groups by using the Mann-Whitney test. 

Correlations between nICs and perfusion parameters ,and between nICs and the tumor 

size, Bax、Bcl-2、VEGFR and VEGF mRNA were analyzed by using the Spearman rank 

test. 

RESULTS The optimal timing for maximum contrast of liver tumors in spectral CT was 

15 seconds±2 in the arterial phase (AP) with the tumor CT values of 175-343HU. In 

AP, moderate correlations were found between nICs and time to peak (r=-0.588, P= 

0.001) while substantial correlations were found between nICs and mean slope of 

increase (r= 0.672, P ＜0.001). The difference for nICs between each time point 

after treatment and baseline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in the treated group than in 

the control group at 2 days after treatment. The greater decrease of nICs in 

tumors at 2 days in AP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smaller increase in tumor 

size at 14 days (r=0.69 , P＜0.05). The tumor nIC values in AP had positive 

correlations with Bcl-2、VEGFR and VEGF mRNA (r values ranging from 0.58 to 0.76) 

and negative positive correlations with Bax (r= -0.56 ) (P＜0.05 for all). 

CONCLUSION 

Iodine concentrations from spectral CT derived from perfusion CT data in AP were 

well correlated with perfusion CT parameter, which allowed early treatment 

monitoring 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AG-013736 to liver tum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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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Borderline from Malignant Epithelial Ovar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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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pose: To investigate the ability of proton magnetic resonance spectroscopy (
1
H-

MRS) to differentiate borderline from malignant epithelial ovarian tumors 

(EOTs). Materials and Methods: The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approved this 

prospective study, and informed consent was obtained from all patients. Eighty-two 

patients with surgically and histologically proven EOTs (36 borderline and 46 

malignant) underwent conventional MR imaging and multi-voxel 
1
H-MRS. Resonance 

peak integrals of choline (Cho), N-acetyl aspartate (NAA), lactate (Lac), and 
lipid (Lip) were analyzed, and their ratios to creatine (Cr) and NAA/Cho ratio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using the Mann-Whitney U test. A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curve was used to determine the cutoff metabolite 

ratios and their differential diagnosis performances. Results: In the solid 

components of borderline and malignant EOTs, the mean Cho/Cr, NAA/Cr and NAA/Cho 

ratios were 4.4 ± 1.1 and 9.9 ± 2.8; 10.4 ± 3.0 and 2.2 ± 1.0; and 2.4 ± 0.7 

and 0.3 ± 0.1, respectively (all P < 0.001). ROC curve analysis of the Cho/Cr, 
NAA/Cr and NAA/Cho ratios yielded cutoff values of 6.2, 4.2 and 0.9 for 

differentiating borderline from malignant EOTs with the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and area under the curve (AUC) of 91%, 100% and 0.98; 100%, 98% and 0.99; and 100%, 

100% and 1.00, respectively. In the cystic components of borderline and malignant 

EOTs, the mean Cho/Cr, NAA/Cr and NAA/Cho ratios were 3.2 ± 0.8 and 5.1 ± 1.2; 

9.1 ± 3.4 and 2.3 ± 1.4; and 2.9 ± 1.2 and 0.5 ± 0.4, respectively (all P < 
0.001). ROC curve analysis of the Cho/Cr, NAA/Cr and NAA/Cho ratios yielded cutoff 

values of 3.3, 4.8 and 1.6 for differentiating borderline from malignant EOTs, 

with the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and AUC of 84%, 82% and 0.89; 94%, 97% and 0.99; 

and 94%, 97% and 0.99,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The 
1
H-MRS patterns of 

borderline and malignant EOTs are different. A high Cho peak suggests a malignant 

EOT and a significant elevated NAA peak highly indicates a borderline EOT. The 

NAA/Cho ratio is a reliable biomarker for differentiating borderline from 

malignant EO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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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hanced Intratumoral HSV-TK Gene Therapy in 

Orthotopic Lung C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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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pose: To validate the feasibility of using bioluminescent imaging to monitor 

intratumoral radiofrequency hyperthermia (RFH)-enhanced herpes simplex virus 

thymidine kinase (HSV-TK)/ganciclovir (GCV)-mediated gene therapy of rats with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s (NSCLCs). 

Materials and Methods: The animal protocol was approved by the institutional 

animal care and use committee. Human NSCLC cells (A549) transfected with 

Luciferase/lentivirus were percutaneously inoculated into the right lungs of nude 

rats under x-ray imaging guidance to create the orthotopic lung cancer model. 

Cells and 24 rats with lung cancers in 4 groups (n=6) were treated by (i) 

combination therapy (intratumoral GFP/HSV-TK gene transduction followed by RFH at 

41-42℃ for 30 minutes and GCV exposure for 72 hours (cells) and 7 days (rats); 

(ii) RFH alone; (iii) intratumoral HSV- TK /GCV gene therapy alone; and 

(iv)phosphate-buffered saline as the control. Confocal microscopy, MTS assay and 

bioluminescence imaging 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 cell killing effect. 

Bioluminescence imaging was used to follow the tumor growth over 2 weeks, which 

were correlated with subsequent histologic analysis. Western blotting was used to 

quantify GFP/HSV-TK expression in cells and cancers. 

Results: Of in-vitro experiments, confocal microscopy demonstrated a diminished 
number of viable cells with combination therapy, as well as the lowest cell 

proliferation by MTS assay (55.97%±3.68 vs 89.34%±2.39 vs 71.23%±4.64 vs 100%, 

P<0.05) and a remarkable decrease of bioluminescent signals (17.2%±0.04 vs 

85.2%±0.05 vs 46.9%±0.09 vs 100%, P<0.05), compared with other groups. Of in-
vivo experiments, optical imaging demonstrated a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relative 
bioluminescence signal in the combination therapy group, compared to those of 

other three groups in mice subcutaneously model (0.71±0.27 vs 2.66±0.37 vs 

1.37±0.29 vs 3.07±0.23, P<0.05) and rats orthotopic model (1.29±0.18 vs 

2.26±0.17 vs 1.76±0.13 vs 2.94±0.15, P<0.05), respectively. Ultrasound imaging 

showed the smallest relative tumor volumes of the combination therapy group, in 

comparison to those of other groups (0.6±0.18 vs 2.43±0.25 vs 1.32±0.23 vs 

2.56±0.33, P<0.05) in mice subcutaneously model. Western blotting analysis showed 

approximately 2-fold increase of GFP/HSV-TK expression in cells (2.11±0.37, 

P<0.05), and tumors in mice (1.79±0.22, P=0.0003) and rats (1.57±0.19, P=0.0043) 

with RFH enhancement. 

Conclusions: Intratumoral RFH could enhance HSV-TK/GCV gene therapy of rat NSCLCs, 

which may pave a new avenue for effectively managing unresectable lung c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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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ground: Extracellular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contrast agents such as 

gadolinium (Gd) chelates are routinely used in clinic to quantitatively visualize 

myocardial infarction (MI) but may overestimate the infarct area, especially acute 

MI. As intracellular contrast agents, Manganese (Mn) chelates can specifically 

identify nonviable myocardium. We developed a rigid Mn chelate as Mn MRI contrast 

agent to investigate its MI assessment efficiency in a rabbit ischaemia model at 

acute and chronic MI stage, by comparison with DEMRI and histology.  

Methods: We designed and synthesized an aza-semi-crown pentadentate ligand which 

can serve as a rigid chelator to form Mn chelate. MI was induced in 14 rabbits by 

permanent occlusion of left circumflex coronary artery.  For acute MI group (n=8), 

3.0 T MRI was performed before and 7 days after MI. For chronic MI group (n=6), 

3.0 T MRI was performed before and 8 weeks after MI. DEMRI was acquired before and 

serially (every 5 minutes) after injection of 0.15 mmol/kg Gd. After DEMRI, a 120-

minute washout period preceded infusion of Mn chelate for MEMRI. MEMRI was 

obtained after injection of 0.15mmol/kg Mn chelate. Heart rate (HR), left 

ventricular (LV) function and infarct fraction (IF) were analyzed and compared 

with 2,3,5-triphenyltetrazolium chloride (TTC)stain.  The signal-to-noise ratio 

of infarcted myocardium, normal myocardium and blood pool were computed and 

compared. Inter-method agreement was tested by Pearson’s correlation and Bland-

Altman analyses.  

Results: Mn chelate showed the complete complex formation above pH= 8.0. At the 

magnetic field of 1.5 T, 20°C, Mn chelate had a T1 relaxivity of 3.6 mM-1 s-1 in 

water (pH=7.3). All rabbits survived withou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HR, LV 

function before and after injection of Mn chelate or Gd(p>0.05). After the surgery, 

LV ejection fraction of acute and chronic MI group reduced significantly (p<0.01). 

In acute MI group,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IF of MEMRI and TTC 

stain (22.92±2.21% versus 21.79±2.25%, p=0.87), while DEMRI overestimated IF 

compared with TTC stain (24.54±1.73%, p=0.04). IF of MEMRI and DEMRI correlated 

with TTC analysis (MEMRI, r=0.95; DEMRI, r=0.83; p<0.05). In chronic MI group, the 

IF ha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mong the three methods (MEMRI: 29.50±11.39%; 

DEMRI: 29.95±9.40%; TTC:29.00±10.44%,p>0.05) and correlated well with each other 

(r=0.92-0.96, p<0.01).  The signal-to-noise ratio of infarcted myocardium in 

acute MI stage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blood pool after 30 minutes, while the 

opposite in chronic MI stage. 35-40 minutes after injection of Mn chelate, the 

infacted-normal myocardium contrast-to-noise ratio peaked to approximately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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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Using a novel Manganese Chelate contrast agent, MEMRI is safe and 

reliable to quantify MI with prolonged, high contrast-to-noise ratio. MEMRI 

identify acute MI more accurately than DEMRI. 

 

 
FP-212 

Imaging features of TSCT predict the classification 

of pulmonary preinvasive lesion, minimally and 

invasive adenocarcinoma presented as ground glass 

nodules  

 
Wu Tong,Shi Jingyun 

Shanghai Pulmonary Hospital，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Objectives: To comprehensively investigate the role of thin section computed 
tomography(TSCT) features to distinguish invasive adenocarcinoma(IA) from 

preinvasive or minimally invasive adenocarcinoma(MIA) appearing as pure or mixed 

ground glass nodules (pGGNs, mGGNs), and to distinguish adenocarcinoma in situ 

(AIS) from atypical adenomatous hyperplasia (AAH) in pGGNs. 

Materials and methods: Three hundred thirteen patients with 334 pathologically 
diagnosed GGNs according to the 2011 IASLC/ATS/ERS classification were included 

into this study. The TSCT features of the AAH-MIAs and IAs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respectively in pGGNs (158 cases) and mGGNs (176 cases). Additionally, 

AIS (30 cases) and AAH (33 cases) were further analyzed in pGGNs.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 analysis were performed to determine the cutoff 

values for the qualitative variables and their diagnostic performances. 

Results: In pGGNs,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found in the tumor volume(p = 
0.017, OR = 4.98, 95%CI 1.33–18.62) and tumor mass(p = 0.03, OR = 5.04, 95%CI 

1.17–21.59) between AAH-MIAs (AAH, AIS, MIA) group and IAs group, and tumor 

mass(p = 0.037, OR = 4.32, 95%CI 1.09–17.10) and standard deviation(SD) (p = 

0.019, OR = 13.92, 95%CI 1.53–126.57) could distinguish AIS from AAH. In mGGNs,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found in consolidation size (p = 0.006, OR = 21.98, 

95%CI 2.46–196.67) and consolidation mean CT value (p = 0.011, OR = 18.20, 

95%CI1.96–168.88) between AAH-MIAs group and IAs group. Multivariate 

and ROC analyses revealed that in pGGNs, tumor size (≥1125 mm) and mass (>386) 

were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IAs. SD (≥68) and mass (≥70) were significant 

in distinguishing AIS from AAH. Larger consolidation of nodules (≥8.1 mm) and 

higher CT values of the solid components (≥-222 HU) in mGGNs were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IAs. 

Conclusion: TSCT features can help distinguish IAs from AAH-MIAs both in pGGNs and 
mGGNs, and identify AIS from AAH in pGGNs, which indicated that imaging features 

may be helpful to guide the therapeutic choice for patients with GGNs which were 

considered as high risk of malignant dis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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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213 

Lung cancer screening with LDCT: A study on risk 

factors and establishing the high-risk model for lung 

cancer 

 
Zhang Di,FAN Li,WANG Yun,LI Qiong,XIAO Yi, LIU Shi-yuan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20003 

 

Objective To establish standards of high-risk populations for LDCT lung cancer 

screening projects, by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lung cancer risk factors studied 

in a LDCT lung cancer screening project in Shanghai.  

Methods Using multidetector row CT(more than Sixteen rows), we screened lung 

cancer in 6990 people who had physical examinations in Changzheng Hospital from 

September 2013 to September 2016, including 4567 males and 2423 females. 

Mineralization nodes, solid nodules, pure ground glass nodules and part solid 

nodules were defined as positive results. All cases of lung cancer were confirmed 

by pathological examination. The morbidity and risk factors of lung cancer were 

analyzed using analysis of variance, chi-square test and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The cut point of risk factors was analyzed according to the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 curve.  

Results In all the factors involved in this study, sex(X
2
=7.9371), age(F=19.509，

X
2
=29.991) and cardiovascular disease(X

2
=5.3329) were proved to be the risk factors 

of lung cancer by single factor analysis.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sex(EXP(B)=0.478, 95%CI: 0.297~0.769, P=0.001) and age(EXP(B)= 1.024，95%CI：

1.024~1.060，P<0.001) wer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of lung cancer. ROC analysis 

showed an area under the curve (AUC) of 0.62 for age, 0.587 for age of males and 

0.659 for age of females. According to ROC curves, people over 56.5 years 

old(sensitivity 0.551, specificity 0.75, accuracy 0.748), males over 56.5 years 

old(sensitivity 0.529, specificity 0.734, accuracy 0.733) and females over 57.5 

years old(sensitivity 0.571, specificity 0.805, accuracy 0.801) were high-risk 

groups.  

Conclusion In the study, sex and age were proved to be the risk factors of lung 

cancer. Males over 56.5 years old and females over 57.5 years old were more likely 

to suffer from lung cancer. However, this study was a single center study, so that 

other risk factors of lung cancer were not ruled out complet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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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214 

综合评价高级建模迭代重建在颈部低剂量 CT 扫描中对图像质

量的影响 

 
顾海峰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210002 

 

【摘要】目的 评价高级建模迭代重建（ADMIRE）算法与传统滤波反投影（FBP）算法在颈部低

剂量 CT扫描中对图像质量的综合影响。方法 收集 80例需行颈部 CT检查的病例进行低剂量

CT扫描。所有扫描病例行 CT图像重建时均采用四种不同的重建算法（FBP、 ADMIRE 1、

ADMIRE 3、ADMIRE 5）分别进行轴位重建，然后对获得的重建图像进行主、客观评价，最后得

出图像 CT值、图像噪声、SNR、CNR及整体图像质量等的对比情况。结果 图像 CT值方面各重

建算法没有差别，图像噪声高低排序为 ADMIRE 1＞FBP＞ADMIRE 3＞ADMIRE 5，图像 SNR与

CNR高低排序为 ADMIRE 5＞ADMIRE 3＞FBP＞ADMIRE 1，图像质量主观评分优劣排序为 ADMIRE 

3＞ADMIRE 5＞FBP＞ADMIRE 1。结论 在颈部低剂量 CT扫描中，相比传统的 FBP算法，ADMIRE

算法（ADMIRE1除外）不仅能大幅度降低图像的噪声，也能够显著提升图像的整体质量。 

  

 

 

FP-215 

基于低剂量胸部 CT 数据集的深度学习算法 

检测肺部结节的应用研究 

 
王浩初

1,2
,龚向阳

1,2
,林毅

1
,陈方宏

1
,臧璇

3
,郑永升

3
 

1.浙江省人民医院 

2.杭州医学院附属人民医院 

3.上海依图科技网络有限公司 

 

目的 评价卷积神经网络（CNN）深度学习算法模型对低剂量 CT（LDCT）体检筛查图像的肺部

结节检测的应用效能。方法 先后由依图科技胸部 CT智能诊断系统测试版(YituClient)与 6名

资深影像专业医师对本中心 2017年 3月至 6月间共 13130 例肺部 LDCT图像数据按如下步骤进

行检测。第 1步，YituClient 自动标记上述 LDCT图像数据库序列图像中所有疑似肺结节，并

给出单个结节位置、长短径、面积等信息；第 2步，由 6名放射科心胸组亚专业资深医师对

YituClient结节检测结果逐一进行确认、删除、新增等处理。所有病例依据 YituClient 和医

生的处理被分为 7个场景，并按场景不同分别归类至真阳性（TP）、假阳性（FP）、假阴性

（FN）、真阴性（TN）四类。统计 YituClient系统的敏感度、特异度、阳性预测率、阴性预

测率及 F1-measure值。结果 YituClient在本中心 LDCT 数据集检测的敏感度、FPs/Scan、特

异度、F1-measure值、正确率、PPV、NPV分别为：3月（96.39%、2.35、14.74%、84.18%、

79.66%、74.72%、60.94%），4月（96.47%、2.69、15.52%、80.05%、74.84%、68.40%、

69.84%），5月（96.54%、2.43、18.95%、81.98%、78.51%、71.24%、72.49%），6月

（96.94%、1.52、29.04%、83.13%、84.27%、72.77%、82.93%）；按每月数据迭代时序计算，

其敏感度、特异度、正确率、PPV、NPV及 F1-measure值均有提升，FPs/Scan、错误率呈下降

趋势。结论 基于 CNN的深度学习算法架构的智能检测主要效能指标显示有一定真实性、可靠

性、成长性，不断逼近甚至超越临床与影像诊断当前可接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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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216 

能谱 CT 虚拟平扫在肺部结节及肿块影像诊断中的可行性研究 

 
吕燕,徐秋贞,稍海磊,聂芳,陈晓辉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210009 

 

目的 通过对比胸部虚拟平扫（virtual non-contrast CT, VNC）与常规平扫（true non-

contrast CT, TNC），探讨能谱 CT虚拟平扫在肺结节或肿块的诊断中取代常规平扫的可行

性。  

方法 收集 26例肺部占位性病变的患者，均采用能谱 CT行常规平扫及能谱动静脉增强扫描，

采用抑碘图（Material suppressed iodine）得到动脉期 VNC及静脉期 VNC图像。比较 TNC与

VNC的图像质量主观评分、噪声、SNR（信噪比）、CNR（对比噪声比）、病灶 CT值、辐射剂

量及病灶显示情况。 结果  双期 VNC图像主观评分均在三分以上，均可满足诊断要求；双期

VNC图像噪声高于 TNC(P<0.05)；双期 VNC图像 CNR及 SNR均低于 TNC（P<0.05）；双期 VNC

图像中病灶 CT值与 TNC相比，无统计学差异（P>0.05）; VNC图像对病灶的特征性表现，除

了少数细小钙化灶（<2mm）显示欠佳外，其他如毛刺征、兔耳征、空洞、卫星灶及钙化灶

（>2mm），显示情况同 TNC；省去 TNC而得到的平扫与双期增强图像相当于省去了 30%的 ED值

(effective radiation dose)。结论 在肺结节及肿块病变中，VNC图像质量可以满足诊断要

求，提供较为准确的 CT值，同时可以明显减少 ED值，具有替代 TNC的潜能。 

  

 

 

FP-217 

冠脉 CTA 自由呼吸扫描与屏息扫描的辐射剂量对比研究 

 
原媛,钟朝辉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100050 

 

目的：探自由呼吸与屏息两种不同呼吸方式下行冠脉 CTA扫描对辐射剂量的影响。 

方法：本研究选取我院于 2017年 1月至 2017年 3月间临床诊断疑似冠心病拟行 CCTA扫描的

患者 140例，排除因素包括：1、碘对比剂过敏、肾功能不全（血肌酐水平>1.5rag/dl）、甲

状腺功能亢进；2、心律不稳定（>5bpm）；3、无法配合屏息；4、体重>100kg；5、冠脉搭桥

患者。最终入组 102例，记录受检者年龄、性别、身高、体重。采用 Revolution CT（GE 

Healthcare），扫描前嘱患者检查时平静呼吸，扫描范围自主气管分叉下 1cm至处至心脏膈

面。准直宽度为 140mm-160mm。重建层厚及层间隔均为 0.625 mm。适应性统计迭代重建

（ASIR-V）权重为 80%。管电压 100kVp，自动管电流调制技术（400mA～750mA），预设噪声指

数(noise index，NI) 22 HU。机架旋转速度 0.28s/rot，采用自动心电门控(auto gating)。

使用系统自带的心率记录测试功能，分别在自由呼吸和屏息时进行自动门控心率测试，比较自

由呼吸和屏息下的扫描期相及相对应的预估辐射剂量（DLP）进行比较，选择预估辐射剂量较

低的方式进行扫描。 

结果：患者在自由呼吸和屏息时心率存在明显差异，部分患者扫描期相范围发生变化，辐射剂

量受到较大影响。 

结论：在患者可配合的情况下，根据患者实际情况选择自由呼吸或屏息的冠脉 CTA可以优化扫

描期相，降低辐射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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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218 

FLASH 光子 CT 低剂量血管成像在诊断肠系膜静脉狭窄的扫描

参数及重建方式的选择 

 
顾欣,杨晓云,崔兰柱,王真,贾玉荣 

天津武警后勤学院附属医院 300162 

 

目的:探讨光子双源 CT低剂量血管成像的扫描参数及各种重建方式在诊断肠系膜静脉狭窄的应

用价值。 

方法:将行上腹部增强 CT检查的患者 60例随机分成三组，A组 20例行三期扫描，动脉早期后

20 -25s扫描肠系膜静脉期(MV期)。B组 20例,常规腹部双期 CT增强,动脉早期后 35 s 扫描

第二期。C组使用低浓度对比剂配合迭代技术 SAFIRE的应用，在常规腹部双期 CT增强,动脉

早期后 35 s扫描第二期。对比三组图像肠系膜上静脉(SMV)主干 CT值、直径,评估三组 MV显

影的血管分级、评分及不同重建方式对 MV的显示及对狭窄的评估情况。 

结果:A组 SMV直径(10.23±2.08)mm, B 组(9.75±2.34)mm, C 组(10.04±2.12)mm 均无统计学

差异 (P >0.05)； 

A组 SMV主干平均 CT值(186.25±39.23)HU,较 B组 (169.73±29.55)HU 有统计学差异(P 

<0.05);C组与 A组比较平均 CT值无统计学差异(P >0.05)，而对比剂浓度及辐射剂量却明显

降低。A组和 C组 VR容积重建对 MV及分支的显示能力及评分优于 B组(P <0.05),VR对血管空

间分布走行显示优于最大密度投影(MIP)，曲面重组(CPR)对于显示血管腔狭窄及其与相邻组织

结构的关系较有优势。 

结论:动脉期后 20－25 s行 MV数据采集较 35 s可获得良好的 MV图像，结合低剂量扫描方式

的及不同重建方式的选择对肠系膜静脉狭窄的诊断更具优势。 

 

 
FP-219 

双源能谱 CTMonoenergic+技术低浓度对比剂门静脉成像在食

管胃静脉曲张的应用研究 

 
徐宁,杨杰,刘渊,蔡中 

宁夏人民医院 750021 

 

目的：探讨双源 CT Flash模式下联合 Monoenergic+技术、低浓度对比剂门静脉成像在肝硬化

食管胃底静脉曲张患者推广应用的可行性，同时减低患者辐射剂量及碘用量，以期在临床广泛

推广使用。 

方法：选取 60列体重指数(BMI)位于正常范围内，BMI ≤25kg/m2。将患者随机分为 A、B两

组，A组实验组及对照组各 30人，A组（造影剂浓度—270mgI/ml）使用双源 CT 双能量描模

式并应用 Monoenergic+技术联合 Care Dose 4D自动曝光技术技术；B组对照组：（造影剂浓

度—370mgI/ml）使用双源 CT传统扫描技术。扫描结束获得门静脉期 0.625 mm 层厚的门静

脉最佳对比度噪声比(CNR)单能量图像,用此单能量图像对 门静脉行 VR 和 MIP 重组。测量 

图像中门静脉和相同层面背部肌肉竖脊肌及腹壁脂肪的 CT 值及其标准差,计算信噪 比(SNR)

及 CNR 并取平均值,由 2 名高年资医师在盲法下对 2 组图像进行主观图像质量评分并取平均

值,2组间比较采 用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2 名医师对重建图像质量一致性评估采用 

Kappa 检验。获得 门静脉最佳 CNR 单能量图像单能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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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双源 CTFlash双能量扫描模式联合 Monoenergic+技术、 低浓度对比剂门静脉成像辐射

剂量及碘用量均低于普通扫描模式，且图像质量评分与普通模式相同或高于普通模式，两种模

式图像质量评分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双源 CT Flash模式下联合 Monoenergic+技术、低浓度对比剂门静脉成像是评价食管胃

静脉曲张的一种先进的、非侵入性方法，能提供消化道血管形态及 周围结构的高分辨力的图

像,并能作为一种精确显示静脉曲张部位侧支静脉通路的有效手段。 

 

 

FP-220 

辐射代谢组学用于多层螺旋 CT 冠状动脉血管造影辐射生物效

应的初步研究 

 
李勇刚,朱静芬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15000 

 

目的：比较 MSCTCA检查前后检查者血浆中代谢物水平的变化，并评价辐射代谢组学用于低剂

量电离辐射损伤生物效应及机制研究领域中的应用前景。 

方法：61例拟行冠状动脉 CTA的检查者按扫描时心率情况，24例行 Flash扫描，37例行常规

Spiral扫描。在 CT前及 CT 后 30min各抽取检查者 4ml静脉血，采用气相色谱-质谱（GC-

MS）联用技术进行检测。采用正交信号校正-偏最小二乘法（OSC-OPLS-DA）多变量数据分析方

法进行模式识别与潜在生物标志物的筛选，用单变量 t检验方法验证生物标志物的筛选结果。 

结果：OSC-PLS-DA分析显示 Flash扫描与常规 Spiral扫描 CT前后组样本均能较好地分离，

常规 Spiral检查组与对照组样本的差异大于 Flash检查组与对照组的差异。Flash检查后血

浆中乳酸、尿素含量下降，硬脂酸、软脂酸含量增加。常规 Spiral组 CT检查后上述代谢物变

化趋势与 Flash组相一致，另外发现脯氨酸含量下降及磷酸含量增加。单变量分析 t检验验证

了常规 Spiral组 CT前后 6种代谢物在检查前后发生了变化，达统计学差异。 

结论：冠状动脉 CTA检查后很快引起人体血浆代谢物小分子的变化，且常规 Spiral扫描组的

变化大于 Flash扫描组的变化。辐射代谢组学研究有可能实现低剂量辐射损伤人员的早期诊断

和预警，有望成为评价电离辐射生物学效应和机制的有效工具。 

  

 

 
FP-221 

CTD-ILD CT 肺容积量参数与肺功能、临床严重程度的相关性

研究 

 
李海兰,刘进康,熊曾,李懿莎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410008 

 

目的：探讨 CTD-ILD患者 CT肺容积参数与肺功能、临床严重程度的相关性。对象和方法：回

顾性收集 2013年 9月至 2016 年 9月在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行 HRCT证实存在 CTD-ILD的患者

191例，其中行肺功能肺通气检查的患者 64例及肺弥散功能 43例。使用 Volume定量分析软

件，用肺密度阈值分割法测定 64例患者感兴趣容积区的肺容积，获得 CT肺容积参数：全肺总

容积（WL）、正常肺组织容积及百分比（NL、NL%）、间质纤维化肺容积及百分比（IDLV、

IDLV%）、平均肺密度(MLA)。采用 Camiciottoli视觉评分法对 64位患者的 HRCT图像肺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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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水平进行评分。按 GAP分级将 43例患者的临床严重程度分为Ⅰ、Ⅱ、Ⅲ三级。评价 CT肺容

积参数、视觉评分与肺功能参数、临床严重程度的关系。 

结果：1）CT肺容积参数与肺功能的相关性：①WL、NL与 TLC、FVC、FEV1均呈中高度正相

关，其中以 WL与 TLC的相关系数最高(r=0.89)。②NL%与 FVC/预计值（%）呈高度正相关

(r=0.82)。③IDLV、IDLV%、NL%与 DLCO、DLCO/预计值%均呈中高度相关，IDLV%、IDLV、NL%

与 DLCO/预计值%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92、-0.84、0.78。2）CT肺容积参数与肺间质病变临床

严重程度的关系：临床严重程度较重的 CTD-ILD患者，NL 及 NL%明显较低，ILDV及 IDLV%明显

较高，CT视觉评分较高，WL及 MLA值在两组间均无统计学差异。3）CT视觉评分与肺功能参

数、临床严重程度的关系：①CT 视觉评分与 DLCO、DLCO/预计值%均呈中度负相关，相关系数

分别为-0.62与-0.69，与其它肺功能参数均无相关性。②CT视觉评分与 GAP分级存在弱的正

相关，相关系数为 0.46。 

结论：CT肺容积参数反映肺功能的变化优于 CT视觉评分，且能评价肺间质病变严重程度。 

  

 

 
FP-222 

生理辅助通气超高分辨 CT 靶扫描技术对肺纯磨玻璃结节的诊

断价值 

 
任华,李惠民,虞崚崴,蔡静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00092 

 

目的：探讨生理性辅助通气超高分辨率 CT靶扫描技术（G-方案）在肺纯磨玻璃结节（pGGNs）

诊断中的应用价值，并对大小测量方法进行评估。 

方法：将 267例（女性 192 例，男性 75例。年龄范围 15～82 岁，平均 52.4±13.4 岁）手术

病理为的 314个 pGGNs（炎症：17个；浸润前病变：52个 AAH和 151个 AIS；浸润性病变：56

个 MIA和 38个 IAC）纳入本研究，术前全部完成 G-方案扫描。图像评价内容包括病变大小

（三维正交重建前后的一维最大径、二维及三维平均径）、密度（平均密度、代表性密度、背

景密度及相对密度）、病变内部及周边征象。通过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寻找浸润性病变的独

立预测因子，并建立临床预测模型。用受试者工作特性曲线(ROC曲线)评估预测模型、确立鉴

别诊断的最佳临界点及大小的最佳测量方法。 

结果：与肿瘤相比，炎症多呈更低密度且边界不清（均 P＜0.05）。除背景密度和形状外，浸

润前病变组和浸润性病变组的其他参数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多因素 Logistic回

归分析筛选出三维正交重建前二维平均径和相对密度为浸润性病变患者的独立预测因子。诊断

模型 ROC曲线下面积为 0.801。ROC 曲线显示以病变三维正交重建前二维平均径 8.9mm 为分割

值，其曲线下面积为 0.750，区分浸润性病变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60.6％和 80.3％。ROC 

曲线显示以病变相对密度-299HU为分割值，其曲线下面积为 0.657，区分浸润性病变的敏感度

和特异度分别为 58.5％和 68.5％。三维正交重建前后的一维最大径、二维及三维平均径的

ROC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745, 0.750, 0.752, 0.746,0.747 和 0.750。 

结论： 生理性辅助通气超高分辨率 CT靶扫描技术对肺纯磨玻璃结节诊断有帮助，临床中推介

使用。病灶大小的三维平均径在评价结节侵袭性方面优于一维最大径和二维平均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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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223 

隐源性机化性肺炎孤立肿块型的临床、影像及病理分析 

 
沈蕾蕾,于红,刘靖,肖湘生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200003 

 

目的：探讨孤立肿块型隐源性机化性肺炎（Cryptogenic Organizing Pneumonia ，COP)的临

床、病理及 CT影像学特征及相关性。 

方法：经手术或穿刺活检证实的表现为孤立性肿块型（d≥3cm）的隐源性机化性肺炎 10 例

（男 8例，女 2例，57-78 岁,62±5岁），均行胸部多排螺旋 CT扫描。回顾性分析患者临

床、影像及病理资料。10例患者在穿刺或手术前均至少有一次 MDCT薄层平扫，8例患者初次

行增强 CT扫描，图像分析包括病变大小、部位、边缘特征、内部结构、周围结构、伴随其他

征象等。 

结果： 10例患者均有咳嗽咳痰症状，其中 7例伴少量咯血，部分患者存在胸痛症状。CT可见

肿块均邻近胸膜（直径 3.2-6.1cm，4.2±0.7cm）,病灶分布以左肺上叶（4例，40%）居多；6

例病灶密度不均，4例表现为内含空洞型肿块，均有支气管粘液崁塞，肿块可见远端阻塞性炎

症；4例肿块可见胸膜凹陷征，7例表现为纵隔淋巴结肿大。病理光镜下均可见肺泡及肺泡管

中密集分布的由纤维母细胞／肌纤维母细胞和结缔组织等混合组成的肉芽组织栓为特征，常累

及细支气管，其中 4例病灶间质内淋巴细胞明显增多。 

结论：孤立肿块型隐源性机化性肺炎临床多表现为非特异性，患者易出现少量咯血。影像学上

与肺癌鉴别诊断较困难。肿块内多出现坏死，形成空洞后易出现支气管粘液崁塞，造成远端阻

塞性炎症。血管集束征、肿块周围渗出、组织学上间质淋巴细胞浸润及纵隔淋巴结肿大常见。 

  

 

 

FP-226 

GABA in patients with neuromyelitis optica spectrum 

disorder and multiple sclerosis: A proton magnetic 

resonance spectroscopy study 

 
cao guan mei,Zhao Bin,Wang Guangbin,Gao Fei 

Shandong Medical Imaging Research Institute， Shandong University 250012 

 

Purpose:  Gamma-aminobutyric acid (GABA) is the major inhibitory transmitter in 

the human brain. Ample evidence has suggested that the GABAergic 

neurotransmitter system is involved in the pathogenesis of multiple sclerosis 

(MS)
[1-3]

. However, whether there is any abnormalities in GABA concentration in 

neuromyelitis optica spectrum disorder (NMOSD)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NMOSD and MS is unclear. The present study addresses this issue by edited 

magnetic resonance spectroscopy (MRS). 

Methods: 13 patients with NMOSD, 28 patients with relapsing–remitting MS 

(RRMS)  and 20 healthy controls underwent 3D T1-weighted imaging, T2-FLAIR 

imaging and MRS of the posterior cingulate cortex (PCC), the 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mPFC) and left hippocampus using the "MEGA-Point Resolved Spectroscopy 

Sequence" (MEGA-PRESS). All scans were performed using a 3T scanner (Phil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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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hieva TX, Best, The Netherlands), equipped with an eight-channel phased-array 

head coil. MRS data were processed using 'Gannet' (GABA-MRS Analysis Tool) in 

Matlab with Gaussian curve fitting to the GABA+ peaks. One-way analysis of 

variance (ANOVA) was performed to compare group differences in GABA levels. 

Results:  Patients with NMOSD showed reduced GABA+ in the PCC (0.99±0.114 

IU (patients) vs 1.146±0.128 IU (controls), p = 0.002) compared with controls. 

Patients with RRMS showed reduced GABA+ in the PCC 

(1.057 ± 0.15 IU (patients) vs 1.146 ± 0.128 IU (controls), p = 0.028) 

and left hippocampus (1.179 ± 0.229 IU (patients) vs 1.335 

± 0.268 IU (controls), p = 0.033) compared with controls. GABA+ 

levels between the patients with NMOSD and RRMS did not demonstrate an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 > 0.05). 

Conclusions: To the best of our knowledge, this study provides the first 

evidence that GABA concentrations are reduced in the PCC in NMOSD patients when 

compared to healthy controls. Our study suggests that it is difficult to 

differentiate NMOSD from MS by the measure of GABA 
1
H-MRS. 

  

 

 
FP-227 

联合第二版前列腺影像报告和数据系统与表观扩散系数图像

定量分析对外周带前列腺癌的诊断价值 

 
冯智超,容鹏飞,王维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410013 

 

目的 探讨前列腺影像报告和数据系统(PI-RADS V2)评分联合表观扩散系数(ADC)图像定量参数

对外周带前列腺癌的诊断价值。 

方法 回顾性搜集 50例经穿刺活检病理证实的前列腺疾病患者，包括外周带前列腺癌、良性病

变患者各 25例，均接受 1.5 T前列腺多参数磁共振成像(mpMRI)，包括 T2WI、DWI和动态对比

增强 MRI(DCE-MRI)。由两名腹部影像医师双盲根据 PI-RADS V2 标准对病灶进行定位及评分，

然后分别利用后处理软件在 ADC图像上对应病灶区放置感兴趣区，测量计算 12种 ADC图像定

量参数。根据病理结果将病灶分为癌灶组和良性病灶组。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或 Mann-

Whitney检验比较两组病灶各 ADC定量参数的差异，对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参数采用逻辑

回归逐步法拟合建模，通过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和决策曲线分析(DCA)评价不同方法区分

外周带癌灶和良性病灶的诊断效能和临床受益。 

结果 最终共获得外周带癌灶 28个、良性病灶 25个。PI-RADS V2评分、ADC模型及联合模型

（PI-RADS V2评分+ADC模型）区分外周带癌灶和良性病灶的 ROC曲线下面积 Az值、敏感度、

特异度分别为 0.803、60.71%、92.00%，0.857、89.29%、76.00%，0.891、71.43%、92.00%，

联合模型较 PI-RADS V2评分的诊断效能有显著提升(P = 0.0117)。并且联合模型具有相对最

佳的总体净受益率，当阈概率在 0.05~0.27和 0.46~0.81范围内，联合模型的净受益率都比

PI-RADS V2评分高。 

结论 PI-RADS V2通过联合 ADC图像定量分析能显著提高其区分外周带前列腺癌和良性病变的

诊断效能，并能改善临床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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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228 

钆塞酸二钠对多 b 值肝脏呼吸触发扩散加权成像中表观扩散

系数值的影响 

 
李伟 

中山大学附属江门医院  

 

目的 通过行多 b值肝脏呼吸触发 DWI，观察注射钆塞酸二钠(Gd-EOB-DTPA)前、后不同时相

表观扩散系数(ADC)值的变化，探讨增强后行 DWI的可行性。 

方法 收集行 Gd-EOB-DTPA 肝脏增强的受检者 105例，其中健康体检者 25名，肝血管瘤 18

例、肝囊肿 16例、原发性肝癌 22例、转移性肝癌 24例，均经临床或病理证实。在 Philips 

Ingenia 3.0T MR成像系统上，行正反相 T1W像闭气轴位平扫，及轴位呼吸触发 DWI。通过肘

静脉向受检者注射 0.025mmol/kg 剂量 Gd-EOB-DTPA后，行动脉、静脉、3min、10min、

20min、30min期闭气轴位 T1W高分辨容积激发序列，在 5min期，行轴位呼吸触发 T2W 脂肪抑

制扫描，15min期，行轴位呼吸触发 DWI后，接着行冠状位闭气 T2W扫描，25min期，行轴位

呼吸触发 DWI。平扫、15min、25min期的 DWI参数完全一致，为单激发自旋-平面回波序列，b

值依次取 0、100、400、800s/mm
2
，扫描时间 210s。在 IngelliSpace

TM
 Portal工作站上，通

过 ADC函数生成平扫、15min、25min期在 b=100、400、800s/mm
2
时的 ADC图，测出正常肝脏

和病变肝脏的 ADC值，对同类疾病在相同 b值下，15min、25min期的 ADC值分别与平扫期的

ADC值进行比较，看是否有差异。 

结果 ⑴同类病灶在相同 b值下，ADC值在平扫期时最大，随着 Gd-EOB-DTPA的注入，ADC值

开始下降，然后上升，到了 25min期，ADC值与平扫期基本一致，15min期的 ADC值最低，平

扫期、15min期、25min期的 ADC值无统计学差异。⑵同类病灶在同一时相下，随着 b 值的增

加，ADC值不断下降，b值越小，ADC值越大。 

结论 静脉注射 Gd-EOB-DTPA 后，肝脏 ADC值下降十分有限，增强后行 DWI是可行的。 

 

 

FP-229 

基于乳腺磁共振 ADC 图和 DCE 图纹理分析 

在乳腺良恶性病变诊断中的价值 

 
吴佩琪,梁长虹 

广东省人民医院 510080 

 

目的探讨基于乳腺 MRI ADC 图和 DCE图的纹理分析及其传统定量指标 ADC、初始强化率

（IER）在乳腺良恶性病变中的鉴别诊断价值。 

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5年 6月-2016年 6月 153例女性患者的乳腺 MRI图像，其中包括 82

例乳腺癌（恶性）和 71例乳腺纤维腺瘤（良性）。测量病灶的 ADC值和 IER值，并对病灶区

分割和提取纹理特征。比较各参数在良恶性病灶中的差异，并进行 logistics回归建模，训练

组和测试组比例为 60%、40%。绘制 ROC曲线，比较不同模型在训练组和测试组的 AUC。 

结果降维后从 ADC图和 DCE 图中各提取 5个影像组学标签，除 DCE_rbio3.1_3_variance

（P=0.744）外，其他组学标签和 ADC值、DCE值在乳腺良恶性病变中的差异均有显著统计学

意义（P＜0.001）。乳腺纤维腺瘤的 ADC值、ADC_L_G_2.5_min、ADC_L_G_1.0_mean、

ADC_rbio1.1_1_sum_var、DCE_db1_1_entropy高于乳腺癌，余指标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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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训练组和测试组中，IER 以 131.8%为阈值，AUC分别为 0.79vs.0.71；ADC值以 1.189×10
-

3
mm

2
/s为阈值，AUC分别为 0.96vs.0.94；基于 ADC图的影像组学标签组模型的 AUC分别为

0.98vs.0.97；基于 DCE图的影像组学标签组模型的 AUC 分别为 0.95vs.0.91。 

经 Delong分析，无论在训练组或验证组中，IER的 AUC与 ADC、ADC图组学标签、DCE 图组学

标签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 ADC、ADC图组学标签、DCE图组学标签模型的

AUC两两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MRI纹理分析可以作为传统定量指标（ADC、IER）鉴别乳腺良恶性病变的补充。 

 

 
FP-230 

CT 基于 Patlak 两点法测定肾小球滤过率的临床研究 

 
王婷婷 

江苏省人民医院 224200 

 

目的 探究 CT基于 Patlak两点法定量测量肾占位患者术前肾小球滤过率的可行性。 

方法 前瞻性研究本院肾占位术前行中腹部 CTA及血清肌酐测定者共 55例。利用基于 Patlak

两点法研发的软件测量术前分肾及总肾肾小球滤过率和肾占位病变剔除前后肾小球滤过率的定

量变化。以慢性肾脏病学流行病学合作组织（Chronic Kidney Disease Epidemiology 

Collaboration, EPI-CKD）公式估算的肾小球滤过率（Estimated Glomerular Filtration 

Rate, eGFR）作为参照，对比 CT测定肾小球滤过率（Computed Tomography-Glomerular 

Filtration Rate, CT-GFR）与 eGFR间的相关性。结果  每例肾占位者均计算两次 CT-GFR，

包括实质早期 CT-GFR（57.17~120.01ml/min），实质晚期 CT-GFR（44.58~106.67ml/min）和

eGFR为（52.84~132.81ml/min）。肾脏占位性病变术前实质早期 CT-GFR及 eGFR间呈显著正

相关（r=0.76，P<0.05）,且 CT-GFR与 eGFR差异没有显著性意义。 

结论 螺旋 CT基于 Patlak两点法所测实质早期 CT-GFR可作为临床肾占位性病变肾功能学和形

态学“一站式”准确评估的新方法。 

 

 
FP-231 

VX2 瘤不同 CT 机型常规扫描的纹理分析的差异评价 

 
丁玖乐,陈蕾,孙玲玲,田小娟,陈杰,邱建国,邢伟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213003 

 

目的：VX2肉瘤在不同 CT机型上扫描图像的纹理分析差异。 

材料与方法：7例兔 VX2肉瘤分别在两种 CT机型（分别为 CT320和 CT16组）中完成扫描，采

用常规设置的腹部扫描条件。由一位具有 5年以上工作经验的医师分析图像，首先根据增强的

CT图像在平扫图像上选择连续的三个最大瘤体层面，然后勾画 VX2肉瘤的轮廓形成感兴趣

区。图像的纹理分析在 IBEX 软件中实施，分别不采用和采用平滑预处理，然后进行直方图和

灰度共生矩阵分析，共产生 12个特征参数。组间的比较采用配对 t检验或 Wilcoxon检验。 

结果：VX2肿瘤内可见明显的异质性，2例瘤体内可见明显出血高密度影，增强后均呈明显不

均匀强化。CT320组的像素大小明显比 CT16组大（W=28，P=0.022），但是共计 75%（9/12）

纹理特征参数在 CT320和 CT16组间无差异（P>0.05），其中包括 100%（6/6）灰度共生矩阵

分析特征参数；经过平滑预处理后，在两组间无差异的特征参数反而减少到 25%（3/12）。 

结论：在 CT常规腹部条件下扫描 VX2肉瘤，其灰度共生矩阵分析的特征参数在两种 CT机型间

无差异，平滑预处理未能改善两种机型间的纹理分析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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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232 

A64 治疗裸鼠肝癌移植瘤超早期改变的 IVIM-DWI 研究 

 
徐笑双

1
,马荣

1
,张冬

1
,史长征

1
,夏明翰

1
,邢会杰

2
,陈敏锋

3
,罗良平

1
 

1.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暨南大学实验动物管理中心 

3.暨南大学药学院 

 

目的 应用 IVIM-DWI技术对新型血管破坏剂 A64治疗裸鼠肝癌皮下移植瘤的超早期改变进行监

测，探讨 A64治疗后肿瘤超早期的病理生理改变与 IVIM参数的相关性。 

方法 建立 22只裸鼠肝癌皮下移植瘤模型。随机分为影像检查组及平行病理组，一次性在裸鼠

尾静脉注射 A64（2µmol/kg）。影像检查组 10只，分别于基线、给药后 1h、2h、4h、24h五

个时间点进行体素内不相干运动弥散成像（IVIM-DWI），动态测量 D
*
值、f值、D值，于 24h

时间点全部处死获取肿瘤标本。平行病理组 12只，取基线、给药后 1h、2h、4h和 24h时间

点，每个时间点分别处死 3只获取相应时间点的肿瘤标本，其中 24h的 3只从影像检查组 24

小时扫描结束后处死的动物中随机选取。将所得肿瘤标本进行常规 HE及 CD31免疫组化染色。

结果 A64给药后 D值于 1h、2h持续下降，4h开始回升，24h上升恢复至基态水平；D
*
值和 f

值在给药后 4h内持续性下降，24h回升，但 f值的变化不如 D
*
值显著。1-2h肿瘤血管即出现

形态失常，管腔狭窄、闭塞、破坏和肿瘤坏死，导致肿瘤血管数量减少，CD31平均累积光密

度（Integrated option density, CD31-IOD）下降，之后肿瘤新生血管开始增生，4h时

CD31-IOD值回升至基态水平之上。D
*
值和 f值变化趋势与 CD31相似。各时间点的 D值、D

*

值、f值以及 CD31-IOD值均存在明显的统计学差异（P=0.000, P=0.000 , P=0.005和 P= 
0.000）。 

结论 IVIM-DWI相关参数中的 D值、D
*
值和 f值可以对 A64 治疗裸鼠肝癌移植瘤的超早期疗效

进行动态监测与定量评估；IVIM相关参数 D值、D
*
值和 f值变化与病理学和 CD31关系密切。 

 

 

FP-233 

血氧水平依赖 MR 成像对兔肝热缺血-再灌注损伤 

及 Lipo-PGE1 干预作用的评价 

 
李婧瑶

1
,季倩

2
 

1.天津医科大学 

2.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目的：定量评价血氧水平依赖磁共振成像（BOLD MRI）对肝不同程度热缺血-再灌注损伤的诊

断价值及脂质体携载前列腺素 E1（Lipo-PGE1）的干预作用。 

方法：70只成年、健康新西兰大白兔，随机分为 7组，每组 10只，分别建立正常组（A0

组）、不同热缺血时间组（A1组：热缺血 30min组、A2组：热缺血 40min组、A3组:热缺血

60min组）和对应 Lipo-PGE1 干预组（A4-A6组）模型，于再灌注 6h后进行常规 MR扫描和

BOLD MRI检查，软件自动后处理获得自旋-自旋弛豫时间（T2*）图像。两名影像医生测得各

组 T2*值并根据公式计算出表观自旋-自旋弛豫率（R2*）值。扫描后取耳缘静脉血，检测血清

丙氨酸转氨酶（ALT），天冬氨酸转氨酶（AST）、乳酸脱氢酶（LDH）水平，最后处死实验

兔，获取肝脏病理切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和 Spearman相关性分析评价各组间 R2*值是否存

在统计学差异、R2*值与肝功能指标的相关性。 

结果：两名测量者之间 ICC=0.805，表明可重复性好。单因素方差分析显示，R2*值在正常

组、热缺血组、干预组之间总体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正常组与各热缺血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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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总体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随着热缺血时间延长，R2*值呈升高趋势；正常

组与各干预组之间总体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组与对应热缺血组比较 R2*

值均减低，且随热缺血时间延长，减低程度越明显；不同时间正常组、热缺血组及干预组之间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R2*值与 ALT、AST 和 LDH间均呈显著正相关(r>0．5，

P≤ 0．05) 

结论：BOLD MRI可无创、定量、动态评价不同程度的肝热缺血-再灌注损伤；Lipo-PGE1 可以

减轻肝热缺血-再灌注损伤，BOLD MRI可以无创、定量评价其缓解程度。 

 

 
FP-234 

基于 1H NMR 代谢组学方法研究 MPTP 诱导的帕金森小鼠脑内

代谢机制 

 
张晓夏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325027 

 

目的 本研究应用基于
1
H NMR 的代谢组学方法对帕金森小鼠脑组织中神经代谢物的变化进行检

测，并结合病理学免疫组化的实验结果综合探讨 PD的发病机制，寻找与其发生发展相关的生

物标志物及代谢调控网络，以了解 PD可能的潜在发病机制。 

材料与方法 60只 C57BL/6 小鼠随机分成 6组:帕金森病（PD）的 1天、7天及 21天组和正常

对照（CON）的 1天、7天及 21天组。PD组连续 5天腹腔注射四氢吡啶（MPTP-HCl）30mg/kg

诱导 PD形成，CON组小鼠则予等量生理盐水。造模前 1天及造模后 1、7天利用 Open-field

实验对小鼠行为学变化进行分析。每组中分别于造模后的相应时间点每组灌流 3只,取脑组织

用于免疫组化染色，测定小鼠纹状体及黑质中 TH、GLS及 GS的表达，各组其余小鼠于对应时

间点取纹状体、中脑黑质、额叶、海马及小脑冻存,用于高分辨核磁共振波谱研究代谢模式及

代谢物变化。 

结果： 

1.与 CON组相比，PD的 1天组小鼠纹状体及黑质（P<0.001）TH的表达明显减少。 

2.造模后 1天和 7天，Open-field实验中 PD组小鼠总路程及活动时间较 CON组均减少

（P<0.05），休息时间增加（P<0.05）。 

3.对 PD组和 CON组小鼠各脑区的
1
H NMR谱进行偏最小二乘法辨别分析(PLS-DA)。PLS-DA的得

分图显示 PD组与 CON组在第一主成分 t[1]上明显分开，且相关系数载荷图提示对代谢模式区

分贡献大的代谢物是 Glu、Gln、NAA、Ala。 

结论： 

1.利用连续 5天腹腔注射 MPTP可成功建立 PD小鼠模型。 

2.PD小鼠脑内 Glu的增加,伴随着 Glu-Gln-GABA循环(GGC)的活跃,引起的兴奋性毒性和线粒

体功能紊乱，可能与 PD的发病机制有关。 

3.PD小鼠脑内 NAA代谢物水平的增加，表明了急性注射 MPTP后造成多巴胺能神经元损失后的

代偿，可能参与了 PD的发生发展。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159 

 

FP-235 

肝移植术后病人钆塞酸二钠增强 MRI 的应用价值 

 
孙侠,靳二虎,张洁,杨正汉,王振常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100050 

 

目的 探讨肝胆特异性对比剂 Gd-EOB-DTPA增强 MRI（EOB-MRI）评价肝移植术后病人肿瘤复

发及肝功能储备的价值。 

材料与方法 因晚期肝硬化及原发性肝细胞癌进行了肝移植手术的病人 10例（术后平均 17.3

个月）和因肝脏小结节病灶明确诊断但肝功能正常的病人 11例，所有病人进行 MRI平扫、

EOB-MRI动态增强扫描及 20 min肝胆期扫描。两位医师分析 MRI所见，观察有无肝细胞癌复

发、复发病灶数目及信号特点，EOB-MRI肝胆期肝脏强化程度及各级胆管显示情况，分析肝功

能正常者和肝功能异常者肝胆期胆管显示评分及肝脏相对强化率差异有无统计学意义。所有诊

断于 MRI检查后 3周内经穿刺活检及手术病理证实，将影像所见与病理结果对照。 

结果 10 例肝移植术后病人经常规 MRI平扫及 EOB-MRI共发现肿瘤复发 7例，其中肿瘤单发 4

例、多发 3例，这些病灶在动脉期高强化，在门静脉期及延迟期廓清，肝胆期均呈低信号；另

外 3例包括单发肝血管瘤 1例，多发炎性病变 1例，肝脏未见具体病灶 1例。肝胆期扫描提示

肝功能正常与肝功能异常病人的胆管显示程度及肝脏相对强化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EOB-MRI检查有助于检出肝移植术后肝细胞癌复发，肝胆期图像有助于评估病人的肝功

能。 

 

 

FP-236 

超高场核磁共振成像示踪并定量分析在外源性自然杀伤细胞

过继免疫治疗大鼠肝细胞癌模型中的应用 

 
苏占亮

1,2
,王夕富

2,3
,郑林丰

2,3
,吕天楚

2
,Matteo Figini

2
,Daniel Procissi

2
,杨一贺

2
,于静

1
,王世鑫

1
,Andrew 

Christian Larson
2,4
,张卓立

2,4
 

1.天津市西青医院 

2.美国西北大学医学院影像医学系 

3.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 

4.美国西北大学医学院 Robert H. Lurie 综合癌症研究中心 

 

 

目的 证明以下假设：1）经肝固有动脉注入外源性自然杀伤细胞可以明确增加其针对肿瘤细胞

的靶向迁移效率；2）超高场 MRI连续定量检测结果可以早期预测纵向治疗效果。 

方法 肝素、鱼精蛋白以及 Ferumoxyto合成 HPF纳米复合物并标记鼠 NK细胞。透射电镜用于

证实铁纳米颗粒的细胞内化。 

18只 SD大鼠 McA肿瘤模型随机等分为三组：经肝固有动脉 NK细胞治疗组（IHA组），经尾静

脉 NK细胞治疗组（IV组），经肝固有动脉生理盐水对照组。微导管经肝固有动脉超选左肝动

脉，IHA组注入 4.0×10
6
标记的 NK细胞，对照组注入 0.5ml 生理盐水。IV组经尾静脉注入等

量标记的 NK细胞。 

7.0T核磁共振用于动物模型成像。T2*/R2* mapping成像用于定量测量肿瘤组织 R2*值。检测

时间点为治疗前 24小时，治疗后 24小时、48小时及 8天。治疗后第 8天 MRI扫描完成后采

集标本，组织切片进行 CD56 免疫组化染色。 

结果 IHA组，治疗前与治疗后 24及 48小时，肿瘤组织 R2*值均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

治疗后 24与 48小时，肿瘤组织 R2*值的差异性无统计学意义（p˃0.05）。IV组中，治疗前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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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后 24及 48小时、治疗后 24与 48小时，肿瘤组织 R2*值的差异性均无统计学意义（所有

p˃0.05）。在治疗后 24及 48小时，肿瘤组织 R2*值在 IHA 组、IV组与对照组间均具有显著性

差异（所有 p˂0.05）。 

治疗后 8天，IHA组、IV组与对照组间肿瘤大小的增量均具有显著性差异（所有 p˂0.05）。

此外，在 IHA组与 IV组内，R2*增量与肿瘤生长抑制作用间具有强烈相关性（IV组，

R
2
=0.65；IHA 组，R

2
=0.71）。 

结论使用 MRI体内示踪经 HPF纳米复合物标记的 NK细胞具备临床可行性。经肝固有动脉注入

外源性自然杀伤细胞可以显著增加其针对肿瘤细胞的靶向迁移效率。MRI连续定量检测结果可

以早期预测纵向治疗效果。 

 

 
FP-237 

常规影像学基于大数据分析在诊断弥漫性胶质细胞瘤 IDH1 

基因状态 的价值研究  

 
文剑波,耿道颖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200040 

 

目的：应用大数据分析的方法，探讨弥漫性胶质细胞瘤 IDH1 基因突变型与野生 型的常规影

像学特征，评价常规检查对弥漫性胶质瘤异柠檬酸盐脱氢酶 1 （isocitrate dehydrogenase, 

IDH1）基因状态的无创性预测价值。  

方法：回顾性分析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期间，我院病理证实为 弥漫

性胶质瘤共 305 例。收集整理：性别、年龄、病灶位置、病灶分布、肿瘤最 大径、病灶数

目、水肿程度、中线移位情况、肿瘤均质性、囊变情况、囊液信号、 坏死、坏死腔壁、钙

化、出血、形态、边界情况、T1WI/T2WI 信号强度、水肿均 匀性、DWI 信号强度、强化均匀

性、强化程度、强化特征、合并脑膜强化情况等 24 个特征。根据 2016 版世界卫生组织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胶质 瘤分级及免疫组化 IDH1 基因状态，将入组患者

分为低级别（WHO I 和 II 级） 胶质瘤 IDH1 基因野生型与突变型；高级别（WHO III 和 IV 

级）胶质瘤 IDH1 基 因野生型与突变型四组。使用 Feature Selection Library（FSLib）的

方法进行特征 选择，计算出具有判别 IDH1基因型能力的特征集，同时计算所选择特征的 p

值。  

结果：在低级别胶质瘤中，选择的 6 个有效特征集为（年龄、脑干、块状强化、 左侧额叶、

岛叶、T2WI 信号），1000 次随机测试所得平均诊断正确率为 79%。在高级别胶质瘤中，选择

的 6 个有效特征集为（强化程度、水肿均匀性、坏死、强化均匀性、环形强化、钙 化），

1000 次随机测试所得平均诊断正确率为 82%。 

 

 
FP-238 

肺神经内分泌肿瘤不同亚型 CT 特征差异研究 

 
郭丽娟,于德新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50012 

 

目的 探讨肺神经内分泌肿瘤不同亚型 CT表现特征之间的差异。 

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病理学证实的 46例肺神经内分泌肿瘤患者的 CT表现特征，探讨其在各病

理亚型之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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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对于神经内分泌肿瘤的亚型而言，病理学亚型与血管受侵情况、纵隔或肺门淋巴结的转

移等均有关（P<0.05），与其他影像学征象（发生位置、毛刺、支气管受侵情况、肺不张及阻

塞性炎症、胸腔积液、胸膜增厚等）均无明显关系（P>0.05）。对于神经内分泌肿瘤各亚型和

肺癌伴神经内分泌分化病灶而言，上述分型与肿瘤大小、血管受侵情况、纵隔或肺门淋巴结的

转移等均有关（P<0.05），与其他影像学征象均无明显关系（P>0.05）；肿瘤大小与强化类型

以及有无肺内及全身转移之间有关系（P<0.05） 

结论 肺神经内分泌肿瘤 CT表现有一定特征，不同亚型之间具有一定的差异，可在一定程度

上进行鉴别，但总体缺乏特征性的 CT特征。 

 

 

FP-238 

MR Tissue tracking 技术评价 2 型糖尿病患者合并高血压左

室心肌应力改变的初步研究 

 
谢林均

1,2
,杨志刚

2
,胡碧月

2
,高越

2
,郭应坤

1
 

1.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2.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目的：利用组织追踪心脏磁共振技术（MRI tissue tracking）评价无明显心脏症状的 2型糖

尿病患者合并高血压左心室心肌应力的研究。 

材料与方法：收集经临床确诊的合并有高血压的无明显心脏症状的 2型糖尿病患者(Group1)，

无明显心脏症状的不合并有高血压的 2型糖尿病患者 (Group2)，及 25例正常人作为对照组。

所有患者及正常人都进行了心脏核磁共振(CMR)扫描，包括左室短轴位电影序列、左室长轴两

腔心电影序列、四腔心电影序列。心脏功能指数和左心室心肌应力均由 Circle 

Cardiovascular Imaging软件进行测量，并将统计数据进行了比较。 

结果：所有受检者均完成了 CMR扫描，并记录了基线数据特征。左室舒张末容积 Group1 

[141.74±27.61ml] 较对照组[117.18±31.36ml]显著增加（P < 0.05）。左室射血分数

Group1 [58.62±10.02%]与对照组[65.01±4.50%]相比，明显降低（P < 0.05） 。左室周向

舒张早期应变率 Group1 [1.08±0.28 1/s]和 Group2 [1.15±0.27 1/s]与对照组[1.30±0.23 

1/s]相比降低（P 均< 0.05）。左室纵向舒张早期应变率 Group1 [0.92±0.25 1/s ]和

Group2 [0.98±0.271/s ]与对照组[1.16±0.26 1/s ]相比降低（P均< 0.05）。 

结论：无明显心脏症状合并高血压的 2型糖尿病患者左室的射血分数降低。无论是否合并高血

压， 2型糖尿病患者左室的周向和纵向舒张早期应变率均降低，提示 MRI tissue tracking

技术可以早期评价糖尿病左室舒张功能受损。 

 

 
FP-239 

Gd 基 MRI 对比剂在细胞不同界面分布决定 

其细胞结合时间及造影效果 

 
邓宗武,张海禄,张艳辉,李彬彬,谭波 

中国科学院苏州纳米技术与纳米仿生研究所  

 

目的：研究分布在细胞不同界面的 Gd基 MRI造影剂调控其与细胞结合时间及其 MRI造影效果

的机制，为优化干细胞移植活体 MRI影像示踪技术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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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利用细胞孵育和脉冲电穿孔两种不同标记方法将 Gd-DOTA和（Gd-DOTA)i-EM7两种不同

结构的 Gd基 MRI造影剂引入到间充质干细胞中，通过透射电镜（TEM）观察造影剂在细胞中的

分布状态；将细胞离心形成细胞沉淀，在 11.7T磁共振影像设备上定量测量其 T1-和 T2-加权

信号强度及 T1-和 T2-弛豫时间，建立其与细胞 Gd浓度的定量关系。 

结果：TEM结果表明 Gd基造影剂与细胞结合存在三种不同形式：与细胞膜结合、形成纳米簇

进入细胞质、以游离态小分子进入细胞质，具体结合形式与造影剂分子结构及标记方法高度相

关。这三种不同结合方式对细胞水质子的 T1-和 T2-弛豫速率的影响存在显著的不同，并进一

步反映到其 T1-和 T2-加权信号的不同变化。通过细胞孵育及 Gd-DOTA电穿孔标记的细胞主要

含有游离态和膜结合 Gd，通过（Gd-DOTA）i-EM7电穿孔标记的细胞主要含有游离态和纳米簇

Gd。通过 Gd-DOTA电穿孔标记的细胞呈现显著的 MRI信号增强效应，但弛豫时间短，反映与细

胞结合强度低；通过（Gd-DOTA）i-EM7电穿孔标记的细胞呈现显著的 MRI信号减弱效应，在

T2-加权模式下信号可以降至噪声水平，且可以持续一周以上，反映其与细胞结合的强度高。

通过（Gd-DOTA）i-EM7孵育和电穿孔标记的细胞的 T2加权信号都可以降到噪声水平，但孵育

标记的细胞主要是因为形成的膜结合 Gd的 T2弛豫率增强，而电穿孔标记的细胞主要是因为形

成的纳米簇 Gd的 T1弛豫率显著降低。 

结论：（Gd-DOTA）i-EM7电穿孔标记细胞，可以诱导细胞将之组装成纳米粒子，大幅提高与

细胞结合时间，在 T2-加权模式下呈现显著信号减弱效应，持续时间长，可以满足干细胞示踪

的时间要求。 

 

 

FP-240 

心脏磁共振 T1 mapping 技术评价扩张性心肌病引起心肌弥漫

性纤维化的初步研究 

 
汪晶晶,陈锐,祝雨雷,刘辉,郑君慧 

广东省人民医院 510100 

 

目的 本文将初步探讨探讨基于改良 MOLLI序列心脏 T1 mapping 技术在定量化评价扩张型心肌

病（dilated cardiomyopathy，DCM）患者心肌弥漫性纤维化的应用价值。 

材料与方法 DCM患者入组标准：左心室射血分数(Left ventricular ejective 

fraction,LVEF)小于 40%； 排除标准：（1）冠状动脉狭窄大于 50%；（2）原发性瓣膜疾病；

（3）心肌致密化不全；（4）先天性心脏病；（5）高血压心脏病；（6） MRI检查禁忌症；

（7）肾功能 eGFR<30 ml/min/1.73m2; （8）既往接受过心脏手术；（9）严重心律不齐。 

选取符合入组标准的 38例 DCM的患者，和 19位年龄性别匹配的排除心血管疾病的对照组作为

研究对象（38.9±11.3vs39.3±11.0，P=0.9），入组患者和对照组行 3.0T心脏磁共振

（Philips Ingenia 3.0 T）常规序列及改良 MOLLI T1 mapping 序列扫描，在后处理软件当

中，手动分别画出血池、心内膜和心外膜的边界，手动输入血细胞比容（Hematocrit，Hct）

值进行矫正，计算出初始 T1值、增强后 T1值及 ECV值。 

结果 所有的 DCM患者与对照组均能完成心脏磁共振扫描检查，图像质量均可接受。经 T检验

分析，DCM患者与对照组中 LVEF和心肌 T1 mapping参数（ECV、初始 T1值）都有显著性差异

（t = -27.54、5.81，P值均小于 0.001），其值如下：LVEF（18.6±7.8%vs59.8±3.5%）、

ECV（32.4±6.8%vs25.6±2.2%）、初始 T1值（1366.9±81.1vs1252.1±26.5ms），增强后

T1没有显著性差异(t=-0.63,p>0.05)。 

结论 MOLLI T1 mapping技术可无创性定量化评估 DCM引起的心肌弥漫性纤维化程度，具有良

好的临床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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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241 

静、动态 MRI 对生物反馈电刺激治疗产后 

盆腔器官脱垂的疗效评估 

 
王秋静,赵玉娇,郭丽美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300192 

 

目的 采用静、动态 MRI评估生物反馈电刺激疗法对经阴道分娩产后盆腔器官脱垂的治疗效

果。 

方法 收集 2016年 2月至 2017年 6月经阴道分娩初产妇，于产后 42天行盆底静、动态 MR检

查，经 MRI诊断标准诊断为盆腔器官脱垂的初产妇共 48例，随机分为治疗组（24例）和对照

组（24例）。对照组器官脱垂产妇自然恢复，只进行产后健康教育；治疗组进行生物反馈电

刺激治疗（6周），所有受试者于产后 12周再次行盆底静、动态 MR检查，观察治疗组和对照

组产后 42天和产后 12周盆腔器官及盆底结构改变，分别于静息和 Valsalva状态下测量肛提

肌裂隙的横径（LHW）、前后径（LHL）及面积（LHA），H线、M线及提肛板角（LPA），比较

两组不同状态下各测量指标之间的差异。 

结果 （1）产后 42天治疗组Ⅰ度脱垂 17例，Ⅱ度 7例，对照组Ⅰ度 21例，Ⅱ度 3例；产后

12周治疗组 0度脱垂 9例，Ⅰ度 15例，Ⅱ度 0例，对照组 0度脱垂 2例，Ⅰ度 17例，Ⅱ度 5

例，治疗组盆腔器官脱垂改善的有效率高于对照组（P<0.05）。（2）治疗组产后 12周静息及

Valsalva状态的 LHW、LHL、LHA、M线及 LPA均小于产后 42天，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对照组产后 12周 Valsalva状态的 LHL小于产后 42天，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LHW、LHA、H 线、M线及 LPA无统计学差异（P>0.05）。（3）产后 42天治疗组

与对照组各参数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产后 12周治疗组静息及 Valsalva状态

的 M线、LPA小于对照组，Valsalva状态的 LHW、LHL及 LHA小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生物反馈电刺激疗法可改善经阴道分娩造成的盆腔器官脱垂程度，静、动态 MRI 能够客

观评估生物反馈电刺激疗法改善盆底支持结构及功能的疗效，为产后盆腔器官脱垂的恢复提供

重要依据和指导帮助。 

 

 
FP-243 

Intravoxel incoherent motion 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 for discriminating the pathological response 

to neoadjuvant chemoradiotherapy in locally advanced 

rectal cancer 

 
hou jing,Wen Lu,Yu Xiaoping 

the Hunan Cancer Hospital 410013 

 

Purpose To investigate the utility of intravoxel incoherent motion 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 (IVIM-DWI) in discriminating the pathological complete response 

(pCR) to neoadjuvant chemoradiotherapy (nCRT) in locally advanced rectal cancer 

(LARC). 

Methods and materials Forty-two patients underwent preoperative IVIM-DWI before 

(pre-nCRT) and after nCRT (post-nCRT). Intensity-modulated radiation therapy (IM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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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 performed on all patients for 5 weeks, accompanied with concurrent 

chemotherapy with an oral of capecitabine (1650 mg/m² body-surface area) each day. 

Pathologic response induced by nCRT was categorized according to the Dworak tumor 

regression grade (TRG) system: TRG 4, absence of residual cancer, only fibrotic 

mass (complete response); TRG 3, presence of rare residual cancer cells scattered 

through the fibrosis; TRG 2, increased number of residual cancer cells, but still 

predominating fibrosis; TRG 1, residual cancer outgrowing fibrosis; TRG 0, absence 

of regression changes (no response). In this study, the patients with TRG 4 were 

categorised into the pathological complete responder (pCR) group, whereas the non-

pathological responder (non-pCR) group consisted of those with other TRG score. 

Good response (GR) (TRG 3 or 4) and poor response (PR) (TRG 0,1 or 2) groups were 

also classified in the study. The pre-nCRT and post-nCRT IVIM-DWI parameters (ADC, 

D, D* and f) values, together with their changes (∆%parametric value) induced by 

nCRT,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pCR and non-pCR groups and between the GR and PR 

groups based on the Dworak TRG system. 

Results Of the 45 patients who were initially enrolled into this prospective study, 

3 were excluded because of the lack of TME operation after nCRT (n=2) or poor 

IVIM-DWI imaging quality (n=1). The present study finally enrolled 42 patients 

with a mean age of 53 years (range, 26-73 years). The number of TRG 0,1,2,3,4 is 

0,11,16,5,10 respectively. A total of 10 patients were classified into the pCR 

group (TRG 4) group and 32 into the non-pCR (TRG 0,1,2,3) group. 15 patients were 

categorized into the GR group (TRG 3 or 4) and 27 into the PR group (TRG 0,1 or 2). 

The 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95% CI) of intra-observer 

reproducibility for the measurements of preADC, preD, preD*, pref, postADC, postD, 

postD* and postf were 0.915 (0.841 to 0.954), 0.912 (0.835 to 0.952), 0.754 (0.542 

to 0.868), 0.856 (0.732 to 0.922), 0.872 (0.761 to 0.931), 0.870 (0.759 to 0.930), 

0.701 (0.445 to 0.840) and 0.839(0.701 to 0.914), respectively, which demonstrates 

good intra- observer reproducibility and consistency. 

For the ultimately included 42 patients, the ADC, D, D* and f values of rectal 

cancers before nCRT were (1.23±0.14) x10-3mm2/s, (0.91±0.11) x10-3mm2/s, 

(45.24±34.97) x10-3mm2/s and 0.18±0.04,respectively. After nCRT, the ADC, D, D* 

and f values were (1.86±0.36) x10-3mm2/s, (1.43±0.27) x10-3mm2/s, (50.57±35.00) 

x10-3mm2/s and 0.21±0.10, respectively. Between pre-nCRT and post-nCRT,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ADC and D values (all P<0.001), where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found in the D* and f values (P=0.577 and 0.076, 

respectively). 

TRG score revelled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pref (r=0.357, P=0.020), postD 

(r=0.551, P=0.000) and ∆%D (r =0.605, P=0.000), whereas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with the other IVIM-DWI parametric values. The preD*, pref, postD, ∆%ADC and ∆%D 

values demonstra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pCR and non-pCR groups, 

whereas the postD, ∆%ADC and ∆%D values showed obvious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GR 

and PR groups. 

Based on ROC curve analysis, for discriminating pCR from non-pCR, ∆%D had the 

highest area under the curve (AUC) (0.881), sensitivity (90.0%) and 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 (95.9%) among the five IVIM-DWI parameters (preD*,pref , postD, 

∆%ADC and ∆%D) , which could benefit identifying pCR to nCRT. The AUC value of 

∆%D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ADC in discriminating the pCR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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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pCR groups (P=0.009). Among the three IVIM-DWI parameters ( postD, ∆%ADC and 

∆%D) which were helpful in distinguishing the good from poor responders, postD had 

the highest specificity (100%) and 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 (100%) with an AUC 

of 0.790, whereas ∆%D had the highest sensitivity (93.3%) and negative 

predictive value (94.1%) with an AUC of 0.807.  

Conclusion IVIM-DWI may be helpful in identifying the pathological response to 

nCRT for LARC. 

 

Note: This abstract has been accepted by the ISMRM 25th Annual Meeting 

( http://www.ismrm.org/17/program_files/PP19.htm)  (Abstract Number: 6165,Session 

Type: power pitch) 

  

 

 

FP-244 

三维动脉自旋标记技术评估颈动脉内膜剥脱术后脑血流灌注

改变 

 
徐慧敏,刘颖,袁慧书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00091 

 

目的：使用三维动脉自旋标记（3D arterial spin labeling, 3D ASL）技术评估颈动脉内膜

剥脱术（Carotid endarterectomy, CEA）后脑血流灌注改变，并评估脑血流值（Cerebral 

blood flow, CBF）和颈动脉狭窄程度改变的相关性。 

材料和方法：15例诊断为颈动脉狭窄并拟行颈动脉内膜剥脱手术患者（平均年龄 66.00±4.19

岁，男 11人，女 4人）在颈动脉内膜剥脱术前 1周和术后 1周分别于 3.0T MR行 3D ASL 检

查。扫描参数：TR/TE = 4632/10.5 ms, 标记后延迟时间（post-labeling delay, PLD）= 

2000 ms, 获得 CBF图。于手术前后的 CBF图上分别测量患者患侧和对侧的 CBF值，并评估

CEA术前术后 CBF值变化与颈动脉狭窄程度变化的相关性。 

结果：1. 与患者进行 CEA术前的 CBF值比较，CEA术后 CBF值上升。术前患侧 CBF均值：

38.70±12.77mL/100 g/min, 对侧 CBF均值：42.28±11.59mL/100 g/min. 术后患侧均值：

53.08±11.59mL/100g/min, 对侧 CBF均值：52.64±11.17mL/100 g/min，两次扫描 CBF 值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患侧：P=0.011; 对侧: P=0.018). 2. 患侧 CBF值变化与颈动脉狭窄程度变

化呈正相关（r=0.686, P=0.029). 对侧 CBF值变化与颈动脉狭窄程度变化无明显相关

（P=0.078）. 

结论：3D ASL检测颈动脉狭窄患者 CEA术后 CBF值升高，相关分析显示患侧 CBF值改变与颈

动脉狭窄程度变化呈正相关，提示 3D ASL作为一个非侵入性影像检查工具，有很好的潜质可

以定量评估 CEA术后的血流动力学改变。 

 

 

 

 

 

 

 

 

http://www.ismrm.org/17/program_files/PP1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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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245 

In Vivo Porcine Liver Radiofrequency Ablation With 

Simultaneous MR Temperature Imaging 

 
Yang Wanqun 

Guangdong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Guangdong General Hospital 510080 

 

Purpose: To demonstrate in vivo MR-guided temperature mapping during 

radiofrequency (RF) ablation of the liver with a commercially available RF 

generator modified to allow simultaneous RF treatment and MRI. 

Materials And Methods: A commercial RF generator was modified using passive 

filtering to allow the continuous application of the treatment current during MRI 

studies. A total of sixty ablations were performed with the device in vivo in 

fifteen porcine livers, and imaging was concurrently performed using one of two 

different temperature mapping strategies. 

Results: MR images acquired during RF ablation demonstrated no noticeable 

interference from the RF ablation device, which was operated at clinically 

relevant power levels. The heating-spot area stability depending on the specific 

temperature mapping strategy used. Lesions were visualized on post-ablation 

imaging and sectioning. 

Conclusion: The feasibility of performing RF ablation with a modified commercial 

RF generator simultaneously with MRI was demonstrated. Interference-free MR 

temperature maps were produced with both variable respiratory motion and 

mechanical ventilation, and showed the extent of heating as the ablation 

progressed.  

  

 

 

FP-246 

Intravoxel Incoherent Motion 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 of  Bone Marrow Microstructure in Patients 

with Acute Leukemia 

 
niu jinliang,Zhu Hong,Wu Wenqi,Wang Yang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hanxi Medical University 30001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value of Intravoxel Incoherent Motion (IVIM) 

parameters in evaluation bone marrow microstructure and prognostic 

significance in patients with Acute Leukemia. 

Methods 28 patients with AL underwent MRI scans at 1.5T using conventional 

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 (DWI) and IVIM (b= 0, 10, 25, 50, 10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s/mm
2
) in the sagittal plane covering the lumbar bone marrow before 

standard chemotherapy. The IVIM parameters (perfusion fraction [f], molecular 

diffusion coefficient [D], and perfusion-related D [D*] and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ADC) were extracted from the bone marrow images. The microvess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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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sity (MVD) and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 was confirmed by bone 

marrow biopsy of the iliac crests, whichwere used to evaluate bone marrow 

microstructure. All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complete remission (CR) and non-

remission (NR) group according to the treatment response. 

Result All patients underwent the first remission induction chemotherapy, with 19 

patients achieved CR and 9 patients achieved NR.The ADC and D* values were not 

significant differen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However, D value of CR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p=0.003), and f value of  CR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p=0.039) than those of  NR group.  Using receiver operator characteristic 

(ROC) analysis, the area under the curve (AUC) of D and f were 0.848 and 0.746 

respectively in evaluating prognosis of AL before treatment. The fshowed 

significantly statistical correlations with MVD (r= 0.384) and VEGF (r= 0.439). 

Conclusion The D , f value ofbone marrow could play a potential role in 

prognosticating patients with AL. The f value could be used as noninvasive 

biomarkers to evaluate the microstructure bone marrow. 

 

 
FP-247 

PC cine MRI 技术对不同年龄段脑积水患者 ETV 术后的疗效评

价 

 
温德英,孙家瑜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610041 

 

目的 通过采用 3.0T MRI的相位对比电影（PC cine）序列来测定不同年龄段梗阻性脑积水患

者行神经内镜第三脑室底造瘘术（ETV）前后脑脊液的动力学特点，以评估 ETV术后疗效，及

其恢复情况与年龄段的相关性。 

方法 搜集 60例（男 35例，女 25例）2016年 6月至 2017 年 6月期间来我院行 ETV手术的梗

阻性脑积水患者，其中包括 6岁以下、6-14岁、14岁以上三个年龄段各 20例（实验组），分

别在术前及术后行 MRI常规序列扫描及脉搏门控监测下的多位点相位对比电影（PC cine）检

查；并选择 20名健康志愿者(6岁以下 4例、6-14岁 7例、14岁以上 9例)行相同的 MRI 检查

作为对照组。观察脑脊液的流动情况，测量并计算中脑导水管、四脑室、四脑室出口、枕骨大

孔、桥前池、三脑室底造瘘口在一个心动周期内的动力学指标（峰值流速、平均流速、平均流

量、压力梯度、流动波形图）。采用配对 t检验分析梗阻性脑积水患者 ETV手术前后各位点的

动力学指标变化，并与健康志愿者作对比；同时两两比较各年龄段患者术后的动力学参数，观

察其是否具有统计学差异。 

结果 实验组各年龄段脑积水患者 ETV术前各监测位点脑脊液流动减弱或消失、波形不规则；

术后脑脊液流动通畅，三脑室底造瘘口区脑脊液流动表现为与健康志愿者对照组中脑导水管区

相似的双向搏动波形；造瘘口区平均流速、平均流量均大于中脑导水管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5）；桥前池区术后各项指标较术前升高（P<0.05），呈双向搏动波形；术后实验组

各年龄段各监测位点动力学参数间差异无明显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相位对比电影（PC cine）提供可靠的影像学观察手段，可定性、定量分析脑脊液动力学

改变，为评估神经内镜下第三脑室底造瘘术（ETV）的疗效提供客观依据，可作为其疗效评价

的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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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248 

Diffuse fibrosis in negative late gadolinium 

enhancement patients with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 a clinical study using native 

myocardial T1 mapping and extracellular volume 

quantification 

 
Wu Rui,Lian-Ming Wu,Dong-Ao-Lei An,Bing-Hua Chen,Ruo-Yang Shi,Meng Jiang,Qiang Guo,Jian-Rong Xu 

Renji Hospital， School of Medicine，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 200127 

 

Purpose: To detect the diffuse fibrosis in negative late gadolinium enhancement 

patients with SLE, using native myocardial T1 mapping and ECV quantification. 

Materials and methods: Ten SLE patients without previous cardiac symptoms on 

negative LGE (7 female; 30±10 years) and fifteen control subjects without obvious 

cardiovascular disease (9 female; mean age 37±12 years) underwent CMR at 3.0-T. 

The CMR sequence include cine, T1 mapping, late gadolinium enhancement. Mean T1 

value, ECV and circumferential strain parameters were determined for each subject. 

Results: SLE patients on negative LEG had higher native T1 values than control 

subjects, but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1175±95 ms vs. 1131±26 ms, p = 
0.104). Expansion of ECV in SLE patients on negative LEG compared with control 

subjects (27.1±2.1% vs. 24.1±3.3%, p = 0.019). Left ventricular volumes, mass, 
stroke volumes and ejection fraction we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between 

SLE patients on negative LEG and control subjects. Peak circumferential strain (-

14.7±4.1% vs. -17.4±2.2%, p = 0.045) were significantly impaired in SLE patients 
on negative LGE. ECV showed well correlation with peak circumferential strain in 

SLE patients on negative LGE (r = 0.801, p = 0.005) while not shown in native 
myocardial T1 values. 

Conclusions: ECV quantification in SLE patients on negative LEG was higher than 

control subjects and associated reduction in peak systolic circumferential strain. 

For diffuse fibrosis in SLE patients on negative LGE, ECV may provide better value 

than native T1 values, and as a novel biomarker, helps patients receive early 

treatment. 

 

 
FP-249 

The Optimizations of SEMAC-VAT Technique for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of Total Knee Prosthesis 

 
AI TAO,Hu Yiqi,Xia Liming 

Tongji Hospital， Tongji Medical College of HUST 430030 

 

Purpose: Slice encoding for metal artifact correction (SEMAC) technique has 

preliminarily shown tremendous potential to correct metal induced artifacts in 

patients with metal based knee replacements, allowing for post-surg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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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lications to be evaluated more accurately. 
1,2
 When using SEMAC-VAT, SEMAC-

encoding steps determine the degree of metal artifact correction. An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steps typically reduces metal artifact further but also increases 

acquisition time substantially. In addition, the degree of metal artifact is 

related to the types of metal materials and field strengths of the MRI. In this 

study, SEMAC-VAT imaging was performed at 1.5T and 3T with varied SEMAC-encoding 

steps with the use of 3 different types of metal components commonly used in total 

knee prosthesis.  

Materials and Methods: Phantom evaluation was performed at both 1.5T (Siemens, 

Espree) and 3T (Siemens, Skyra) equipped with 15-channel knee coils. Three 

standard metal materials were imaged including two femoral components (Cobalt 

Chromium [CoCr] and Oxidized Zirconium [ZIR]) and one tibial component (Titanium 

[TI]). All phantoms were then scanned using SEMAC-VAT (with multiple SEMAC-encoded 

steps of 1, 5, 10, 15, 20, 25 and 30, BW=781Hz/pixel or 100 kHz), high bandwidth 

(high BW, BW=501Hz/pixel or 64kHz) and conventional TSE sequence (BW= 241Hz/pixel 

or 31kHz) with proton-weighted imaging (PDWI). The artifact area for each slice 

was measured using an adaptation of the referenced subtraction method. A plot of 

artifact area to slice number was obtained. Total artifact volume for the whole 

image stack was measured by calculating the area under curve (AUC). The efficacy 

of metal artifact reduction was compared across the varied SEMAC-encoding steps as 

described above. 

Results and Discussion The area measurements and associated statistical analyses 

demonstrated that the metal artifact was significantly reduced by high BW, VAT and 

SEMAC-VAT sequences for all evaluated metal components at both 1.5T and 3T (Figure 

1). Improved artifact correction was achieved by increasing SEMAC-encoding steps. 

However, a relative plateau phase of artifact correction reached with increasing 

SEMAC, which varies from 1.5T to 3T as well as with different types of metal 

materials. Considering the increase in acquisition time (about 1min per step), the 

optimal number of SEMAC-encoding step was around 15 at 1.5T and 20 at 3T for the 

CoCr. Meanwhile, the optimal number of SEMAC-encoding steps is reduced when 

imaging metal implants made of ZIR or TI materials (5 to 10 steps for both 1.5T 

and 3T). These results  provide an optimal trade-off between acquisition time and 

artifact correction especially when there is knowledge of the types of metal 

materials used in a specific patient or the acquisition of a distortion scout 

prior to the diagnostic image scan. In addition, much more artifact was seen with 

all metals at 3T than at 1.5T, in particular when CoCr was the material of 

interest. The use of SEMAC-VAT with higher encoding steps recovered the symmetric 

appearance of the metal components very well at 1.5T (“M” shape for femoral 

components and “L” shape for tibial component from sagittal images). 

Additionally, residual artifact in the middle portion of the images made an 

irregular “Ç” shape for the curves of CoCr and ZIR at 3T, even with increased 

SEMAC-encoding steps. The performance of SEMAC-VAT on TI component was very 

similar at both 1.5T and 3T (Figure 2). Compared to conventional 2D sequence, the 

volume of metal artifact (AUC) was remarkably reduced by high BW, VAT and SEMAC-

VAT sequences: 22.4-71.9% at 1.5T and 28.8-59.6% at 3T for CoCr;  12.4-38.0% at 

1.5T and 21.6-37.9% at 3T for ZIR; 19.9-47.3% at 1.5T and 12.9-55.9% at 3T for the 

TI, which further confirmed the results from the area measur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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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SEMAC-VAT, VAT and high BW can be successfully used for reduction of 

metal artifact in the imaging of total knee prosthesis at both 1.5T and 3T. The 

optimal SEMAC-encoding should be chosen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types of metal 

material and field strengths, with respect to the optimization of both faster 

acquisition and better artifact correction.  

 

 
FP-250 

心脏 MR 多模态成像鉴别诊断小儿爆发性心肌炎 

与急慢性心肌炎的价值 

 
王翠艳

1
,王海鹏

2
,王光彬

1
 

1.山东省医学影像学研究所 

2.山东省立医院 

 

目的：分析小儿爆发性心肌炎、急性心肌炎、慢性心肌炎的临床及心脏 MR特征，探索心脏多

模态成像在小儿爆发性心肌炎诊断及鉴别诊断中的价值。 

材料与方法：选择 44 例临床确诊为心肌炎并曾行心脏 MR检查的患儿的临床资料和 MR 检查结

果进行回顾性分析。临床资料包括性别、年龄、心率、心肌酶及临床症状等，并根据发病时间

将患儿分为急性、慢性和爆发性心肌炎三个组。心脏 MR成像则从心脏形态、功能及心肌组织

特性方面进行分析，主要指标有：室间隔厚度、左心室舒张末内径（LVEDD）及容积（EDV）、

收缩末容积（ESV）、左心室心肌质量（LV mass）、每搏输出量（SV）、射血分数（LVEF）、

心肌 T2比率（T2 ratio）、早期强化比率（EGE ratio）及延迟强化（LGE）节段等，并对形

态和功能指标进行标准化。三个组之间进行各指标的比较。 

结果：爆发性心肌炎组的临床表现是多样的。爆发性心肌炎组与急性心肌炎组、慢性心肌炎组

比较，心肌厚度(中位数分别为爆发性 9.3mm 和急性 7.1mm, P=0.017; 爆发性 9.3mm 和慢性

7.1mm, P=0.009)和 T2比率(爆发性 1.99±0.14，急性 1.77±0.23, P=0.027; 爆发性

1.99±0.14，慢性 1.66±0.26, P=0.002)均具有统计学差异；爆发性心肌炎组与慢性心肌炎

组之间，LVEF（66.9±7.4%, 56.7±8.4%, P=0.018）和 LGE(11.8%, 2.7%, P=0.001)亦具有

统计学差异。 

结论：小儿爆发性心肌炎心脏 MR具有一定特征性表现，心脏 MR多模态成像有助于其和急性、

慢性心肌炎的鉴别诊断。 

 

 

FP-251 

基于人源蛋白的磁性分子探针用于活体内肿瘤的 MR 靶向诊断 

 
赵阳

1,2
,彭景

1
,张雪宁

1
 

1.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2.天津市泌尿外科研究所 

 

目的 以人源性转铁蛋白（Tf）为模板构建具有良好的生物安全性和肿瘤靶向性的磁性分子探

针，探讨其在活体内肿瘤早期 MR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采用一步“生物矿化法”将 Tf和 Gd
3+
共孵育，制备 MR分子探针 Gd@Tf NPs，对其形貌、

粒径、化学成分等理化性质进行表征；应用 3.0 T MR扫描仪对不同浓度的 Gd@Tf NPs 溶液进

行 T1成像，测量其 T1弛豫率；将 Gd@Tf NPs与 PC-3细胞共培养后进行体外 MR成像，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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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信号强度变化观察肿瘤细胞对 Gd@Tf NPs的摄取及清除情况；用过量 Tf进行竞争性实验，

以评估 Gd@Tf NPs的体外靶向作用；经尾静脉将 Gd@Tf NPs 溶液注入 PC-3前列腺癌裸鼠模型

后进行 2周的动态 MR成像，观察各主要器官的信号强度变化，以分析活体内探针对肿瘤的靶

向增强效果、代谢途径及生物清除情况；通过 MTT实验、HE染色、体重变化及血常规检测综

合评估探针的生物安全性。 

结果 成功制备出粒径小（约 4.9nm）、稳定性好、T1弛豫率高（17.42 mM−
1
 s−

1
，是商用对比

剂 Magnevist的 3-5倍）的 MR分子探针 Gd@Tf NPs；体外 MRI显示 Gd@Tf NPs孵育 24h时，

其 T1信号值（约 985.82）明显高于 PBS处理组（约 310.11），而 48h后两组的 T1信号值无

明显差异；体外竞争抑制实验显示过量 Tf预处理后，Gd@Tf NPs 对细胞的信号增强效果明显

降低；活体 MR成像中，静脉注射 1h后仅肿瘤区域的 T1信号出现明显增强，约 3h达到峰值，

其 T1信号强度是注射前的 3倍，表明探针具有良好的肿瘤靶向增强效果；同时，肾、肝、胆

囊及肠道信号变化分析显示该探针主要通过肝胆系统代谢，最终随粪便排出体外；体内外实验

结果均表明 Tf-AuNCs具有良好的安全性。 

结论 利用人源性 Tf构建的 MR分子探针显示出良好的生物兼容性、肿瘤靶向性及生物清除

率，可用于活体内微小肿瘤的 MR靶向诊断。 

  

 

 

FP-252 

18F-FDG PET/CT 结合增强 CT 纹理分析术前预测胸段食管癌区

域淋巴结转移：列线图模型的建立和内验证 

 
张晓春,王淑侠 

广东省人民医院 510080 

 

目的 本回顾性研究是将胸段食管癌患者区域淋巴结 18F-FDG PET/CT的代谢信息与同机增强

CT图像的纹理特征相结合，构建预测淋巴结转移的列线图（Nomogram）模型，并加以验证。 

材料和方法 收集 2016年 1月到 12月数据，建模队列包括 70例经手术病理证实的胸段食管癌

患者，术后病理及术前 PET/CT检查均可见的区域淋巴结共有 300枚，以此创建列线图模型。

从 PET/CT图像中获取淋巴结的大小（长径、短径），分区，与原发肿瘤的相对位置，葡萄糖

代谢（SUVmax）等信息。利用纹理分析软件 MaZda从同机增强 CT图像中提取淋巴结的纹理特

征，并通过 Lasso回归进行数据降维、特征选择和纹理特征模型的构建。用多元 logistic回

归分析的方法创建预测模型。将 PET/CT图像获取的信息与增强 CT图像中提取的纹理信息整

合，以列线图模型的形式展现。对列线图的鉴别力、校准度进行评估。收集同一家医院 2017

年 1月-6月的数据，共获得 25例患者 90例淋巴结，以此为作验证队列，评价模型的临床效

能。 

结果 多因素分析表明，淋巴结状态（是否转移）与淋巴结的 SUV相关（P<0.001），与大小

（长径、短径），分区，原发肿瘤的相对位置不相关（P>0.05）。通过 MaZda软件共获得 298

项纹理特征，其中 19项与淋巴结状态相关（P<0.001）。列线图模型的预测因子包括淋巴结的

SUVmax以及纹理特征。该模型具有良好的鉴别力（ROC曲线下面积 0.87）和校准度（H-L卡方

检验 P=0.69）。在验证队列中应用此模型，也能获和良好的鉴别力（ROC曲线下面积 0.92）

和校准度（H-L卡方检验 P=0.97）。DCA曲线分析表明，此模型具有良好的临床效能。 

结论 本研究结合 PET/CT的糖代谢信息和增强 CT图像纹理特征构建了一个列线图模型，可用

于胸段食管癌患者术前区域淋巴结转移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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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253 

磁共振成像 3D 纹理分析在血管周细胞瘤与不典型脑膜瘤鉴别

诊断中的价值研究 

 
卓沛,王冬翠,刘文广,张友明,廖伟华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410008 

 

目的：探讨颅内血管周细胞瘤与不典型脑膜瘤在磁共振成像纹理特征的差异。 

方法：回顾性收集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2011年 6月至 2017 年 5月行磁共振平扫及增强检查，且

经病理结果证实为血管周细胞瘤和脑膜瘤患者各 30例，将其 DICOM格式的 MRI图像导入

MATLAB （R2017a）软件，在 T1WI增强图像的各个层面依次沿瘤体边缘勾画兴趣区。基于灰度

共生矩阵和等灰度游程矩阵提取和均值、方差等 25种纹理特征。采用双样本 t检验进行统计

学分析，比较各纹理特征两样本间的差异。利用 3层感知机神经网络选取预测鉴别能力最优的

特征集，并进一步将这批病人随机平分为 4等份，取 3份做训练集，1份做验证集，计算 ROC

曲线，如此重复 4次，取 4次 ROC曲线下面积均值作为模型预测能力的评价指标。 

结果： 该 60个病例中，血管周细胞瘤 30例（男性 17例，女性 13例，平均年龄 43±16

岁）；脑膜瘤 30例（男性 18例，女性 12例，平均年龄 50±9 岁）。双样本 T检验结果显

示，基于灰度共生矩阵提取的纹理特征中，和均值（P =0.009）、方差（P=0.04）和自相关

（P=0.006）等的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基于等灰度游程矩阵提取的纹理特征中，灰度不

均匀度（P=0.025）、高灰度游程因子，（P=0.006）、高灰度短游程因子（P =0.006）、高灰

度长游程因子（P=0.005）和运行长度方差（P=0.020）等的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所构建

人工神经网络，优化后 4次 ROC曲线下面积分布于 0.85-1之间，均值为 0.9259。 

结论：基于 T1增强磁共振成像 3D纹理分析能够较好鉴别颅内血管周细胞瘤和不典型脑膜瘤，

有望提高临床颅内血管周细胞瘤的诊断准确性。 

 

 
FP-254 

机器学习定量分析强化信号特征预测胶质母细胞瘤 EGFR 基因

扩增状态的研究 

 
董飞,蒋飚,李倩,张敏鸣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310000 

 

目的 利用机器学习方法研究胶质母细胞瘤（Glioblastoma multiforme, GBM）磁共振成像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强化信号特征预测胶质母细胞瘤表皮生长因子受体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EGFR）基因扩增状态的价值。材料和方法 回顾性分

析 80例术前行颅脑平扫及增强 MR检查，经常规病理学确诊 GBM并行分子病理学 EGFR 基因扩

增状态检测的患者，利用半自动软件高通量提取 MR增强图像中强化区及周围水肿区的定量信

号特征，将所有病例按约 1:1随机抽样分组至训练数据组和测试数据组，经数据标准化、特征

筛选后利用分类树模型、支持向量机模型及神经网络模型分析数据，以受试者工作曲线下面积

（area under the curve，AUC）作为模型评价标准。结果 EGFR基因扩增阳性 GBM 24例，

EGFR基因扩增阴性 GBM 56 例，每个肿瘤提取强化区及水肿区信号特征 542个，降维后保留 3

个最优特征进行建模，3次 10倍交叉验证显示三种模型的 AUC分别为 0.59，0.63和 0.63。结

论 利用机器学习方法选择合适的模型定量分析强化及水肿区强化信号特征对胶质母细胞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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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FR基因扩增状态有一定的预测价值；机器学习方法有助于进一步发现病变分子水平的影像

学差异。 

 

 

FP-255 

Breast cancer computer-aided diagnosis based on 

breast density features 

 
Li Y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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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Yaqin

2
,Li Songfeng

3
,Lu Yao

1
 

1.School of Data and Computer Science， Sun Yat-sen University 

2.The Fifth Affiliated Hospit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3.School of Mathematics， Sun Yat-sen University 

 

Purpose: Explore whether the breast density features of mammogram can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computer-aided diagnosis in the diagnosis of benign or malignant 

breast mass. 

Method: In this study, 58 breast images consisting of 38 benign masses and 20 

malignant masses confirmed by pathology in the public database of mammogram MIAS, 

are used for analyzing.  First 630 general features (texture, gray-level and 

shape features) and 205 breast density features (location, adjusted gray-level, 

Gaussian derivative and global statistics features) are extracted from each image. 

And the discriminative features are selected from the general features and breast 

density features through the stepwise regression algorithm. Then, based on the 

selected features, the breast masses are labeled as benign or malignant 

automatically using linear discriminant analysis (LDA), support vector machine 

(SVM), logistic regression (LR) and naive Bayesian (NB) classifiers individually. 

The classification accuracies in the diagnosis of benign and malignant masses are 

compared among different features with each classifier. 

Result: Through the stepwise regression algorithm, three most representative 

features (feature set 1) and eight most representative features (feature set 2) 

are individually selected from the 630 general features and the total 835 features 

combining the general features and breast density features. Based on the feature 

set 1, the classification accuracies using LDA, SVM, LR and NB are 74.07%, 70.37%, 

66.67% and 62.96% respectively, while the accuracies are improved to 92.59%, 

85.19%, 85.19% and 62.96% respectively using the feature set 2. Compared to the 

feature set 1, the classification accuracies increase by more than 15% using the 

feature set 2 for LDA, SVM and LR classifiers. Moreover, our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LDA achieves the best classification accuracy among the four classifiers. 

Conclusion: Compared with the general features, the breast density features 

including location, adjusted gray-level, Gaussian derivative and global statistics 

features describe the benign and malignant masses more accurately. Thus, the 

combined features of general features and breast density features greatly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computer-aided diagnosis. These breast density features provide 

more accurate reference information for the diagnosis of benign and malignant 

breast ma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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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256 

基于多模态 MR 影像组学策略检测胶质母细胞瘤 MGMT 启动子

甲基化状态的研究 

 
田强,张曦,韩宇,颜林枫,胡玉川,孙颖志,王文,崔光彬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710038 

 

目的：胶质母细胞瘤（GMB）的 MGMT启动子甲基化与否影响着肿瘤对替莫唑胺等化疗药的敏感

性，术前确定 MGMT启动子甲基化状态，有助于制定患者的治疗方案和化疗的疗效评估。因此

本研究旨在利用多模态 MRI 探索可用于鉴别 GBM患者 MGMT 启动子甲基化状态的影像标记物，

建立无创的分类模型，并评价 MR各模态在鉴别 MGMT甲基化状态中的价值。 

方法：本研究回顾性纳入符合标准的 73例 GBM患者，术前采集 MR结构像、多 b值扩散加权像

与 3D-ASL灌注加权像。对多模态 MRI预处理并勾画 VOI，提取 VOI中的三维纹理及直方图特

征。采用支持向量机-循环特征消除算法筛选出最能区分 GBM患者 MGMT甲基化状态的影像特征

组合，并利用最优特征组建立用于区分 MGMT启动子甲基化状态的 SVM分类器，计算相应的准

确率、敏感性、特异性及 AUC。随后通过对最优特征集的分析，评估各模态在鉴别 MGMT甲基

化状态中的价值。 

结果：73例 GBM患者中，伴 MGMT启动子甲基化 37例，非甲基化 36例。每例患者 10个 VOI

共提取 650个三维纹理及直方图特征。经过特征选择，筛选出 23个最优特征，用于建立 GBM

患者 MGMT启动子甲基化状态检测的 SVM分类模型，最终模型的准确率、敏感性、特异性及

AUC分别达到 86.3%、83.3%、89.2%和 0.882。最优特征子集分析结果显示，15个特征均来自

灌注模态，其中 11个来自 ADCfast模态，反映了灌注模态在鉴别 MGMT启动子甲基化状态的优越

性。 

结论：本研究基于多模态 MRI，提出一种结合三维影像特征与机器学习算法的影像组学策略。

该策略能够用于术前无创检测 GBM患者的 MGMT启动子甲基化状态，有效辅助临床决策，具有

重要临床意义。 

 

 

FP-257 

基于磁共振放射组学预测乳腺癌 ki-67 表达水平-标签的建立

与验证 

 
梁翠珊,程梓轩,刘再毅 

广东省人民医院 510000 

 

目的:乳腺癌 Ki-67水平在预后预测、化疗疗效及临床治疗方案中起着尤为重要的作用，能为

临床决策提供重要的参考。目前传统的乳腺癌 Ki-67检测方法有创、耗时且成本高，近年来放

射组学的发展为无创、定量地预测乳腺癌 Ki-67表达水平提供了新的思路。本研究拟基于磁共

振 T2WI放射组学特征构建预测标签，探讨其在预测乳腺癌 Ki-67表达水平中价值。 

材料与方法:回顾性收集 2011 年 4月至 2017年 2月期间经手术病理证实为浸润性乳腺癌患者

318例。其中 81例阴性（Ki-67<14%），237例阳性（Ki-67≥14%）。所有病例按时间先后顺

序进行分组，2011年 4月至 2016年 4月期间病例为训练集（200例），2016年 5月至 2017

年 2月期间病例为验证集（118例）。从 PACS系统中导出患者 T2WI图像，通过人工方式勾画

ROI。利用 Matlab软件提取包括灰度直方图、形态特征、纹理特征以及小波特征四大类放射组

学特征共 10207个。在训练集中， Ki-67表达阳性组与 Ki-67表达阴性组间有统计学差异，

且组间一致性系数（ICC）大于 0.75的特征方纳入 LASSO回归模型，进行关键特征筛选与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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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标签构建。采用 Mann–Whitney U test评价放射组学标签与 Ki-67水平的关系，运用 ROC

曲线检测放射组学标签预判 Ki-67阳性率的效能，并在验证集中进行验证。 

结果:最终获得含 7个特征的放射组学标签。在训练集及验证集中，放射组学标签是预测乳腺

癌 Ki-67水平的独立风险因子（P均<0.001）。放射组学标签在训练组中 AUC为 0.720（95%置

信区间为 0.632-0.807），阳性预测值为 0.902；在验证组中 AUC为 0.728（95%置信区间为

0.631-0.824），阳性预测值为 0.873。 

结论:基于 T2WI乳腺癌构建的放射组学标签可以无创、定量预测乳腺癌 Ki-67表达水平。 

 

 
FP-258 

Radiomic Features Associated with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Mutation Status in Patients with Lung 

Adenocarcinoma 

 
Du Lei,Zhu Yijiang,Ma Guolin 

中日友好医院 100029 

 

Background：Radiomics, new field with great potential, is the process of 

converting images to mineable data through computational approaches. Lung 

adenocarcinoma patients with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EGFR) mutations 

show a high response rate to 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s (TKIs) (60%-80%). At 

presen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mputed tomography-based radiomic features 

of lung adenocarcinoma and the EGFR mutation status remains unclear. 

Purpose: To retrospectively identif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puted tomography-

based radiomic features and EGFR mutation status in surgically resected lung 

adenocarcinomas. 

Methods： 307 patients of lung adenocarcinoma were collected from Beijing China-

Japan friendship hospital, and EGFR mutations at exons 18–21 were determined. The 

tumor boundaries in CT images were drawn out using the ITK-SNAP tool, and the 3D 

images were reconstructed, and 8 different feature categories were extracted from 

them，including tumor size, shape, location, density and et al. Then,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CT features and EGFR mutation status was analyzed. 

Results：EGFR mutations were found in 159 (51.8%) of 307 patients. Mutant EGFR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female patients (P <0.01), never smoker status (P 

<0.01), lepidic predominant adenocarcinomas (P <0.01), smaller tumors (P <0.01), 

tumors with spiculation (P <0.01) and pleural retraction (P <0.01), ground-glass 

opacity (GGO) or mixed GGO (P<0.01), bubble-like lucency (P <0.01). A multiple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revealed that adding computed tomography-based radiomic 

features to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resulted in a remarkable improvement of 

predicting power, for the increase of AUC from 0.640 to 0.701 (P <0 .01). 

Conclusion：Information about tumor subtype can be captured from computed 

tomography-based radiomic features of lung adenocarcinomas. The model we built in 

present study might be used to predict the presence of EGFR mutations in patients, 

thus avoiding invasively acquiring human t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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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259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vulnerable intracranial 

atherosclerotic plaque features by high resolution 

MRI and a quantitative radiomics approach 

 
shi zhang

1
,Zhu Chengcheng

2
,Liu Qi

1
,Lu Jianping

1
 

1.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2.Department of Radiology and Biomedical Imaging， UCSF， San Francisco， CA， USA 

 

Purpose: Intracranial atherosclerosis is a major cause of stroke, and high-

resolution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HR-MRI) of the vessel wall has been used to 

evaluate the plaque vulnerability. Although many studies have shown differences in 

radiological features between symptomatic and asymptomatic intracranial 

atherosclerotic plaques, quantitative image features (radiomics or texture 

analysis) has rarely been studied. This study aims to evaluate whether radiomic 

features derived from HR-MRI can differentiate symptomatic and asymptomatic 

plaques. 

Materials and Methods: 

Study population: 95 patients (Male 67; Female 28) with intracranial 

atherosclerosis in basilar artery (BA) underwent HR-MRI (pre and post-contrast T1 

and T2 weighted) from January 2016 to December 2016. This study protocol was 

approved by the local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Imaging analysis: Atherosclerosis plaques from BA were extracted as the region of 

interest (ROI) for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Radiomics features including intensity, 

shape based feature and textures were analyzed. Textures includes gray level 

cooccurence matrix (GLCM), gray level run length matrix (GLRLM) and gray level 

size zone matrix (GLSZM). For each sequence (T1, T2, T1+C),  94 radiomic features 

were extracted. 

Statistical analysis: Normality test was performed for each variable. Univariate 

analysis was applied first to find possible variable that was associated with 

symptoms. Student t-test or two-sample Wilcoxon test was used if the variable 

was/was not normally distributed. P-values <0.05 were considered as statistical 

significant. To further quantify the texture features, supervised machine-learning 

methods were applied to classify symptomatic and asymptomatic plaques. Features in 

each sequence were selected during statistical analysis, those were set as input 

for the random forest training features. The classification performance of the 

features of each imaging sequence was compared. 

Results: Of the 94 included patients (mean age 61.1±10.6 years; M:F=67:28), 62 

had ischemic strokes (44 acute, 18 subacute), and 32 were asymptomatic. As the 

univariate analysis shown in Table 1&2, there were 10 and 7 positive 

characteristics in T1 and T1+C respectively while none of the features in T2 

imag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Random forest shows different 

classification accuracy with different sequences. The reported area under the 

curve (AUC) of 6 features of T1 images was 0.86 and the 15 features of T1+C was 

0.90 which was the maximum AUC (Fi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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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 Radiomic features derived from HR-MRI can be used to differentiate 

symptomatic and asymptomatic intracranial artery plaques, and the features from 

contrast enhanced T1 images have the best performance. Radiomic analysis has the 

potential to provide additional value other than traditional imaging bio-markers 

for the risk stratification of patients with intracranial atherosclerosis diseases. 

However, its prognostic value needs to be validated in larger scale longitudinal 

studies. 

 

 
FP-260 

影像组学在预测浸润性乳腺癌腋窝淋巴结转移中的应用研究 

 
柴瑞梅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0001 

 

目的：腋窝淋巴结是乳腺癌最容易转移的部位，对乳腺癌治疗方案的选择具有至关重要的影

响。本研究旨在探讨应用乳腺临床 MR的图像进行影像组学分析能否在术前预测乳腺癌的腋窝

淋巴结转移，并比较 MR不同序列对腋窝淋巴结转移的预测能力。 

研究方法：回顾性收集 2013 年 4 月~2016年 9月之间 112个乳腺癌的 DCE-MRI数据。采用

T1WI强化峰值期（约前 80s~120s）的图像及 T1WI平扫、T2WI、DWI进行影像特征提取。应用

MaZda软件分析。首先选择肿瘤与背景对比度最大的 T1WI 强化峰值期图像，在肿瘤最大层面

手动勾画不规则形 ROI，包括肿瘤内的液化坏死区域，之后将 ROI复制到其它序列中，在不同

序列中根据病灶边缘适当调整 ROI。在标准化处理后的图像中提取基于直方图、灰度共生矩

阵、游程矩阵、绝对梯度、自回归模型及小波变换六种方法的影像特征参数。 

将提取出的特征参数进行标准化处理，利用主成分分析（PCA）法对高维数据进行降维。将

112个乳腺癌病变按 2:1分为训练组及验证组，采用“k折交叉验证”方法，选择腋窝淋巴结

转移状态作为分类的结果，选择线性核函数构建 SVM分类器模型，之后在验证组中对模型进行

验证。利用 SVM分类后对于验证组得到的诊断准确度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通过

比较各曲线的 AUC来比较不同分类器模型的总体诊断效能。 

结果：主成分分析法将各序列的原始数据降维为 11~13个主成分，能够代表原始数据 85%以上

的特征。对于腋窝淋巴结转移，由四个序列构建的 SVM分类器模型的分类准确度均高于 81

％，高于四个序列的特征联合所构建的模型，以 T1WI的准确率最高。T1WI，T1WI强化峰值期

和 T2WI诊断腋窝淋巴结转移的 AUC均高于 0.9, 其中 T1WI 的敏感度最高。 

结论：利用乳腺临床常规 MRI图像进行影像组学分析能够判别浸润性乳腺癌的腋窝淋巴结转

移，可为临床治疗提供额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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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01 

MRI 对颈椎横孔韧带与神经根型颈椎病神经卡压的相关性研究 

 
李俊林,张晓琴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 10017 

 

目的：通过尸体解剖确认颈椎横孔韧带为金标准，评估 3D-FIESTA对横孔韧带的显示能力，并

评价活体横孔韧带卡压臂丛神经与神经根型颈椎病的相关性。评估 DTI参数对神经受到卡压的

应用价值。方法：取 5 具正常颈椎标本，以尸体解剖确认颈椎横孔韧带的结果作为金标准，

计算 3D-FIESTA辨别横孔韧带的相关能力。各选 10例神经根型颈椎病患者和健康受试者，行

3D-FIESTA扫描，计算横孔韧带的显示率及其与神经根型颈椎病的相关性。然后将确定的 8例

横孔韧带引起卡压的神经根型颈椎病患者，分别行 IDEAL和 DTI扫描，在神经受到卡压的位置

及同一水平对侧神经未受到卡压的位置分别测量 FA值、ADC值。结果：3D-FIESTA辨别颈椎标

本横孔韧带的相关能力：特异性 96.2%；敏感性 76.5%；阳性预测值 92.9%；阴性预测值

86.2%；准确率 88.4%。20例活体颈椎 C4-T1横孔韧带显示率约 18.8%；10例神经根型颈椎病

患者 80个椎间孔，17个存在横孔韧带，其中 10个显示横孔韧带增生肥厚造成神经卡压，与

神经根型颈椎病症状一致者有 8条横孔韧带；横孔韧带卡压神经根与神经根型颈椎病的相关

性：特异性为 96.8%，敏感性为 80.0%，阳性预测值为 80.0%，阴性预测值为 96.8%；10 例健

康受试者 C4-T1有 13个椎间孔外存在横孔韧带。受到横孔韧带卡压的神经根的平均 FA值为

0.232±0.046，平均 ADC值为 1.958±0.327mm
2
/s，同一水平未受到卡压的神经的平均 FA值为

0.284±0.045，平均 ADC值为 1.950±0.308mm
2
/s。结论：3D-FIESTA确认颈椎标本横孔韧带

的阳性预测值约 93%。3D-FIESTA确认活体横孔韧带造成神经根型颈椎病的阳性预测值约

80.0%。DTI能定量评估受到卡压的神经根。 

  

 

 

PO-002 

磁共振成像技术在克雅氏病诊断中的应用 

 
王婷,孙屹,邢新博,马林,娄昕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100853 

 

目的：分析研究磁共振弥散加权成像（DWI）和三维准连续式动脉自旋标记（3D pCASL）成像

在诊断早期克雅氏病（CJD）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收集 2011年至 2016 年我院神经内科临床诊断为 CJD 的患者共 15例（平均年龄

57±5.7 岁），健康志愿者 10例（平均年龄 54.5±6.1 岁）。所有受试者均在 3.0T磁共振扫

描仪上行 T1WI、T2WI及 DWI 扫描，8例患者和所有健康志愿者行 3D pCASL扫描。基于 DWI、

3D pCASL序列分别获取表观弥散系数（ADC）图和脑血流（CBF）图。采用手绘法获取病变区

的 ADC值和 CBF值。统计分析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 

结果： 15例患者 DWI均表现为大脑皮层对称或不对称的脑回样或花边样高信号，其中 10例

伴基底节区受累的病变以尾状核和壳核为主，2例伴丘脑受累；ADC值在基底节区（0.66 ± 

0.13 / 0.71 ± 0.04 m
2
/s，P = 0.02）和皮层(0.67 ± 0.14 /0.75 ± 0.05 m

2
/s，P = 

0.001)病变区均较健康志愿者明显减低。另外，8例行 3D pCASL扫描的患者，均表现为皮层

病变区 CBF（46.5 ± 7.24 / 37.47 ± 5.63，P = 0.000）明显减低。 

结论： 3D pCASL序列及 DWI 在 CJD的早期阶段即可敏感的检测出其影像学变化，联合两种不

同成像技术可提高对本病的认识及诊断的准确性， 3D pCASL及 DWI可作为 CJD的早期影像学

诊断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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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03 

Three dimensional pseudocontinuous arterial spin 

labeling to differ high-grade gliomas from low-grade 

gliomas: correlation between quantitative VEGF 

expression and perfusion MR imaging on a region-by-

region basis 

 
Pang Haopeng,Ren Yan,Yao Zhenwei,Feng Xiaoyuan 

Affiliated Huashan Hospital of Fudan University 200040 

 

Purpose  

To investigate whether cerebral blood flow (CBF) derived from three dimensional 

pseudocontinuous arterial spin labeling (3D-ASL) could be used to differ high-

grade gliomas (HGGs) from low-grade gliomas (LGGs) and to assess potential 

correlations between CBF value and quantitative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VEGF) expression in gliomas on a “region-by-region” basis by matching CBF areas 

and surgical biopsy sites. 

Methods 

VEGF expression in gliomas was quantitatively represented by immune-histochemical 

positive cellular percentage. Comparison of VEGF expression and CBF value were 

performed in both LGGs and HGGs on a region-by-region basis. The Spearman rank 

correlation were calculated among location-matched CBF value and VEGF expression. 
P ≤ .05 was considered as significant level. 

Results 

37 patients with 63 specimens were included and analyz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showed in both of VEGF expression and value of CBF derived from 3D-ASL among 

LGGs and HGGs (P=0.021 and P=0.005). Meanwhile, CBF value from 3D-ASL w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 correlated with VEGF expression level in both of LGGs (31 

specimens) and HGGs (32 specimens) with r = 0.604 (P ＜0.001) and r=0.665(P＜0.001) 

respectively; and in overall gliomas (including all LGGs and HGGs) with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r = 0.728 (P＜0.001).   

Conclusion 

Difference of CBF value between LGGs and HGGs indicates CBF value may be benefit 

to distinguish them. The finding of well correlation between CBF value and VEGF 

expression may suggests that 3D-ASL may be considered as a useful noninvasive 

perfusion technique to assess VEGF expression in brain gliom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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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04 

Evaluation of the applicability of territorial 

arterial spin labeling in meningiomas for presurgical 

assessments compared with 3-dimensional time-of-

flight magnetic resonance angiography 

 
Lu Yiping,Yin Bo,Geng Daoying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Hua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200040 

 

Objectives: To prospectively evaluate the application of territorial arterial 

spin labelling (t-ASL) in comparison with unenhanced three-dimensional time-of-

flight magnetic resonance angiography (3D-TOF-MRA) in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feeding vasculature of meningiomas. 

Methods: Thirty consecutive patients with suspected meningiomas underwent 

conventional MR imaging, unenhanced 3DTOF-MRA and t-ASL scanning. Four experienced 

neuroradiologists assessed the feeding vessels with different 

techniques separately. 

Results: For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origin of the feeding arteries on t-ASL, 

the inter-observer agreement was excellent (к = 0.913), while the inter-observer 

agreement of 3D-TOFMRA was good (к = 0.653). The inter-modality 

agreement between t-ASL and 3D-TOF-MRA for the feeding arteries was moderate (к 

= 0.514). All 8 patients with motor or sensory disorders proved to have 

meningiomas supplied completely or partially by the internal carotid arteries, 

while all 14 patients with meningiomas supplied by the external carotid arteries 

or basilar arteries didn’t show any symptoms concerning motor or sensory 

disorders (p = 0.003). 

Conclusion: T-ASL could complement unenhanced 3D-TOFMRA and increase accuracy in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supplying arteries of meningiomas in a safe, intuitive, 

nonradioactive manner. The information about feeding arteries was potentially 

related to patients’ symptoms and pathology, making it more crucial for 

neurosurgeons in planning surgery as well as evaluating prognosis. 

 

 
PO-005 

脑结构磁共振成像在鼻咽癌放射性脑损伤中的初步研究 

 
肖翔

1
,许乙凯

1
,许曼

2
,冯衍秋

2
,吴元魁

1
 

1.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2.南方医科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院 

 

目的：采用基于 AAL-116模板的脑结构磁共振成像分析鼻咽癌放疗后常规 MR阴性患者全脑形

态的微观改变，探讨该技术在早期诊断隐匿性放射性脑损伤中的价值。 

方法：纳入 138例经病理确诊的鼻咽癌患者，根据 MR检查的不同时间将患者分为 4组，分别

为放疗前组（对照组，38例）、放疗后 0～6个月组（40例）、放疗后>6～12个月组（32

例）和放疗后>12个月组（28例）。图像采集使用 Philips Achieva 3.0T磁共振扫描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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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头颅 MR平扫及增强扫描，T1WI结构像扫描采用 3D快速梯度回波序列，行覆盖全脑的矢

状位扫描。脑结构磁共振成像的后处理步骤为：（1）格式转换；（2）剥头皮；（3）非线性

配准，得到非线性变换 T，并求逆（T
-1
）；（4）用逆变换对 AAL-116模板进行变形，得到被

试自身的全脑分区；（5）生成被试各脑区的体素点数量。所有统计使用 SPSS20.0软件包或

MATLAB2015a工作站进行。鼻咽癌放疗前、后各组之间性别差异的比较采用χ
2
检验。各组之

间年龄差异的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鼻咽癌放疗前、后各组之间全脑各脑区体积差异的比

较采用置换检验，以放疗前组为对照组，放疗后各组分别与放疗前组进行两两比较，运算次数

为 10000次。 

结果：（1）鼻咽癌放疗前、后各组之间年龄及性别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2）对比放

疗前，鼻咽癌患者放疗后不同时间段出现了大脑多个脑区的体积增大和减小，以及小脑多个脑

区的体积增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1）鼻咽癌放疗后不同时间段大脑多个脑区体积减小，可能与放疗导致的神经元和胶

质细胞损伤、血管损伤和自身免疫反应有关，也可能与化疗有关；全脑多个脑区体积增大，可

能是对放射性脑损伤的代偿反应。（2）基于 AAL-116模板的脑结构磁共振成像能够敏感地监

测鼻咽癌放疗后常规 MR阴性患者全脑形态的微观改变，有望为临床早期诊断隐匿性放射性脑

损伤提供新的影像学方法。 

 

 

PO-006 

扩散张量成像对视神经脊髓炎谱系疾病视束 及视放射的研究 

 
陈晓娅,李咏梅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目的 分析视神经脊髓炎谱系疾病(NMOSD)患者临床表现及影像学表现，基于磁共振扩散张量

成像(DTI)及扩散张量纤维束追踪成像(DTT)方法探讨视神经脊髓炎谱系疾病患者视束、视放射

微观结构的改变。 

资料与方法 收集 2010年 1月至 2016年 12月之间于我院神经内科确诊为视神经脊髓炎谱系疾

病患者 15例，对照组 15例。所有受试对象均使用 DTI序列及后处理追踪 DTT的方法，将两组

受试对象的视束、视放射作为感兴趣区(ROI)，分别追踪出视束、视放射纤维束，并计算出

NMOSD及对照组视束、视放射纤维的 FA值、ADC值，使用独立样本 t检验分析两组 FA、MD值

之间是否存在差异。  

结果 15例 NMOSD平均年龄为 45.3±14.4 岁，男 4例，女 11例。所有患者水通道蛋白 4 

(AQP-4) Ig-G抗体均为阳性，且均存在视力功能障碍。(1)NMOSD组视束区 FA值为

0.37±0.08，MD值为(1.45±0.40)×10
-3
mm

2
/s；对照组视束区 FA值为 0.42±0.09，MD 值为

(1.21±0.23) ×10
-3
mm

2
/s。NMOSD组视束区 FA值较对照组明显减低(P = 0.047)，ADC 值明

显升高(P = 0.013)。(2) NMOSD组视放射区 FA值为 0.43±0.05，MD值为(1.35±0.21)×10
-

3
mm

2
/s；对照组视放射区 FA 值为 0.54±0.08，MD值为(1.20±0.23) ×10

-3
mm

2
/s。NMOSD组视

放射区 FA值较对照组明显减低(P = 0.000)，ADC值明显升高(P = 0.023)。 

结论 NMOSD视束区域及视放射区域 DTI参数存在明显异常，提示 NMOSD患者视束区、视放射

区域可能存在着广泛的隐匿性损伤。NMOSD患者视觉通道的损伤可能是由于视神经炎的逆行性

退变所致，提示着 NMOSD患者视神经的损伤可能进一步导致视觉传导通路其他组成部分的损

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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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07 

抗 N_甲基_D 天冬氨酸受体脑炎临床与影像分析 

 
陈晓娅,李咏梅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目的  分析抗 N_甲基_D天冬氨酸受体(NMDAR)自身免疫性脑炎的临床表现，探讨抗 NMDAR 受

体脑炎临床表现及影像表现的相关性。 

      方法  收集 26例（自 2015年 11月-2017年 3月）我院确诊为抗 NMDAR型脑炎

患者的临床资料，影像学检查。并对自身免疫性脑炎患者的临床资料、脑脊液检查及影像资料

进行分析。 

      结果  抗 NMDAR型 26例患者平均发病年龄 32.50±17.26 岁，其中男 6 例，女

20例。26例均为抗 NMDA受体脑炎。所有患者均有认知功能损伤和精神症状；14例患者存在

癫痫发作，26例患者均出现脑电图异常。3例患者存在甲状腺功能异常，7例患者存在子宫及

附件占位，其中 3例为卵巢畸胎瘤，4例为子宫肌瘤。14 例患者头颅 MRI检查结果为阴性结

果；12例患者头颅 MRI检查呈阳性结果，4例患者仅表现出小缺血、梗死样改变，8例患者在

FLAIR序列上表现相对特异性异常高信号影。其中 2例表现为海马区域异常高信号影；2例病

灶累及幕下小脑半球区域；2例表现为幕上脑白质区域广泛受累，包括半卵圆中心、脑室旁、

基底节区及丘脑区域；2例表现出脑膜明显异常强化，2例中的 1例表现为皮层及皮层下区域

受累。3例患者出院时情况差，其中 1例患者死亡，其余患者出院时情况较入院时好转。 

  结论  抗 NMDAR受体自身免疫性脑炎是自身免疫性脑炎中最常见的类型。该病多以认知

损伤、精神及行为异常及癫痫发作起病。部分抗 NMDAR受体自身免疫性脑炎患者影像学检查未

表现出特异性的表现，仍有一部分患者有相对特异性影像表现。而抗 NMDAR受体脑炎患者影像

表现与临床表现的严重程度不一致。大部分患者经过免疫治疗后情况好转。 

  

 

 
PO-008 

6 例抗 γ-氨基丁酸 B 受体脑炎临床、影像分析及治疗转归 

 
陈晓娅,李咏梅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目的 探讨抗γ-氨基丁酸 B(GABAB)受体自身免疫性脑炎的临床表现、影像学检查及治疗转

归。 

方法 收集 6例（自 2015年 11月-2017年 3月）我院确诊为抗 GABAB受体脑炎患者的临床资

料，影像学检查。并对自身免疫性脑炎患者的临床资料、脑脊液检查及影像资料进行分析。 

结果 6例抗 GABAB受体患者平均发病年龄 45.50±9.57 岁，其中男 4例，女 2例。6例均以血

清-脑脊液检测出抗 GABAB受体确诊。6例患者均以癫痫发作为首发症状，症状急性加重为主要

表现，随后伴随意识障碍，住院期间癫痫反复发作。2例患者动态视频脑电图为正常范围，4

例患者脑电图为轻度异常。仅 1例患者头颅 CT检查提示海马区域异常低密度影；其余 5例患

者头颅 MRI检查无特异性表现，均以缺血、梗死灶表现为主。2例患者胸部 CT检查发现肺部

肿瘤性病变，其余 4例患者未查出肿瘤性病变。6例患者确诊前均以抗病毒脑炎治疗为主，治

疗期间病情无好转且反复发作，排他性诊断及抗体确诊为自身免疫性后以激素加丙球蛋白治疗

为主，6例患者病情较前明显好转。 

结论 抗 GABAB受体自身免疫性脑炎是自身免疫性脑炎中少见的类型。疾病多以癫痫发作起

病。抗 GABAB受体自身免疫性脑炎患者影像学检查多数无特异性的表现，仍有少部分患者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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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特异性影像表现。而抗 GABAB受体脑炎患者影像表现与临床表现的严重程度不一致。大部分

患者经过一线免疫治疗后情况明显好转。 

 

 

PO-009 

围产期动脉缺血性脑卒中的临床和影像学特征分析 

 
张苗,李航,彭芸 

国家儿童医学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分析 39例围产期动脉缺血性脑卒中（PAIS）的临床表现和影像学特征，并探讨 MRI在

PAIS中的诊断价值。 

材料和方法：回顾性分析 2011年 12月—2016年 12月我院新生儿科确诊的 39例 PAIS 临床及

头颅 MR I资料，总结其临床特征及影像学资料，对其病因、首发表现及影像学特点进行分

析。 

结果：39例患儿中，早产儿 2例；明确宫内窘迫史者 7例，化脓性脑膜炎者 3例。于生后即

刻至 15日发病，其中 3日之内发病者占 82%。惊厥是 PAIS 最常见的首发症状，占 71.8%，主

要表现为单侧肢体抖动。18 例行凝血功能检查中，15例提示存在高凝状态。MR检查于发病后

2-23日进行。PAIS常表现为单发（89.7%），以累及大脑中动脉多见（74.4%），左侧多见

（74.4%）。MRI常规检查发现 33支 MCA受累中，皮层及皮层下白质梗死 20例，深部灰质核

团梗死者 7例，两者均累及者 6例。内囊后肢、大脑脚等皮质脊髓束受累者 16例，以两者同

时受累多见；胼胝体压部受累者 10例；丘脑枕受累者 2 例。T1WI表现为病变区呈等或低信

号，于病程第 5天以后，17 例还出现边缘或脑回样 T1WI 高信号；T2WI均呈高信号，皮层及皮

层下白质受累者还表现为灰白质分界欠清。DWI于早期均表现为病变区弥散受限，随着病程延

长，DWI高信号范围由外周到中心逐渐缩小，有时呈现“花斑样”改变。28例行 MRA检查中，

血管狭窄者 7例，闭塞者 1例，分支增粗、增多者 4例。 

结论：常规 MRI检查可以准确显示 PAIS范围，DWI对于早期病变尤其是胼胝体、皮质脊髓束

等显示敏感度高。常规 MR结合 DWI可以推测发病时间并评估 PAIS严重程度以对临床治疗提供

建议。 

 

  

 

 

PO-010 

基于低频振幅分析 2 型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患者 

静息态脑功能的 MRI 研究 

 
王中领,解学乾,唐纳,葛晓敏,郑林峰,张贵祥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 200080 

 

【摘要】 目的采用逐体素分析方法研究 2型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增殖期及非增殖期)患者 MR低

频振幅(ALFF)图像的异常改变及其与患者的临床资料及神经生理学评分的相关性。方法  选

取 2型糖尿病视网膜病变（DR）患者 21例为研究对象，平均年龄 54.86±9.97 岁，另外选取

与 DR组在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及左右手等相匹配的健康志愿者为对照组共 17例，平均年

龄 54.75±5.66 岁。所有病人接受神经生理学测试(MMSE,MoCA)并给予评分。静息状态下受试

者的血氧水平依赖法(BOLD)脑功能成像数据，采用静息数据处理助手（DPRASF V2.3）计算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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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ALFF值，随后用 REST 1.6 行 ALFF参数图的 t检验，并提取组间差异性脑区 ALFF值与糖化

血红蛋白(HbA1c)、病程、MMSE和 MoCA评分进行 Pearson相关性分析。结果  糖尿病视网膜

病变组 ALFF值在右侧枕叶、舌回、楔叶高于正常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1 
(t=3.078，p=0.004; t=2.898,p=0.006)，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组右侧梭状回、颞上回与顶下小

叶、角回及小脑后叶的 ALFF 值低于正常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t= -
2.358,p=0.024；t= -2.311,p=0.027，t= -2.589,p=0.014)。 在 DR组中，右侧楔前叶、舌回

的 ALFF值与 HbA1c呈正相关，右侧枕叶、舌回的的 ALFF至与 MoCA评分呈负相关。结论 2型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组显示多个脑区自发脑部活动异常，并与认知损害具有一定相关性。HbA1c

的值及 MoCA评分影响 DR病人的脑部自发活动 

 

 
PO-011 

复发-缓解型多发性硬化患者视束及视放射的 DTI 研究 

 
陈晓娅

1
,李咏梅

1
,陈晓娅

1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基于磁共振扩散张量成像(DTI)及扩散张量纤维束追踪成像(DTT)方法，探讨复发-缓解

型多发性硬化(RRMS)患者视觉传导通路中视束及视放射的显微结构改变。方法  收集伴有视

力受损的 RRMS20例，不伴有视力受损的 RRMS15例，同时收集对照组 15例（无视力受损）。

所有受试对象进行 MRI常规扫描及 DTI扫描，将双侧视束及视放射作为感兴趣区，分别追踪双

侧视束及视放射的纤维走行，计算相应 FA值、MD值，多组组间样本均数比较使用单因素方差

分析(One-way ANOVA)。结果  (1)与对照组相比，RRMS 视力受损组视束区 FA值明显下降 (P 
=0.004)，无视力受损组 FA值无明显变化 (P >0.05)；与无视力受损组比较，视力受损组 FA

值明显下降(P =0.02)，三组间 MD值比较无明显差异(P >0.05)。(2) 与对照组相比较，视力

受损组及无视力受损组视放射 FA值明显减低，(P = 0.000， P =0.01)，双侧视力受损组的

MD值明显升高(P =0.02)；与无视受损组比较，视力受损组 FA值明显减低(P =0.006)，MD值

明显增高(P =0.03)。 

结论  RRMS在伴视力损伤及无视力损伤情况下，其视束区及视放射区域都可能存在脱髓鞘损

伤的改变。RRMS伴视力损伤的视束区及视放射损伤程度较 RRMS无视力损伤严重。不同情况下

的视力损伤与相应的视束及视放射区域损伤存在着一定的关联性，这为临床的治疗提供更多信

息。 

 

 
PO-012 

胶质细胞表达的 FABP7 对癫痫大鼠海马突触可塑性的影响 

 
李玉爽,陆树婷,吴磊,俞敏华,徐海波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430071 

 

癫痫是一组由多病因所致的脑部神经元异常高度同步化放电的慢性神经系统病症。神经元可塑

性是神经元异常放电的基础。已知 FABP7（Fatty acid binding protein 7, ）是一种表达在

脑内的星形胶质细胞中脂肪结合蛋白，在脂肪酸的转运和摄取、信号传递和神经发生等过程中

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目的：探讨癫痫发生过程中胶质细胞表达的 FABP7对大鼠海马和齿状回突触可塑性的影响。 

方法：实验动物分为正常对照组、癫痫组、FABP7SiRNA+癫痫组，采用大鼠匹罗卡品癫痫持续

状态模型，用 western blot 和免疫组化检测三组 FABP7的动态表达情况；用高尔基染色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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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组海马 CA1，CA2，CA3和齿状回突触的树突分支，树突棘的数目和密度等形态学的改变；运

用膜片钳技术对三组海马组织的脑片给予一定程度的刺激观察诱导 mEPSCs和 mIPSCs上斜率和

振幅的变化。 

结果：（1）FABP7在癫痫后海马内表达持续升高，3d达高峰，之后稍下降但仍比正常对照组

高，有统计学差异（p<0.05）, 加 FABP7SiRNA后 FABP7 表达降低。 

（2）癫痫组中海马和齿状回的突触的复杂性和树突棘的数目、密度较正常对照组增高，加

FABP7SiRNA抑制 FABP7的表达后，突触复杂性降低，有统计学意义。 

（3）癫痫组中海马脑片电刺激后 mEPSCs的斜率和振幅较正常对照组增加，且加 FABP7SiRNA

抑制 FABP7的表达后，mEPSCs的斜率和振幅较前减少，有统计学意义。但 mIPSCs的斜率和振

幅在三组中没有明显的差异。 

结论：匹罗卡品癫痫大鼠海马区发生突触可塑性改变，可能与异常放电回路形成, 大脑兴奋性

放电增加, 最终诱发癫痫发作有关;星形胶质细胞增生时表达增多的 FABP7可能在促进癫痫的

发作并使这一改变更加明显中起到一定作用, 而 FABP7 SiRNA能部分抑制这种作用;提示

FABP7与癫痫发作时突触形成存在着一定的联系。 

  

 

 
PO-013 

高场强磁共振 DTI 成像对单纯脑白质疏松症 

及多发性硬化的鉴别诊断价值 

 
王勇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50000 

 

目的 评价 3.0T磁共振扩散张量成像（DTI）对鉴别脑白质疏松症(LA)与多发性硬化（MS）急

性期病灶的诊断价值。方法 选取 2010年 1月至 2011年 10月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及河北

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就诊的已确诊为 LA的患者 68例以及确诊为 MS的患者 36例作为研究对

象，应用 3.0T磁共振对 68 例 LA患者及 36例 MS患者行常规 MRI及 DTI检查，重建出表观扩

散系数(ADC)及各向异性系数(FA)图，测量 LA病灶及 MS急性期病灶的 FA值及 ADC值并进行比

较。结果 单纯 LA及急性期 MS病灶常规 MRI均表现为长 T1长 T2信号，急性期 MS患者中 PVH

分型为 1型的患者例数显著多于单纯 LA组 PVH1型的例数（χ2
=18.4571，P＜0.01）。表现为

PVH 1型的 LA患者，其侧脑室前角周围、侧脑室后角的 ADC值与 PVH 1型急性期 MS患者在上

述区域的 ADC值比较无统计学意义(t=1.447、1.862，P＞0.05)，而位于放射冠区域的 ADC值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885，P＜0.01)，这 3个区域的 FA值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3.425、4.531、7.226，P＜0.01)。结论 DTI技术能够更为准确的量化指标，有助于在不

进行增强扫描的情况下较为准确的分辨 LA与急性期 MS病灶，为 MS的早期诊断、早期治疗提

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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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14 

Changes of Brain White Matter Microstructure in 

people of Alzheimer disease with Type 2 diabetes 

(AD+T2DM):a DKI study 

 
Dong Junyi,Li Xiaoxin,Han Liang,Miao Yanwei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Dalian Medical University 116011 

 

Objective:To initially detect the changes of diffusion on brain microstructure 

damage in Alzheimer disease with Type 2 diabetes(AD+T2DM), without Type 2 

diabetes(AD-T2DM) and healthy person(HC) by measuring the diffusion kurtosis data 

of white matter (WM). 

Materials and methods: This prospective study was approved by the hospital ethics 

committee. The study was divided into A group(13 AD+T2DM, 6 males, age 

74.46±8.26), B group(22 AD-T2DM, 9 males, age 70.82±8.72) and HC group(20 HC, 8 

males, age 66.00±5.15). The mental status was evaluated for every case through 

MMSE and MoCA table by neurologist. 

All performed MR protocols included conventional MRI, diffusion kurtosis imaging 

(DKI). Bilateral MK, Ka, Kr, MD, Da, Dr and FA values of the frontal lobe-

WM(FLWM), temporal lobe-WM(TLWM) were manually measured twice by two 

radiologists.  

One-Way ANOVA was used to compare the diffusion parameters in all regions between 

groups. The relations between DKI parameters and MMSE, MoCA score were analyzed 

using Spearman's correlation. 

Result: FA, MD, Dr, Ka value in FLWM and FA, Dr value in TLWM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mong the three groups(all P< 0.05). 
Compared with the B group, FA value in A group generally increased, but only in 

TLWM was significant(P< 0.05); Dr value generally decreased, but only in 

TLWM was significant(P< 0.05). 
In comparison with HC group, FA, Ka value decreased in FLWM and FA value decreased 

in TLWM; MD, Dr value increased in FLWM and Dr value increased in TLWM both in A 

and B groups(all P< 0.05). 
Da value in FLWM showed the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MMSE score. MK, Ka, Kr in 

FLWM showed the negative correlations with MMSE score. Moreover, positive 

correlations with MoCA score were found at Da value in FLWM, MD and Dr value in 

TLWM. Negative correlations with MoCA score were found at MK, Ka and Kr value in 

FLWM, and Ka value in TLWM(all P< 0.05). 
Conclusion: For AD patients, hyperglycemia may aggravate the microstructure 

damage in white matter. DKI parameters especially FA, Dr value may reflect the 

degree of brain white matter microstructure damage and cognitive status in 

hyperglycem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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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15 

Radiomics Signature: A Potential Biomarker for the 

Prediction of MGMT Promoter Methylation in 

Glioblastoma 

 
Wang Liu-Xian

1
,Guo Fan

1
,Xi Yi-bin

1
,Xu Zi-liang

2
,Li Chen

1
,Wei Wei

2
,Tian Ping

1
,Liu Ting-ting

1
,Liu 

Lin
2
,Chen Gang

3
,Ye Jing

1
,Cheng Guang

1
,Cui Long-biao

1
,Zhang Hong-jua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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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Xijing Hospital 

2.Xidian University 

3.General Hospital of Lanzhou Military Region 

 

Purpose: We aimed at analyzing validated clinical imaging biomarkers of the DNA 

repair gene O
6
-methylguanine-DNA methyltransferase (MGMT) promoter methylation in 

glioblastoma (GBM). 

Methods: MR images of 98 GBM patients were collected. Radiomics features were 

calculated, and least absolute shrinkage and selection operator and support vector 

machines were used.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 predictive performance of MGMT methylation status. An 

independent validation cohort containing 20 GBM patients was utilized to further 

test the method. 

Results: A total of 1665 radiomics features were quantized. Radiomics features of 

T1 image reached an accuracy of 67.54%, 82.01% for Enhanced T1 image and 69.25% 

of T2 images. The best classification system for predicting MGMT promoter 

methylation status originated from the combination of T1, T2 and enhanced T1 

images, with an accuracy of 86.59%. Further validation on the independent cohort 

of 20 patients produced similar results. 

Conclusions: Our results provide further evidence that radiomics MR features could 

predict MGMT methylation status in preoperative GBM. 

 

 

PO-016 

Altered resting-state functional activity in isolated 

pontine infarction patients with pathological 

laughing and crying 

 
Chen Feng,Li Jianjian,Huang Weiyuan,Chen Huijuan,Liu Tao,Pan Mengjie 

Hainan General Hospital 570311 

 

We used resting-state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to investigate the 

global spontaneous neural activity involved in pathological laughing and crying 

after stroke. Twelve pathological laughing and crying patients with isolated 

pontine infarction were included, along with 12 age- and gender-matched acute 

isolated pontine infarction patients without pathological laughing and crying, and 

12 age- and gender-matched healthy controls. We examined both the amplitude of 

low-frequency fluctuation and the regional homogeneity in order to comprehens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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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e the intrinsic activity in patients with post-stroke pathological laughing 

and crying. In the post-stroke pathological laughing and crying group, changes in 

these measures were observed mainly in components of the default mode network 

(medial prefrontal cortex/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middle temporal gyrus, 

inferior temporal gyrus, superior frontal gyrus, middle frontal gyrus and inferior 

parietal lobule), sensorimotor network (supplementary motor area, precentral gyrus 

and paracentral lobule), affective network (medial prefrontal cortex/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parahippocampal gyrus, middle temporal gyrus and inferior 

temporal gyrus) and cerebellar lobes (cerebellum posterior lobe). We therefore 

speculate that when disinhibition of the volitional system is lost, increased 

activation of the emotional system causes pathological laughing and crying. 

 

 
PO-017 

rain perfusion abnormalities in idiopathic rapid eye 

movement sleep behavior disorder:  2D GRASE pseudo-

continuous arterial spin labeling (pCASL) technique 

study 

 
zhou caihong,Huang Biao 

Guangdong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Guangdong General Hospital 510080 

 

Purpose 

Idiopathic rapid eye movement sleep behavior disorder (iRBD) is a parasomnia,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dream-enacting behaviors and associated with loss of 

muscle atonia during REM sleep, but lack of any other neurological disease. iRBD 

is considered as a risk factor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eurodegenerative diseases , 

associated with alpha-synuclein deposition, such as Parkinson’s disease (PD), 

Lewy body dementia (LBD), and multiple system atrophy (MSA)[1]. Few brain imaging 

studies have been performed to investigate the neural perfusion involved in iRBD, 

particularly the MR neuroimaging.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observe the 

regional cerebral blood flow abnormalities in iRBD with 2D GRASE pseudo-

continuous arterial spin labeling (pCASL) technique, and to explore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iRBD and the neurodegenerative diseases on the regional 

cerebral blood flow abnormalities. 

Methods 

This study was approved by local Ethics Review Board and written informed 

consents were obtained from all subjects. Eleven patients with idiopathic rapid 

eye movement sleep behavior disorder and 21 healthy controls were recruited. All 

MR scans were performed on a 3T MR scanner(Philips, Ingenia, Best, the 

Netherlands).  The 2D pCASL scheme contains a calibration scan for scaling of 

the perfusion weighted subtraction images[], with imaging parameters 

as: .TR/TE=4495/16ms, label duration=1800ms, label delay=2000ms, FOV= 240x240mm, 

matrix=88x88. A 3D_T1W scan covering whole brain was also performed for the 

normalization of the ASL images into MNI space. The ASL images were firs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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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ligned to the first control image within each subject session including all 

the control and label images. And the subtractions of the label images from 

control images were calculated and the mean subtraction images were defined as the 

relative cerebral blood flow (rCBF) maps. Then the rCBF images were normalized to 

the MNI space with the non-linear registration parameters derived from the 

normalization of the ASL label first control images and 3D T1W images. Smoothing 

with Gaussian kernel of 6mm was applied on all the normalized rCBF images. And 

followed by whole-brain level Student’s two samples T-test to compared the 

perfusion difference between patients and normal controls. A p<0.001 with no 

corrections and cluster size>20 were selected to identify the brain regions with 

statistically difference between the groups. 

Results 

As shown in Figure 1, comparing to the control group, patients with  idiopathic 

rapid eye movement sleep behavior disorder showed decreased regional cerebral 

blood flow mainly in the temporal lobe, including the right middle temporal, the 

right inferior temporal, the left superior temporal pole. In addition, the right 

cerebelum, the right olfactory and the bilateral insula, as well as the right 

inferior frontal lobe also show decreased regional cerebral blood flow. The brain 

stem and the bilateral hippocampus show no significant decreased regional cerebral 

blood flow. However, no increased regional cerebral blood flow was observed in 

the brain  parenchyma. 

Discussion 

Abnormal low brain perfusion in the bilateral temporal lobes, especially the right 

temporal lobe, indicates the suspicious decreased activities in the temporal 

lobe, which   maybe associated with the loss of the neurocyte and the decreased 

neural connectivity in the in these areas.  To our knowledge, decreased 

perfusion in the bilateral insular lobes in patients with idiopathic rapid eye 

movement sleep behavior disorder was first reported in the iRBD. Further study 

is needed to investigat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iRBD and insular lobe which is 

thought to participate in emotion management. In addition, abnormal low perfusion 

in the right cerebelum and the right olfactory, as well as the right inferior 

frontal lobe provides further evidence of perfusion abnormalities in idiopathic 

rapid eye movement sleep behavior disorder similar to those seen in 

neurodegenerative diseases,  such as Parkinson’s disease and Lewy body dementia. 

Conclusion 

2D GRASE pCASL technique can reveal the perfusion abnormalities in idiopathic 

rapid eye movement sleep behavior disorder. The decreased reginal cerebral blood 

flow in the bilateral temporal and insular areas indicate that these regions may 

participate in the pathogenesis of the iRBD. In addition,  the low perfusion in 

the  right cerebellum, the right olfactory, and the right inferior frontal lobe, 

providing further evidence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iRBD and neurodegenerative 

dis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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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18 

慢性主观性耳鸣患者小脑异常功能连接 

的静息态功能磁共振研究 

 
冯源,陈宇辰,殷信道 

南京市第一医院 210006 

 

目的：主观性耳鸣是临床上一种常见的疾病，以在无外源性声音时出现的异常听觉体验为主要

症状。近些年的研究显示，耳鸣患者的小脑局部血流量以及灰质体积较正常人均有所增加。这

提示中枢神经系统在耳鸣的神经病理生理学过程中可能扮演重要角色。而耳鸣患者的小脑与大

脑皮层之间的功能连接以及其与耳鸣严重程度之间的关系尚未明确。本研究即主要应用静息态

功能磁共振（fMRI）探讨耳鸣患者的小脑与大脑皮层的异常功能连接情况。 

方法：本研究选取 28名慢性主观性耳鸣患者为耳鸣组，29名健康受试者为对照组，两组间性

别、年龄及教育程度均进行良好匹配。耳鸣组患者均进行 IOWA耳鸣障碍量表评估（THQ）。所

有受试者均进行磁共振数据采集，包括结构相 3D-T1WI以及静息态 fMRI数据。结构相数据经

灰白质分割后的结果进行两组间比较。静息态 fMRI数据以小脑各亚区为种子点，获得耳鸣组

小脑各亚区与大脑脑区间显著异常的功能连接。将以上显著差异结果与临床特征参数如 THQ等

进行相关性分析。 

结果：耳鸣组与对照组间的灰白质结构无显著差异。耳鸣患者小脑与多个大脑皮层脑区的功能

连接均显著增强，包括感觉、运动以及认知功能脑区等，如右侧颞上回、双侧颞中回、双侧海

马旁回、双侧枕下回、左侧梭状回以及双侧中央前回。耳鸣患者的左侧小脑 VIIb区与右侧颞

上回（r=0.533, p=0.003）以及小脑蚓与左侧颞上回（r=0.473, p=0.009）的功能连接分别和

耳鸣 THQ评分呈正相关。 

结论：慢性主观性耳鸣患者可能因小脑对噪声性神经活动的屏蔽作用减低或在损害出现后发生

神经功能重塑，使部分脑内功能连接增强，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感觉、运动以及认知功能，进而

促进耳鸣的发生发展过程。同时小脑与听觉中枢的功能连接增强可能是决定耳鸣严重程度的关

键因素之一。 

  

 

 
PO-019 

颅内肿瘤 CT、MRI 误诊分析 

 
王佳宁,殷小平 

河北大学附属医院 071000 

 

目的：分析颅内肿瘤 CT、MRI误诊原因，提高正确诊断率。 

方法: 回顾性分析手术病理证实的 56例 CT、MRI误诊病例的影像学表现，总结其误诊原因。

对每个误诊患者的影像资料进行反复地观察，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总结原诊断失误之处：①定

位错误；②“典型征”误诊；③表现不典型误诊；④少见病误诊；⑤思维片面误诊。 

结果：CT、MRI总误诊率 14.7% 。其中良性肿瘤 26例，恶性肿瘤 28例，良恶性交界肿瘤 2

例，构成比分别为 46.4%、50%、3.6%。星形细胞肿瘤是误诊肿瘤中最常见的病理类型。误诊

率较高的肿瘤有淋巴瘤、原始神经外胚层肿瘤、转移瘤、室管膜瘤，误诊率分别为 71.43%、

60%、38.46%、33.33%。定位错误 27例，“典型征”误诊 8例，表现不典型误诊 22例，少见

病误诊 16例，思维片面误诊 12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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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要不断总结误诊病例，避免不必要的误诊；对于难以确诊的病例，要缩窄鉴别诊断的范

围。 

  

 

 
PO-020 

Morphologic and Wall Enhancement Features of 

Symptomatic Unruptured Intracranial Aneurysms: a 

High-Resolution MRI Study 

 
Wang Xinrui 

Changhai Hospital of Secon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200433 

 

Purpose: The development of non-invasive imaging modalities has increased the 

detection rate of unruptured intracranial aneurysms (IAs)
1
. Among them, the 

rupture risk of symptomatic IAs is much higher than that of asymptomatic ones
2
. 

Aneurysm wall enhancement (AWE) on HR-MRI has been reported in ruptured IAs
3
. 

Other morphological features also reflect the unstable status of IAs. This study 

aims to identify morphological and AWE features of symptomatic unruptured IAs. 

Methods: A total of 93 consecutive patients with 103 unruptured IAs were reviewed 

from June 2014 to March 2017. All patients underwent 3T black-blood MRI and 3D 

rotational DSA. IAs were divided into symptomatic group (n=61) and asymptomatic 

group (n=42) according to the presence of IA-related neurological symptoms. 

Morphological features were collected on DSA, including shape, size, aspect ratio 

(AR) and size ratio (SR). Aneurysm wall enhancement (AWE) was assessed by 

comparing pre- and post-contrast T1-weighted images. The degree of AWE was 

categorized into 3 grades: grade 0 indicates no AWE, grade 1 represents AWE less 

than that of the pituitary infundibulum, and grade 2 represents AWE equal to or 

greater than that of the pituitary infundibulum. The pattern of AWE was assessed 

as none, focal (a small region of AWE), heterogeneous (incomplete AWE) and 

complete enhancement. Univariate and multivariate regression were performed to 

compare morphological and AWE features between patients with and without symptoms. 

Results: Symptomatic IAs were more likely to have irregular shape, larger size, 

higher AR and SR, stronger AWE and larger AWE area (P<0.05).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further revealed that AWE intensity (OR 5.40, 95% CI 2.89-

10.09, p<0.05), AWE pattern (OR 2.74, 95% CI 1.35-5.59, p<0.05) and size (OR 1.43, 

95% CI 1.15-1.78, p<0.05) had the strongest independent correlation with 

symptomatic IAs. The area under the curve from the receiver operation 

characteristic (ROC) analysis were 0.79, 0.83 and 0.88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In terms of morphologic and AWE features, HR-MRI is a useful tool to 

assess the unstable status of IAs. IAs with strong wall enhancement, large wall 

enhancement area and large size are more prone to be symptomatic and should be 

given more attention for frequent monitoring and more aggressive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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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21 

Distinct patterns of cortical gray matter in early 

course bipolar disorder  predict different treatment 

response with quetiap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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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Structural gray matter abnormalities are an established 

neurobiological feature of bipolar disorder[1]. However, the potential of 

structural abnormalities in predicting the treatment outcome have not been well-

characterized. In the present study, a quantitative data-driven analysis of 

structural MRI data was conducted to identify potential biotypes (distinct 

subgroups of patients) and relate them to treatment response within early course 

bipolar youth. 

Methods: In a cross-sectional design, high-resolution T1-weighted images were 

acquired from 58 first episode manic adolescents and 31 well-matched healthy 

controls. Age, sex and education level were well matched between diagnostic groups. 

MRI examinations were performed on a 4-T Varian Unity INOVA scanner with Modified 

Driven Equilibrium Fourier Transform (MDEFT) pulse sequence (TR=13.0 ms, TE=5.3 ms, 

tau (magnetization preparation time) =1.1 ms, FOV=256×192×192 mm
3
, 

matrix=256×192×96). Clinical data including ratings of symptom severity and 

cognitive testing were also collected. After pretreatment studies, patients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quetiapine or lithium therapy, and the treatment response was 

recorded as remitters (Young Mania Rating Scale, YMRS≤12) or non-remitters after 

6-week treatment. FreeSurfer (version 5.3.0, http://surfer.nmr.mgh.harvard.edu/) 

was adopted for the constructions of cortical surface and volumetric segmentation 

of 3D T1-weighted images at baseline. Firstly, agglomerative hierarchical 

clustering [2] was performed on bipolar manic patients to detect whether there are 

subgroups among these patients, and cortical thickness of all the regions within 

Desikan Atlas [3] in bilateral hemispheres were calculated and selected as the 

features for the cluster analysis across patients. Then, the patient subgroups 

were compared in demographics, symptom severity, cognitive ratings and treatment 

response. Region-wise cortical comparison was also conducted between different 

patients biotypes and healthy controls. 

Results: Two discrete subgroups of patients were identified. Patients in biotype 1 

(n=16) showed widespread cortical thickening across heteromodal cortex compared 

with healthy controls ,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previous findings [4], whereas no 

neuroanatomic abnormalities were identified in patients in biotype 2 (n=36). More 

importantly, patients within the biotype 1 showed a better response to quetiapine 

(response rate=100%) than the biotype 2 group (response rate=52.6%), but patient 

subgroups did not differ in lithium response. Patients within biotype 2 also 

http://surfer.nmr.mgh.harvard.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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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wed significant lower IQ and family socioeconomic status than control subjects 

whereas those of the first biotype did not. The symptom severity and cognitive 

ratings did not differed between the two patient subgroups at baseline, while 

patients of biotype 1 achieved better remission on symptom severity than those in 

biotype 2 as revealed by YMRS scores. 

Conclusion: By adopting an objective neuroimaging data-driven analysis on a group 

of first episode treatment-naïve bipolar manic patients, two distinct patterns of 

cortical gray matter abnormalities were identified with different treatment 

response to quetiapine, suggesting the existence of distinct and clinically-

relevant pathophysiologic processes in approximately a third of bipolar patients 

at illness onset.  Future studies with data of other modalities including 

cognitive, neuropathological and genetic information may optimize the 

classification and give a better insight into potential neuroinflammatory or 

neurodevelopmental alterations leading to increased cortical thickness in this 

subgroup of bipolar patients, and into the potential use of this abnormality for 

differential therapeutics. 

 

 

PO-022 

利用 DCE-MRI 参数直方图探讨非典型垂体腺瘤血管异质性的

研究 

 
刘杨颖秋

1,2
,尚劲

1
,苗延巍

1
 

1.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淄博市第三人民医院 

 

摘要 

目的: 

应用 DCE-MRI参数(Ktrans 值、Ve值、Kep值)直方图对非典型与典型垂体腺瘤进行全域定量

分析，探讨其对垂体腺瘤血管异质性及增殖性的评估价值。 

材料与方法: 

收集经手术病理证实垂体腺瘤患者 37例。按 2004 年 WHO分类标准分为典型性垂体腺瘤（14

例）、非典型垂体腺瘤（23 例）。在包含肿瘤的每一个层面上沿肿瘤边缘勾画 ROI，得到肿瘤

全域 Ktrans值、Ve值、Kep 值的直方图及参数：最小值、最大值、平均值、第 5、第 10、第

25、第 50、第 75、第 90、第 95百分位数、值域、标准差、方差、平均差、相对差、偏度、

峰度、一致性、能量值及熵值。 

应用 SPSS 18.0比较二者 Ktrans值、Ve值、Kep值直方图参数的差异性； ROC曲线用以确定

各参数的诊断能力。 

结果: 

1.非典型垂体腺瘤 Ktrans值直方图参数中平均值、第 75、第 90、第 95百分位数等显著高于

典型垂体腺瘤（P=0.001，0.011，0.006，0.005）；利用平均数、第 95、第 90百分位数鉴别

二者的 AUC为 0.817、0.776、0.773； 

2.非典型垂体腺瘤 Ve值直方图参数中相对差、能量值显著高于典型垂体腺瘤（P=0.004，

0.042），熵值显著低于典型垂体腺瘤（P=0.025）；利用相对差、熵值鉴别二者的 AUC 为 

0.786、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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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非典型垂体腺瘤 Kep值直方图参数中第 90、第 95百分位数、值域、相对差显著高于典型

垂体腺瘤（P=0.009，0.005，0.010，0.007）；利用相对差、值域、第 95百分位数鉴别二者

的 AUC为 0.767、0.753、0.736； 

结论: 

DCE-MRI参数直方图可反映非典型垂体腺瘤微血管异质性及增殖性，有助于非典型和典型垂体

腺瘤的鉴别及非典型垂体腺瘤的早期诊断。 

  

 

 
PO-023 

Application of virtual monochromatic images at 

optimal energy level in dual-energy spectral CT 

combined with multiplanar reformation in diagnosing 

lumbosacral peripheral neuropathy 

 
Yang Chuangbo,Jia Yongjun,Zhang Xirong,Duan Haifeng,Yu Yong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haanx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712000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of dual-energy spectral CT imaging combined 

with multiplanar reformation (MPR) in diagnosing lumbosacral peripheral neuropathy 

  

Methods: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was performed on 45 patients with suspected 

lumbosacral peripheral neuropathy who underwent dual-energy spectral CT 

examination. From the set of virtual monochromatic images, an optimal energy level 

(keV) was selected to obtain the highest contrast-to-noise ratio (CNR) for the 

lumbosacral nerve of each patient. Two experienced radiologists evaluated the MPR 

images in a double-blind manner using a 5-point scoring system (5: best and 

greater or equal to 3: image diagnostic) in terms of image noise, artifacts, the 

ability and clarity of displaying the peripheral nerves and their edges on both 

the dual-energy spectral CT image and conventional kVp CT images. 

Results: The optimal energy levels in spectral CT were 63.64±1.36keV.  CNR for 

the lumbosacral nerve at the optimal energy level was statistically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ventional CT imaging (0.81±0.3 vs. 0.44±0.26, p=0.02). The 

Spectral CT MPR reconstruction at the optimal energy level could show more clearly 

the normal shape or anatomical variations of the peripheral nerve bundles, their 

compression and relationship with adjacent soft tissue or bones, and improved the 

display of peripheral nerves and the identification of lumbosacral lesions 

compared with those of conventional kVp images (P=0.03). 

Conclusion: Dual-energy Spectral CT at the optimal energy level combined with MPR 

can improve image quality and the display of lumbosacral peripheral nerves. It 

provides a new imaging method to detect peripheral neuropathy in lumbosacral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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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24 

儿童原发性中枢神经系统血管炎的磁共振表现 

 
冯静,鲁宏 

重庆市第七人民医院 400054 

 

目的：回顾性分析儿童原发性中枢神经系统血管炎 MRI及 MRA影像表现，探讨磁共振对该病的

诊断价值。方法：搜集 17例临床确诊儿童原发性中枢神经系统血管炎患者的 MRI、MRA影像资

料，观察其影像表现并归纳分析影像特点。结果：17例患者中发病年龄 2-13岁，临床表现为

头晕头痛和不同程度的局灶性神经体征。MRI平扫显示病灶位于幕上 16例，幕上、下均累及

１例；单侧 8例，双侧 9例。14例 MRA显示 9例表现为血管节段性狭窄或闭塞，累及颅内多

支血管，尤其集中于 Willis 环周边血管；5例 MRA无异常改变。结论：结合临床特点，采用

MRI和 MRA检查，可以为临床诊断儿童中枢神经系统血管炎提供有价值的诊断依据。 

 

 
PO-025 

锂的血药浓度对躁郁症 II 型患者海马区谷氨酸盐浓度的双向

影响预实验研究 

 
罗梦婷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200233 

 

 

研究目的：海马区与躁郁症的病理生理变化有着密切联系，本研究旨在纵向观察评价锂治疗下

海马区代谢物水平变化。 

材料和方法：本研究收集了 19位未经药物治疗处于急性抑郁发病期的躁郁症患者和 17位健康

志愿者，患者进行了 6周开放性实验锂治疗，对所有对象的左侧海马区 NAA、肌酸、胆碱、MI

及 Glu水平进行 3T单体素
1
H磁共振波谱扫描，分别于治疗前及 6周锂治疗后各测一次。代谢

物浓度的估算由内生水作为参照，体素分割作为部分容积校正。 

结果：研究初始急性抑郁期躁郁症患者和健康对照组海马区代谢物浓度相似，6周单一锂治疗

后无改变，随着时间推移研究发现抗抑郁药的疗效和 NAA浓度的增加有着明显的联系，同时随

访发现 Glu浓度变化与锂的血药浓度呈明显正相关。混合模型分析表明锂的血药浓度对海马区

Glu浓度有双向影响：锂血药浓度 0.2-0.49mmol/L水平（9例）与 Glu浓度降低有关，而标准

水平≥0.5mmol/L（10例）则显示 Glu浓度降低升高。 

结论：本研究初始结果表明不同血药浓度的锂对于海马区 Glu浓度有着双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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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26 

脊髓刺激镇痛术调节大脑神经生物学的磁共振波谱学研究 

 
罗梦婷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200233 

 

 

研究目的：脊髓刺激镇痛术是治疗继发于脊髓手术的慢性神经性疼痛的一种广泛应用的治疗方

法，但是对于其发挥作用的生理机制了解不多，本研究通过磁共振波谱来探讨其作用机制。 

材料与方法：本研究收集了 15例腰椎手术失败综合征的患者，在短期脊髓刺激镇痛术作用

下，同时对患者进行短回波时间的磁共振波谱学分析以检测其脑内神经物质含量的变化。 

结果：本研究发现疼痛同侧丘脑的 GABA含量在脊髓刺激后 9′时较刺激前有明显上升，葡萄

糖含量则明显下降，并且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这提示了同侧丘脑在调节慢

性神经性疼痛中有着一定作用。此外，本研究还发现随着时间延迟，同侧丘脑内葡萄糖含量逐

渐下降，这与之前研究发现的同侧丘脑区功能退化相对应。 

结论：同侧丘脑 GABA含量随时间推移升高及葡萄糖含量随时间降低可能是脊髓刺激镇痛术缓

解慢性神经性疼痛的原因。 

  

 

 

PO-027 

Role of 3D Pseudo-continuous Arterial Spin Labeling 

Perfusion in the Diagnosis and Follow-up in Patients 

with Herpes Simplex Encephalitis 

 
Li Rui

1,2
,Wang Yan

1
,Wang Yu-Lin

1
,Li Ying

1
,Lou Xin

1
,Ma Lin

1
 

1.Department of Radiology， Chinese PLA General Hospital 

2.School of medicine， Nan Kai University 

 

SYNOPSIS 

Early diagnosis of herpes simplex encephalitis (HSE) is important because early 

antiviral treatment significantly reduces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In this work, 

serial whole-brain 3D pCASL was applied to diagnose and evaluate therapeutic 

effect and prognosis of HSE. We suppose that serial whole-brain 3D pCASL could 

provide more information for the dynamic CBF changes in HSE. 

PURPOSE 

An early diagnosis of herpes simplex encephalitis (HSE) is crucial in order to 

give antiviral treatment and reduce mortality rates. HSE is generally diagnosed by 

clinical manifestation, laboratory test and conven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1]. However, the role of three dimensional pseudo-continuous 

arterial spin labeling (3D pCASL) in diagnosing HSE remains unclear. Our objective 

was to explore the usefulness of 3D pCASL in the diagnosis and follow-up of HSE. 

METHODS 

W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9 consecutive cases of herpes simplex encephalitis 

(HSE) confirmed by clinic. According to the clinical features and conventional MR 

findings, the lesions were classifi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acute stage (≤1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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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acute stage (15-25d) and chronic stage (≥26d). The perfusion data were 

obtained using 3D pCASL on a 3.0T MR scanner (Discovery 750, GE Healthcare, 

Milwaukee, WI, USA). The post labeling delay (PLD) time of 2,025 ms was applied 

[2]. The cerebral blood flow (CBF) values were measured in the acute, subacute, 

and chronic stages, respectively. The evolution of the lesions and neurological 

outcomes were analyzed. 

RESULTS 

HSE demonstrated hyperperfusion in 14 acute lesions and 12 subacute lesions 

(Figure 1 and 2). The maximal CBF values of lesions in HSE were 101.6±6.1 

ml/100g/min in acute stage, 102.2±6.6 ml/100g/min in the subacute stage, and 

36.0±7.3 ml/100g/min in chronic stage, respectively (Figure 3a). The CBF value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for acute and subacute lesions than those for chronic 

lesions (p＜0.001 and p＜0.001, respectively), wherea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acute and subacute lesions (p＞0.05) (Figure 3a). The CBF 

values of the acute and subacute lesions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control group 

(45.3±6.5 ml/100g/min), while the CBF values of 5 chronic lesions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control group. Follow-up 3D pCASL examinations demonstrated gradual 

perfusion reduction after therapy in 3 patients (Figure 3b). 

DISCUSSION AND CONCLUSION 

In the previous studies, CT perfusion and 
18
F-FDG PET/CT had been used for the 

diagnosis of HSE. In our study, we found that serial whole-brain 3D pCASL could 

provide more information for the dynamic CBF changes in HSE. The 3D pCASL 

technique is useful in the diagnosis and evaluation of therapeutic effect and 

prognosis of H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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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28 

中枢神经系统非典型畸胎瘤样/横纹肌样瘤的影像学表现（附

9 例报道） 

 
李晓凤,陆明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401120 

 

目的：探讨中枢神经系统非典型畸胎瘤样/横纹肌样瘤（AT/RT）的临床及影像学特点，提高对

其认识水平、指导临床治疗。 

方法：回顾性分析 9例经手术病理诊断为非典型畸胎瘤样/横纹肌样瘤的临床及影像学表现，

并进行相关国内外文献复习。 

结果：本组患者中男性 6例，女性 3例。发病年龄最大者 13岁，最小者 3岁，平均 8.33 岁。

发病部位颅内 6例，其中幕上 4例，幕下 2例；幕上病变累及顶叶 4例，累及枕叶 1例，累及

丘脑 1例；幕下病变 1例位于右侧小脑，1例位于右侧中脑；颅内多发病灶 1例。椎管内病变

3例，其中 2例位于髓外硬膜下，分别累及颈 1-2、腰 1-骶 2水平；1例位于胸 8-10水平硬膜

下脊髓内。肿瘤大小不一，边界多较清楚，密度或信号混杂，1例病变行 CT扫描肿瘤实质部

份呈稍高密度，未见钙化成份；瘤体 T1WI呈等或稍低信号，T2WI呈等或稍高信号，囊变坏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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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长 T1长 T2信号；颅内 5例伴明显偏心性较大囊变，3例椎管内肿瘤为小囊变，2例病变合

并陈旧性出血。增强扫描后 8例明显强化，其中 4例可见文献报道的典型带状环形强化，1例

椎管内病变轻微不均匀强化。扩散加权成像（DWI）瘤体呈高信号，ADC图呈低信号。瘤周血

管源性水肿轻度 1例，中度 1例，重度 2例，无明显水肿 2例；3例可见邻近脑膜明显强化。 

结论：非典型畸胎瘤样/横纹肌样瘤是发生在儿童中枢神经系统的罕见肿瘤，起源尚无定论，

肿瘤恶性程度高，生长迅速，极具侵袭性，预后极差，患者生存时间多在 1年左右。肿瘤可发

生于中枢神经系统的任何部位，婴幼儿多见于颅内幕下，年龄较大的儿童及成人多见于幕上及

椎管。肿瘤实性成份 CT多呈稍高密度，可伴或不伴钙化，常伴有出血、坏死及偏心性囊变，

多呈明显不均匀强化，DWI 瘤体呈高信号，ADC图上呈低信号，MRI增强扫描易发现脑内外播

散灶。当患者有以上影像学特点且年幼者应考虑到 AT/RT的诊断。 

  

 

 
PO-029 

从神经元树突棘水平解析睡眠剥夺对脑功能的影响 

 
吕金风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430071 

 

目的：从神经元的树突棘水平揭示睡眠剥夺影响脑功能的关键神经机制。方法：首先，利用树

突棘特异性定位钙探针 Dɑ7-GCaMP5G，结合 UAS/Gal4基因操作系统，实现果蝇运动视觉神经

元中垂直感受神经元（LPTC-VSs）的树突棘的特异性标记，建立转基因果蝇模型。然后，将实

验用果蝇随机分成三组，第一组给予正常的昼夜节律的生活环境，培养箱内的光照环境设置为

每天 12小时光照 12小时黑暗。饲养温度为 25 °C，湿度为 60%。第二组果蝇在成虫的前 2天

与第一组果蝇一样给予正常的昼夜节律的生活环境，在第三天晚上开始进行 12h睡眠剥夺的设

置，培养环境设置为光照，并用振荡器摇晃果蝇防止其入睡。其它饲养条件，如温度和湿度保

持不变。第三组果蝇在睡眠剥夺的基础上再给予 24h的睡眠恢复处理，此时果蝇置于正常的培

养环境中。最后，通过免疫荧光共聚焦显微成像方法和双光子在体成像技术研究分析睡眠剥夺

对垂直感受神经元（VS）空间结构及钙信号响应特性的影响。结果：睡眠剥夺会改变垂直感受

神经元（VS）的树突棘在小页板（LP）上的空间分布，进而调控垂直感受神经元（VS）的树突

棘钙信号响应的方向选择性，使其响应垂直向下运动刺激的概率降低(42% vs.78%)。同时，睡

眠剥夺还削弱了垂直感受神经元（VS）树突棘钙信号响应的强度（P＜0.05），但睡眠剥夺并

不影响钙信号的衰减时间（P＜0.05）。结论：本研究利用树突棘特异性探针标记、免疫荧光

共聚焦显微成像方法及双光子在体钙离子成像技术从神经元树突棘水平探索了睡眠剥夺影响脑

功能的神经机制，初步得到睡眠剥夺通过调制神经元树突棘的空间分布及钙信号通路影响脑体

功能的结果。此方面的研究对于理解睡眠剥夺诱发脑体功能障碍的深层机制以及干预治疗睡眠

障碍诱发的一系列病症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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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30 

特发性颅内高压的可靠影像学征象分析 

 
王智清,鄢克坤,张其林,金斌 

攀枝花市中心医院 617067 

 

目的 分析特发性颅内高压(IIH)的可靠影像学征象，提高对该病的认识。方法 选择 2014年 2

月～2015年 9月经脑脊液压力测定临床确诊 IIH的 8例，以同期相同年龄段有空蝶鞍但脑脊

液压力测定正常患者 8例作对照组。分析两组影像学表现，包括视神经、视神经鞘、蝶鞍、脑

室形态、颅内蛛网膜下腔形态。结果 视神经鞘扩张敏感性 75%，特异性 75%；视神经扭曲敏感

性 100%，特异性 88%；空蝶鞍敏感性 100%，特异性 0；脑室变小敏感性 38%，特异性 88%；蛛

网膜下腔变小敏感性 25%，特异性 100%。结论  视神经销扩张和视神经扭曲，具有较高的敏

感性和特异性，是 IIH的可靠影像学征象。正确认识 IIH的影像学表现对其早期诊断和治疗具

有重要价值。 

 

 

PO-031 

Impact of COMT Haplotypes on Parietal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Density in  Chinese Healthy Young Adults 

 
Tang Jie 

Tianjin meidical university general hospital 300052 

 

Objective 

The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functional impact of COMT SNPs (rs6269, rs4633, 

rs4818, rs4680) and their haplotypes on global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density in 

Chinese healthy young subjects. 

Method 

A total of 323 right-handed healthy young adults aged 18 to 30 years old were 

recruited for this study.The SNPs of COMT(rs6269, rs4633, rs4818, and rs4680) of 

all subjects were genotyped, after which the individual combinations of haplotype 

were estimated.We compared the global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density (gFCD)among 

SNPs and their haplotypes.For the significant cluster under a certain connection 

threshold, we used this connection threshold to 

generate the rsFC map of this cluster for each subject. Based on the rsFC maps of 

this cluster of all subjects, we 

generated a connection probability map of this cluster under the connection 

threshold. The connection probability 

map may represent the connection pattern of this cluster at the connection 

threshold. 

Resul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identified in the left inferior parietal lobule(P < 

0.05, FDR corrected),where we also showed an inverted U-shape modulation on gFCD 

as a function of the COMT haplotypes with the APSAPS homozygotes exhibiting the 

highest gFCD value(P < 0.05, Bonferroni corrected), in addition, we failed to find 
significant effect of SNPs under the same threshold. This finding was valid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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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ing other connection thresholds. The cluster mainly connected with the frontal, 

parietal and temporal cortices. 

Conclusion 

Our finding demonstrated that the COMT haplotype do exert more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left inferior parietal gFCD compared with single genetic 

variations.Using a data-driven method, this study examined whether and how 

individual COMT SNPs (rs6269, rs4633, rs4818, rs4680) and its haplotype modulate 

brain function in a large Chinese young adult sample aged 18-30 years. Our results 

displayed an inverted U-shape modulation of global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in 

left inferior parietal lobule(IPL) as a function of the COMT haplotype rather than 

the single variations.The IPL appears to be an important, but relatively neglected, 

component of the frontal–limbic–temporal–parietal neural network involved in 

the schizophrenia disease process. We provides further validation in the advantage 

of exploring the impact of complex genetic variation on neural system that could 

be relevant for pathophysiology for schizophrenia. 

 

  

 

 
PO-032 

Lumbosacral intraspinal paraganglioma: a 

clinicopathologic and CT/MR imaging features of 

thirteen cases 

 
Zhang Youming,Yi Xiaoping,Zhuo Pei,Liao Weihua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Xiangya Hospital，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410008 

 

Abstract 

Purpose: To retrospectively review the clinicopathological features and computed 

tomography (CT) an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findings of lumbosacral 

intraspinal paragangliomas (PGLs). 

Materials and methods: Thirteen patients with surgically and pathologically 

confirmed lumbosacral intraspinal PGLs were enrolled. Their clinicopathological 

data and imaging findings were retrospectively reviewed. 

Results: There were ten male and three female patients with a median age of 43 

years (range, 36–74 years). CT or MRI imaging showed a well-defined (n = 13), 

oval (n = 10), stripped (n = 3) mass with heterogeneous (n = 6) or homogeneous (n 

= 7) density/signal intensity. The lesions appeared isointense (n = 13) on T1WI 

and mildly hyperintense (n = 13) on T2 WI MR images. On enhanced CT/MRI images, 

marked  heterogeneous (n = 6) and marked homogeneous (n = 7) enhancement pattern 

with characteristic "tadpole" appearance could be observed in this study. 

Calcification and bone destruction were not observed in any cases. The pre-

surgical systolic pressure (SP) and diastolic pressure (DP) are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post-surgical treatment (PSP=0.001, PDP=0.017, respectively), and it reduced 

to normal level after surgery. No recurrence or metastatic disease was found in 

the 11 patients who underwent gross total resection treatment after surg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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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 Lumbosacral intraspinal PGLs commonly appears as a well-defined, oval 

or stripped solitary homogeneous or heterogeneous mass characterized by a 

"tadpole" appearance, with a marked enhancement pattern. The fluctuation of blood 

pressure before and after surgery is a interesting clinical feature of lumbosacral 

intraspinal PGLs. 

  

 

 

PO-033 

TaqIA 基因对海洛因成瘾者毒品线索诱导渴求影响的 MRI 研究 

 
李永斌,王亚蓉,王玮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710038 

 

目的 研究不同 DRD2 TaqIA 基因型的海洛因成瘾者在毒品线索诱导下，主观渴求和大脑活动是

否存在差异，探究遗传因素对于成瘾者渴求相关脑区的影响。 方法 收集接受 MMT的海洛因

成瘾者 50例，按 TaqIA基因型分为 A1+组 30例，A1-组 20例，同时招募健康对照组 20例，

采用 3.0T MR仪进行事件相关的毒品线索诱导渴求任务范式扫描，应用 SPM 8及 SPSS 16.0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结果 三组间 ANOVA分析结果显示年龄、受教育年限及每日吸烟量组间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双侧丘脑、纹状体、背外侧前额叶及内侧眶额回存在组间差异（Alphsim校

正，P<0.001，体素串＞114），事后分析显示 A1+组较 A1-组在双侧丘脑、纹状体存在组间差

异。A1+组与 A1-组海洛因和美沙酮使用量及渴求变化程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 = −0.87, P 
= 0.39；t = −0.72, P = 0.47；t = −0.88, P = 0.39）。 结论 在毒品线索诱导下，

TaqIA基因可影响中脑边缘多巴胺奖赏系统活动，这可能是 A1+亚型成瘾者易复吸的神经生物

学基础。 

 

 
PO-034 

慢性主观耳鸣患者大脑局部一致性和灰质结构磁共振研究 

 
韩祺 

第三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重庆市西南医院 400038 

 

目的 本研究我们尝试将 ReHo 和 VBM两种方法相结合，试图通过探测主观耳鸣的局部脑功能活

动和灰质结构的改变特点，并分析其与临床资料的相关性，寻找可能更为精准的神经影像学标

记。 

方法 选取 21例慢性主观耳鸣患者和 21例匹配的健康志愿者，所有受试者均为右利手。采集

全脑静息态功能和结构数据，计算全脑 ReHo值和灰质体积并进行组间比较，提取差异脑区与

患者 THI评分及病程等临床资料进行偏相关分析（以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和灰质体积为协

变量）。 

结果 患者组在右侧颞上回、颞中回和颞下回 ReHo值增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AlphaSim校正）；在右侧眶部额中回和三角部额下回、左侧额中回和角回、小脑蚓部 ReHo值

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AlphaSim校正）。同时患者组在右侧颞中回和背外侧额

上回、左侧内侧额上回灰质体积减低（P<0.01，AlphaSim校正）。患者组右侧颞中回 ReHo值

与 THI评分呈正相关（r=0.604，P=0.005）。 

结论 本研究通过 ReHo和 VBM相结合的方法探究患者脑功能及结构的异常，发现患者在听觉和

非听觉脑区发生不同程度的脑功能活动和灰质体积的改变，两种方法的结合运用为认识主观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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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神经病理改变提供更大程度的可能。通过初步探讨主观耳鸣大脑神经功能及结构损伤特点，

提示患者听觉皮层可能发生长期不可逆的萎缩，同时通过局部神经功能活动的代偿，来维持听

觉高级功能的正常水平；另外前额叶在主观耳鸣慢性化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对主观耳鸣神

经病理生理改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同时为寻找可能的更为精准的神经影像学标记奠定了参考

基础。 

  

 

 

PO-035 

 Effect of Ile107 allele of NPSR rs324981 on regional 

gray matter volumes in healthy young adults 

 
Xiong Yongqin,Xu Qiang,Liu Feng,Qin Wen,Yu Chunshui 

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general hospital 300052 

 

Substantial evidences from epidemiologic researches and task-fMRI studies have 

accumulated for the associations between the neuropeptide S (NPS)/NPS receptor 

(NPSR) system and anxiety/panic disorder. However, the neuroanatomical mechanisms 

mediating these links are still poorly understood. A promising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 (SNP), in the NPSR gene, rs324981 has recently captured many 
interests because it leads to an amino acid change (A > T Asn

107
Ile) with the minor 

Ile107 variant showing an increase of NPSR expression and NPS efficacy at NPS 

receptor about five- to tenfold and over-representing in panic disorder. Meantime, 

based on the robustness of the structural phenotypes of brain and the reports 

about the impact of the anxiety/ panic disorder on the structural phenotypes (e.g. 

gray matter volume, GMV), the objective of present study aims at exploring the 

impact of NPSR rs324981 SNP on regional GMV in 1104 healthy young adults by using 
voxel-based morphometry (VBM) analysis. Two different methods, Statistical 

Parametric Mapping (SPM) approach and non-parametric permutation test with 

threshold-free cluster enhancement (TFCE) were applied to improve the reliability. 

A significance threshold of P<0.001 without correction for multiple comparisons 

and a cluster size of > 50 voxels was used in analysis. The results exhibited 

regional GMV differences in the right superior temporal cortex (STC) and left 

superior frontal cortex (SFC) where T risk allele carriers (comprised of AT or TT 

genotypes) showed decreased GMV compared to the AA homozygotes. The superior 

temporal gyrus acts as an interceptor and the prefontal cortex is a key part of 

arousal and attention circuits, which suggested that NPSR/NPSR system is involved 
in regulating the interoception and the arousal and attention systems. Moreover, 

the decreased GMV discovered in T risk allele carriers were consistently found in 

patient with panic disorder which implied the active T may increase the risk for 

panic disorder via impacting the STC and prefrontal cortex in turn cause 

dysregulation of the interoception and the arousal and attention systems. These 

findings contribute to understand the neurobiological effect of NPS/NPSR system 
and aid in uncovering the neuroanatomical mechanisms mediating its association 

with anxiety/panic disorder. And these effects need to be investigated in patients 

with anxiety/panic dis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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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36 

磁共振波谱成像（MRS）在评价胶质瘤细胞增殖及预后的应用

价值 

 
高文静,王潇,李红霞,李福艳,史文琦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50012 

 

目的 探讨磁共振波谱成像参数（Cho/Cr、Cho/NAA及 NAA/Cr比值）与微小染色体维持蛋白-2

（MCM2）表达的关系，评估 MRS能否无创性评估胶质瘤细胞增殖活性以及高级别胶质瘤患者预

后。 方法 回顾性分析 43例经病理证实的胶质瘤患者的 MRS数据，计算获得 Cho/Cr、

Cho/NAA及 NAA/Cr比值，用免疫组织化学方法检测所有胶质瘤组织 MCM2的表达情况。通过

Pearson相关性分析评估 MCM2 标记指数（LI）与各代谢物比值之间的关系。以 15个月总体生

存期为分界点将高级别胶质瘤患者分为两组，通过 ROC曲线判断各代谢物比值及 MCM2 LI 区分

两组患者的最佳截断值。单因素生存分析采用 Kaplan-Meier法，多因素生存分析采用 COX比

例风险回归模型方法。 结果 Cho/Cr及 Cho/NAA比值在高、低级别胶质瘤患者中均存在显著

性差异（P<0.01，P=0.023)。Cho/Cr比值和 MCM2表达呈显著正相关（r=0.052，P<0.01）。

MCM2标记指数大于 50%的高级别胶质瘤患者中位生存期为 13个月，小于 50%的高级别胶质瘤

患者中位生存期为 20个月。Cho/Cr比值大于 2.68的高级别胶质瘤患者中位生存期为 13个

月，小于 2.68的高级别胶质瘤患者中位生存期为 18个月。多因素生存分析显示 Cho/Cr比值

与 MCM2均为独立预后因素。 结论 Cho/Cr比值可以很好的预测 MCM2的表达情况，并且可作

为术前指标评估胶质瘤细胞增殖活性。Cho/Cr比值越高，MCM2表达越多患者生存时间越短，

Cho/Cr比值及 MCM2可作为临床预后指标评估高级别胶质瘤患者预后。 

  

 

 
PO-037 

椎管相关的节细胞神经瘤影像学分析 

 
陈德华,曹代荣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5 

 

目的 分析椎管相关的节细胞神经瘤影像特点，提高术前诊断能力。 

方法 回顾性分析 9例经手术病理证实的与椎管相关的节细胞神经瘤的影像特点，影像特点包

括部位、形态、MR信号特点、增强后强化的情况及邻近的骨质改变等。 

结果 9例中男性 3例，女性 6例，年龄 27-61岁，平均年龄 44.1岁；主要的临床症状为颈

腰部疼痛不适、进行性下肢无力等，其中 1例伴有神经纤维瘤病 I型；9例中发生在颈椎的有

4例，胸椎 2例，腰骶椎 3 例；单发病灶 8例（6例累及椎管内外，2例位于椎间孔区），多

发病灶 1例（其中一病灶位于 T1-T5水平硬膜内外并累及双侧的椎间孔，另一病灶位于 T5-

T11水平的脊柱左侧旁）；9例均行 MR检查，其中 8例行 MR平扫+增强扫描，1例仅行 MR平

扫检查，9例中行 CT检查的有 3例；所有病灶在 T2WI上均呈不均匀高信号，病灶内囊变坏死

少见，9例中仅 1例病灶内可见小片状囊变坏死区，病灶内可见索条状、小片状稍长 T2 信号

是其特点，增强扫描后有 3例呈较均匀明显强化，5例呈不均匀轻中度强化；7例累及椎管内

外的病灶呈哑铃状改变，受累及的椎间孔扩大；2例椎间孔区的病灶均位于颈椎，造成局部椎

间孔扩大，椎动脉被包绕推压，但管腔未见狭窄；所有病例仅造成椎间孔的扩大，但骨质未见

破坏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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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T2WI上病灶内囊变坏死少见及条状稍高信号是椎管相关的节细胞神经瘤的影像特点，

此特点有助于与常见的神经鞘瘤相鉴别。 

  

 

 
PO-038 

Research on brain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cervicogenic dizziness 

 
Kuang Cuili 

Renmin hospital of Wuhan University 430061 

 

Purpose: Cervicogenic dizziness(CD) is caused by insufficiency of vertebral 

basilar artery. At present, the understanding of CD still lies in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vertebral body and vertebral artery.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mechanism of dizziness and its maintenance mechanism by analyzing 

the vertigo induced brain structural and functional changes, so as to provide a 

new perspective for its clinical treatment. 

Method: 30 CD and 30 normal control(NC) undergo T1 Sag Bravo structure imaging 

and Rest fMRI function scanning on 3T GE750.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al image of 

all subjects were preprocessed by software DPABI, and ReHo was 

calculated,subsequently two sample T test of ReHo was performed. 

Results: At P<0.05, compared to NC,the ReHo of CD increase significantly in 

Occipital_Mid_L,Cingulum_Ant_L, Precentral_L,decrease significantly in 

Frontal_Sup_Medial_L,Angular_L,Angular_R,bilateralTemporal_Mid,Temporal_Sup, 

Parietal_Inf. 

Conclusion: The ReHo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mainly located in the 

default network. In some extent, it seems to infer that the insufficiency of the 

vertebral artery leads to functional change in the brain regions belong to the 

default network. 

 

 
PO-039 

多发性硬化及视神经脊髓炎患者脑血流量变化相关研究 

 
张雪,于春水,张宁男楠,郭溪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300052 

 

摘要： 

目的：通过 3D-pcASL技术探索 MS和 NMO患者大脑脑血流量（CBF）的变化来反映灌注改变，

并且检测灰质体积变化对其的影响。 

方法：39例 MS患者，62例 NMO患者和 73例健康对照进行结构和功能 MRI扫描。为了检验组

间 CBF是否有显著差异，采用 FSL基于置换的非参数检验和事后分析进行协方差单因素分析

（ANCOVA）。我们同时进行了 GMV校正，以检测 GMV变化对 CBF产生的影响。并且进一步对

CBF的改变和临床残疾状况评分量表（EDSS）评分及所有患者的疾病持续时间进行相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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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与健康对照相比，MS 和 NMO患者的 CBF改变主要在双侧距状回，双侧丘脑，双侧壳

核，左侧颞上回，右侧额内侧回和右侧前扣带皮层。在进行灰质体积校正之后，双侧丘脑和左

上颞回显示无组间差异，新见左前扣带皮质显示有显著组间差异。部分脑区的 CBF改变与患者

的 EDSS评分或疾病持续时间呈显著相关。 

结论：这些发现表明，通过 3D-pcASL技术，MS和 NMO患者显示有灌注改变。特别需注意的

是，右侧额内侧回的 CBF改变可能是我们研究中区分 MS和 NMO的相对关键特征。CBF的改变

对脱髓鞘疾病临床残疾状况具有预测价值，同时也提供丰富信息以提高我们对脑炎症的理解和

监测新治疗效果。 

  

 

 
PO-040 

静息态 fMRI 研究视神经脊髓炎患者全脑度中心度改变 

 
韩永良,李咏梅,罗琦,陈晓娅,付佳亮,向雅芸,孔丽娜,顾瑶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目的：全脑度中心度 (degree centrality, DC) 是一种基于体素数据驱动的快速计算方法，

该方法将每个体素视为一个节点，计算每个节点与其他节点功能连接的数量，间接反映功能网

络中某区域的作用和地位。本研究利用 DC方法观察视神经脊髓炎 (neuromyelitis optica, 

NMO) 患者静息状态下功能网络局部 DC的异常改变。 

方法：对我院 20例 NMO患者与 20例年龄、性别相匹配的健康人，采用 3.0T MR仪采集静息态

fMRI及 3D T1WI数据，所得数据进行 DPARSFA图像预处理，包括去除前 10个时间点、时间及

头动校正、空间标准化、剔除头动平移＞2.0mm或旋转＞2.0°者等。利用 DPARSFA软件中的

degree centrality选项计算出 DC值，相关系数 r值取 0.25，再利用 SPM8软件对 DC值进行

平滑处理，选择全宽半高 8 mm高斯核平滑，得到二值化的平均 DC值，对组内和组间分别进行

单样本（P < 0.05，FDR 校正，体素>30）及双样本 t 检验比较（P < 0.001，未校正，

体素>30），观察两组之间 DC有差异的脑区，同时应用 SPSS 20.0分析有差异的脑区与 EDSS

评分及病程的相关性。 

结果：与健康对照组相比，NMO患者 DC增加的区域以左侧小脑下半月小叶为主 

(P < 0.001，未校正)；DC减低的区域主要包括左侧舌回、双侧小脑方形小叶后部。NMO患

者的病程与左侧小脑下半月小叶 DC呈正相关 (r = 0.6 , P = 0.005)。 

结论：全脑度中心度方法可以从基础的人脑连接组学的角度出发，基于体素水平对全脑功能连

接进行无偏观察。本研究发现 NMO患者小脑半球不同区域既存在 DC增加的区域，也存在 DC减

低的脑区，DC的改变很可能是功能连接强弱程度改变的代偿，连接强度减弱的节点依靠连接

密度的提高来维持功能，这表明脑功能网络是一个复杂的互相关联的网络，存在损伤与代偿的

复杂过程。 

 

 

PO-041 

2 型糖尿病伴视网膜病变患者脑 rs-fMRI 及 VBM 的研究 

 
张谍 

大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16001 

 

目的：运用 rs-fMRI及 VBM 技术探讨 2型糖尿病伴视网膜病变（diabetic retinopathy, DR）

患者脑自发神经元活动及大脑灰质体积（gray matter volume，GMV）改变的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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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收集 DR患者 18例、糖尿病不伴视网膜病变（non-diabetic retinopathy,NDR）

患者 21例及健康对照组(health controls,HC)志愿者 26例。所有受试者均行 3DT1结构像、

T2FLAIR、rs-fMRI扫描检查。Rs-fMRI、3DT1WI数据经预处理后计算所有被试的 ALFF值及灰

质体积值。三组间 ALFF值及灰质体积值两两间进行两独立样本 t检验，P＜0.001表示具有统

计学意义。 

结果： 

1.ALFF结果显示：与 HC组比较，DR组右侧舌回、右侧楔前叶 ALFF减小，双侧额中回、双侧

扣带回、双侧小脑、左侧颞中回、右侧缘上回 ALFF增大；与 NDR组比较，DR组右侧角回、左

侧顶下小叶、左侧额上回、双侧楔前叶 ALFF减小，右侧海马旁回、缘上回 ALFF增大；与 HC

组比较，NDR组 ALFF减小的脑区主要为双侧中央后回，增大的脑区主要为双侧额上回、双侧

额中回、右侧角回、左侧丘脑。 

2.VBM结果显示：与 HC组比较，DR组双侧距状裂周围皮层、双侧舌回、双侧小脑、右侧颞中

回、梭状回、海马及左侧楔前叶、颞上回、扣带回前部、眶部额中回、内侧额上回灰质体积减

小；与 NDR组比较，DR组右侧小脑下叶、左侧眶部额中回、左侧颞中回、左侧梭状回、左侧

舌回脑灰质体积减小；与 HC组比较，NDR组双侧颞下回、左侧颞上回、枕中回、右侧脑岛、

左侧小脑 2、6区灰质体积减小，右侧枕下回灰质体积增大。 

结论：常规脑磁共振扫描正常的 DR患者自发神经元活动及脑灰质体积的改变的脑区主要在默

认网络及视觉皮层。ALFF值可能作为研究 2型糖尿病伴视网膜病变早期脑损伤及存在的代偿

机制提供重要生物学信息。 

  

 

 
PO-042 

Abnormal white matter integrity in parkinson’s 

disease patients with cognitive impairment revealed 

by tract-based spatial statistics 

 
mingming huang,Yu Hui 

Guizhou medical university 550008 

 

Objective Cognitive dysfunction is common in Parkinson's disease (PD). Results 

from recent neuroimaging studies suggest that brain changes associated with 

cognitive impairment in PD have focused on grey matter atrophy, cortical thickness 

alterations [1,2]. Little is known about the impact of PD on the integrity of the 

white matter of the brain. In this study, we used tract-based spatial statistics 

(TBSS) method combined with diffusion tensor imaging (DTI) to investigate the 

microstructural integrity of the white matter in PD patients with cognitive 

impairment. 

Methods 22 PD patients without cognitive impairment( PDN) , 18 PD patients with 

cognitive impairment( PDCI) and 22 age matched healthy controls were recruited 

from the community by advertisements. All PD patients had been diagnosed by 

neurologists , and they had no history of any psychiatric or neurological diseases. 

All participants underwent MMSE and MoCA test to assess cognitive dysfunction. 

Image acquisition: MRI was performed on a Philips 3 T Achieva MR scanner with an 

8-channel phased array coil. The DTI involved sequential single-shot spin-echo 

planar imaging sequence in contiguous axial planes covering the entire bra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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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usion sensitizing gradients were applied along 32 non-collinear directions, 

together with acquisition without diffusion weighting (b=0). The imaging 

parameters were shown as follows: TR=5003 ms, TE=70 ms, average=3, b-value=800 

s/mm2, slice thickness=3.0 mm, 45 slices. The matrix size was 160×160 and 

reconstructed to 256×256 with a resolution of 1.38×1.38×3.00 mm3. Data analysis: 

The images of FA were subjected to TBSS using the FMRIB software library (FSL 5.0; 

http://fsl.fmrib.ox.ac.uk/fsl/fslwiki/), for a detailed description, see Smith et 

al[3]. volume-of-interest (VOI) analysis of the TBSS results was performed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anges in FA,Da and Dr. 

Results TBSS demonstrated that PDCI patients had significantly lower FA than 

healthy controls in anterior thalamic radiation(atr), corticospinal tract (cst), 

cingulated gyrus(cg), forceps minor(fi), the right inferior fronto-occipital 

fasciculus(ifo), inferior longitudinal fasciculus(ilf), superior longitudinal 

fasciculus(slf) and uncinate fasciculus(uf). (Figure 1). There were no white 

matter integrity changes in PDN. VOI analysis showed decreased FA in this region 

as reflected by decreased Da and increased Dr(data not show). Importantly, we 

found there was significantly correlation between FA in the right ifo and MoCA 

scores (r=-0.487, p=0.041) (Figure 2). 

Comclusion Cognitive decline is associated with decreased microstructural 

integrity of the right inferior fronto-occipital fasciculus, which indicates that 

DTI may be used as a qualified objective tool to evaluate the cognitive status of 

PD patients. Further investigations are required to deter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hite matter damages, the functional network of PD patients with cognitive 

impairment. 

 

 
PO-043 

脊髓损伤后脑灰质的萎缩：基于体素形态学的 MRI 研究 

 
陈乾

1
,郑卫敏

1,2
,陈楠

1
 

1.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2.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 

 

目的 应用 MRI基于体素形态学技术（VBM），研究脊髓损伤后全脑灰质体积的变化，并探讨

灰质体积与损伤时间、损伤程度及临床评分的相关性，揭示脊髓损伤后大脑皮层重塑的可能机

制。 

方法 收集脊髓损伤患者共 21例，根据 ASIA分级标准，将患者划分为完全性脊髓损伤组（A

级，10例）和不完全性脊髓损伤组（B-D级，11例）。患者发病时间从数月至数年不等，以 1

年为标准，分为亚急性组（病程＜1年，8例）和慢性组（病程＞1年，13例）。所有患者均

有不同程度的感觉功能障碍或感觉异常。经常规磁共振检查，所有患者髓内均有 T2上为高信

号的异常改变，脑内均无任何异常改变。同时选取 21例年龄性别相匹配的正常健康志愿者作

为对照组。所有受试者均在 3.0T超导磁共振下行全脑结构磁共振扫描。使用 Matlab 2013a中

的 SPM12软件包对基于体素形态学数据进行处理及统计，分析患者与正常人相比全脑灰质结构

改变，及患者中各个亚组间灰质的差异，并将灰质体积与病程，损伤程度及临床评分进行相关

性分析。 

结果 1.脊髓损伤患者全脑灰质改变:（1）与正常对照组比较，脊髓损伤患者后扣带回，双侧

岛叶，双侧的眶额回及右侧的颞上回灰质体积明显减小；（Fig 1，Fig 2 A） (2)脊髓损伤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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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间比较：完全性脊髓损伤组与不完全脊髓损伤组及亚急性脊髓损伤组与慢性脊髓损伤组之间

灰质改变无统计学差异（Fig 2 B, C）。2.灰质与临床评分的相关性分析：（1）在所有脊髓

损伤患者及完全损伤患者的亚组中，右侧的眶额回灰质与左侧肢体的运动评分呈明显相关性；

（2）在亚急性损伤组，后扣带回的灰质体积与总的运动评分呈正相关，右侧的眶额回灰质体

积与损伤时间呈负相关（Fig 3）。 

结论 这些结果表明，脊髓损伤后可引起脑灰质的远程萎缩，尤其是突出的网络；并且在总体

病人层面上，脊髓损伤患者全脑灰质的萎缩程度与损伤时间及损伤程度无关，但是在亚组层面

上可能有某些相关性。 

  

 

 
PO-044 

Brain White Matter Fiber Tracts Involved in post-

Transjugular Intrahepatic Portosystemic Shunt Hepatic 

Myelopathy 

 
Liu Tingting,Wang Liuxian,Xi Yibin,Yin Hong 

Xijing Hospital 710032 

 

Objectives: We aimed to detect alterations of diffusion characteristics of brain 

white matter in hepatic myelopathy (HM) patients. 

Methods: Liver cirrhosis patients with (n=25) and without (n=18) HM after 

transjugular intrahepatic portosystemic shunt and 26 healthy controls were 

enrolled in this study. All participants were scanned with diffusion tensor 

imaging on a 3T Siemens scanner. Tract-based spatial statistics analysis was used 

to detect abnormalities of intracranial white matter tracts. Correlations between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diffusion metrics were also calculated. 

Results: HM patients showed widespread decreased fractional anisotropy values in 

association fibers, callosal fibers, thalamic fibers and limbic system fibers (P < 

0.01, family-wise error-corrected) compared with healthy controls. In addition, HM 

patients exhibited lower fractional anisotropy values in corpus callosum, corona 

radiata, external capsule and superior longitudinal fasciculus compared with 

cirrhosis patients without myelopathy (P < 0.01, family-wise error-corrected). 

Furthermore, limb muscle strength grading was correlated with diffus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rpus callosum and superior longitudinal fasciculus in HM 

patients (P < 0.05). 

Conclusions: HM patients suffer from more distinct changes of white matter fiber 

tracts than cirrhosis patients without myelopathy. Additionally, alterations of 

corpus callosum and superior longitudinal fasciculus may associate with the major 

motor disturbance in HM. Our finding may shed light on the underlying 

neuropathological mechanism of 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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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45 

 轻度近视患者视区体积改变——基于 VBM 的研究 

 
王梦辰,苗延巍,杜慧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6011 

 

背景与研究目的：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率越来越高，轻度屈光不正发病率日益升高，多数患者

可以顺利矫正视力，但部分轻度屈光不正的患者视力难以矫正，这给患者的日常工作、学习带

来了很大的困扰。目前为止，尚无相关的研究报道。本研究第一次研究了难以矫正的轻度屈光

不正患者视觉通路的改变，可能有助于了解这一疾病的病因并指导后续的治疗。 

资料与研究方法 

11例（3男/8女）矫正不佳的轻度屈光不正（low myopia）患者和 11例（4男/7女）正常

对照组（healthy control），入组标准如下：年龄在 20至 30岁间，经常规佩戴眼镜矫正未

有缓解，双眼近视度数在 0°至 300°之间，无精神病史，无精神药物服用史，无酗酒史，右

利手。两组独立样本 t检验分析视皮层的差异，通过 SPM8（VBM）分析两组脑视区结构的改

变。 

使用 3.0T GE采集 3D结构像，参数如下：TR =8.84ms, TE =3.49ms,层厚=1.0 mm,s 层

数 =188, 矩阵=256×256, 视野=256×256mm, 偏转角 =12°。 

结果：我们发现轻度屈光不正组的脑体积在左侧颞叶是大于正常对照组的，在右侧顶下小叶及

前额叶是较正常对照组体积是萎缩的。 

结论：由于轻度屈光不正组的人群大多采用近视眼镜进行矫正，虽然大多数可以矫正至最佳视

力，然而仍有部分人群难以矫正至正常水平，随着时间的进展，会存在视觉经历的改变，接收

的视觉信息较正常对照组人群是减少的。通过 SPM分析轻度屈光不正患者与正常对照组的人群

脑组织的 3D结构发现存在体积的差异，这仍需扩大样本量进行循证。 

  

 

 
PO-046 

MR-NODDI 成像联合 TBSS 分析在肌萎缩侧索硬化 

症评估中的价值 

 
蒋日烽

1
,刘潺潺

3
,姚义好

2
,薛蕴菁

1
,段青

1
,朱文珍

2
 

1.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2.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3.深圳市光明新区人民医院 

 

目的：MR神经突方向离散度与密度成像（Neurite-orientation dispersion and density 

imaging, NODDI）是一种使用扩散加权 MRI来研究神经突组织和密度的方法，主要评估颅脑体

素内神经突容积比（intra-neurite volume fraction, Ficvf）和神经突方向离散度

（Orientation dispersion index, ODI）。本研究采用 MR-NODDI成像联合 TBSS分析方法评

估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症（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 ALS）与正常对照受试者间颅脑白

质纤维骨架间的差异。 

方法：纳入研究的受试者包括 12例临床确诊的 ALS病例和 12例性别年龄相匹配的正常对照受

试者。所有受试者均进行常规 MRI及 MR-NODDI成像。通过 FSL平台对所有受试者颅脑扩散图

像进行线性配准、运动和涡流矫正以、剥脑并计算 FA参数图。采用 NODDI工具包对 NODDI 图

像进行后处理分析得到反映神经突密度的参数图 Ficvf和神经突方向离散度 ODI。随后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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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SL-TBSS工具以 FA参数图为媒介将所有图像转化到标准化空间，创建各参数的白质纤维骨

架，最后比较 FA、Ficvf和 ODI颅脑白质纤维骨架在 ALS患者与正常受试者间的差异。 

结果：TBSS分析显示，ALS 病例与正常对照受试者相比，FA在前额叶白质、部分顶叶白质、

胼胝体和部分皮质脊髓束区域出现显著的减低；相似地，Ficvf几乎在整个颅脑白质纤维骨架

中均被发现显著减低，而整个颅脑白质纤维骨架 ODI则在两组受试者间却无任何显著性差异。 

结论：MR-NODDI成像是一种较 FA更加敏感的显示 ALS患者与正常受试者间差异的成像方法，

能够很好地反映 ALS患者神经突密度的减少，在 ALS诊断中具有重要价值。本研究中的发现或

许能够帮助 ALS患者实现早期的诊断，但这仍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的研究。 

 

 

PO-047 

Symptomatic chronic middle cerebral artery stenosis: 

comparison of whole-brain arterial spin labeling with 

CT perfusion 

 
TIAN BING,Xu Bing,Chen Shiyue,Liu Qi,Lu Jianping 

Changhai Hospital of Shanghai， The Secon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200433 

 

Abstract 

Purpose: To evaluate the potential clinical value of Arterial spin-labeled (ASL) 

through comparison with computed tomography perfusion (CTP)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middle cerebral artery (MCA) stenosis. 

Materials and Methods: Twenty-nine patients (14 female, average ages 62) were 

included in our study from October 2013 to August 2014. Relative cerebral blood 

flow (rCBF) in the MCA territory was calculated on both ASL and CTP.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mild, moderate and severe) based on their degree of MCA 

stenosis on DSA. The paired t-tests and Bland-Altman plots 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 differences of rCBF between ASL and CTP. 

Results: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rCBF between ASL and CTP for all 

patients (P<0.001) and for those with severe MCA stenosis (P<0.001). For patients 
with mild or moderate stenosis,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 =0.496 
and 0.645, respectively). The 95% limits of agreement for all patients and those 

with severe stenosis were (–0.25, 0.41) and (–0.13, 0.56), respectively. For 

patients with mild or moderate stenosis, the values were (–0.21, 0.22) and (–

0.20, 0.19). 

Conclusion: Compared with CTP, ASL tended to overestimate the perfusion deficit in 

patients with severe chronic MCA stenosis. However, ASL is noninvasive, repeatable 

and can a promising clinical diagnostic tool to evaluate patients with mild or 

moderate sten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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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48 

Comparative study of 4D CTA and DSA for vascular 

assessment in moyamoya disease 

 
TIAN BING,Xu Bing,Liu Qi,Lu Jianping 

Changhai Hospital of Shanghai， The Secon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200433 

 

Purpose: We used 4D CTA to evaluate the vascular changes in moyamoya disease, 

including vascular stenosis (improved Suzuki classification, Houkin classification) 

and collateral circulation (basicranial smoke-like angiogenesis, posterior 

circulation compensation and external carotid artery compensation). DSA was taken 

as the gold standard to determine the value of noninvasive angiography in moyamoya 

disease.  

Material and Methods: 101 patients with confirmed moyamoya disease were underwent 

4D CTA and DSA with an interval of <1 week. Two neuroradiologists evaluated the 4D 

CTA (volume rendering and MIP) and DSA images independently or jointly in the case 

of disagreement. The performance of 4D CTA relative to DSA was determined using 

consistency checks (kappa values, 95% CI)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Results: We obtained the following kappa values for consistency between 4D CTA and 

DSA: improved Suzuki classification, 0.714 (0.649–0.778); Houkin classification, 

0.846 (0.780–0.911); basicranial smoke-like angiogenesis, 0.594 (0.525–0.663); 

pia collaterals from the PCA, 0.435 (0.325–0.544); and pia collaterals from the 

external carotid artery, 0.591 (0.483–0.699). The corresponding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P values) were 0.843 (0.000), 0.872 (0.000), 0.792 (0.000), 0.635 

(0.000) and 0.797 (0.000). 

Conclusions: In the evaluation of the vascular changes in moyamoya disease, 4D CTA 

(volume rendering and MIP) showed strong consistency and correlation with DSA in 

terms of the improved Suzuki and Houkin classifications, but was insufficient in 

collateral circulation evaluation. 

 

 
PO-049 

儿童结节性硬化颅内及心脏影像学分析及随访 

 
沈瑾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探讨结节性硬化在颅内及心脏影像学上的征象及随访中的变化 

方法：回顾性分析本院 2008 年 6月至 2014年六月期间神经影像学确诊病例 77例。分析其在

神经影像学上表现、心脏内有无占位及部分随访病例的随访中结节在数量、大小方面的改变。 

结果：在本组确诊为结节性硬化 77例病例中，有 2例仅表现为皮层下结节，但由于均有心室

内占位，故仍考虑符合结节性硬化诊断标准。其余 75例均表现为皮层下结节伴室管膜下结

节。在 77例病例中有 8例进行随访，均为头颅 MR平扫随访，其中有 2例为皮层下结节减少，

2例皮层下结节增多，2例皮层下结节有所增大，余随访示其颅内 MR改变与前相仿。本组病例

有 8例伴有心脏内占位，其中一例由于流出道梗阻手术，病理证实为横纹肌瘤；其中有 3例进

行心超随访，有 2例表现为心腔内占位缩小，有 1例手术随访为手术切除区肿瘤复发。在 7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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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因怀疑室管膜下巨细胞性星形细胞瘤手术，6例手术病理证实，1例病理为胶质增生结

节。 

结论：头颅 MR在结节性硬化诊断中可以提供重要依据，对于头颅 MR怀疑的病例需结合临床、

心超等多方面检查进行确诊。对于结节性硬化病人的随访可以动态观察皮层下结节、室管膜下

结节、心腔内占位的变化，为临床治疗提供有用信息。同时在本组资料中还发现，T1WI 显示

室管膜下结节明显优于 T2WI 和 FLAIR，与国外报道相符合。对于皮层或皮层下结节的统计发

现，病灶分布以额叶和顶叶为主；同时皮层或皮层下结节显示以 T2WI最佳，FLAIR次之。 

 

 
PO-050 

The role of sleep on cognition and spontaneous 

activity in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an fMRI study 

 
Wu Guangyao,Wu Jianlin 

Affiliated Zhongshan Hospital of Dalian University 116001 

 

Abstract 

Purpose This study aimed to explore the role of sleep disturbances (SD) in 
cognitive function in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T2DM). 

Methods 40 T2DM patients (20 with SD (SD+
), 20 without SD (SD

-
) and 18 healthy 

controls (HC)) underwent resting-state fMRI. A two-sample t-test was performed on 

individual normalized regional homogeneity (ReHo). Relationships between 

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 (PSQI) and abnormal ReHo or Montreal Cognitive 

Assessment (MoCA) were investigated with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Results Compared with HC, SD+
 showed decreased ReHo in right inferior parietal 

gyrus, left angular, left post cingulate cortex, and right cerebellum; ReHo in 

right thalamus, left middle temporal gyrus (MTG), left inferior temporal gyrus, 

and middle cingulum were higher (p < 0.05). Compared with SD−, SD+
 showed 

decreased ReHo in right middle frontal gyrus, left middle occipital gyrus, right 

precuneus, right MTG, and right cerebellum; and showed increased ReHo in right 

insula (p < 0.05). We also found negative correlations between PSQI and MoCA; ReHo 
in abnormal regions have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with PSQI (p < 0.05). 
Conclusions T2DM patients with SD have abnormal spontaneous activities in multiple 
brain regions, and sleep may be a key factor for cognitive function in T2DM. 

  

 

 
PO-051 

弥漫型中线胶质瘤(H3 K27M 突变型）的 MRI 影像特点 

 
曹冬,廖伟华,周高峰,刘建玲,王东翠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410008 

 

目的:弥漫型中线胶质瘤(H3 K27M突变型）是 2016 WHO 中枢神经系统肿瘤分类新定义的一类

肿瘤，病理分级 IV级。 本文旨在探讨该类肿瘤的 MRI 影像特点。 方法: 选择 2016年 5

月至 2017年 3月期间 13例经手术或穿刺活检并经病理分子分型及基因检测明确诊断的弥漫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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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线胶质瘤(H3 K27M突变型）患者，对其术前 MRI图像特征进行总结。结果: 13例患者中女

性 3人（23.1%），男性 10 人（76.9%）；18岁以下 4人（30.8%），18岁及以上 9人

（69.2%）。6例(46.1%)位于脑干，2例(15.4%)位于丘脑区，3例(23.1% )位于三脑室区域并

累及邻近丘脑或脑干，2例(15.4%)位于脊髓。MRI 平扫示，肿瘤的边界较清楚，8例

（61.5%）病灶呈较均匀稍长 T1稍长 T2信号，4例（30.8%）呈长-稍长 T1长-稍长 T2 信号，

1例（7.7%）呈等 T1稍长 T2信号；仅 5例（38.5%）病灶区出现小的囊变、坏死区；10 例

（76.9%）可见瘤周轻度水肿，3例(23.1% )无瘤周水肿。除了肿瘤位于三脑室区域的患者出

现了梗阻性脑积水（23.1%），其余的占位效应不明显。增强后示 9例（69.2%）瘤体内出现少

许斑片状或小环形强化；3 例（23.1%）明显不均匀环形强化；1例（7.7%）肿瘤无强化。所有

患者 T2FLAIR均呈高信号（100%）；其中 4例加扫 DWI序列示 DWI呈高信号，ADC值稍高；2

例加扫 MRS示病灶区 NAA峰明显下降，Cho峰明显升高，Cr峰稍减低，其中 1例出现了高大的

Lac峰，另外 1例出现了 Lip 峰。结论:以往的文献报道该肿瘤更常见于儿童，但从本文来

看，成人所占比例更高。不管是成人或儿童，弥漫型中线胶质瘤(H3 K27M突变型）均位于中

线位置，呈弥漫性生长，虽然肿瘤边界较清楚，占位效应轻，瘤周轻度水肿；但其强化特征以

及功能磁共振的特点均提示该肿瘤属于高级别的肿瘤。 

  

 

 

PO-052 

Altered regional homogeneity in chronic insomnia 

disorder with or without cognitive impairment 

 
庞冉

1
,王志群

1
,李坤成

2
 

1.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 

2.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Objectives: Many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insomnia is an independent factor in 

cognitive impairment, but the neurobiological mechanisms of this association are 

not yet fully understood. 

Methods： 39 patients with insomnia were divided into the cognitive impairment 

(CID-MCI) group and the without cognitive impairment (CID-NC) group. Abnormalities 

in brain functional activity were identified by comparing the ReHo values for each 

brain region among the CID-MCI, CID-NC, and HC groups. 

Results: Regions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ReHo values in the three groups 

are concentrated in the right 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mPFC), the right 

superior frontal gyrus (SFG) and the left superior occipital gyrus (SOG). 

Conclusions: Our results support decreased ReHo values in the mPFC and increased 

ReHo values in the cuneus may be important neurobiological indicators of CID and 

accompanying cognitive impair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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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53 

神经突起方向离散度与密度成像在肝豆状核变性中的应用 

 
宋玉坤

1
,赵静

1
,李欣蓓

1
,王玉亮

2
 

1.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深圳市南山区人民医院 

 

目的 本研究旨在应用神经突起方向离散度与密度成像（NODDI）评估脑型肝豆状核变性

（Wilson’s disease，WD）深部灰质核团的微结构改变及 NODDI各参数与神经症状量表评分

的相关性。 

方法 收集 25例未经治疗的脑型肝豆状核变性患者，男性 10例，女性 15例，年龄 15-33

岁，平均年龄 24岁；另招募 30名性别及年龄相匹配的健康志愿者。治疗前所有被试者行常规

MRI及 NODDI扫描，WD患者于扫描前均行神经症状评分。经体素相关分析（VBA）提取双侧尾

状核、苍白球、壳核及丘脑四组感兴趣区的 NODDI相关参数，包括神经突内体积分数

（Vic）、神经突方向离散度（ODI）和脑脊液体积分数（Viso）。采用 R语言通过 Mann-

Whitney-Wilcoxon检验比较 WD组与对照组各参数间的差异，通过 spearman相关性分析研究

各参数与量表评分的相关性，并采用随机森林分类方法评估最重要的预测参数和 NODDI诊断效

能。 

结果 与对侧相比，双侧核团间的各 NODDI参数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双侧核团各参

数取均值后，与对照组比较，WD组各组核团的 Vic值和 ODI值降低，而 Viso值升高，差异均

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尾状核、壳核和苍白球的 Vic值与量表评分呈负相关（分别为

r=-0.748，P=0.003、r=-0.577，P=0.039、 r=-0.568，P=0.043）。壳核的 Vic值是所有参数

中对诊断贡献最大的参数（Gini系数为 13.29），NODDI对疾病的预测准确度为 90.62%，袋外

误差受试者曲线（OOB ROC）下面积为 0.915。 

结论 NODDI能有效评价肝豆状核变性的铜沉积过程中的微观结构和代谢变化, 且具有较高

的诊断价值，从而为临床监测驱铜治疗效果和病程预后提供了一种潜在可行的辅助观察方法。 

  

 

 

PO-054 

  大脑中动脉重度狭窄或闭塞后 ASL 灌注结果统计分析 

 
张慧勤,李明利 

北京协和医院 100730 

 

【目的】统计分析大脑中动脉重度狭窄或闭塞后 ASL灌注情况。【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5-2016年大脑中动脉重度狭窄或闭塞的患者 199例，对于单侧狭窄者，以对侧为对比定性

分析其血流变化情况，分为升高、大致相等、降低三个等级；对于双重狭窄者，以正常人作为

对比，同样分为三个等级。【结果】199例中有 149例为单侧大脑中动脉重度狭窄或闭塞，其

较对侧相比升高、大致相当、减低的分别为 57、38、54；双侧大脑中动脉重度狭窄或闭塞的

患者 50例，其较正常人升高、大致相等、减低的分别为 22、25、53。综合分析，表现为升

高、大致相等、降低的一共分别为；79、63、107；所占的比例分别为 32%、25%、43%。【结

论】大脑中动脉重度狭窄或闭塞后，并不总是会引起血流灌注减低，相反，可能会引起灌注升

高，甚至高于对侧。其临床意义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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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55 

单侧无症状颈动脉重度狭窄的半球间功能连接研究 

 
高磊

1
,王涛

2
,肖峰

1
,吴磊

1
,阮兆

1
,孙文博

1
,章军建

2
,徐海波

1
 

1.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2.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神经内科 

3.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4.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神经内科 

 

目的：使用静息态功能连接探索单侧无症状颈动脉重度狭窄患者半球间功能连接的改变。 

方法：纳入 24例单侧无症状颈动脉重度狭窄患者（无先前 TIA和卒中的发生，单侧狭窄

70~99%，12L/12R，64.25 ±7.18 岁）和 24例人口统计学上相匹配的健康老年人（67.16 

±6.10 岁）作为对照。3T磁共振采集 8分钟静息态 BOLD及高清 T1解剖像。静息态功能数据

经预处理、滤波及控制微头动等无关信号后，分析（1）体素水平半球间镜像同伦连接

（VMHC）；（2）功能聚类分割的 ROI（190对同伦）水平镜像同伦连接；（3）差异脑区的种

子点功能连接分析；（4）差异脑区的低频 BOLD延迟序列分析；（5）线性支持向量机（SVM）

分类上述结果；（6）差异连接的脑行为关联，及独立样本和不同预处理参数的验证。认知行

为和人口统计学资料设置 p＜0.05，半球间连接采用 FDR校正、p＜0.05，分类准确性使用万

次置换检验、p＜0.05校正为统计显著性。 

结果：基于体素及功能分割脑区的结果均提示患者包括纹状体，外侧额、颞、顶叶及岛盖区半

球间连接的显著减低（FDR 校正，p＜0.05）。这些结果的分类平衡准确性 95.29% (p=0.02)，

总准确率 95.53%，分类准确性 94.74% (p=0.02)，分类预测值 94.74%和 95.83%. 随后的种子

点功能连接提示这些半球间的改变同时累及凸显、额顶、背侧注意、感觉运动及眶额-边缘系

统（FDR校正，p＜0.05）。 

结论：这些结果提示患者半球间同伦连接显著受损，主要出现在大脑中动脉支配区域，特别是

支持感觉运动、执行控制和高级整合相关的功能区域，并且具有较高的区分度，这些差异受中

高度神经血管耦合延迟解释。半球间功能连接可能作为一种客观的神经认知/脑参数用于评估

认知损害和功能储备，以及早期诊断和随访。 

 

 

PO-056 

高分辨率磁共振管壁成像在头颈动脉闭塞病因诊断中的价值 

 
吴芳,杨旗,杜祥颖 

北京宣武医院 100053 

 

 

应用高分辨率磁共振成像（high-resolution MR imaging ，HRMRI）对头颈部动脉闭塞患者进

行成像，探讨 HRMRI在病因诊断中的价值。资料与方法：前瞻性纳入急慢性头颈动脉闭塞患

者，采用 32通道头颈联合专用线圈进行 HRMRI成像，分析血管闭塞起始节段局部管壁特征和

闭塞中远段腔内血栓信号特征等。入组患者的超声、CTA或 MRA检查结果作为参考。 结果：

共纳入 25例头颈部动脉闭塞患者，其中急性闭塞？例，慢性闭塞？例，HRMRI病因诊断包

括：动脉粥样硬化 18例，动脉夹层 4例，血管炎 2例，病因不明 1例。所有 18例动脉粥样硬

化者闭塞近端均表现为管壁偏心性增厚，其中 15例可见强化；4例颈动脉夹层中，2例显示双

腔征及内膜片，2例显示管壁内偏心性或新月形高信号影；2例颈动脉血管炎表现为管壁长节

段环形增厚及强化。结论：头颈联合 HRMRI能够揭示闭塞近段动脉管壁的特征性变化，对于病

因学分析具有一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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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57 

慢性耳鸣患者静息态丘脑功能连接障碍的研究 

 
张健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210009 

 

目的：耳鸣异响是由丘脑和大脑皮层的异常功能连接引起的。为了探讨这一假设，我们使用静

息态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对慢性耳鸣患者和正常对照组丘脑功能连接情况进行比较。 

材料与方法：对 31例慢性耳鸣患者和 33例健康对照者进行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成像扫描。丘脑

功能连接使用的是基于全脑的种子点功能连接法。得到的丘脑功能连接性指数与其他临床数据

进行相关性分析。 

结果：我们发现右侧颞中回（MTG），右侧眶额皮层、左侧额中回、右侧中央前回、双侧距状

皮层这些种子区与左丘脑种子区之间的功能连接降低；左颞上回（STG），左侧杏仁核，右侧

额上回、左侧中央前回、左侧枕中回这些种子区与右丘脑种子区功能连接降低。耳鸣严重程度

与右侧 MTG丘脑功能连接呈负相关；耳鸣持续时间与左 STG丘脑功能连接呈负相关。此外，还

观察到双侧丘脑和一组脑功能区之间功能连接增强。 

结论：慢性耳鸣患者中，与耳鸣相关特定脑区与丘脑间功能连接异常。静息状态丘脑功能连接

的异常可能在耳鸣的病理生理学机制中起重要的作用。 

 

 

PO-058 

定量评估神经轴突方向分散性和密度成像（NODDI）在胶质瘤

分级及预测胶质瘤 IDH-1 突变状态的临床应用 

 
赵静,王婧妍,王玉亮,李欣蓓,初建平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510000 

 

目的：定量评估神经轴突方向分散性和密度成像（NODDI）在肿瘤实质和肿瘤周围区对胶质瘤

分级以及预测异柠檬酸脱氢酶-1（IDH-1）突变状态的诊断效能。 

材料和方法： 前瞻性纳入 42例患者（男：23，女：19，平均年龄：44.5y），所有患者均行

全脑 NODDI序列采集。后处理软件处理生成 NODDI各参数图，主要包括细胞内容积分数

（icvf）和扩散方向分布指数（ODI）图。对每一个肿瘤，分别放置 3个感兴趣区在肿瘤的实

质、周边区以及对侧正常脑白质区域。依次计算并记录 icvf、ODI以及相对 icvf及 ODI 值

（相应肿瘤实质区与对侧正常脑白质 icvf和 ODI比值）的平均值。统计分析采用 logistic回

归分析和 ROC曲线。 

结果： 高级别胶质瘤常常表现为较高的 icvf值在肿瘤实质区（ ≥ 0.306）和较低的 icvf值

( ≤ 0.331)在肿瘤周围区；相反，对于低级别胶质瘤，其 icvf值(< 0.306)在肿瘤实质区较

低而在肿瘤周边区较高（icvf > 0.331)，上述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01）。对于鉴别

高、低级别胶质瘤，logistic 回归分析纳入年龄，肿瘤实质及周边区 icvf值这三个参数组成

回归方程；该模型表现出最高的诊断效能（AUC = 0.92, P < 0.001），其诊断的敏感度、特

异度以及拐点值分别为 92%，89%以及 0.59。进一步分析，对于Ⅳ级胶质瘤，相对 icvf值在

IDH-1突变的患者明显高于未突变的患者，ROC曲线显示其诊断效能较高（AUC = 0.88, P = 
0.029）。然而，无论胶质瘤级别高低，NODDI参数均不能用来鉴别胶质瘤 IDH-1的突变状

态。 

结论： 定量的 NODDI参数在肿瘤实质以及肿瘤周边区可以帮助鉴别高、低级别胶质瘤。然

而，其在检测相应胶质瘤 IDH-1突变状态的作用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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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59 

少见类型的脑膜瘤 MRI 特征表现分析 

 
郝跃文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本研究对几种少见类型脑膜瘤患者的临床、MRI特征性表现及病理特点进行分析，提高

其术前诊断正确率。 

资料与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8年 3月至 2016年 5月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的 52例经手术和

病理证实为脑膜瘤病例的影像及临床资料，对其 MRI特点及病理基础进行分析。 

结果: 52例病变中，肿瘤位于大脑凸面及镰旁 25例，桥小脑角区 5例，小脑幕旁 15例,鞍结

节 7例；其中病理亚型分别为砂粒型 5例、血管瘤型 12例、微囊型 10例、脊索瘤样型 2例、

间变型 10例、非典型 11例、横纹肌样型 2例，MRI影像表现均为边界清楚的实性软组织肿

块：①砂粒型脑膜瘤典型表现为 T1WI,T2 WI均为低信号，强化不明显；②血管瘤型脑膜瘤典型

表现为 T1WI呈稍低信号，T2WI 呈高信号，病灶内部可见流空血管，增强后病灶显著均匀强化

（类似血管瘤 MRI表现）；③微囊型脑膜瘤典型表现为 T1WI呈等或低信号，T2WI呈明显高信

号，瘤内可见多发微小囊变，与间变型脑膜瘤大片坏死不同；④脊索瘤样型脑膜瘤表现与脊索

瘤相似，其内可见散在分布的钙化灶；⑤间变型脑膜瘤典型表现为肿瘤内部坏死、囊变多见，

各序列均为混杂信号，强化不均匀，占位效应明显；⑥非典型脑膜瘤典型表现为肿瘤一般巨

大，发生于大脑凸面及矢状窦，T1WI呈等或低信号，T2WI呈高信号，肿瘤内部信号更复杂，呈

分叶状，一般跨中线生长，内部囊变、坏死多见；⑦横纹肌样型脑膜瘤表现为不规则形肿块，

T1WI呈等或低混杂信号，T2WI 呈稍低、等及高信号混杂，增强扫描病灶呈结节状不均匀显著强

化，邻近脑膜线条状强化。 

结论：脑膜瘤起源于蛛网膜脑膜细胞，2016年 WHO在组织上分为 15个亚型，各亚型在影像上

区别困难。本组病例均为少见类型脑膜瘤，其发病率较低，但其 MR表现具有一定的特征性，

有利于肿瘤术前定性诊断，并加深了对少见病理类型脑膜瘤的认识，可有效减低术前误诊率。 

 

 
PO-060 

The Differential Diagnostic Value of Minimum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Values on the peritumoral edema 

between Primary Central Nervous System Lymphoma and 

Glioblastoma 

 
Li Mingge,Chen Zhiye,Liu Gang,Ma Lin 

Chinese PLA General Hospital 100853 

 

Objective To retrospectively evaluate the value of minimum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MinADC) values of peritumoral edema based on MR 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 (DWI) in the differential diagnosis between primary central nervous 

system lymphoma (PCNSL) and glioblastoma (GBM). 

Methods ADC values of peritumoral edema were measured in 16 cases (7 males，

9females，mean±SD age 58.6±13.4 years) of primary central nervous system 

lymphomas (diffuse large B cell lymphoma) and 31 cases (22 males，9females，

mean±SD age 52.7±12.6 years) of glioblastomas (WHO grade IV) confirmed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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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hology. MR images were obtained by using a 3.0 T MR imaging system (GE 

Discovery MR750) and 32-channel quadrature head coil. All subjects were received 

conventional and enhanced MR scan. ADC maps were calculated from isotropic DWI 

by using Functool software on a GE AW 4.6 workstation. Region of interests (ROIs) 

were manually drawn on ADC maps on peritumoral edema regions to obtain the MinADC 

value. Independent samples t-test and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analysis were performed for statistical analysis. 

Results The current study presented that MinADC value (mean 1.35±0.68×10
-

3
mm

2
/s，1.20~1.45×10

-3
mm

2
/s ) in PCNSL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1.12±0.086×10
-3
mm

2
/s，0.95~1.31×10

-3
mm

2
/s) in GBM (P<0.05).The area under the ROC 

curve (AUC) was 0.986, and the cutoff value of MinADC was 1.25×10
-3
mm

2
/s for the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PCNSL and GBM with the best combination of 

sensitivity (94.1%) and specificity (94.1%). 

Conclusion MinADC value can be considered as a simple and effective optimal 

method for differential diagnosis between PCNSL and GBM 

  

 

 

PO-061 

Iron Deposition and Thinning of Optic Radiation in 

Multiple Sclerosis — An Enhanced T2*-Weighted 

Angiography Imaging Study 

 
zeng chun,Li Yongmei,Luo Tianyou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Chongqing Medical University 400016 

 

Purpose The optic radiation (OR) has been reported to be delineated as low signal 

intensity bands (LSBs) on T2
*
-weighted imaging at 7.0 Tesla and magnetic image of 

susceptibility weighted image (SWI) in normal subjects. Because the OR passes 

through the periventricular and subcortical white matter, it can be affected by 

demyelinating lesions. To investigate iron deposition and thickness change of the 

OR in patients with relapsing-remitting MS (RRMS) by enhanced T2
*
-weighted 

angiography imaging (ESWAN).  

Materials and Methods  Fifty-one RRMS patients and 51 healthy controls underwent 

conventional MRI and ESWAN at 3.0 Tesla. Axial ESWAN was acquired covering the 

entire OR. Quantitative differences in iron content in OR between patients and 

controls with the mean phase values (MPVs) for ESWAN-filtered phase images. For 

each participant, ROIs were put in the bilateral OR and were obtained in three 

sections, including the seciton with the largest area and the adjacent superior 

and inferior areas. And the MPVs were averaged between hemispheres. Magnitude 

image of ESWAN were examined three-dimensionally by an experienced 

neuroradiologist using a DICOM viewer. When the OR was delineated, the OR 

thickness of each hemisphere was quantified in separate analysis: For each subject, 

seven continuous axial slices characterised by a high inter-individual 

comparability were selected: (a) one slice tangential to the inferior splenium of 

the corpus callosum and superior of the vein of Galen, (b) three slice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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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llel inferior to the first slice, and (c) three slices in parallel superior to 

the first slice. A straight line was plotted orthogonal to the interhemispheric 

fissure and in parallel to the genu of the corpus callosum, which was measured 

three times. Finally, the mean OR thickness was calculated.  

Results  (1) The mean disease duration (DD) of the 51 patients was 3.9 years 

(range 0.5-7.0 years). The mean EDSS score was 3.0 ± 1.8 (range 0-6.5). (2) The 

mean MPVs in the OR of the 51 patients and the 51 controls were 2030.63 ± 16.09 

radius and 2001.63 ±10.02 radius, respectively. Using the Mann-Whitney U test, we 

found there was significantly statistic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Z = 

-7.62，P < 0.001). (3) The results of the Pearson’s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DD of the patients and the MPVs of 

the OR for the RRMS patients (r = 0.914, P < 0.001). (4) For the 51 RRMS patients, 

no correlations were found between the EDSS scores and the MPVs. (5) The OR was 

LSBs on magnetic image of ESWAN. The mean thicknesses of OR in the patients (2.8 

mm) was lower than those of in the controls (3.9 mm) (t = -19.6, P< 0.001) (Fig 1, 

2). (6) Furthermore, we observed an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OR thickness 

and EDSS (P < 0.001), but also between thickness and MPVs of the OR in the 

patients (P< 0.001). 

Conclusion  We confirm the iron deposition in the OR in the RRMS patients and the 

thickness of the OR in the patiants is lower than the controls. Furthermore, the 

disease duration was found to be a significant contributor to patients with RRMS. 

  

 

 
PO-062 

颅内静脉窦血栓与深静脉血栓形成的影像学特征解析 

 
李思睿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430071 

 

目的：颅内深静脉血栓形成(deep cerebral venous thrombosis，DCVT)相比较静脉窦血栓形

成更为少见，约占所有脑静脉血栓形成（cerebral venous thrombosis，CVT）的 3%-8%。本

文意在探讨上述两种类型脑静脉血栓形成在常规 CT与 MRI平扫、增强和静脉成像上的影像学

特点。 

方法： 选择 30例经临床及影像学证实为 CVT的患者，进行影像学特征分析。 

结果： 本组单纯静脉窦血栓 21例，单纯脑深静脉血栓 4 例，脑深静脉血栓并静脉窦血栓 5

例。血栓本身的影像学直接征象： CT平扫直接征象为受累静脉走行区域的异常高密度，MRI

平扫的直接征象是受累静脉(窦)内流空效应的消失，在 T2或 T2FLAIR序列信号增高，本组患

者中 15例静脉窦血栓患者、6例深静脉血栓患者均可在 CT或 MRI平扫图像见到明显的直接征

象，并且由放射科医生在首次报告中提出。间接征象主要有脑组织水肿及静脉性梗死、蛛网膜

下腔出血、脑室出血。脑深静脉血栓引起静脉性脑梗死常累及为单侧或双侧丘脑-基底节区，

可易合并脑干及小脑异常改变；脑静脉窦血栓引起的脑梗死则一般累及相应静脉引流区域皮层

下区；二者合并出血都很常见。本组 30例 CVT患者最终都进行了 CT或 MR的增强或静脉成像

检查，增强表现为血栓形成区域的静脉窦腔内充盈缺损，静脉成像则表现含血栓的静脉显影不

良或不显影，这两种方法都进一步明确和验证了血栓形成的部位和范围。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220 

 

结论：颅内静脉窦血栓与深静脉血栓形成各有其特征性影像学表现，主要在血栓形成部位和静

脉性梗死区域差别较大，结合常规 CT或 MRI平扫及增强以及 MRV可以对脑静脉血栓做出明确

诊断，所以需要放射科医生对二者解剖和影像特征区别充分认识，才能降低误诊漏诊率。 

 

 

 

PO-063 

结节性硬化症影像表现 1 例分析 

 
王阳,牛金亮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030001 

 

[摘 要] 目的：总结结节性硬化症多系统损害的影像诊断， 提高对该病的认识和诊断水平。

方法：回顾性分析收治的 1例据 2012年国际结节性硬化症会议诊断标准，诊断为结节性硬化

症的典型病例，结合 2012年国际结节性硬化症共识大会提出的最新诊断标准，分析其临床表

现及影像学（CT、MRI）表现。结果：本例病例临床表现呈典型“难治性癫痫、智力低下、皮

脂腺瘤”三联征；影像学表现：典型多系统受累---中枢神经系统受累表现为颅内多发室管膜

下结节；肾脏受累表现为肾脏巨大血管平滑肌脂肪瘤；肺部受累表现为淋巴管平滑肌瘤病及多

灶结节性肺细胞增生；骨骼改变表现为多发结节状骨质硬化灶；肝脏及脾脏受累表现为肝脏及

脾脏内的血管平滑肌脂肪瘤。结论：结节性硬化症是神经皮肤综合征中的一种少见常染色体显

性遗传病，几乎任何器官或组织均可受累，了解其影像学表现，有助于提高结节性硬化症的诊

断；全面认识本病的同时，启示影像诊断须紧密结合临床表现，当影像表现呈现多器官累及

时，诊断应首先从“一元论”角度分析。 

  

 

 

PO-064 

In Vivo Measurements of Glutamate and GABA in 

Nocturnal Frontal Lobe Epilepsy 

 
Wang Weina,Tan Qiaoyue,Su Xiaorui,Zhang Simin,Yue Qiang 

West China Hospital of Sichuan University 610041 

 

Introduction: Nocturnal frontal lobe epilepsy (NFLE) is a focal epilepsy with 

seizures arising mainly during sleep and characterized by violet limb movement or 

tonic-dystonic postures (1, 2). Even though it has been explored over 30 years, 

its possible physiological remains unclear. The major excitatory and inhibitory 

neurotransmitters, glutamate (Glu) and gamma-aminobutyric acid (GABA), 

respectively, are implicated in the pathophysiology of nocturnal frontal lobe 

epilepsy (NFLE). Thus, this study aimed to compare the measurements of GABA, and 

Glu + glutamine (Glx) levels in subjects with NFLE. 

Methods: Subject demographic information are provided in table 1. Twenty-seven 

subjects with NFLE (mean age 26.93±10.36 years) and 30 healthy controls (mean age 

29.43±10.37 years) participated in this study. Proton magnetic resonance 

spectroscopy (1H-MRS) was used to measure GABA and Glx levels in the bilat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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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DLPFC) regions. Spectra were analyzed using fully 

automated curve fitting software, "LCModel" (3) . 

Results: As commonly observed, subjects with NFLE had significantly fewer years of 

education as revealed by a main effect of group. Glx level in the right DLPFC 

region was higher in NFLE compared with healthy control subjects. We did not find 

any GABA level alterations in the current study. Figure 1 illustrates voxels 

position. 

Conclusion: The major finding of this study was that increased combined glutamate-

glutamine (Glx) signals were detected in the right DLPFC. In patients with 

seizures characterized by complex motor behaviors, the region of seizure onset may 

involve the dorsolateral frontal regions (4). It is believed that in the brain, 

the majority of glutamate is present in neurons and the majority of glutamine is 

present in astroglia (5). Therefore, we speculate that the observed alterations of 

excitatory neurotransmitters in NFLE represent a abnormality neurons discharge and 

hyperactivity. These results provide support for altered glutamatergic function in 

NFLE. The study also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studies that combine MRS 

measurements of GABA and Glu for a more comprehensive neurochemical 

characterization of NFLE. 

 

 

 
PO-065 

 MRI 灰度直方图分析在儿童后颅窝常见肿瘤 

中的鉴别诊断价值  

 
朱晨迪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探讨 MRI灰度直方图分析对三种常见儿童后颅窝肿瘤（星形细胞瘤、髓母细胞瘤、室管

膜瘤）的鉴别诊断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 83例经手术病理证实的儿童后颅窝肿瘤，其

中星形细胞瘤 27例，髓母细胞瘤 25例，室管膜细胞瘤 31例，选取三组肿瘤 MR增强矢状位图

像最大层面并用 Mazda软件勾画感兴趣区并进行灰度直方图分析，对三组肿瘤直方图参数特征

进行统计学分析，比较各特征之间的显著性差异。 结果：利用灰度直方图分析提取出的 9个

参数特征中，其中变异度（Variance）、偏度（Skewness）、均值（Mean）、第 10百分位数

（Perc.10%）及第 50百分位数（Perc.50%）等五个参数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峰度

（Kurtosis）、第 1百分位数（Perc.01%）、第 90百分位数（Perc.90%）及第 99百分位数

（Perc.99%）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MRI灰度直方图分析可提供更多量化信息参

数特征，为儿童后颅窝常见肿瘤鉴别诊断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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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66 

囊性成分在鉴别儿童髓母细胞瘤和室管膜瘤中的价值 

 
李娅,张勇,程敬亮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儿童颅内肿瘤主要发生在后颅窝，以毛细胞型星形细胞瘤、髓母细胞瘤和室管膜瘤最常见
［

1］
。毛细胞型星形细胞瘤、髓母细胞瘤和室管膜瘤具有发病年龄相近、均可为囊实性、易发生

于中线区等一些共性
［2］

。此外，3种肿瘤形态相似，传统影像学表现缺乏特异性；且其中髓母

细胞瘤和室管膜瘤均易侵犯四脑室，故增加了鉴别的难度
［2-3］

。传统的鉴别诊断主要从髓母细

胞瘤和室管膜瘤的发病部位、磁共振信号强度、ADC值等方面进行。本研究通过分析 2种肿瘤

囊性成分分布、大小、数量、边缘特征和信号强度鉴别，以期为临床医师提供一种新的辅助鉴

别诊断方法。 

 

 
PO-067 

淋巴细胞性垂体炎的 MRI 征象分析及鉴别 

 
许翠,刘于宝 

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医院 518000 

 

目的 探讨淋巴细胞性垂体炎(lymphocytic hypophysitis, LYH)的 MRI特征征象分析与垂体腺

瘤的鉴别诊断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7例经手术病理证实或临床治疗确诊为 LYH 患者

MRI资料。所有患者均行 MRI 平扫及增强扫描。结果 7例淋巴细胞性垂体炎患者 MRI均表现为

垂体弥漫性增大，6例患者神经垂体 T1WI高信号消失，5例垂体柄增粗，4例患者垂体增大，2

例合并海绵窦及邻近硬脑膜受累。2例患者垂体呈明显均匀强化，5例均呈不均匀强化。3例

患者可见相邻硬脑膜增厚强化，呈脑膜尾征。结论 对于垂体弥漫性增大， 垂体后叶短 T1信

号消失，垂体柄增粗，临床有中枢性尿崩伴或不伴垂体功能低下时要考虑淋巴细胞性垂体炎的

诊断，MRI对淋巴细胞性垂体炎的诊断及与椎体腺瘤鉴别诊断具有重要的价值。 

  

 

 

PO-068 

MRI 对阿尔兹海默病早期诊断的研究进展 

 
胡红云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201900 

 

阿尔兹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AD）是引起老年性痴呆的最常见疾病，严重危害中老

年人的生理健康和生活质量。因其发病率逐渐增高、缺乏有效的治疗手段成为备受公众关注的

健康问题。AD患者的预后主要取决于早期诊断及认知和行为康复干预治疗，而磁共振成像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是目前诊断 AD最好的影像学检查方法，本文就 MRI对

AD早期诊断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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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69 

116 例丘脑不同穿支动脉区急性梗死灶平均峰度值与临床预后

的相关性 

 
张艳利,王天红,雷军强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730000 

 

【摘要】目的 探讨丘脑不同穿支动脉区急性梗死灶弥散峰度成像（DKI）的平均峰度值（MK）

与其临床预后的相关性。方法 116例急性丘脑梗死患者行头颅 MRI平扫、DWI及 DKI检查，对

不同穿支动脉区病灶 MK值与神经系统体征、神经功能缺损程度 (MRS评分) 等临床指标进行

相关性分析。结果 116例急性丘脑梗死患者中: 单纯丘脑梗死（92/116；79.3%)，联合丘脑梗

死（24/116；20.7%)； 92 例单纯丘脑梗死病灶中，下外侧动脉供血区（69/92；75%) ，结节

丘脑动脉供血区(10/92；10.9 %)，脉络膜后动脉供血区（11/92；11.9 %)，旁中央动脉供血

区（2/92 ；2.2%）；其 MK 值分别为 0.827±0.016 mm/s2、0.841±0.011 mm/s2、

0.835±0.008 mm/s2、0.825±0.018 mm/s2，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于入院当天、第

14天、第 90天行 MRS评分，下外侧动脉供血区、后脉络动脉供血区起病后 14天及起病后 90

天 MRS较入院时明显降低（P＜0.05），临床预后较好，结节丘脑动脉供血区起病后 90天 MRS

较入院时降低（P＜0.05），但与起病后 14天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旁正中动脉供

血区起病后及起病后 90天 MRS较入院时增加，无统计学意义（P＞0.05）提示病情加重，预后

极差；急性期下外侧动脉、结节丘脑动脉、脉络膜后动脉及旁中央动脉供血区梗死灶 MK 值与

其临床预后呈负相关（r=-0.76，P<0.01；r=-0.68，P<0.01；r=-0.63，P<0.01；r=-0.80，

P<0.01）。结论 丘脑梗死的主要病因为小动脉闭塞，其中以下外侧动脉供血区最为常见；下

外侧动脉、结节丘脑动脉、脉络膜后动脉供血区丘脑梗死临床预后较好，旁中央动脉动脉供血

区丘脑梗死预后差；丘脑不同穿支动脉区急性梗死灶 MK值与其临床预后呈负相关。 

  

 

 

PO-070 

兔 VX2 肿瘤脑转移瘤动物模型的建立及 MRI 检测 

 
孙朋朋,陶晓峰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200011 

 

目的  介绍建立血源性脑及脑膜转移瘤动物模型的方法，讨论 MRI对脑内及脑膜转移瘤的检

出效果。 

方法  18只新西兰大白兔随机分为 3组，分别从左侧颈总动脉接种 VX2瘤细胞，A组：20 %

甘露醇注入 5min后接种 VX2 瘤细胞；B组：20 %甘露醇注入 5min后，加入肝素再接种 VX2瘤

细胞；C组，对照组，行单纯注入等量的生理盐水。术后 2周后开始行 MRI检查。获取兔 MRI

扫描后的大体标本，病理取材 HE染色光镜下观察。 

结果 MRI 平扫表现：A组，其中 1只(1/6)发现脑内结节并脑膜结节样增厚，在 T1上为等信

号，T2上为稍高信号。B组，其中 2只(2/6)为脑内多发结节，在 T1上为等信号，T2上为稍

高信号。2只(2/6)脑膜结节样增厚。MRI增强扫描：A组，2(2/6)只脑内见强化结节灶；直径

在 1.5mm-7.0mm之间。4(4/6)只脑膜线样增厚或结节样增厚强化。B组，6(6/6)只脑内见直径

在 1.5mm-5.0mm的高信号结节灶，其中 5只为脑内多发结节灶；4(4/6)只脑膜线样或结节样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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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强化，左侧为主，其中 2(2/6)只为双侧脑膜增厚。A组及 B组间脑内病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C组平扫及增强扫描均未见异常信号。 

结论 上述方法制成的动物模型可为医学影像学研究提供可靠的动物模型，加入肝素可提高瘤

灶的形成几率，血脑屏障对脑转移瘤的形成起重要作用。MRI增强检查是检出脑内及脑膜转移

瘤的首选方法。 

  

 

 

PO-071 

Neurite orientation dispersion and density imaging 

for evaluation of white matter tract in post-

operative cognitive dysfunction 

 
You Yi,Yu Bing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Shengjing Hospital of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110004 

 

 

PURPOSE 

To explore the abnormities of white mater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post-operative 

cognitive dysfunction (POCD) using  neurite orientation dispersion and density 

imaging (NODDI). 

  

METHOD AND MATERIALS 

Participated in this 85 patients aged 70 to 85 years, scheduled for elective 

orthopedic, urologic, general or vascular surgeries, under general anesthesia. All 

the patients underwent a battery of clinical quantitative 

neurologic/neuropsychologic tests and NODDI MR exmination on the day before 

surgery (Day 0) and 7 days after surgery (Day 7). 

The battery encompassed the following tests:  forward and backward Digit span, 

Digit symbol substitutions test (DSST), Trail making test (part A),  Verbal 

fluency test and Word recognition memory test. A Z score for each individual test 

was calculated by comparing baseline scores (Day 0) with test results of Day 7 

using the reliable change index (RCI). POCD was defined as Z scores equal to or 

greater than -1.96 on at least two tests and/or their combined Z score was less 

than –1.96. 

Diffusion MRI data for NODDI were acquired with a 3T MR system using 32 gradient 

directions with three b-values (from 0 to 2000 s/mm
2
). The orientation dispersion 

index (ODI) and intra-cellular volume fraction (Vinc) were calculated. Tract-based 

spatial statistics（TBSS）analyses of WM tracts were then performed. Con-images of 

skeletonized ODI and Vinc images (created via TBSS pipeline) were created by 

substracting Day 0 images from Day 7 images. The con-images of POCD and non-POCD 

participants were compared with Permutation Test . 

  

RESULTS 

POCD was observed in 16 participants (18.9%). Compared with non-POCD participants, 

POCD participants exhibited differences in change of ODI in bilateral cor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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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losum,cingulum,inferior longitudinal fasciculus, left superior longitudinal 

fasciculus and right uncinate fasciculus, however,  differences in change of Vinc 

were found in in bilateral corpus callosum, cingulum and left inferior 

longitudinal fasciculus (P<0.05, TFCE corrected). 

  

CONCLUSION 

Postoperative changes of white matter in corpus callosum, cingulum, inferior 

longitudinal fasciculus, superior longitudinal fasciculus and uncinate fasciculus 

might be associated with the onset of POCD. 

  

CLINICAL RELEVANCE/APPLICATION 

Postoperative changes of WM in corpus callosum, cingulum, inferior longitudinal 

fasciculus, superior longitudinal fasciculus and uncinate fasciculus might be 

associated with POCD 

  

  

  

 

 
PO-072 

The morphological changes of the cortical and 

subcortical grey matter in first episode, untreated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with short-duration 

 
Lu Yi,Han Dan 

1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KMMU 650032 

 

 

Objective: In this study, structural changes of bilateral putamen and left 

thalamus are founded in the first-episode, untreated patients with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Although it wa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hypothesis of abnormal 

nerve loop,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structural change founded in hippocampus, 

amygdala and cerebral cortex, which was different with the results of the previous 

studies. The cause may be related to a shorter duration of disease. So far, 

however, there has been little attention to the structural changes of the cortex 

and subcortical gray matter in first-episode, untreated major depression with 

short duration.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observe the structural changes of 

the brain in first-episode, untreated major depression with short duration.  

Methods: We recruited 26 first episode, short duration(<1 year), untreated 

patients with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MDD) and 26 healthy control subjects. 

Voxel-based morphometry was used to evaluate cortical grey matter changes, and 

automated volumetric and shape analyses were used to assess volume and shape 

changes of the subcortical GM structures, respectively. In addition, probabili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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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ctography methods were used to demonstr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ubcortical and the cortical GM. 

Results: Compared to healthy controls, MDD patients with short duration had 

significant volume reductions in the left nucleus accumbens, putamen and thalamus 

(Bonferroni-corrected, p < 0.05), and in the right amygdala (Bonferroni-corrected, 

p < 0.05). Meanwhile, the vertex-based shape analysis showed regionally contracted 

areas on the ventromedial aspects of the bilateral putamen, and on the dorsal and 

ventral aspects of bilateral thalamus in MDD patients (FWE-corrected, p < 0.05). 

Additionally, there was also shape change in the left nucleus accumbens and right 

amygdala (FWE, P < 0.05). Besides, cortical thickness analysis showed local cortex 

thickness thinning in the left inferior temporal gyrus (ITG) and right precentral 

gyrus. But there was no correlation was found between local atrophy in the 

cortical and subcortical grey matter and clinical variables representing severity. 

Furthermore, probabilistic tractography demonstrated that the area of shape 

deformation of the bilateral putamen and left thalamus have connections with the 

frontal and temporal lobes, which were found to be related to major depression. 

  

Conclusion: Our results suggested that structural abnormalities of the ITG, 

precentral gyrus, accumbens, amygdala, putamen and thalamus might be present in 

the first-episode MDD patients with short duration, which support the role of 

subcortical structure in the pathophysiology of MDD. Meanwhile, the present study 

showed that these cortical and subcortical structural abnormalities might be the 

potential trait markers of MDD. 

 

 

PO-073 

原发性低颅压综合征的临床及 MRI 定量分析 

 
吴立业

1
,刘军

1,2
 

1.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湖南中医药大学附属人民医院（原：湖南省脑科医院） 

2.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摘要】目的：分析原发性低颅压综合征的临床及 MRI特征定量指标改变，提高对本病的认识

和诊断准确率。方法：回顾性分析原发性低颅压综合征 24例，全部行 MRI平扫及增强扫描，5

例加扫 MRV。定量指标包括（硬脑膜厚度、脑垂体高度、第三脑室横径、中央沟宽度、乳头体

脑桥间距及上矢状窦的宽度），分别进行测量分析。结果：所有病例均有体位性头痛，腰椎穿

刺脑脊液压力 0～60 mm H2O，MRI增强扫描均显示硬脑膜弥漫、对称性线状强化。硬脑膜厚

度、脑垂体高度与脑脊液压力负相关（P＜0.05），第三脑室横径、中央沟宽度、乳头体脑桥

间距与脑脊液压力正相关（P＜0.05），上矢状窦宽度与脑脊液压力无关（P＞0.05）。结论：

原发性低颅压综合征临床及 MRI具有一定特征性，硬脑膜增厚、垂体增大、脑室、脑沟变窄及

脑下垂程度在临床治疗中可作为客观的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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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74 

新生儿胆红素脑病磁共振弥散峰度成像研究 

 
林洁芬,陈兰妹,郑文斌 

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515041 

 

目的：探讨磁共振扩散峰度成像 DKI在诊断早期新生儿胆红素脑病的价值。 

方法：收集临床诊断的新生儿胆红素脑病病例 63例，同时收集正常对照组 25例进行 3.0T 常

规磁共振检查和磁共振峰度成像，测定包括两侧的苍白球、背侧丘脑、额叶、颞叶、听放射、

黑质、下橄榄核 7个脑区在内的 FA值，MD值，MK值，Ka 值； 

以血清 TBS分组（umol/L），轻度组：221≤TBS＜342中度组：342≤TBS＜428,重度

组： TBS≧428，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对病例组及各亚组与对照组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并采

用 pearson相关性分析对病例组 DKI各参数分别和 TBS高峰值、检查当天血清 TBS之间进行相

关分析。 

结果：与对照组相比，重度组苍白球、下橄榄核的 MD值增高，听辐射、黑质区 Ka，增高，组

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全病例组听辐射苍白球 MK值、Ka值与黄疸高峰值成正相

关，听放射 MK值、Ka值与黄疸高峰值及 MR检查当天血清 TBS均成正相关（P<0.05） 

  

结论：DKI可以检测胆红素脑病患儿脑部受损害的细微结构改变，听放射、苍白球 MK值、Ka

值可作为反映黄疸脑损害严重程度的指标。下橄榄核、听辐射重度高胆红素血症可能是新生儿

听力损伤的高危因素。 

  

 

 
PO-075 

体素内不相干运动弥散加权成像在脑胶质瘤良恶性分级中的

应用 

 
俎金燕,陈增爱,李磊,李俊,李杨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南院 201112 

 

【摘要】目的：研究体素内不相干运动弥散加权成像（intravoxel incoherent motion，

IVIM)）在脑胶质瘤良恶性分级中的应用，探讨 IVIM-MRI在评价胶质瘤增殖血管的临床应用价

值。方法：30例手术病理证实得的胶质瘤患者术前行常规 MRI、IVIM-MRI检查。所有胶质瘤

分为低级别胶质瘤（low-grade glioma, LGG）(I-II级，12例)、高级别胶质瘤（high-grade 

glioma, HGG）（III-IV级，18例）。IVIM成像多 b值采用 0-1000 s／mm
2
共 13个 b值。在

ADW4.5后处理工作站运用双指数模型扩散系数 D值，灌注相关扩散系数 D
*
及灌注分数 f值。

选取肿瘤最大层面实性区域勾划感兴趣区，避开脑脊液和大血管，获得伪彩图并测定以上参数

的平均值。同时于健侧镜像位置勾划 ROI。患侧与健侧、高级别胶质瘤组与低级别胶质瘤组分

别采用配对样本 T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在 IVIM参数中，肿瘤实性区域的 D、D
*
和 f值

均较对侧镜像区域增高，且具有统计学意义。高级别胶质瘤的 D
*
值高于低级别胶质瘤，分别为

(2.86±0.23)×l0
-3
 mm/s 和(2.46±0.27)×l0

-3
 mm/s（P<0．011）；高级别胶质瘤的 D值低

于低级别胶质瘤，分别为(1.01±0.15)×10
-3
mm/s和(1.16±O．42)×l0

-3
mm/s（P<0．032）; 

高级别胶质瘤的 f值低于低级别胶质瘤,f值分别为 0.62±0.09 和 0.74±0.09，（P<0．

042）。结论：IVIM灌注相关参数 D
*
可活体评价胶质瘤分级及血流灌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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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76 

精神分裂症静息态脑血流和功能连接耦合机制异常 

 
朱佳佳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00052 

 

目的：无论是既往的 PET/SPECT研究，还是近些年的灌注 MRI研究，都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存

在静息态脑血流（CBF）的异常；而脑结构和功能连接的损害也已经是精神分裂症研究领域的

共识。但是，目前尚无研究报道精神分裂症患者脑血流和脑代谢的关系。人体 20%的能量消耗

是供给大脑的，该比例是大脑占人体比例的 10倍；这些能量的大部分用于支持自发性脑活

动。根据神经-血管耦合假说，高连接的脑区具有较高的自发神经元活动，因而对代谢的需求

更高，导致该脑区的血流灌注量较高。 

 

方法：在本研究中，我们使用三维假连续动脉自旋标记（3D-pcASL）技术联合静息态 fMRI技

术，在全脑水平和体素水平探究精神分裂症患者的静息态脑血流（CBF）和功能连接（FCS）耦

合情况。 

结果：我们发现虽然两组受试者 CBF、FCS以及 CBF/FCS比值的分布模式比较类似，但是跨体

素的 CBF和 FCS相关分析（相关系数反映受试者全脑水平 CBF和 FCS的耦合程度）发现精神分

裂症患者全脑水平 CBF和 FCS的耦合程度存在显著的降低。体素水平的比较发现，精神分裂症

CBF/FCS比值的减低主要位于认知和情感相关脑区，包括背外侧前额叶、岛叶、海马和丘脑；

精神分裂症 CBF/FCS比值的增高主要分布于感觉和运动相关脑区，包括感觉运动皮层、视觉皮

层、壳核。此外，多方面的验证分析发现药物用量、不同连接阈值选择、灰质萎缩、年龄和性

别对本研究主结果的影响不大。 

结论：本研究的发现提示大脑的神经-血管耦合异常可能是精神分裂症的神经病理学机制。该

异常可能与星型细胞的损害、GABA神经元的损害、NO含量、神经炎症反应等因素有关。 

 

 
PO-077 

Changes in Structure and Perfusion of Gray Matter 

Tissues during Recovery from Ischemic Subcortical 

Stroke: A Longitudinal MRI Study 

 
Yu Xinfeng,Jiaerken Yerfan,Zhang Minming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310009 

 

Stroke recovery with changes in volume and perfusion of gray matter (GM) tissues 

remains largely unknown. We hypothesized that GM atrophy co-existed with GM 

plasticity presenting with increased volume and perfusion in specific regions in 

the period of post-stroke recovery. Twelve well-recovered stroke patients with 

pure subcortical lesions in the middle cerebral artery-perfused zone were included. 

All of them underwent structural and perfusion MRI examinations at admission and a 

mean of 6-month after stroke onset. Differences in GM volume (GMV) on structural 

images and cerebral blood flow (CBF) derived from perfusion images between two 

examinations were compared using voxel-based morphometry. The associations between 

changes in GMV and CBF with clinical scores were analyzed. Decreased GMV was found 

in postcentral gyrus (PoG), precentral gyrus (PrG), precuneus, angular gyrus (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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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ula, thalamus, cerebellar anterior lobe (CAL) and cerebellar posterior lobe 

(CPL), and increased GMV was found in hippocampus (HP), orbital gyrus (OG) and 

lingual gyrus (LG) (all corrected p < 0.05) at the follow-up examination. 

Increased CBF was found in subcallosal cingulate gyrus (SCG), HP and LG (all 

corrected p < 0.05) at the follow-up examination. Only decreased GMV in the CAL 

was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improvement of Barthel index (b = - 0.683, p = 

0.014). Our study provides the imaging evidence of GM atrophy co-existing with GM 

plasticity involving in increased volume and perfusion in specific regions 

(including cognition, vision and emotion) in well-recovered stroke patients, which 

advances our understanding of neurobiology of stroke recovery. 

  

 

 
PO-078 

高压氧治疗创伤性脑损伤康复机制的功能磁共振研究 

 
肖慧,宋娟,王晓阳,陆菲菲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 350025 

 

目的 采用 Rs-fMRI探讨创伤性脑损伤（TBI）患者高压氧治疗（HBOT）前后脑功能的变化，进

一步了解高压氧治疗创伤性脑损伤的康复机制。 

材料与方法 使用 Siemens 3.0T磁共振采集 15例 TBI患者及条件匹配的健康对照组（Normal 

Contral, NC）的静息态 fMRI、全脑 3D-T1数据，并采集蒙特利尔认知量表，TBI患者分为高

压氧治疗前组（pre-HBOT）和高压氧治疗后组（post-HBOT）。对数据进行低频振幅（ALFF）

和以楔前叶为种子点的功能连接（FC）分析处理，并结合 SPSS18.0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与 NC组相比较，TBI 组 ALFF值减低脑区有：双侧楔前叶、左侧舌回、右侧角回、右侧

颞下回、右侧颞中回；增高脑区有：左侧颞下回、左侧梭状回、双侧中央前回、双侧中央旁小

叶及右侧辅助运动区。post-HBOT组的双侧中扣带回、双侧楔前叶及双侧顶上回 ALFF值较

pre-HBOT组明显增高（p < 0.05）。TBI组楔前叶与右侧海马、右侧岛叶、右侧颞下回、右侧

颞极等脑区之间的 FC值较 NC组明显减低（p < 0.05）；右侧距状沟周围皮层及右侧舌回的功

能连接较 NC组增高。与 pre-HBOT组比较，post-HBOT组楔前叶与右侧海马、右侧海马旁回、

右侧颞下回、右侧梭状回及右侧颞极等脑区的功能连接明显增强（p < 0.05）。 

结论 TBI患者多个脑区自发神经元活动及功能连接减低，提示 TBI患者的功能损伤区域是多

发的、广泛的。高压氧治疗后原神经活动减低的部分脑区神经活动增高，功能连接增强，提示

高压氧干预治疗能够促进 TBI患者的神经功能修复，可以作为 TBI患者早期干预治疗方法之

一。 

 

 
PO-079 

2 型糖尿病患者基于后扣带回的静息态脑功能连接研究 

 
肖慧,林钱森,王晓阳,陈自谦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 350025 

 

目的：利用静息态脑功能磁共振成像（resting-state fMRI）技术，以后扣带回（posterior 

cingulate cortex，PCC）为种子区，研究 2型糖尿病(Type 2 diabetes mellitus，T2DM)患

者的脑内功能连接（functional connectivity，FC）改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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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采用 Siemens Trio 3.0T磁共振扫描仪，对 25例 T2DM患者及 28例健康志愿者进行脑

静息态 rs-fMRI扫描。基于 Matlab7.0平台，运用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数据处理助手（DPARSF）

和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数据分析工具包（REST）对数据进行处理，并结合 SPSS19.0软件包进行

统计学分析。 

结果：应用基于 PCC为种子点的 FC方法，T2DM组 PCC与左侧中央后回、左侧中央沟盖等脑区

的功能连接强度明显低于对照组（p < 0.05）。采用 pearson相关分析评价 T2DM组基于后扣

带回为种子点的功能连接强度与临床参数的相关性发现：①PCC 与双侧楔前叶、舌回、枕下

回、右侧枕中、上回的功能连接强度均与血糖呈正相关；②PCC 与左侧额上回、胼胝体膝部、

右侧颞上回的功能连接强度与 HbA1c呈负相关，PCC与双侧楔前叶、双侧前扣带回/膝下回、

左眶直回的功能连接强度与 HbA1c呈正相关。③左侧前扣带回、左侧眶直回、左侧舌回、双侧

距状回的功能连接强度与病程呈负相关。④T2DM 患者 PCC与双侧楔叶/距状回、左侧海马旁回

的功能连接强度与 MOCA得分呈正相关。 

结论：T2DM患者基于 PCC的功能连接强度存在明显减低区域；T2DM患者部分脑功能连接强度

与临床参数存在一定的相关性。提示脑功能连接可用于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的研究与早期诊

断。 

 

 
PO-080 

2 型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低频振幅磁共振研究 

 
赵丽梅,刘学兵,王晓阳,陈自谦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 350025 

 

目的 

利用低频振幅（Amplitude of low frequency fluctuation，ALFF）分析方法对 2型糖尿病视

网膜病变（Type 2 diabetic retinopathy，T2DR）及 2 型糖尿病不伴视网膜病变（Type 2 

non-diabetic retinopathy，T2NDR）患者静息状态下脑自发神经活动的改变进行分析，探讨

其大脑内部功能的改变。 

材料与方法 

收集 17例 T2DR患者和 17例 T2NDR患者以及 21例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相匹配的健康志愿

者，采用 Siemens Magnetom Trio Tim 3.0 T磁共振扫描仪和头颅相控阵列线圈，对所有被检

查者行全脑静息态功能成像及 T13D结构像扫描，利用 ALFF 算法处理所得的脑功能磁共振数据

获取差异脑区。 

结果 

T2DR组与 T2NDR组及对照组对比 ALFF值减弱的脑区有：双侧距状回、双侧枕中回、右侧枕上

回、左侧额上回、左侧颞中回；ALFF值增高的脑区有：左侧小脑，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T2NDR组与对照组对比 ALFF 值减低的脑区有：右侧直回、右侧额上回、右侧额中回；ALFF值

增高的脑区有：左侧顶下小叶、双侧顶上小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T2DR组与对照组对比

ALFF值减低的脑区有：双侧距状回、双侧舌回、左侧额上回、左侧额下回、左侧颞上回；

ALFF值增高的脑区有：左侧小脑，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T2DR组较 T2NDR组及对照组 ALFF值降低主要在视觉皮层，提示 T2DR患者视觉网络静息态脑

功能的明显改变。T2DR及 T2NDR组较对照组存在多个脑区 ALFF值改变，同时部分脑区存在神

经代偿机制，提示 2型糖尿病（Type 2 diabetes，T2DM）患者静息态脑功能存在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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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81 

晚发性抑郁患者随访一年认知功能变化及静息态 fMRI 研究 

 
许洪敏

1
,傅红梅

2
,贺娜英

1
,凌华威

1
,严福华

1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2.上海市浦东新区精神卫生中心 

 

目的：探讨晚发性抑郁（LOD）患者随访一年认知功能变化特点，并采用静息态 fMRI基于 

低频振幅（ALFF）方法观察 LOD患者局部脑区功能变化，研究其认知功能改变与脑区活动的相

关性。 

方法：收集 22例 LOD患者和 11例健康志愿者（normal control, NC）参加实验，所有被试在

入组时和随访一年后均行简易智能精神状态检查(MMSE)、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MoCA)及成套

神经心理测试（NTB），并采集静息态功能 MRI数据，经预处理和后处理计算出全脑 ALFF 值，

经 t检验进行组间比较，分析 LOD患者脑区功能改变特点，并将其异常脑区 ALFF值与临床量

表评分进行相关分析。 

结果：与入组时基线态比较，LOD组随访一年后在 MMSE 延迟回忆、MoCA持续注意评分显著减

低，NTB联想学习测验总分显著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NC组随访一年后各量表

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基线态 LOD患者与 NC组比较，左侧眶额区包括眶部额上回、额中回 ALFF值减低，右侧额中

回、背外侧前额叶皮层 ALFF值升高；LOD患者随访一年后与基线态比较，前额叶包括双侧额

上回、额中回 ALFF值升高；相关分析显示基线态 LOD患者左侧颞下回、前额叶，双侧直回、

枕叶、右侧中央前回 ALFF值与联想学习测验总分呈正相关。 

结论：LOD患者随访一年后存在认知功能减退及前额叶 ALFF值改变，其认知功能损害可能是

部分特定脑区脑神经异常活动的表现。不同脑区尤其是前额叶脑区的功能变化可能与 NTB 联想

学习测验代表的短时记忆力有关。 

  

 

 
PO-082 

Microbleeds on Susceptibility Weighted MRI in 

Depressive and Non-depressive Patients after Mild 

Traumatic Brain Injury 

 
Mengmeng Yu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Affiliated Sixth People’s Hospital 200233 

 

Background: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bnormality on susceptibility-

weighted imaging (SWI) and newly-developed depression after mild traumatic brain 

injury. 

Methods: The study registered 200 patients with closed TBI and normal finding at 

CT and conventional MRI. All patients underwent MRI including conventional MR 

sequences and SWI. The number and volume of microbleed lesions were 

semiautomatically outlined and manually counted. All patients were followed up 

with the Structured Clinical Interview for DSM-IV Axis I Disorders (SCID-IV) 

within 1 year after TBI. The difference in microbleed lesions on SWI was compared 

between the depressive and nondepressive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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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The depressive group had a higher rate of abnormality on SWI than did the 

nondepressive group (p < .001). Among patients that had exhibited microbleed 

lesions, the number and volume of lesions was greater in the depressive group than 

the nondepressive group (both p < .001). These differences in numbers and volume 

of lesions were found only at the frontal, parietal and temporal lobes (all p 

< .001). Among patients that had exhibited microbleed lesions, the number and 

volume of lesions in other areas was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the 

depressive and nondepressive groups (all p > .05). 

Conclusions: SWI was useful to identify the microbleed lesions after mild TBI. The 

distribution range and location of microbleed lesions were correlated with 

depression after TBI. 

Key words: traumatic brain injury, depression,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susceptibility-weighted imaging, microbleeds 

  

 

 
PO-083 

有氧训练对轻度认知障碍患者干预作用的研究 

 
祁鸣,张玲,朱奕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江苏省人民医院） 210029 

 

目的：通过静息态 fMRI研究，评估一套专门编制的中等强度有氧训练操对轻度认知障碍

（MCI）患者的干预作用。 

方法：本研究将 38例 MCI患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训练组（19例）和对照组（19

例）。训练组接受 3个月的有氧训练操，对照组仅接受健康宣教。两组受试者在入组时及 3个

月干预结束时均接受认知功能量表评分和静息态功能磁共振（fMRI）评估。静息态 fMRI 采用

低频振幅(ALFF)分析方法。 

结果：经过 3个月的有氧训练操干预后，训练组简易精神状态评分（MMSE）、蒙特利尔认知评

估量表（MoCA）、韦氏逻辑记忆及符号数字模式测试评分与干预前基线水平相比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 < 0.05），同时训练组韦氏逻辑记忆评分变化值与对照组韦氏逻辑记忆评分变化值相

比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对照组 3个月后所有认知功能评分与基线水平相比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05）。静息态 fMRI数据分析提示训练组 3个月后的双侧额颞叶、内

嗅、前扣带回及海马旁皮层较训练前广泛性 ALFF值增高，而对照组 3个月后的仅右侧颞叶和

后扣带回皮层小范围的 ALFF 值较前增高。 

结论：有氧训练操能有效提高 MCI患者的认知功能。静息态 fMRI为 MCI患者有氧训练的有效

性评价提供了一种敏感可行的量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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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84 

新兵适应障碍的亚频段低频振幅功能磁共振研究 

 
潘洁娜,王晓阳,许尚文,陈自谦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 350025 

 

目的  采用亚频段低频振幅分析方法，研究适应障碍新兵大脑静息状态下自发神经活动改变

的特点。 

方法 采集 17例适应障碍新兵及 20例正常军人（对照组）进行静息态下脑功能磁共振

（fMRI）扫描，计算得到各频段的 ALFF图，然后利用双样本 t检验比较各频段组间 ALFF 值的

差异，同时分析 ALFF值差异脑区与临床量表的相关性。 

结果 与正常对照组比较，适应障碍组在 Slow-5亚频段 ALFF 值减低的脑区包括右侧小脑脚

1、左侧眶部额下回、左内侧前额叶、右侧额中回及双侧额上回（P﹤0.01，AlphaSim校

正）；而适应障碍组在 Slow-4亚频段 ALFF值减低的脑区有左内侧前额叶和左侧眶部额下回

（P﹤0.01，AlphaSim校正）。适应障碍组在 Slow-5频段比 Slow-4频段能显示更广泛的 ALFF

差异脑区自发活动异常。 

结论 适应障碍新兵存在多个与认知、情绪调节及执行功能相关的脑区自发性活动异常，并且

不同亚频段的异常活动脑区具有不同的空间分布特点。 

 

 

PO-085 

Bright Vessel Sign on Arterial Spin Labeling Predicts 

Long-Term Functional Outcome in Stroke Patients With 

Large Vessel Intracranial Occlusion 

 
li qiao,Gao Xinyi,He Huijin,Yao Zhenwei,Feng Xiaoyuan 

Hua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200040 

 

Background and Purpose—Arterial spin labeling (ASL) perfusion imaging is a 

noninvasive method in the evaluation of collateral circulation. The appearance of 

bright vessel sign attributes to delayed filling of the distal segment via 

leptomeningeal collaterals. We hypothesized that a favorable pattern of 

leptomeningeal collaterals as identified by ASL, correlates with improved outcomes 

in acute ischemic stroke patients with large vessel intracranial occlusion. 

Methods—52 consecutive acute ischemic stroke patients with systematically CT 

angiography (CTA) and CT perfusion (CTP) within 12 hours after symptom onset were 

analyzed. All patients presented complete occlusion of the intracranial internal 

carotid artery and/or the middle cerebral artery (M1 segments) on baseline CTA and 

failed recanalization on MR angiography (MRA) after 24 hours. CTP data were post-

processed to generate the volume of ischemic core and ischemic penumbra. The final 

infarct volume was determined by noncontrast CT on 5-7 days. The bright vessel 

sign was identified as bright intravascular signal within an occluded arterial 

segment. The clinical evaluation, modified Rankin Scale (mRS) score at day 90, was 

dichotomized to good outcome (0–2) versus poor outcome (3–6). Univariate and 

multivariate analyses were performed to define the independent predictors of good 

outcome.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234 

 

Results—Of 52 patients with proximal intracranial vessel occlusion, 38 patients 

presented bright vessel sign distal to occlusion site. In the univariate analysis, 

therapy method, final infarct volume, infarct growth ratio and bright vessel sign 

were predictors of outcome. In the multivariate analysis, bright vessel sign (OR, 

7.12; 95% CI, 1.12 to 45.36; P=0.038), final infarct volume (OR, 0.51; 0.32 to 
0.77; P=0.021), were identified as independent predictors of good outcome. 
Conclusion—Therapy method, final infarct volume, infarct growth ratio, and 

appearance of bright vessel sign were inter-related. In patients with intracranial 

proximal vessel occlusion, the final infarct volume was an adverse factor for a 

favorable clinical response; however bright vessel sign on ASL appeared a critical 

determinant of good outcome. 

 

 
PO-086 

MR 扩散张量成像在评估三叉神经微结构改变中的价值及其与

血管压迫程度的相关性研究 

 
郭田田,张秋妹,苗重昌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222002 

 

目的 探讨 MR扩散张量成像（DTI）在评估三叉神经微结构改变中的价值及其与血管压迫程度

的相关性。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微血管减压术证实且术前行 3D-TOF序列、3D-FIESA序列及 DTI

扫描的 34例患者的病例资料。根据患者健侧三叉神经脑池段有无神经血管接触分成 2 组，N1

组（健侧无血管）25例、N2组（健侧有血管）9例。并对术中神经血管压迫程度进行 Sindou

分级。测量三叉神经 DTI成像参数，包括各向异性分数（FA）及表观扩散系数（ADC）。采用

配对样本 t检验分别比较双侧三叉神经 FA及 ADC值的差异，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比较 2组间

健侧三叉神经 FA及 ADC值的差异，患侧不同压迫程度三叉神经 FA及 ADC值的比较采用单因素

方差分析，采用 Spearman相关分析评价 DTI参数和压迫程度间的相关性。结果 N1、N2组双

侧三叉神经 FA值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N1组双侧三叉神经 ADC值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N2组双侧三叉神经 ADC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2组间健侧三叉

神经 FA及 ADC值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患侧不同压迫程度三叉神经 FA值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ADC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FA值与血管压迫程度呈负

相关，r值为-0.453，P＜0.05。结论 DTI成像可于术前评估三叉神经的损伤程度，且血管压

迫越明显，FA值越低。 

  

 

 
PO-087 

多时相三维自旋标记成像联合 MRA 在颈动脉狭窄中的应用 

 
陈聚惠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222002 

 

 

目的 利用多时相三维自旋标记成像评价颈内动脉狭窄对脑灌注影响，自旋标记灌注成像对侧

支血流灌注显示的效能。方法  纳入 40例经彩色多普勒超声或者 CTA诊断为颈动脉狭窄或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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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患者及 20例健康志愿者，均进行 PLD=1.5及 PLD=2.5 多相位时间三维自旋标记灌注成像

（3D-ASL），颈动脉磁共振血管成像（3D-TOF-MRA）及常规头颅 MRI成像。根据 DWI成像排除

急性缺血性梗死者，对颈动脉狭窄无症状及 TIA者资料进行分析，包括血管狭窄程度、侧支循

环评分、两时相脑血流量值（CBF）。部分患者进行数字血管减影检查。分别对颈动脉狭窄症

状组与无症状组两延迟时相各脑血管供血区进行 CBF测量，并对两延迟时相的差异性高灌注与

侧支循环评分作相关性分析。结果 无症状颈动脉轻度狭窄患者血流动力学正常，在无症状重

度狭窄及闭塞患者中可观察到长标记延迟时间相具有延迟的侧支血流高灌注，且症状性颈动脉

闭塞者，双侧大脑半球均存在的血流动力学障碍。有血流动力学障碍者均在症状组。两时相的

差异性高灌注与侧支循环评分作相关性分析，高侧支循环评分与延迟高灌注具有良好的相关

性。总之，在症状型颈动脉闭塞患者中，相应供血区的 CBF降低，且存在着两时相的灌注减

低，侧支循环评分低。结论 两延迟时相的自旋标记成像有利于症状性颈动脉狭窄的检出率，

可为症状性颈动脉狭窄诊断提供早期影像学证据，并对侧支循环血流灌注有良好的显示，联合

MRA可增加 3D-ASL的诊断效能。 

 

 
PO-088 

Gray matter networks across psychosis and their 

unaffected first-degree relatives---Findings from the 

Bipolar-Schizophrenia Network for Intermediate 

Phenotypes 

 
Zhang Wen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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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Y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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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Swee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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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yong G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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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 Lui

1
 

1.Department of Radiology， West China Hospital of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and Behavioral Neuroscience， University of Cincinnati College of 

Medicine， OH， USA 

 

 

Introduction 

By adopting a novel morphology-based connectomic analysis on B-SNIP cohort of 

patient probands within the psychosis dimensions including schizophrenia, 

schizoaffective disorder, and bipolar disorder with psychosis as well as their 

unaffected biological relatives, we aimed to characterize the topological 

organizations of psychosis-centered structural brain networks. We focused our 

primary analyses on the morphological network patterns in patients within 

psychotic diagnosis regardless of diagnoses and their unaffected relatives. 

Secondary analyses were performed to detect the specific network changes in 

different diagnoses which may relate to their specific clinical dimensions across 

the spectrum. 

Methods and materials  

All the subjects were recruited from the B-SNIP Phenotyping Consortium.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how the B-SNIP clinical population were enrolled and clinically 

assessed has been given (1). In total, 854 case subjects, including 330 psychosis 

probands (109 with schizophrenia, 88 with schizoaffective disorder, and 133 with 

psychotic bipolar disorder), 320 nonpsychotic relatives (121 of individuals with 

schizophrenia, 84 of individuals with schizoaffective disorder, and 115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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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viduals with psychotic bipolar disorder), and 204 healthy comparison subjects 

were recruited into the present study. Whole-brain structural MRI three-

dimensional acquisitions were performed on 3.0 T scanners and high resolution 

isotropic T1-weighted images were acquired with volumetric three-dimensional 

Magnetization Prepared Rapid Gradient Echo (MPRAGE) sequence following the 

Alzheimer’s Disease Neuroimaging Initiative (ADNI) protocol 

(http://www.loni.ucla.edu/ADNI/Research/Cores/). In the present study, we followed 

the methodology proposed by Tijms et al (2) to extract individual structural 

morphology brain networks from MRI, and extended it according to Batalle et al (3) 

to normalize these networks to a common comparable framework based on the regional 

Automated Anatomical Labeling (AAL) parcellation template (4). Note that in the 

present study, we use the term “connection” to refer to brain network edges 

indicating statistically similar gray matter morphology of two cubes, which can 

exist in the absence of axonal connectivity. GRETNA 

(www.nitrc.org/projects/gretna/) implemented in Matlab was used to calculate the 

topological properties of the brain networks we previously extracted. 

Results  

All patient probands, their nonpsychotic relatives and healthy controls showed a 

feature of small-world architecture (i.e., σ > 1) at all connection densities, 

following the AAL-90 parcellation whole brain schemes. With regard to global 

network properties, psychosis probands show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hen 

compared to healthy controls in the global efficiency, clustering coefficient, 

characteristic shortest path length, normalized characteristic shortest path 

length or normalized clustering coefficient. As for the nodal metrics, psychosis 

probands showed higher nodal efficiency in right olfactory cortex but lower nodal 

efficiency in the left superior temporal gyrus, right temporal pole (superior) and 

left middle temporal gyrus relative to healthy controls (corrected by FDR, p<0.05). 

By contrast, nonpsychotic relatives showed no significant inter-group differences 

in either global or nodal network properties contrasted with healthy subjects. In 

the module analysis, the inter-group comparison revealed that psychosis probands 

showed lower local efficiency of SN when compared to healthy subjects, whereas 

nonpsychotic relatives showed lower global efficiency and higher characteristic 

path length of SN relative to the health (corrected by FDR, p<0.05). No other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found with regard to the topological metrics of DMN 

or CEN in the psychosis probands or their nonpsychotic relatives in the contrast 

with healthy comparisons. 

When the analyses were conducted in each DSM diagnosis group and their counterpart 

relatives, it was found that only patients with schizoaffective disorder showed 

decreased nodal degree and nodal efficiency in the left middle temporal gyrus when 

compared to healthy controls (corrected by FDR, p<0.05), whil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found in the global network properties. Relatives of 

schizoaffective disorder did not reveal any abnormal nodal or global metrics. As 

for patients with SZ and BP,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f either global or nodal 

properties were found in these patients or their relatives respectively. In the 

module analysis, relative to healthy comparisons, SZ patients presented with a 

lower global efficiency and higher characteristic path length of DMN (corrected by 

FDR, p<0.05), whilst their relatives show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relativ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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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y controls. BP patients have lower local efficiency of SN relative to 

healthy subjects, while their relatives did not show an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Relatives of schizoaffective disorder showed lower global efficiency and higher 

characteristic path length of SN when compared to healthy subjects (corrected by 

FDR, p<0.05), whereas the patients show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inter-group difference in each group of patients or their relatives of 

the properties of CEN. 

Conclusion 

By studying a large sample of dimensional individuals with psychosis and their 

nonpsychotic relatives, our findings revealed an altered topological 

disorganization of SN toward regularization in both psychosis and their 

nonpsychotic relatives, which appears to be a familial trait linked to psychosis. 

The abnormal function of prefrontal and superior temporal regions may represent 

core components which may related to the psychosis symptomatology or represent a 

response to treatment. The specific changes of DMN in schizophrenia may be closely 

related to its clinical severity with more morbidity or disability among the 

dimension. These findings may provide important and novel insights into the 

phenotypes of morphological network alterations in psychosis. 

  

 

 
PO-089 

DCE-MRI 的直方图分析在脑胶质瘤分级当中的应用 

 
韩秋月 

无锡市人民医院 214023 

 

目的：探索动态增强磁共振成像（DCE-MRI）技术结合以整个肿瘤体积为基础的直方图

(Histogram)分析方法在脑胶质瘤分级中的应用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 31例经过 DCE-MRI检

查的胶质瘤患者，其中包括 8例低级别胶质瘤（LGG），23例高级别胶质瘤（HGG）。应用血

流动力学模型计算出各个病例的渗透参数，包括容积转运常数（K
trans

）、回流速率常数(Kep)、

血管外细胞外容积比（Ve）和血浆容积（Vp）；选取肿瘤实质区作为感兴趣区（ROI），并计算

出各渗透参数的直方图参数，包括平均值、标准差、峰度、偏度及第 90百分位数。不同级别

胶质瘤的 K
trans

、Kep、Ve和 Vp直方图参数值的比较采用 Mann-Whitney U检验，采用 ROC 分析直

方图各参数值鉴别 HGG和 LGG的诊断效能。应用组内相关系数(ICC)分析数据测量的可重复

性。结果：K
trans

值的平均值、标准差、峰度、偏度及第 90 百分位数在鉴别 LGG与 HGG中的差

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ROC分析显示以上各值在鉴别高、低级别胶质瘤中均有较好

的诊断效能，其中 K
trans

值的偏度诊断准确性最高。K
trans

值的各组 ICC值显示出较好的可重复

性。结论：DCE-MRI成像技术结合全肿瘤 Histogram分析方法在胶质瘤的分级中具有重要的应

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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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90 

帕金森病冻结步态的静息态脑功能磁共振局部一致性研究 

 
王敏,王建伟,张克忠,袁永胜,王杰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10029 

 

目的：探讨帕金森病（PD）冻结步态的脑活动局部一致性的改变和意义。方法：收集 14例帕

金森病伴冻结步态（FOG(+)）患者，16例帕金森病不伴冻结步态（FOG(-)）患者及 16例健康

对照志愿者（HC），运用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成像（rs-fMRI）观察各组间的局部一致性

（ReHo）的脑图，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及事后(Post-Hoc)t检验分析 3组间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的脑区。采用 Pearson’s相关分析来计算 FOG(+)PD组 ReHo与 FOGQ量表评分的相关

性。结果：与 HC组相比，FOG(+)PD组的 ReHo增高的脑区主要分布在右侧额中回、右侧三角

部额下回、右侧岛盖部额下回、右侧背外侧额上回、右侧中央前回及右侧辅助运动区，ReHo

减低的脑区主要分布在左侧颞下回、右侧舌回、双侧梭状回、右侧枕下回、右侧矩状裂及其周

围皮层、右侧小脑 4、5区及右侧小脑 6区；FOG(-)PD组 ReHo增高的脑区主要分布在右侧额

中回、右侧背外侧额上回及右侧辅助运动区，ReHo减低的脑区主要分布在左侧颞下回、双侧

梭状回、右侧舌回、右侧枕下回、右侧小脑 6区及右侧中央前回。而 FOG(+)PD组与 FOG(-)PD

组间比较右侧中央前回、右侧额中回、右侧额下回及右侧辅助运动区 ReHo增强，未发现明显

ReHo减弱的区域。相关分析显示，FOGQ评分与右侧小脑 6区、右侧小脑 4、5区呈正相关，相

关系数分别为 0.787、0.844；与右侧枕下回、右侧舌回、右侧梭状回呈负相关，相关系数分

别为-0.792、-0.857、-0.785。结论：帕金森病冻结步态患者存在异常的脑局部活动改变，主

要影响小脑-丘脑-皮层环路与基底节-丘脑-皮层运动环路以及参与视觉信息处理的相关皮层，

涉及运动、感觉和认知等多个传导相关通路。应用静息态 MRI研究，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提高对

帕金森病冻结步态潜在发病机制的认识。 

  

 

 
PO-091 

  3.0T 高分辨率磁敏感加权成像评估幕上脑胶质瘤磁敏感效

应：与磁共振灌注成像（PWI）对比研究 

 
邹启桂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江苏省人民医院） 210029 

 

目的：探讨 3.0T高分辨率 SWI磁敏感效应程度和 PWI-rCBV对幕上脑胶质瘤分级的准确性及二

者的相关性。 

材料与方法：经病理证实的 44例幕上脑胶质瘤患者行常规 MR平扫和增强检查、SWI和 DCE-

PWI。测量肿瘤实质及对侧正常脑组织局部脑血容量（CBV）；评估其磁敏感效应程度及 rCBV

与肿瘤分级的相关性及准确性；根据 ROC曲线选取合适临界值，评估其分级准确性。所有数据

采用 SPSS13.0软件包处理，统计前对样本数据进行正态分布及方差齐性检验。两样本均数比

较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相关性分析采用 Pearson积差相关分析和 Spearman等级相关分析，

配对资料采用精确概率法检验（Fisher
，
s exact test），P<0.05认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低、高级别脑胶质瘤肿瘤实质的磁敏感效应程度存在明显统计学差异（P<0.01）。

低、高级别星形细胞瘤肿瘤实质的磁敏感效应程度、rCBV 均存在明显统计学差异（P<0.01）;

二者与组织病理学也具有明显相关性。星形细胞瘤肿瘤实质磁敏感效应程度与 rCBV有明显相

关性。根据磁敏感效应进行星形细胞瘤分级，其灵敏度为 90.9%，特异度为 90.5%，PPV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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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3%，NPV为 95%，错分类百分比为 9.4%；ROC曲线下面积为 0.916，P<0.01。当 rCBV取

2.38时，其分级灵敏度为 100%，特异度为 71.4%，PPV为 64.7%，NPV为 100%，错分类百分比

为 18.8%分别用 SWI方法和 PWI方法进行星形细胞瘤分级的结果比较及与常规 MR方法分级结

果比较，三种方法间均存在明显统计学差异（P<0.01）。 

结论：运用 SWI方法和 PWI-rCBV方法均可以提高星形细胞瘤分级的准确性，而磁敏感效应程

度分级诊断效能更高。 

 

 

 
PO-092 

磁共振定量参数对脑膜瘤的诊断价值： 

多模态功能磁共振的对比分析 

 
徐杰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10011 

 

目的：对比不同功能磁共振成像模式下，各定量参数对脑膜瘤的诊断效能。资料与方法：23

例经手术病理确诊的脑膜瘤，术前行 MRI常规扫描和灌注检查。功能检查包括：磁共振弥散加

权成像（DWI）、动脉自旋标记（ASL）和动态弛豫对比增强（DCE）三种模式，分别在瘤体实

质区和对侧镜像脑区勾画感兴趣区（ROI），测量 DCE-MRI 定量参数：容积转运常数

（K
trans

）、返流常数（Kep）、血管外细胞外间隙容积分数（Ve）、血浆容量（Vp）、血容量

（BV）、血流量（BF）、平均通过时间（MTT）和达峰时间（TTP）；ASL-MRI定量参数：脑血

容量（CBF）；DWI-MRI定量参数：表观扩散系数（ADC）。配对 t检验观察瘤体实质区和镜像

脑区上述参数差异性，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估各参数对脑膜瘤的诊断效能。结果：

配对 t检验显示瘤区与对侧脑区灌注参数存在统计学差异定量参数中，诊断效能最高的参数为

K
trans

和 BV（DCE-MRI），当截断点（cut-off point）选取 0.164 min
-1
、16.518 ml/100g，诊

断脑膜瘤的特异性和敏感性均为 100%；诊断效能最低的参数为 ADC（DWI-MRI），当 cut-off 

point选取 0.770 ×10
-3 
mm

2
/s，诊断脑膜瘤特异性为 69.6%，敏感性为 60.9%。结论：DCE-MRI

得到的参数多、诊断效能高，K
trans

、Kep、Ve和 Vp的测量丰富了灌注信息，并能从血管通透性的

角度对结果进行分析；无需注入外源性对比剂是 ASL-MRI和 DWI-MRI最大优点，且 CBF和 ADC

也有助于脑膜瘤的诊断，但参数单一和干扰因素大，诊断效能有限。 

  

 

 

PO-093 

原发全面强直阵挛性癫痫耐药的海马功能连接研究 

 
王正阁,张冰,曹莉培 

南京市鼓楼医院 210008 

 

通过多模态功能磁共振研究原发全面强直阵挛癫痫（idiopathic generalized epilepsy with 

generalized tonic clonic seizure，IGE-GTCS）耐药患者海马的功能连接改变，分析海马在

原发全面强直阵挛性癫痫耐药机制中的作用，为癫痫患者疗效的早期评估和预后提供客观影像

学指标。纳入原发全面强直阵挛癫痫患者 62例，并招募 17名健康志愿者作为正常对照组。采

集静息态功能磁共振（rest-fMRI）数据。并对患者随访 12个月以上，根据国际抗癫痫联盟的

定义分为耐药组和药物敏感组。采用种子点的功能连接方法计算耐药的 IGE-GTCS患者海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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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网络功能损伤程度及功能连接（FC）对耐药性的早期预测。对三组进行方差分析，提取差异

脑区及种子点与差异脑区的 FC，并将功能连接差异最显著的脑区的 FC与临床数据进行相关性

分析。以左侧海马为种子点作全脑功能连接，三组之间的差异脑区为左侧丘脑、左侧壳核、左

侧楔前叶及右侧中央前回；以右侧海马为种子点作全脑功能连接，三组间差异脑区为右侧中央

前回。耐药组和药敏组左侧海马与左侧丘脑-壳核整体的 FC差异最显著，且 FC与病程负相关

（r=-0.437, p=0.02）。耐药组双侧海马的脑网络功能连接显著降低，而药物敏感组则显著升

高，提示耐药组海马的脑网络损伤严重并出现失代偿，而 DS组海马与全脑网络的功能连接代

偿能力升高。海马可能是 GTCS反复发作导致海马发生不可逆损伤及胶质细胞增生，使海马与

全脑网络的功能连接的完整性破坏，并且超过了脑网络的代偿能力，从而导致耐药性产生；优

势半球海马与同侧丘脑-壳核的 FC可能是早期预测耐药性产生的影像学标记物。 

  

 

 
PO-094 

环形小线圈联合头线圈视神经高分辨 MRI 初步临床应用 

 
戴群瑶,杨智云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510080 

 

目的 

初步探讨环形小线圈联合头线圈视神经高分辨 MRI临床应用情况。 

材料与方法 

前瞻性连续收集我院 2015年 10月至 2017年 2月期间眼科专科怀疑视神经病变的患者 66例

（男 32例，女 34例，年龄 9-63岁，平均 38±14.9 岁），MR扫描序列和方法同第一部分 C

组和 B组，并进行全脑 3D增强扫描和视神经三维重建。两位神经影像医师分别对环形小线圈

联合头线圈组（D）和头线圈组（E）图像进行阅片、评分，并分析联合组和头线圈组图像对视

神经非肿瘤性病变的显示情况。采用 Kappa检验分析两位阅片者对 D、E组图像评分的一致

性；采用配对 c2检验分析两位阅片者对这两组图像评分之间是否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为

具有统计学意义。采用非参数 Wilcoxon带符号秩检验来比较这两组图像质量评分之间是否具

有统计学差异，P<0.05为具有统计学意义。与金标准进行比较，分别计算环形线圈联合头线

圈和头线圈对视神经非肿瘤性病变显示的敏感性和特异性。 

结果 

图像质量评估纳入 112条视神经，两位阅片者对 D、E组各序列图像质量的评分结果的一致性

评价 Kappa值分别为：0.911、0.940、0.749；0.935、0.916、0.861，两位阅片者对这两组图

像的评分结果之间的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D组和 E组横断位、冠状位、矢

状位压脂 T2WI的图像质量评分分别为 3.629±0.590、3.658±0.595、3.657±0.601；

2.644±0.712、2.171±0.666、2.500±0.802。这两组线圈各序列图像质量评分结果的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P<0.05），并且 D组优于 E组。纳入视神经非肿瘤性病变 102条，环形小线圈

联合头线圈压脂 T2WI对显示视神经非肿瘤性病变的敏感性为 86%，特异性为 100%；而头线圈

敏感性仅为 38.7%，特异性为 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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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95 

Combined 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 and dynamic 

contrast enhance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or 

differentiating radiologically indeterminate 

malignant from benign orbital mass 

 
Xu Xiao-Quan,Wu Fei-Yun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210029 

 

Abstract 

Purpose: To evaluate the performance of the combination of diffusion weighted (DW) 

and dynamic contrast enhanced (DCE) magnetic resonance (MR) imaging for 

differentiating radiologically indeterminate malignant from benign orbital mass. 

Materials and methods: Sixty-five patients with orbital masses (36 benign and 29 

malignant) underwent DW and DCE MR imaging examinations for pre-treatment 

evaluation.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was derived from DW imaging data using 

mono-exponential model. Volume transfer constant (K
trans

), flux rate constant 

between extravascular extracellular space and plasma (Kep), and extravascular 

extracellular volume fraction (Ve) were calculated using modified Tofts model. The 

differences of quantitative metrics were tested using independent-samples t test.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analyses were used to determine and 

compare the diagnostic ability of each significant metric. 

Results: Malignant group demonstrated significantly lower ADC (0.711 ± 0.260 vs 

1.187 ± 0.389, P < 0.001) and higher Kep (1.265 ± 0.637 vs 0.871 ± 0.610, P = 

0.008) than benign group. Combined using ADC and Kep as the diagnostic index, 

optimal diagnostic performance (AUC, 0.941; Sensitivity, 0.966; Specificity, 0.917) 

could be achieved. The diagnostic performance of the combination of ADC and Ke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Kep alone (P = 0.006). Compared with ADC alone, combined 

using ADC and Kep also showed higher AUC (0.941 vs 0.898), although the difference 

did not reach significant (P = 0.220). 

Conclusion: Kep and ADC could help to differentiate radiologically indeterminate 

malignant from benign orbital mass. Combination of DW and DCE MR imaging might 

improve the differentiating performance. 

 

 
PO-096 

成人后髁导静脉的 CT 评估 

 
赵智勇,王振常,赵鹏飞,丁贺宇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100050 

 

目的 基于头颈部 CTA评估成人后髁导静脉的解剖学特征，为颅内静脉相关研究提供基线参

考。方法 纳入符合标准的受检者 254例（508侧），多平面重组评估后髁导静脉的有无、走

行、长度、截面积，管壁完整性，内口汇入位置，与静脉回流优势及颈静脉球窝高位关系。结

果 成人后髁导静脉发生率约 50.98%（259/508) ，性别、侧别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双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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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约 37.40%；走行为 S型者 175侧，14侧短小,呈直线型,另 70侧走行各异；长度平均约

(1.98±0.17)cm；截面积平均约 9.94mm²；管壁完整占 52.51%，3侧见管壁缺失，范围约 4-

10mm；内口汇入乙状窦下曲段占 16.60%，汇入颈静脉球占 57.53%，余汇入二者交界处；静脉

回流优势侧与对侧相比（2.36:1），导静脉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759）,粗大后髁导

静脉（截面积≥40mm²）中位于回流优势侧者占 14/19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21）；颈

静脉球窝高位侧后髁导静脉出现率较无高位侧低（158:9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28）。结论 后髁导静脉在不同个体间走行、长度、截面积等差异很大，高分辨 CT可

用于评估后髁导静脉的解剖学特征。 

 

 

PO-097 

扩散张量成像在甲状腺相关眼病视神经病变（DON）激素冲击

治疗后全视路功能修复评价中的应用 

 
刘萍,张菁 

湖北省武汉市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5 

 

背景及目的：甲状腺相关眼病视神经病变（DON）是 TAO患者的常见并发症，一经诊断须立即

干预，否则会引起失明，严重影响患者生存质量。本研究通过比较激素冲击免疫抑制治疗前后

视路各部分磁共振扩散张量成像（MRI-DTI）多参数值的变化，探讨视路 DTI成像在 DON患者

激素冲击治疗后视路功能修复评价中的价值。 

材料与方法：回顾性分析 2015.1-2017.3月我院眼科及内分泌科诊断 DON并接受激素冲击治疗

75例患者，所有患者于治疗前后均行眼部 MRI常规序列及视路 DTI功能成像。经随访研究，

纳入 20例 DON激素冲击治疗有疗效患者。使用 DTIstudio软件分析处理图像，获得治疗前后

视路各部分 DTI相关参数值（λ1、RD、MD、FA），并应用恰当的统计学方法分析。 

结果：20例 DON激素冲击治疗有效患者，视神经及视束各 DTI参数值较治疗前有显著改变：

λ1、RD及 MD值降低，FA值升高。视神经及视辐射纤维束容积增加。 

结论： 联合视路 MRI-DTI成像及 DTIstudio软件可以用于评价 DON患者视路各段在激素冲击

治疗后功能修复状况。 

  

 

 
PO-098 

鼓膜张肌圆腱、鼓膜张肌半管与咽鼓管半管的 HRCT 研究 

 
杨想春,马鸣岳,董季平,徐敏,邬小平,杨军乐 

西安市中心医院 710003 

 

目的：用 HRCT MPR及 CPR观察并测量鼓膜张肌圆腱、鼓膜张肌半管与咽鼓管半管。 

方法：对 66例颞骨行 HRCT，男 35例，女 31例；平均年龄 36.2岁。鼓膜张肌圆腱及半管正

常 96耳，左侧 46耳，右侧 50耳；咽鼓管正常 108耳，其中左侧 54耳，右侧 54耳。中耳炎

26耳，颞骨骨折 4耳，中、外耳畸形 5耳，肿瘤 1耳。均行鼓膜张肌圆腱、半管与咽鼓管半

管 CPR重建，并测量。 

结果：CT CPR可清晰显示诸结构全貌。圆腱及鼓膜张肌半管，左侧 46耳：夹角（轴位）

97.7±9.6°、（冠状面）130.2±8.7°，圆腱长 2.2±0.4mm，圆腱宽 0.6±0.3mm，骨性鼓膜

张肌半管长 12.4±1.8mm，内口宽 2.3±0.5mm、中段 1.8±0.3mm、外口 0.9±0.2mm；右侧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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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夹角（轴位）103.3±13.3°、（冠状面）129.0±8.0°，圆腱长 2.2±0.4mm，圆腱宽 0. 

7±0.1mm，骨性鼓膜张肌半管长 12.8±1.7mm，内口宽 2.3±0. 6mm、中段 1.7±0. 3mm、外

口 1.0±0.2mm。骨性咽鼓管，左侧 54耳：长度 9.2±1.6mm、内口宽度 1.0±0.3mm、中段

2.2±0.6mm、外口 3.2±0.5mm；右侧 54耳：长度 9.3±1.7mm、内口宽度 0.9±0.2mm、中段

2.3±0.5mm、外口 3.2±0.6mm。测量数值，经统计学处理，男、女及左、右侧对比无差别。

中耳炎 26耳圆腱增粗。颞骨纵行骨折 4耳中，1耳为锤砧关节脱位伴圆腱断裂及鼓膜张肌半

管外侧骨折，1耳为锤骨头骨折致圆腱迂曲，其余 2耳圆腱及鼓膜张肌半管正常。2耳慢性中

耳炎合并胆脂瘤伴听骨链破坏，患侧鼓膜张肌半管及咽鼓管半管的外口及骨性间隔破坏。1例

外耳道癌术后 6年复发并广泛破坏。 

结论：HRCT CPR可在一幅图像上清晰显示双侧鼓膜张肌圆腱、鼓膜张肌半管及骨性咽鼓管，

是研究其影像解剖及病变的可靠方法。 

  

 

 

PO-099 

鼻咽癌甲状腺转移 1 例 

 
胡艳,舒健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646000 

 

病例简介：患者男，53岁，5年前确诊为鼻咽癌，定期接受放化疗并随访。患者近日无意间扪

及颈前包块，遂再次入院就诊。颈部增强 CT示：鼻咽左侧壁稍增厚伴左侧咽隐窝变浅；甲状

腺左侧叶体积增大伴密度广泛减低，其内见点状钙化灶；颈前区甲状软骨上方类圆形软组织结

节影，大小约为 2.7cm×1.9cm
 
，病灶呈均匀强化，与甲状腺峡部分界不清。

18
F-FDG PET/CT

最大密度投影（MIP）示右上颈部、甲状腺区域、纵隔及左侧腋窝多发显像剂浓聚。断层图像

示甲状腺左侧叶及颈前区软组织结节显像剂浓聚，SUVmax约为 7.7；左侧腋窝多发淋巴结增大

伴显像剂浓聚。为明确甲状腺肿块继发于鼻咽癌还是存在第二原发肿瘤，患者行颈前包块及双

侧甲状腺腺叶部分切除术。术后病理示“颈前区包块”查见转移性癌； “双侧甲状腺部分腺

叶”组织中查见异形细胞巢，免疫组化结果示：CK5/6（+），P63（+），CKL（-），EMA（-

），P53（+ 15%），Ki-67（+ 15%）及原位杂交 EBER（+），系非角化性鳞状细胞癌，结合临

床，多系鼻咽癌转移。 

讨论：甲状腺转移癌临床极为少见，虽有尸检报道称甲状腺转移癌高达 24%，但临床及病理很

少能发现甲状腺转移癌。本文报道了一例鼻咽癌的甲状腺转移。鼻咽癌虽然常发生淋巴结转移

及远处转移，但转移至甲状腺十分罕见，目前国内外报道不足十例。尽管鼻咽癌转移到甲状腺

通常预后很差，但通过相关的影像学及病理检查提前发现甲状腺的转移，并采取相应的治疗方

案，会明显延长患者的生存期。所以有恶性肿瘤病史的患者在进行影像学检查时，发现甲状腺

肿块，
 18
F-FDG PET/CT示甲状腺肿块显像剂异常浓聚，不论 SUVmax值的高低，均应做进一步

检查如细针穿刺等来排除原发或继发性的甲状腺肿瘤。确定甲状腺肿块性质后，结合患者病情

制定出最佳治疗方案，避免不必要的手术治疗，以提高患者的生存期及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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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00 

Histogram analysis of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maps for the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lymphoma and 

metastatic lymph nodes of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in 

head and neck region 

 
Wang Yanjun

1
,Xu Xiaoquan

2
,Wu Feiyun

2
,Ju Shenghong

1
 

1.Zhongda Hospital， Medical School of Southeast University 

2.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Purpose: To investigate the role of first-order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ADC) histogram analysis for differentiating lymphoma from 

metastatic lymph nodes of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SCC) in head and neck region. 

Material and Methods: 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 data of 67 patients (lymphoma, 

n=20; SCC, n=47) with malignant lymphadenopathy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SCC group was divided into nasopharyngeal SCC and non-nasopharyngeal SCC group. 

The ADC-histogram features (ADC10, ADC25, ADCmean, ADCmedian, ADC75, ADC90, skewness and 

kurtosis) were derived and then compared by independent-samples t test and one-

way analysis of variance test respectivly.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analyses were employed to investigate diagnostic performance of the 

significant parameters. 

Results: Lymphoma showed significantly lower ADCmean, ADCmedian, ADC75 and ADC90 than 

SCC (All Ps<0.05). Setting ADC90=0.719×10
-3
 mm

2
/s as the threshold value, optimal 

diagnostic performance was achieved (AUC, 0.719; sensitivity, 95.7%; specificity, 

50.0%). Subgroup analyzes show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lymphoma and 

NPC (All Ps>0.05). Lymphoma showed significantly lower ADC25, ADCmean, ADCmedian, 

ADC75 and ADC90 than non-nasopharyngeal SCC (All Ps<0.05). Optimal diagnostic 

performance (AUC, 0.847; sensitivity, 86.7%; specificity, 80.0%) could be achieved 

when setting ADC90=0.943×10
-3
 mm

2
/s as the threshold value. 

Conclusion: Given its limitations, our study has shown that first-order ADC 

histogram analysis is capable of differentiating lymphoma from metastatic lymph 

nodes of SCC, especially those of non-nasopharyngeal SCC.  

  

 

 

PO-101 

Crouzon 综合征一例报道和其随年龄增长的 

动态影像学特征分析 

 
柏梅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0032 

 

目的：通过一例 Crouzon综合征患儿随年龄增长其影像学表现的分析，总结该病的动态影像学

特征。 

方法：一例 Crouzon综合征的影像检查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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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一男婴出生后即出现颅骨形态失常，生后 25天我院头颅 MRI即见头颅形态失常呈尖头

畸形，脑容量左右对称、脑中线结构居中。患儿 4月龄、7月龄时随访头颅 MRI颅骨畸形越加

显著，呈不规则尖头畸形，左侧颅腔容量较右侧越来越小，中线结构右偏随患儿发育越加显

著，并见胼胝体薄、侧脑室积水。7月龄时头颅 CT三维重建显示颅盖骨改变包括矢状缝联合

右侧冠状缝早闭，前囟门大、膨隆，颅盖骨呈前额部不规则尖耸、右侧额顶骨外凸、后枕部低

矮改变，枕顶骨脑回压迹异常显著，颅底骨和眼眶改变包括蝶骨发育不良、蝶骨大翼向前外侧

移位导致眼眶变浅、双侧眼球外凸、眼距增宽、视神经迂曲。 

结论：Crouzon综合征患儿通常出生后就可发现颅颌面骨发育异常，并随患儿生长发育而病情

逐渐进展。 

 

 
PO-102 

104 例儿童眶周皮样囊肿及表皮样囊肿分布与 CT 影像表现 

 
王进华,俞瑶涵,陈中雨,陆斌,胡颖姿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310003 

 

【摘要】目的: 探讨 104例儿童眶周皮样囊肿和表皮样囊肿的分布及 CT影像表现。方法：回

顾性分析 104例经病理证实的 2013年 1月至 2016年 3月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住院

的儿童眶周皮样囊肿和表皮样囊肿患儿的临床和 CT影像资料。所有病例均行多排螺旋 CT图像

后处理：包括多平面重组（MPR）、最大密度投影（MIP）及容积再现技术（VR）；病变按眶骨

CT四象限定位法定位；采用 SPSS22.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104例患儿手术中位数年龄

为 2岁 11月。眶骨 CT四象限定位法显示病变位于眶外上象限外眦区（OC-UO）62例

（59.6%），眶内上象限内眦区（IC-UI）24例（23.1%），眶外上象限眉弓区（G-UO）13例

（12.5%）和眶内上象限眉间区（I-UI）5例（4.8%），病灶与额颧缝、额筛缝关系密切。103

例病灶最大径＜2.0 cm，G-UO病灶均值为（1.10±0.31）cm，与 IC-UI、I-UI病灶大小有统

计学差异（P<0.05）；I-UI 病灶均值为（0.64±0.14）cm，与 G-UO、OC-UO有统计学差异

（P<0.05）。病灶形态 G-UO呈扁平状 69.2%（9/13例），I-UI、IC-UI类圆形分别是 80.0%

（4/5例）、91.7%（22/24 例），不规则形及哑铃状位于 OC-UO。28例（26.9%）I-UI及 G-UO

对周围骨质有轻度压迫，而压迫明显者位于 OC-UO。病变平均 CT值为-5.2±22.0 HU，不同部

位的病灶 CT值无统计学意义。结论：采用眼眶 CT四象限法有助于病变定位和描述，不同部位

的儿童眶周皮样囊肿和表皮样囊肿具有一定的 CT影像学特征。 

  

 

 

PO-103 

Temporal Contrast-enhanced High-resolution CT 

Evaluation of Pulsatile Tinnitus after Sigmoid Sinus 

Wall Reconstruction 

 
heyu ding,Zhao Pengfei,Wang Zhenchang 

Beijing Friendship Hospital 100050 

 

Objectives: To analyze pulsatile tinnitus(PT) imaging features following sigmoid 

sinus wall reconstruction(SSW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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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Following SSWR, temporal contrast-enhanced high-resolution CT images from 

33 PT cases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based on follow-up time: the short- to medium-term follow-up group(≤18 

months, 12 cases) and long-term follow-up group(>18 months, 21cases). The density 

and morphology of the mending materials were analyzed. Postoperative venous sinus 

changes were evaluated. Imaging manifestations of the surgical approach and 

adjacent operative field structures were observed. 

Results: 1. Mending materials: The mean CT values in the two groups show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P=0.000). The complete cortical bone rate in the long-term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P=0.001) than that in the short- to medium-term 

group. 2. Venous sinus: Eleven patients showed varying degrees of remnant Sigmoid 

sinus wall dehiscence (SSWD); twenty two cases showed well-repaired dehiscent 

sigmoid sinus walls; and nine cases showed remnant sigmoid sinus diverticulum(SSD). 

3. Surgical approach: Sixteen cases(60.6%) had lateral wall defects of temporal 

bone on the affected side, and five cases(15.2%) had lateral wall defects of 

sigmoid sinus wall on the affected side. 4. Adjacent structures: The mending 

materials and normal mastoid bone structure showed complete fusion(n=12, 36.4%), 

partial fusion(n=16, 48.5%) or complete separation(n=5, 15.2%). 

Conclusion: Temporal contrast-enhanced high-resolution CT can be used to observe 

the imaging features of PT following SSWR, and the density and morphology of the 

mending materials, venous sinus, surgical approach and adjacent structures showed 

certain regularity on CT images. 

  

 

 

PO-104 

腮腺占位病变中双源 CT 虚拟平扫代替常规平扫的可行性研究 

 
杨亚英,张隐迪,郑凌琳,陈帅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650031 

 

目的 探讨腮腺占位性病变检查中双源 CT虚拟平扫代替常规平扫的可行性。资料与方法  回

顾性分析在我院行双源 CT检查并经外科手术取得病理证实的腮腺占位性病变共 35例（包括腮

腺多形性腺瘤 13例，腺淋巴瘤 14例，17个病灶，恶性肿瘤 5例，炎性病变 3例），38个病

灶。所有患者均进行常规平扫及双能量增强扫描。利用 Liver VNC软件处理得到动脉期虚拟平

扫图像，比较常规平扫与虚拟平扫图像上显示腮腺占位能力的一致性,计算两组图像对腮腺

良、恶性肿瘤及炎性病变诊断准确率；常规平扫及虚拟平扫正常腮腺组织、病灶区、颌下腺、

胸锁乳突肌、下颌骨平均 CT值、信号噪声比（SNR）、对比噪声比（CNR）、图像质量评分、

辐射剂量、有效辐射剂量（ED）。结果  常规平扫及虚拟平扫均能显示病灶,其显示病灶一致

性较好（Kappa=0.77），两者对于诊断腮腺良、恶性肿瘤、炎性占位准确率较高；常规平扫与

虚拟平扫主观图像质量评分分别为 4.34±0.80、4.17±0.82，两者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35例腮腺占位患者下颌角层面胸锁乳突肌、颌下腺及正常腮腺的平均 CT值均无统

计学意义（P>0.05）,腮腺占位灶及下颌骨平均 CT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腮腺占位

灶 SNR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CNR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双能量双期

扫描有效剂量低于常规三期扫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降低辐射剂量约 38.6%。结

论  TNC与 VNC在腮腺占位检出及诊断中具有很高一致性，且 VNC辐射剂量更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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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05 

Assessment of Cochlea Endolymphatic Hydrops Using 3-D 

FLAIR and 3-D Real IR Sequence in Guinea Pigs via 3T 

MRI After Intratympanic Gadolinium: A 

Histopathological Comparison 

 
Wang Feng,Sha Yan,Lu Ping,Zhao Menglong 

Eye and ENT Hospital of Fudan University 200031 

 

Objective:We assessed whether the three-dimensional fluidattenuated inversion-

recovery (3-D FLAIR) and three-dimensional inversion-recovery with real 

reconstruction (3-D real IR) sequences can be used to detect cochlea 

endolymphatic hydrops (EHs) in guinea pigs using 3 Tesla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3T MRI). The results of 3-D real IR imaging were compared with 

histopathological outcomes. 

Materials and Methods:Fourteen healthy men and women albino guinea pigs were used 

in this study. Their right ears received procedures that promoted EHs, and their 

left ears were used as untreated controls. High-resolution 3T MRI, combined with 

the intratympanic injection of gadolinium(Gd) in both ears, was performed 8 to 12 

weeks after surgery. Both sides of the cochlea midmodiolar sections were 

observed under a light microscope and saved as the histopathological images. The 

signal-to-noise ratios (SNRs) and contrast-to-noise ratios (CNRs) between the T2-

weighted 3-D FLAIR and T2-weighted 3-D real IR sequences were compared. The 

appearance of EHs in the basal, second, third, and apical turns of the cochlea 

was further evaluated using 3-D FLAIR, 3-D real IR, and the histopathological 

images. Moreover, the maximum scala media area ratios (SMRs) on the 

histopathological sections were compared with the grading of the EHs on the 3-D 

real IR sequence with regard to each turn of the cochlea. Results: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found between the 3-D FLAIR and 3-D-real IR sequences with 

regard to the SNRsand CNRs (p<0.05): the 3-D FLAIR sequence exhibited higher SNRs 

(SNRROI: 347.95 105.01; SNRB:103.2817.61) compared with the 3-D real IR 

sequence(SNRROI: 86.7130.11; SNRB: 11.113.45), whereas the 3-D real IR sequence 

showed higher CNRs (2.780.58) compared with the 3-D FLAIR sequence 

(2.180.55). Various degrees of EHs were observed in each turn of the cochlea in 

the experimental ears on the basis of the histopathological images. Thirteen, 10, 

4, and 0 EHs were observed in the basal, second, third, and apical turns of the 

cochlear using 3-D FLAIR images, respectively, whereas 14,14, 14, and 13 EHs were 

found using 3-D real IR images, respective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found 

between the two sequences when evaluating the second, third, and apical turns of 

the cochlear but not with regard to the basal turn (p<0.05). The SMRs were 

proportional to the extent of the EHs on 3-D real IR imaging in each turn of the 

cochlea. Conclusions:3-D real IR images are clearer than 3-D FLAIR images, and 

they can display cochlea EHs more precisely using 3T MRI in guinea pigs. The 

extent of the EHs on 3-D real IR imaging was more consistent with 

the histopathological observations in each turn of the cochl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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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06 

患有搏动性耳鸣症状的硬脑膜动静脉瘘核磁诊断 

 
邬海博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00191 

 

 

【摘要】目的：评估颅脑 MR对患有搏动性耳鸣的硬脑膜动静脉瘘检出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及一

些征象的评估与分析。方法：分析 2013--2017年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因搏动性耳鸣入院，经

DSA诊断硬脑膜动静脉瘘的 17例患者资料，同时行脑部 MR 、MRA或数字血管造影(DSA)检查

的患者。由 2位放射科医师在不知结果的情况下，评估以下征象的发生情况：颈外动脉分支不

对称增粗 7例 ；颅底血管丛不对称增多 14例；静脉窦表面毛糙散乱 10例，静脉窦狭窄 8

例；引流静脉及静脉窦增宽 9例，部分表现为蛛网膜下腔内增宽 T2WI及 T2*流空血管，部分

为脑内皮质静脉不对称增粗；动脉与静脉的关系清晰可见 13例；远端皮层静脉扩张或返流 9

例；静脉窦血栓 1例；脑水肿、颅内出血 3例。 

结论：硬脑膜动静脉瘘是指硬脑膜动脉经瘘口直接流入静脉窦、脑膜静脉或皮层静脉的一种动

静脉分流，不经过毛细血管网。约占脑血管畸形的 10-15%。当发现患有搏动性耳鸣颅底动静

脉瘘时，颅脑 MR或 MRA对于以上征象的评估具有很大的意义。 

 

 

 
PO-107 

A preliminary study for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diffusion kurtosis in head and neck lesions 

 
Yang Gongxin 

Shanghai 9th people's hospital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200011 

 

Purpose: To evaluate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diffusion kurtosis imaging (DKI) in 

the differentiation among different lesions in head and neck. 

Material and method： A total of 62 patients(28 malignant and 34 benign) involved 

with head and neck lesions were recruited in this study. Prior to surgery and 

pathologic verification, conventional maxillofacial MR imaging performed employing 

a 6 extended b-value of 0, 250, 500, 750, 1000 and 1500s/mm
2
. Mean kurtosis（MK） 

and mean diffusivity（MD） from DKI were calculated respectively. Discriminant 

Analysis was used for classification of subtypes of lesions. Pearson chi-square 

test and Kruskal-Wallis test were  performed to see differences of diagnostic 

value of MD,MK and MD combined MK. 

Result：MD of the benign lesion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malignant 

tumors (P=0.005, 0.022 respectively). MK of other benign tumor(0.64±0.22)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Warthin tumors (1.39±0.20),malignant 

tumors(1.12±0.52) and inflammation (1.11±0.44) with P value of 

＜.001, .001, .021,respectively. MD combined MK performed a higher diagnostic 

accuracy in the classification of different subgroups(58.1%)  than MD or MK only 

（with P value of ＜.001，0.004，respectively）. However, according to MD and M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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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found in the differentiation of different subgroups

（P=0.25）. 

Conclusion：MK combined MD could demonstrates more information in the diagnosis of 

different lesions in head and neck.  

 

 

PO-108 

视神经脊髓炎谱系疾病患者的脑弥散峰度成像研究 

 
李晴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100730 

 

 

目的 通过对比分析视神经脊髓炎谱系疾病（NMOSD）患者与正常人的 DKI差异，

探讨 NMOSD 患者脑微细结构改变特征及其与 EDSS 视功能评分及血清 AQP4-IgG 含量

的相关性，以期为早期诊断 NMOSD及揭示其脑改变提供依据。材料与方法 收集

NMOSD患者 12例，对患者视功能进行评分并进行 DKI检查，收集 12例年龄、性别

相匹配的正常人作为对照组。应用 Matlab软件进行后处理，得到两组的 FA、MD、

MK、AK、RK图。选取初级视觉皮层、联合视觉皮层、胼胝体膝部和压部、双侧内

囊前肢和后肢、双侧视辐射、大脑脚、海马及丘脑为感兴趣区，计算相应参数值。

分析患者与正常人 DKI 参数值的差异，并对患者脑 ROI的 DKI参数值与 EDSS 视功

能评分及血清 AQP4-IgG 值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 与正常对照组相比，NMOSD 组初

级视觉皮层区 FA、MK及 AK值降低，MD值升高（p＜0.05）；双侧视辐射、海马及

联合视觉皮层 FA值及左侧视辐射 RK值减低，双侧海马、右侧大脑脚 MD值增高（p
＜0.05），而 MK值及 AK值与正常对照组相比无统计学差异（p＞0.05），但患者

组存在下降趋势。双侧视辐射 AK值与 EDSS视功能评分之间呈负相关，右侧大脑脚

MD值与 EDSS视功能评分之间呈正相关（p＜0.05）；左侧视辐射 AK值和右侧大脑

脚 FA值与血清 AQP4-IgG 值之间呈负相关，右侧大脑脚 MD值血清 AQP4-IgG 值呈正

相关（p＜0.05）。双侧视辐射、海马 FA值、左侧视辐射 RK值和双侧海马 MD值与

EDSS视功能评分或血清 AQP4-IgG含量之间均无相关性（p＞0.05）。结论 DKI技

术能敏感检测出脑内、皮层及皮层下纤维微细改变。NMOSD患者视辐射及视觉皮层

微细结构均发生变化，双侧视辐射、右侧大脑脚 DKI参数与患者视功能和血清

AQP4-IgG 含量之间具有相关性，提示部分 DKI参数有可能作为临床疾病诊疗及分

级的潜在标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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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09 

高眼压性青光眼患者脑结构连接损伤及重塑机制研究 

 
李婷,鲜军舫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100730 

 

目的：探讨高眼压性青光眼(HTG)患者 90个大脑脑区之间的结构连接变化特点，分析各脑区间

白质纤维的数量、长度以及各向异性分数的变化特点，为阐明该病脑损伤及代偿的潜在机制提

供客观依据。 

材料与方法：本研究收集 17名 HTG患者及 17名性别年龄匹配的正常受试者。所有受试者均接

受眼底镜检查、视野检查、眼压测量。应用 3.0T磁共振扫描仪采集受试者的扩散张量成像数

据。根据自动解剖标记模板(AAL)将患者和对照组受试者的大脑分割为 90个脑区，计算每两个

脑区之间的结构连接系数，提取连接系数异常的脑区之间的白质纤维数量、长度和 FA值。采

用独立样本 t检验比较 POAG 患者与对照组受试者之间各项指标的差异。 

结果：HTG患者左侧眶部额上回-左颞中回、左岛盖部额下回-左内侧额上回、右直回-左前扣

带回和旁扣带回、左海马-左颞上回结构连接增加（p＜0.01），其中左侧眶部额上回-左颞中

回、左岛盖部额下回-左内侧额上回、右直回-左前扣带回和旁扣带回的白质纤维数量增多，FA

值增大，纤维长度增大（p＜0.05）；左背外侧额上回-右豆状苍白球、左距状裂周围皮层-左

嗅皮质、左侧岛叶-左杏仁核、右海马-右枕下回、右海马-右颞中回、左海马-左舌回、左海马

-左楔前叶、右海马旁回-右楔前叶结构连接减低（p＜0.01），其中左背外侧额上回-右豆状苍

白球、左距状裂周围皮层-左嗅皮质、左侧岛叶-左杏仁核、右海马-右枕下回、右海马-右颞中

回、左海马-左舌回白质纤维数量减少，FA值减低，纤维长度减小（p＜0.05）。 

结论：HTG患者视皮层、情绪相关皮层、记忆相关皮层间结构连接减低，白质纤维束减少，长

度变短，髓鞘完整性减低，提示 HTG可导致视觉、情绪及记忆相关神经元的轴突损伤。HTG患

者额叶、颞叶及扣带回间的脑结构连接增加，白质纤维数量增多、长度增加，这提示该病患者

脑内结构出现重塑，可能为一种代偿机制。 

 

 
PO-110 

Feasibility Study of Using Intravoxel Incoherent 

Motion MRI to Detect Parotid Gland Abnormalities in 

Early-Stage Sjogren Syndrome Patients 

 
Su Guoyi,Xu Xiaoquan,Wu Feiyun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210029 

 

Purpose: To determine whether intravoxel incoherent motion (IVIM) MR imaging could 

detect parotid gland abnormalities in Sjögren syndrome (SS) patients, that were 

not identified by conventional MR imaging. 

Materials and Methods: Ten consecutive patients with clinically proven SS that 

were not identified by conventional MR imaging were assessed by IVIM MR imaging at 

3.0-T MRI scanner. Quantitative parameters (tissue diffusivity, D; pseudo-

diffusion coefficient, D
*
; perfusion fraction, f) derived from IVIM MR imaging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SS group and healthy control group (n = 15).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curve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each significant param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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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Excellent Inter- and intra-reader agreements were obtained during the 

measurement of D, f and D
*
 value (Inter-reader, 0.980, 0.942 and 0.883; intra-

reader, 0.991, 0.952 and 0.896, respectively). All the three parameters of SS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healthy group (D, 1.049 ± 

0.056×10
-3
 mm

2
/s vs 0.976 ± 0.116×10

-3
 mm

2
/s, P = 0.012; D*

, 20.410 ± 1.786×10
-3
 

mm
2
/s vs 18.764 ± 2.433×10

-3
 mm

2
/s, P = 0.013; f, 0.207 ± 0.003 vs 0.182 ± 0.002, 

P = 0.004). ROC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f value had the best diagnostic 
performance (AUC, 0.712; Sensitivity, 0.80; Specificity, 0.57; Cut-off value, 

0.185) in detecting the parotid gland abnormalities in early SS patients. 

Conclusion: IVIM MR imaging could detect parotid gland abnormalities in SS 

patients and further serve as a predictor for early SS disease.  

  

 

 

PO-111 

磁共振动态增强定量参数分析联合 3.0T RESOLVE-DWI 

技术对腮腺肿瘤的鉴别诊断价值 

 
黄楠,曹代荣,方哲明,陈谭辉,张宇阳,佘德君,郭伟,杨谢峰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1 

 

目的 探讨磁共振动态增强定量参数分析联合 3.0T RESOLVE-DWI对腮腺肿瘤的鉴别诊断价值。 

材料与方法 回顾性分析 43 例（共 47个病灶）经手术病理证实的腮腺肿瘤的临床及影像学资

料，其中良性 43例，恶性 4例。所有患者均行常规 MRI平扫、动态增强及 RESOLVE-DWI 检

查。采用 Tofts两室模型进行分析，获得肿瘤感兴趣区 Ktrans值、Kep值及 Ve值。RESOLVE-

DWI测量肿瘤感兴趣区 ADC 值。绘制 ROC曲线获得 Ktrans值、Kep值及 Ve值及 ADC值对腮腺

肿瘤的鉴别诊断效能，根据最大约登指数确定最佳诊断界值。计算 Ktrans值、Kep值及 Ve值

及 ADC值单独鉴别诊断腮腺肿瘤的敏感度、特异度，并计算 DCE定量参数联合 ADC值鉴别诊断

腮腺肿瘤的敏感度、特异度。 

结果 腮腺良性肿瘤（不含 warthin瘤）、warthin瘤、恶性肿瘤 ADC值分别为

(1484.43±385.79)mm
2
/s、（747.94±144.066）mm

2
/s、（1235.38±346.16）mm

2
/s，各组 ADC

值两两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腮腺良性肿瘤（不含 warthin瘤）与 warthin

瘤、warthin瘤与恶性肿瘤各组 Ktrans值、Kep值及 Ve值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ROC结果示 Ktrans值、Kep值、Ve值及 ADC鉴别 warthin瘤与恶性肿瘤的敏感

性/特异性分别为 71.4%/100%、92.9%/100%、100%/85%、100%/80%。Ktrans联合 ADC鉴别

warthin瘤与恶性肿瘤的敏感度 85.7%，特异度 100%。 

结论 DCE定量参数分析及 RESOVE-DWI技术能较好的鉴别 warthin瘤与其他腮腺良性肿瘤、

warthin瘤与腮腺恶性肿瘤；DCE定量参数分析联合 RESOVE-DWI技术进一步提高腮腺良恶性肿

瘤鉴别诊断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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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12 

基于 CT 图像纹理特征分析鉴别甲状腺乳头状癌颈侧方转移淋

巴结与增生性淋巴结 

 
任玲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0001 

 

 

目的：采用 CT平扫+增强图像纹理分析鉴别甲状腺乳头状癌患者颈侧方转移性淋巴结与增生性

淋巴结，回顾性评估纹理分析对淋巴结性质的鉴别诊断效能。 

材料与方法：回顾性纳入 2015年 1月至 2015年 6月期间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行颈部

CT平扫+增强检查且均进行颈侧方淋巴结清扫的经病理证实的甲状腺乳头状癌患者。排除有伪

影干扰的图像，选择在三个期相均能清晰显示的淋巴结，包括 31例患者的 67枚增生性淋巴结

和 35例患者的 74枚转移性淋巴结。利用纹理分析软件 MaZda对选取图像分析，提取纹理特征

值，再应用 MaZda软件包的 B11应用程序进行降维后纹理特征的数据分析和分类，计算出其识

别增生性和转移性淋巴结的错误辨别率。 

结果：在颈部 CT平扫+增强扫描中，动脉期鉴别增生性淋巴结与转移性淋巴结的纹理特征四种

判别方法错误辨别率均为最低（0.7%-14.08%）；三个期相，均是 MPF降维并应用 NDA 分析，

错误辨别率最低（0.7%-2.94%）；三个期相，四种降维方法的纹理特征判别分析中，NDA错误

辨别率最低（0.7%--14.39%）。 

结论：Mazda纹理分析软件的不同纹理特征选择方法以及不同分析方法对甲状腺乳头状癌患者

颈侧方转移性淋巴结与增生性淋巴结鉴别的错误辨别率均较低，其中 MPF降维并应用 NDA 分析

鉴别效果最好。CT图像纹理分析是鉴别甲状腺乳头状癌患者颈侧方增生性淋巴结与转移性淋

巴结的可靠定量方法。 

 

 
PO-113 

左侧颌下腺放线菌病一例 

 
赵智勇,王振常,赵鹏飞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100050 

 

病例资料：患者,男，57岁,职员，发现左侧下颌区肿物 5天，约核桃大，伴吞咽疼痛，渐加

重，遂于口腔科颌面外科门诊就诊，予希刻劳口服 2天，自觉疼痛稍缓解。吸烟 30余年，10-

20支/天。家族中无类似病史。查体：面部左右不对称，张口度三指,左颌下腺区可触及一肿

物，双合诊大小约 4.0cm×2.5cm×2.0cm，质硬，表面结节状，界清，活动尚可，压痛

（+）。余无殊。口内检查：口腔卫生状况差，牙石（+++），软垢（+++），大量色素，16、

17、27缺失，前牙列普遍 I°-II°松动，磨牙普遍可及 2-3度根分叉病变，牙龈红肿，探诊

易出血，附着丧失约 3-4mm。口腔黏膜颜色质地正常。双侧腮腺及颌下腺导管无红肿，挤压腺

体有清亮色液体流出。超声表现：B超提示左颌下腺体内低回声团块，质地中等偏硬，活动度

尚可，边界清。CT表现：左侧颌下腺肿大，见一软组织密度肿块，大小为 4cm×3cm×3cm，颌

下腺前内侧缘不清，病变向右侧蔓延，颌下腺导管受压，形态改变。颌下腺后下部分腺体组织

形态密度尚可，病灶平扫 CT值约 49HU（图 1），增强后病变不均匀明显强化（图 2），病灶

沿下颌骨内侧缘向上达腭扁桃体水平，内侧与口底舌肌分界不清，骨质结构未见破坏。双侧腭

扁桃体肿大。颈区（Ⅰ、Ⅱ、Ⅲ、Ⅳ）见多发大小不等淋巴结影，呈类圆形，最大者短径为

1.1cm。全麻下行"左颌下肿物切除术+备左颌下腺体摘除术+备做肩胛舌骨上颈部淋巴结清扫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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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理见：左颌下结节可见分化良好的涎腺上皮细胞、嗜中性粒细胞、组织细胞及少量菌

落，考虑为颌下腺放线菌感染（图 3）。 

 

 

PO-114 

Pulmonary hypertension parameter assessment by 

electrocardiographically gated computed tomography 

coronary angiography: normal limits by age, gender, 

and body surface area  

 
Tang Xin,Zhu Xiaomei,Liu Wangyan,Xu Yi,Tang Lijun,Zhu Yinsu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210029 

 

OBJECTIVES: To determine gender- and age-specific normal reference values for 

pulmonary hypertension (PH) parameters in no-pulmonary hypertension adult subjects 

by using electrocardiographically (ECG)-gated computed tomography (CT) coronary 

angiography in an adult Chinese population. 

METHODS: In a population of individuals suspected of having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and undergoing ECG-gated CT coronary angiography (CTCA), we excluded 

subjects with hypertension, diabetes, PH, history of pulmonary embolism, and other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that may cause PH. In total, we enrolled 575 subjects and 

measured PH parameters, including main pulmonary artery (MPA) and right pulmonary 

artery (RPA) diameter, MPA and RPA distension, ratio of MPA to ascending aorta 

diameter (MPA/AAO), and ratio of right ventricular to left ventricular diameter 

(RV/LV). MPA and RPA diameters also were normalized to BSA (nMPA, nRPA). 

RESULTS: Age, gender, and BSA were associated with PH parameters. Age was an 

independent predictor of all PH parameters. Mean MPA diameter (26.4 ± 2.8 mm), 

RPA diameter (20.9 ± 3.1 mm), nMPA (15.7 ± 2.0 mm/m
2
), nRPA (12.4 ± 2.0 mm/m

2
), 

and RV/LV (0.86 ± 0.12) increased with age. MPA/AAO (0.80 ± 0.10), MPA 

distension (24.5% ± 8.1%), and RPA distension (22.6% ± 7.7%)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age. Although absolute MPA and RPA diameters were slightly larger 

in males, females had significantly larger nMPA and nRPA values. MPA diameter, RPA 

diameter, and RV/LV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BSA. 

CONCLUSIONS: Using ECG-gated CTCA, we determined normal reference values of PH 

parameters for no-pulmonary hypertension adult subjects, and these values were 

variably influenced by age, gender, and BSA. 

  

 

 
PO-115 

冠状动脉 CT 血管成像在评估冠状动脉侧支循环中的应用价值 

 
谢丽响,徐凯,刘忠啸,胡春峰,许旭光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22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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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评估 CT血管成像显示冠状动脉侧支循环的能力，探讨冠状动脉侧支循环形成的影响因

素。 

方法  1. 回顾性分析入组患者资料。以 CAG为金标准评估双源 CT冠状动脉血管成像发现侧

支循环的敏感度和特异度。2. 并且以 Rentrop分级法为标准评价 CTA误诊和漏诊的情况；分

析单支血管闭塞侧支循环来源情况。3.应用 Kappa系数检验评估 CAG及 CTA这两种分级标准的

一致性。4. 根据冠状动脉造影结果，入组患者分为有侧支循环组及无侧支循环组，侧支循环

良好组及侧支循环不良组。对上述患者临床资料、 病变影像特征等进行组间比较分析。 

结果  1. 共有 125例患者入组，其中 69例患者 CAG影像上发现至少 1处 CCC。以 CAG为金

标准，双源 CTA发现 CCC患者的敏感度为 73.9%，特异度为 87.5%；发现 CCC血管的敏感性为

80.7%，特异度为 91.2%。2. RCA闭塞时侧支循环主要来源左冠； 左冠闭塞时，侧支循环主要

来源 RCA。3. CAG共发现侧支循环 88支，CTA共诊断侧支循环 77支，两种分级标准间存在较

高的一致性（Kappa=0.608，P＜0.001）。4.有侧支循环组闭塞病变长度较无侧支循环组闭塞

病变长度更长；侧支循环不良组闭塞病变长度较侧支循环良好组闭塞病变长度更长。有侧支循

环组闭塞病变近端 CT值低于无侧支循环组闭塞病变近端 CT值。5. Logistic逐步回归分析，

发现闭塞病变长度、闭塞病变近端 CT值及空腹血糖是预测侧支循环的重要因素。 

结论  1. CTA在评估冠状动脉血管闭塞患者侧支循环中有很大价值。2. RCA闭塞时侧支循环

主要来源 LAD及 LCX； LAD 或 LCX闭塞时，侧支循环主要来源 RCA。3. 有侧支循环患者闭塞

病变长度长于无侧支循环组、而闭塞病变近端 CT值低于无侧支循环组。4. 闭塞病变长度、闭

塞病变近端 CT值及空腹血糖是预测侧支循环的重要因素。 

 

 
PO-116 

中老年人心肌淀粉样变性 CMR 表现 

 
张旻,罗晓捷,崔亚东,陈敏 

北京医院 100730 

 

【目的】  回顾性分析 4例中老年心肌淀粉样变性的临床资料以及心脏磁共振影像（CMR）特

点，以提高诊断水平。 

【方法】  分析 2012年 12月至 2016年 12月在北京医院诊治并经病理证实的心肌淀粉样变

性中老年患者 4例，总结患者性别、年龄、临床表现、CMR 影像特点和病理特点、治疗方式和

预后。 

【结果】  患者平均年龄约 68岁（57~72岁），病程较长（9个月~36个月），4例均出现血

清 N末端 B型利钠肽原、肌钙蛋白增高并表现为不同程度的左室收缩功能障碍，3例心律失

常，2例低电压及病理 Q波，3例血尿轻链水平增高。超声心动图可见心肌增厚，室间隔为

著，诊断为非梗阻性肥厚性心肌病。CMR显示左室心肌非对称性增厚，心肌质量明显增加，但

心腔无扩大，心肌运动减低，收缩及舒张功能不全，左室心肌呈弥漫心内膜下或透壁延迟强

化。4例经病理证实为原发性系统淀粉样变性轻链型（AL 型），3例通过心外组织活检、1例

尸检，其心脏外受累主要表现为肾、肝、肠道、周围神经、皮肤。1例应用 PD及 MD方案化

疗，无心脏不良事件发生；2例明确诊断但放弃治疗；1例明确诊断较晚，且未进行有效治

疗，死亡。 

【结论】  1.中老年人心肌淀粉样变性主要表现为心肌肥厚及左室功能不全，及早明确病因

并进行化疗，能够改善患者预后，提高其生活质量；2.CMR 在心肌淀粉样变性的诊断中起重要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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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17 

光谱 CT 低 KeV 成像与混合能量成像对冠脉支架体模显示能力

的比较研究 

 
杨林林

1
,侯阳

1
,马跃

1
,贾政

2
 

1.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2.飞利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医疗保健事业部 

 

 

目的：通过光谱 CT冠脉扫描 60KeV成像结合低浓度对比剂与常规冠脉 CT扫描对冠脉支架模体

显示能力的比较，探讨光谱 CT低 KeV成像显示冠脉支架的能力。方法：选取 15根内置 2.5 

mm～4.0 mm支架的人造血管，并注入碘对比剂使管腔内 CT值为 300HU。采用 IQon光谱 CT行

100kv常规扫描及 120kv光谱扫描，通过调节管电流，使二者辐射剂量相当。光谱数据采用

SBI重建及 60KeV分析（A组），常规扫描采用 iDose
4
重建（B组）及全模型迭代 IMR重建（C

组）。对上述 3组图像进行主观图像质量评价（Likert 5分法）及客观图像质量评价（ALN、

SNR、CNR）。各组间主观指标经 Kappa分析一致性后，采用 Wilcoxon秩和检验进行比较；客

观指标采用多个独立样本 Kruskal-Wallis检验，组间采用单因素 ANOVA(k样本)分析进行比

较。结果：图像质量主观评分一致性良好（Kappa=0.814），A组主观图像质量评分为

（4.13±0.15）分，显著优于其他两组（2.92±0.12 vs3.03±0.24）分（P <0.05）；各组间

ALN有统计学差异（p＜0.05），A组支架 ALN最低(23.34±7.87)%，显著低于 B、C组

(43.41%±0.75%&49.38%±1.64%)。各组间 CNR及 SNR比较，A、C两组图像 SNR显著高于 B组

（A组：26.08±3.74，B组：11.05±3.53，C组 31.06±15.21，P＜0.05），A、C两组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148）。A、C两组图像 CNR显著高于 B组（A组：13.55±4.03，B组：

6.06±3.77，C组 16.17±15.58，P＜0.05），A、C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456）。结论：光谱 CT60KeV单能量重建得出的冠脉支架图像优于常规扫描迭代重建图像，

支架内径测量结果更接近于真实内径。 

 

 
PO-118 

穿刺针道肺组织 CT 值对 CT 引导经皮肺穿刺活检术后气胸的

定量预测价值 

 
张寒菲,廖美焱,朱冬勇,陈杰,王艳芳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医学影像科 430071 

 

目的：分析沿穿刺针道肺组织 CT值对 CT引导经皮肺穿刺术后气胸发生的定量预测价值。 

方法：回顾性分析 2005-2015 年在我院影像科行 CT引导经皮肺穿刺活检且病灶深度≥1cm 的

病例。收集年龄、性别，病灶直径、深度、部位，穿刺的体位、次数、角度，穿刺术后肺出

血，穿刺针道肺组织的 CT值等信息。依据术后是否出现气胸及气胸的程度（轻、中、重度）

对上述信息进行分组。通过单因素分析及多因素逻辑回归分析，统计影响 CT引导经皮肺穿刺

活检术后气胸发生的独立性危险因素。利用 ROC曲线计算沿穿刺针道肺组织的 CT值预测术后

气胸发生价值最高的阈值点。 

结果：共纳入 667例病例，包括男性 456例，女性 221例。气胸发生率为 40.18%（272 / 

677），其中轻度 82.35%（224 / 272），中度 13.97%（38 / 272），重度 3.68%（10 

/272）。仅 3.31%（9 / 272）需要穿刺抽气或置管引流。肺出血的发生率为 68.09%（461 / 

677），其中轻度 45.34%（209 / 461），中重度 54.66%（252 / 461）。沿穿刺针道肺组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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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 CT值≤850HU (P≤0.01)，病灶直径≤2cm (P=0.01)和穿刺次数>2次(P=0.04)是影响术

后气胸发生的独立性危险因素，且随着 CT值的降低，气胸的发生率及程度增高。肺出血 

(P<0.01)是气胸发生的保护性因素。沿穿刺针道肺组织的最小 CT值为-900.5HU对术后气胸发

生的预测价值最高。 

结论：沿穿刺针道肺组织的 CT值可定量预测穿刺术后气胸的发生。当沿穿刺针道肺组织的最

小 CT值≤-850HU，气胸可能发生；沿穿刺针道肺组织的最小 CT值为-900.5HU对术后气胸发

生的预测价值最高。此方法为穿刺医生选择合适的穿刺路径提供了客观、简便的方法，可减少

穿刺术后气胸的发生率。病灶直径和穿刺次数是术后气胸发生的独立性危险因素。肺出血是气

胸发生的保护性因素。 

 

 
PO-119 

Wall Shear Stress Is Associated With severity of 

Idiopathic Pulmonary Arterial Hypertension  

 
Wu Tong,Shi Jingyun 

Shanghai Pulmonary Hospital，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Abstract 

Background: Idiopathic Pulmonary arterial hypertension (IPAH) is a life-
threatening disease characterized by increased pulmonary vascular resistance (PVR) 

that can ultimately lead to right heart failure and death. 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is to correlate wall shear stress (WSS) with hemodynamic metrics and disease 

severity, which are well correlated with disease outcome in IPAH. 

Methods: 
Patient-specific contrast-enhanced computed tomography chest images were used to 

construct subject‑specific pulmonary artery models and quantify flow features and 

wall shear stress (WSS) in 13 IPAH patients with moderate to severe disease and 5 

age and sex matched controls. 

Results:  
Three‑dimensional model reconstruction showed IPAH patients have significantly 

larger main, right, and left pulmonary artery diameters. The level of WSS in IPAH 

patients is remarkably lower than normal controls (0.14 ± 0.03 pa vs 0.57 ± 0.18 

pa, p < 0.01). As PVR increases, and the pulmonary arteries lowering of WSS. There 

is a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WSS and PVR (R = 0.64, P < 0.05) and a positive 

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WSS and CO (R = 0.65, P < 0.05). The levels of WSS 

come down as the clinical severity increase. And the difference of WSS among 

three different severity groups i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4). 

Conclusions: 
WSS has the potential to be a viable and clinically useful noninvasive metric of 

IPAH disease seve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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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20 

不同病理类型肺磨玻璃结节的 CT 诊断价值 

 
赵娇,伍建林 

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16001 

 

目的：探讨肺磨玻璃结节的影像学特征能否鉴别浸润前病变、MIA和 IA。 

材料与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 104例经手术切除的 GGN患者，经病理证实浸润前病变 44 例，

MIA23例，IA37例。主要症状包括：咳嗽咳痰 32例，胸痛或胸部不适 23例，咯血者 3 例，体

检或意外发现 46例。所有入组病例术前 2周内均接受常规 CT扫描（GE Lightspeed 16 

MSCT）检查，CT扫描参数为：扫描范围从肺尖至肺底，扫描参数：常规层厚 1mm，100-120 

kV，100-200mA。所有 CT图像传输至图像后处理工作站肺窗显示（窗位:-600 HU，窗宽:1200 

HU）。由２名高年资胸部影像医师采用双盲法分别阅片协商后取得一致意见，评价指标包括：

密度类型、病灶边缘、血管集束征、胸膜凹陷征、空气支气管征及病灶直径。所有数据均采用

SPSS22.0统计学软件分析处理，计数资料采用χ
2
检验，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

示，多组间计量资料比较采用方差分析，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104例 GGN中，pGGN69 例（66.3%），mGGN35例（33.7%）。其中病灶边缘光滑 74例

(71.2％)，分叶 29例(27.9％)，毛刺 1例(1.0％)，血管集束征 89例（85.6%），胸膜凹陷征

47例（45.2%），空泡征或空洞/空腔 13例(12.5％)，空气支气管征 21例（20.2%），各种征

象经χ
2
检验分析发现 3组病例在病灶边缘、胸膜凹陷征、空泡征或空洞/空腔、空气支气管征

以及密度类型方面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在血管集束征方面无统计学差异（P＞
0.05）。并且，IA的直径（1.63±0.63）cm明显大于 MIA（1.16±0.31）cm、浸润前病变

（0.96±0.29）cm，差异具有明显的统计学差异（P<0.001）。 

结论：对 GGN的影像学特征进行分析有利于诊断和鉴别肺部浸润前病变、MIA及 IA。 

  

 

 
PO-121 

吸烟者双呼吸相 MDCT 扫描气道径线与肺气肿及 

空气潴留的相关性研究 

 
苏维维, 夏艺,范丽,刘士远,肖湘生,管宇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200003 

 

目的 MDCT定量分析无症状吸烟人群肺部气道径线、肺气肿指数（EI）及空气潴留（AT），并

探讨气道径线参数分别与肺气肿指数及空气潴留的相关性。方法  32例无症状吸烟者（吸烟

组）和 10例不吸烟者（对照组）均 MDCT吸气末及呼气末双气相扫描，应用 COPD自动分析软

件测量第 1～3级气道管腔面积的呼吸比值（LA-E/I）、气肿指数（EI）、平均肺密度呼吸比

值（E/IMLD）及呼吸相对容积改变（RVC），比较吸烟组与对照组左肺、右肺及全肺各参数的差

异，采用 Pearson或 Spearman相关分析各级气道径线参数与 EI、空气潴留指标相关性。结果 

吸烟及对照组左肺、右肺及全肺的 LA-E/I 、EI、E/IMLD 及 RVC比较均无统计学差异（p＞

0.05），但与对照组比较，吸烟组第 1～3级气道 LA-E/I以及 RVC值减小，E/IMLD 值增大，且

吸烟组 1～3级气道 LA-E/I 值与 E/IMLD、RVC呈正相关，相关性在第 2、3级气道较 1级气道

大。两组气道径线与 EI均未见相关性。结论  MDCT呼吸双相扫描能有效评价吸烟者气道及

肺实质的改变，且空气潴留指标较肺气肿指标对吸烟者气道变化更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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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22 

体素内不相干运动扩散加权成像预测 

非小细胞肺癌侵袭性的初步研究 

 
江建芹

1,2
,崔磊

2
,徐高峰

1
,符益纲

1
 

1.盐城市第一人民医院（南通医学院第四附属医院） 

2.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南通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研究体素内不相干运动扩散加权成像（IVIM）参数值（D、D*和 f）和表观扩散系数

（ADC）值在术前预测非小细胞肺癌（NSCLC）分化程度、淋巴结转移及胸膜侵犯的价值。 

材料与方法：收集 39例经手术确诊为 NSCLC的患者，在术前一周内行 Siemens 3T Verio MRI

检查，包括常规平扫、自由呼吸 IVIM（10个 b值，b=0～1000 s/mm
2
）及 DWI（b=0、300、800 

s/mm
2
）成像。由 2名测量者采用体积法分别独立测量获得 D、D*、f均值、ADC均值（ADCmean）

和 ADC最小值（ADCmin）。采用组内相关系数（ICC）评价各参数值在测量者间的可重复性。采

用独立样本 t检验或 Mann-Whitney检验比较各参数值在不同分化程度肺癌、有无淋巴结转

移、有无胸膜侵犯的肺癌中的差异。通过 ROC曲线分析，寻求预测 NSCLC分化程度、淋巴结转

移及胸膜侵犯的最佳参数和最佳阈值。 

结果：各参数值的测量可重复性较好，除了 D*（ICC＜0.75）。D值、ADCmin在低分化肺癌中明

显低于中高分化的肺癌（t/P 分别为 4.478/＜0.001、3.051/0.001）；有淋巴结转移组的 D值

明显低于无淋巴结转移组（t/P为 2.708/0.010）；有胸膜侵犯组 D值明显低于、f值明显高

于无胸膜侵犯组（t/P分别为 2.504/0.017、-3.032/0.005）。ROC曲线分析显示，D值预测

NSCLC分化程度及淋巴结转移的曲线下面积（AUC）最大（分别为 0.858、0.761）。f值预测

NSCLC胸膜侵犯的 AUC最大（0.766）。 

结论：IVIM纯扩散参数 D值能在术前更好地预测 NSCLC分化程度及淋巴结转移，IVIM灌注分

数 f值能在术前更好地预测胸膜侵犯情况。 

  

 

 
PO-123 

肺内淋巴结 CT 表现特点及与类似淋巴结的鉴别诊断 

 
唐丽萍 1 于晶 1 朱瑞萍 2 伍建林 1 

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16001 

 

目的 探讨肺内淋巴结（IPLNs）CT表现特点，并对比分析与其类似肺结节 CT表现异同，旨在

提高诊断与鉴别诊断准确性。方法 收集 2010年 3月至 2016年 12月经手术病理证实 IPLNs 

38例（共 49枚）资料，男 21例、女 17例（平均 56.3±7.7 岁）；收集同期类似的 75 例

（共 80枚）恶性肺结节和 28例（共 33枚）良性肺结节为对照组，均在 1.0mm薄层后处理图

像上观察和分析如下 CT征象：位置、形态、大小、密度、边界、分叶征、毛刺征，周围改变

（线状致密影、胸膜凹陷征、血管集束征）等。结果 IPLNs 发生肺下叶者 71.4%（均气管隆突

水平以下）；呈类圆形者 69.4%，大小 0.26～1.28cm（平均 0.66±0.23cm），其中≤1.0cm 者

91.8%；多发者 26.3%；实性结节占 98.0%，边界清楚光滑占 98.0%；距胸膜下≤1.0cm 者占

91.8%（紧贴叶裂或胸膜者 40.8%）；结节周边线状致密影者 44.9%。与对照组比较，其发生位

置与相似的良恶性肺结节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67）；其结节大小两两比较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P＜0.05）；其 CT值为正值，明显高于其他两组负值（P＜0.05）；而恶性结节毛

刺征、分叶征、胸膜凹陷征及血管集束征均高于 IPLNs与良性结节（P＜0.05）；但 IPLNs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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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线状致密影多于另两组（P＜0.0167）。经 ROC分析，IPLNs与恶性结节在大小及 CT值的最

佳临界值分别为 0.76cm和-25HU，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 0.837、0.887，敏感度及特异度

分别为 71.4%、82.5%和 90.7%、77.2%。结论 . IPLNs的 CT表现具有一定特征性，其中好发

隆突以下水平、结构致密（CT值为正值）、边缘锐利、小于 1.0cm及线状致密影等特点有助

于提示诊断，其与恶性结节最佳大小临界值 0.76cm，最佳 CT值临界值-25HU 

 

 
PO-124 

成人先天性心脏病合并肺动脉高压的磁共振评价 

 
陈友三

1
,孔祥泉

2
,吴文骏

2
,王冰

2
 

1.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总医院 

2.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放射科 

 

目的：近年来, 成人先心病患者的数量不断增加，其中大约有 5% ～ 10%的成人先心病患者最

后发展为不同程度的肺动脉高压， 从而影响患者的生存质量和预后。本研究旨在探讨心脏磁

共振在成人先天性心脏病合并肺动脉高压诊断中的价值。材料和方法：对 24例超声及右心导

管确诊先天性心脏病肺动脉高压的成人患者行心脏磁共振检查。心脏磁共振扫描序列包括水平

长轴、垂直长轴、左心室短轴位真实稳态进动快速成像、黑血序列及平行于三尖瓣短轴位真实

稳态进动快速成像电影序列。分别测量左右心室舒张末期容积和收缩末期容积、左室和右室搏

出量和射血分数。结果：成人先天性心脏病合并肺动脉高压包含室间隔缺损 6例、房间隔缺损

11例、动脉导管未闭 3例、主动脉骑跨 1例、永存动脉干 1例、右室双出口 1例、心内膜垫

缺损 1例。心脏磁共振异常表现还包括右心室扩大 22例、右心房扩大 13例、左心室扩大 3

例、左心房扩大 6例、右心室室壁增厚、肌小梁粗大 22例、非致密心肌增厚 12例、室间隔平

直或凸向左心室 8例、肺动脉干增粗 24例、三尖瓣关闭不全 8例、肺动脉瓣关闭不全 6例。

右心室舒张末期容积为 243.6±155.5ml，收缩末期容积为 144.5±122.1ml、射血分数

47.7±16.8%，左室舒张末期容积为 123.2±56.4ml，收缩末期容积为 59.4±37.0ml，射血分

数 54.0±12.1%。结论：心脏磁共振能准确显示成人先天性心脏病的病变类型，并测量各房室

容积、功能，将有助于更为准确的分类、分级诊断及预后判断，具有重要意义。 

 

 
PO-125 

Score for Lung Adenocarcinoma in China with EGFR 

Mutation of Exon 19: Combination of Clinical and 

Rad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alysis 

 
shi zhang,Liu Qi,Lu Jianping,Jiang Tao 

Changhai Hospital Affiliated to Secon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200433 

 

Objective: To build a scoring system to predict EGFR exon 19 mutation in patients 

with lung adenocarcinoma by using a combination of clinical and radiological 

features. 

Methods: Enrolled in this study were 1691 patients with lung adenocarcinoma who 

underwent both chest CT scan and detection of EGFR gene mutation between June 2011 

and June 2016. Qualitative evaluation of the clinical and radiological features 

included 25 aspects. Statistical analysis was used to assess the associa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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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e features between the EGFR wild type and exon 19 mutation, based on which a 

clinical scoring system for EGFR exon 19 mutation was built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al model and the experience of the radiologists. 

Results: Of the 601 finally included patients, 142 exhibited EGFR exon 19-mutation 

and 459 without EGFR mutation. EGFR exon 19 mutation was correlated with the 

female gender (OR, 0.269; 95% CI, 0.182-0.398), emphysema (OR, 0.202; 95% CI, 

0.110-0.368), small tumor maximum diameter (OR, 0.357; 95% CI, 0.235-0.542), 

fibrosis (OR, 0.168; 95% CI, 0.083-0.339), and pleural retraction (OR, 2.170; 95% 

CI, 1.434-3.285). The clinical scoring model assigned 3 points to the female 

gender, 2 points to small tumor maximum diameter (≤34.5mm), 2 to the absence of 

emphysema, 2 to the absence of fibrosis, and 1 to the presence of pleural 

retraction. 

Conclusions: The scoring system based on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clinical 

and radiological features may prove to be a new alternative to the prediction of 

EGFR mutation subtypes. 

 

 
PO-126 

双源 CT 双能量肺灌注成像对 COPD 患者自动定量评估 

及其与肺功能、肺气肿指数相关性研究 

 
李一鸣

1
,杨磊

2
 

1.天津市人民医院 

2.山东省泰山医学院附属新泰医院 

 

目的  探讨双源 CT双能量肺灌注成像自动定量分析肺灌注相对增强值与肺功能检查参数、肺

气肿指数的关系，评估 COPD 全肺及区域肺功能。方法  对于 62例 COPD 患者进行双源 CT双

能量肺灌注增强扫描及肺功能检查。通过 Siemens Syngo. via 工作站肺双能量软件进行自动

定量分析全肺及区域肺灌注相对增强值及肺气肿指数。使用肺功能检测仪获得肺功能参数，测

定的主要指标有 FVC、FEV1 、FEV1/FVC、FEV1/Pred。应用 SPSS20.0统计分析软件处理数

据。Pearson相关分析肺功能参数与全肺灌注相对增强值、肺气肿指数的相关性，以及区域肺

相对增强值与区域肺气肿指数的相关性，定义 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计量资料用均数±

标准差表示。结果  全肺相对增强值与 FEV1(r=0.480,P=0.025)、FEV1%预计值

(r=0.601,P=0.001)、FVC (r=0.526,P=0.011)、FEV1/FVC(r=0.539,P=0.010)均呈正相关。全

肺肺气肿指数与 FEV1(r=-0.574,P=0.004)、FEV1/Pred(r=-0.605,P=0.002)、FVC (r=-
0.572,P=0.004)、FEV1/FVC(r=-0.474,P=0.022)均呈负相关。全肺相对增强值与全肺肺气肿指

数呈负相关(r=-0.605,P=0.000)。各区域肺相对增强值与对应的区域肺气肿指数中度负相关

(P<0.05)。结论 COPD患者应用双源 CT双能量肺灌注自动定量肺相对增强值与肺气肿指数、

肺功能参数具有相关性，可用来评估肺实质破坏及气道阻塞程度；区域肺相对增强值与区域肺

气肿指数中度相关；COPD患者应用双源 CT双能量肺灌注自动定量软件可快速对全肺、区域肺

灌注及肺气肿进行独立定量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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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27 

16cm 宽体探测器 CT 自由呼吸下高心率患者 CCTA 的应用价值 

 
陈玉环,贺太平 

陕西中医药大学 712000 

 

目的 探讨 16cm宽体探测器自由呼吸下高心率患者 CCTA图像质量与诊断准确性评价。材料和

方法  搜集 GE Revolution CT 未控制心率且扫描心率高于 80bpm的 CCTA 检查患者共 43例

（A组扫描 HR≥85bom共 17 例、B组为 bpm80≤HR<85bpm 共 26例），其中行冠状动脉造影

（CAG）共 12例，CAG检查设备为 GE Innova3100造影机，CAG结果由两名心血管专科医生判

读。 CCTA管电压固定为 100KV，自动管电流，NI=25，自动匹配前置 Asir-V，后置 Asir-V固

定为 50%，对比剂自动跟踪触发技术（bolus-tracking）扫描，用冠状动脉特异性自动心脏最

佳相选择技术(smartphase )自动选取最佳重建时相并进行冠状动脉运动追踪冻结技术（SSF） 

图像重建。分别由两名具有 8年以上诊断心血管疾病经验丰富的放射科医生采用美国心脏协会

（AHA）冠状动脉改良分段方法共分 13段进行 5分法图像质量主观评分（5分最好，1 分最

差，≥3分为可诊断），协商一致取最终评分。以 CAG检查结果作为金标准，进行 CCTA 诊断

成功率分析与 DSA冠脉狭窄程度分析。记录两组辐射剂量。结果 平均有效辐射剂量为

2.0±0.9mSv。平均心率为 90.4±17.1bpm，最高为 100.1±34.0bpm，最低为

82.4±10.1bpm。对 132个血管中的 543个冠状动脉段进行了分析，均符合诊断要求（表

1）。右冠状动脉图像质量评分为 3.8±0.5，左前降支动脉为 4.0±0.5，左回旋动脉为

4.0±0.4 CCTA 与 DSA之间冠状动脉狭窄程度无显着性差异（P>0.05)。（表 2）结论  宽体

探测器 CT自由呼吸下高心率患者 CCTA检查具有较好的图像质量，且诊断准确性可靠。 

  

 

 
PO-128 

能谱 CT 定量分析在评估实性肺浸润性腺癌 

生长方式中的初步研究 

 
李琦,罗天友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目的：初步探讨能谱 CT定量分析在评估实性肺浸润性腺癌生长方式中的价值。方法：收集我

院行手术切除并经病理证实的肺浸润性腺癌患者 43例，术前均行能谱 CT平扫及增强扫描且表

现为实性结节或肿块。根据肺浸润性腺癌的生长方式，将所有患者分为 A组（以腺泡或乳头状

生长方式为主，共 27例）和 B组（以微乳头或实体生长方式为主，共 16例），比较两组中肺

癌预后相关因素及各期能谱 CT定量参数并作统计学分析，应用 ROC曲线评估能谱 CT定量参数

在鉴别实性肺浸润性腺癌生长方式中的诊断效能。结果：（1）不同生长方式肺浸润性腺癌预

后相关因素的比较：①肿瘤大小：B组中直径＞3 cm者多于 A组（P＜0.05）；②淋巴结转移

情况：B组淋巴结转移阳性率高于 A组（P＜0.05）；③远处转移情况：A、B两组远处转移阳

性率无显著差异（P＞0.05）；④术后病理 TNM分期：A组中Ⅰ～Ⅱ期腺癌多见，B组中Ⅲ～Ⅳ

期腺癌多见（P＜0.05）；⑤分化程度：A组以中高分化腺癌多见，B组以低分化腺癌多见，其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2）不同生长方式肺浸润性腺癌各期能谱 CT定量参数的比

较：A、B两组在平扫、动脉期及静脉期能谱衰减曲线 K40～65keV、平扫 Eff-Z及水（碘）浓

度、动脉期及静脉期碘（水）浓度均有统计学差异（P＜0.05）。A组平扫、动脉期及静脉期

能谱衰减曲线 K40～65keV、平扫 Eff-Z、动脉期及静脉期碘（水）浓度均高于 B组，A组平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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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碘）浓度低于 B组。如以平扫能谱衰减曲线 K40～65keV 0.92作为诊断阈值，其判断生长

方式的敏感度为 70.4%，特异度为 87.5%。结论：不同生长方式的实性肺浸润性腺癌预后也不

同，能谱 CT定量参数能够初步评估实性肺浸润性腺癌的生长方式，有助于判断患者预后。 

  

 

 

PO-129 

能谱 CT 平扫定量分析鉴别诊断周围型肺癌与结核球 

 
李琦,罗天友,梁远凤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目的：探讨能谱 CT平扫定量分析在周围型肺癌和结核球鉴别诊断中的应用价值。方法：回顾

性分析于我院接受能谱 CT扫描并经病理证实的单发肺结节或肿块患者 51例，其中结核球 15

例（结核组），周围型肺癌 36例（肺癌组）。分析并比较两组平扫能谱 CT定量参数指标，包

括 40～140 keV单能量 CT值、能谱曲线走势及斜率、基物质对浓度和有效原子序数(Eff-Z)。

结果：肺癌组 40～70 keV单能量 CT值均高于结核组（P 均＜0.05），而两组间 80～140 keV

单能量 CT值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肺癌组平扫能谱曲线走势均呈快速递减型

（36/36，100%），结核组能谱曲线走势呈平直型（11/15，73.33%）和弓背上抬型

（4/15,26.67%）；肺癌组 40～65 keV、65～90 keV、90～140 keV平扫能谱曲线斜率（K40～65 

keV、K65～90 keV、K90～140 keV）均高于结核组，分别为 0.96±0.49 vs 0.01±0.26（t=7.01），

0.14±0.11 vs -0.09±0.07（t=7.71），0.07±0.04 vs -0.01±0.02（t=9.20）（P 均＜

0.01）。肺癌组钙（水）浓度高于结核组（5.01±2.81 vs -0.94±1.65 mg/cm
3
）（t=9.43，

P＜0.01），而脂（水）浓度低于结核组（-223.42±136.62 vs 77.97±88.08 mg/cm
3
）（t=-

9.36，P＜0.01）；两组水（钙）浓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10）。肺癌组 Eff-Z明显高于

结核组（7.83±0.15 vs 7.50±0.09）（t=9.31，P＜0.01）。结论：周围型肺癌与结核球具

有不同的能谱 CT定量参数指标，能谱 CT平扫即可为两者的鉴别诊断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信息。 

 

 
PO-130 

MR 自由呼吸 T1 Star VIBE 高分辨率成像 

对周围型肺结节征象的显示 

 
党珊,韩冬,段海峰,雷雨欣,陈晓侠,马光明,田骞,路栓红,于楠,杨祺,唐慧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712000 

 

目的：通过比较 MR T1 Star VIBE 与 MSCT对肺结节基本征象的显示，探讨 MR 高分辨率成像

技术 T1 Star VIBE用于评价周围型肺结节形态学征象的可行性。 

方法：前瞻性地纳入了 38例 CT检查发现周围型肺结节的患者，男 23例，女 15例，平均年龄

为 64岁，CT检查后 48h内行胸部 MR检查。两名放射医师分别对 MR及 CT图像病灶形态学征

象（分叶、毛刺、胸膜凹陷、棘突、空洞、空泡、钙化）进行观察。观察顺序为先看 MR 图

像，一个月后再看 CT图像。使用 CT作为参照标准，按照征象显示与否分为两类；MR评估采

用 5分法（无 1分，可能无 2分，模棱两可 3分，可能有 4分，有 5分）。两名医师观察结果

不一致时协商统一。使用 ROC曲线评估 MR对肺结节形态学征象的显示能力。 

结果： 共纳入 40个结节，以 CT为标准，MR对周围型肺结节分叶征的显示敏感性及特异性分

别为 90.0%、100%，曲线下面积为 95.2%；毛刺征敏感性及特异性分别为 88.5%、78.6%，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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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积为 83.9%； 胸膜凹陷征敏感性及特异性分别为 61.9%、73.7%，曲线下面积为 71.9%；

棘突征敏感性及特异性分别为 90.9%、85.7%，曲线下面积为 86.1%；空洞敏感性及特异性分别

为 100%、100%，曲线下面积为 100%；空泡敏感性及特异性分别为 87.5%、96.9%，曲线下面积

为 92.8%。其中 4例结节出现钙化，T1 Star VIBE显示不良。 

结论: MR T1 Star VIBE序列对周围型肺结节毛刺征、分叶征、棘突征、空洞征、空泡征显示

敏感性高，可以用于评估肺结节形态学征象，因此对于需要反复复查等不适宜做 CT的肺占位

病人，MR T1 Star VIBE序列可作为避免辐射的第一选择。 

  

 

 

PO-131 

深度卷积网络骨抑制成像（deepBSI）与多种影像学检查 

方法诊断肺内孤立性结节应用价值 

 
吴杰芳

1
,秦耿耿

1
,阳唯

1,2
,文婵娟

1
,何子龙

1
,陈卫国

1
 

1.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2.南方医科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院 

 

目的：分析标准胸部 X线片结合深度骨抑制成像（deepBSI）与多种影像检查方法在肺内孤立

性结节诊断中的应用价值。方法：在我院 2017年 2月至 7月所有行常规后前位胸部 X 线片检

查中筛选出 310例患者（男 188例，女 122例），年龄 18-72岁（平均 46.78岁），所有病例

均行胸部 DR、双能量减影（DES）、数字化断层融合（DTS）及胸部 CT检查，以 CT为金标

准，其中 200例确诊肺内孤立性结节，110例肺内无结节。所得 310张普通胸片均行骨抑制后

处理，得到相应骨抑制骨像及软组织像。由 10位放射科医师（5位高年制及 5五位低年制）

采用双盲法对 DTS、DR+DES、DR+BSI、DR四种检查图像进行独立阅片，比较四种阅片模式下医

师对肺内孤立性结节的诊断水平。结果：阅读 DTS平均 ROC曲线下面积（0.985±0.0125）、

DR+DES平均 ROC曲线下面积（0.962±0.0036）、DR+BSI（0.959±0.0221）、DR平均 ROC曲

线下面积（0.921 ±0.0116），四种阅片模式下差异均具有统计意义（均 P<0.001）。结论：

DTS对于肺内孤立性结节的检查率明显高于 DES、BSI及 DR，DES、BSI对肺内孤立结节的检出

率相仿，且均高于 DR。数字化断层融合技术（DTS）及双能量减影（DES）虽可提高肺内孤立

性结节的检出，但两种检查方法均需额外增加辐射剂量及机器设备，图像容易产生呼吸伪影。

深度卷积网络骨抑制成像（deepBSI）可在不需额外增加辐射剂量及增加额外机器设备情况

下，剔除掉胸部 X线片上的骨骼结构，保留重要的肺内正常软组织及异常病灶，提高医师诊断

肺内结节水平及提高诊断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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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32 

Dual-energy spectral CT in patients with lung cancer : 

correlation with degree of tumor differentiation and 

ki-67 expression level 

 
Lin Liaoyi,Zhang Ying,Huawewi Wu 

Renji Hospital，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200127 

 

PURPOSE  To investigat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quantitative parameters of dual-

energy spectral computed tomography (DESCT) imaging and histological 

differentiation degrees and ki-67 expression level of lung cancers. 

METHOD AND MATERIALS  57 patients with lung cancer lesions underwent preoperative 

dual-energy spectral CT imaging and surgical resection were retrospectively 

evaluated. 57lung cancer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low-grade(including 2 well and 

32 moderately differentiated cancer) and high-grade (including 23 poorly 

differentiated and 1 undifferentiated cancer) groups based on their pathological 

findings.The Ki-67 indexes were examined by immunohistochemistry in 54 lung cancer 

patients and divided into low expression (ki-67≤30%) and high expression (ki-

67>30%) groups by ki-67 cut-off level of 30%. Enhancement CT values in 70 keV 

monochromatic images and iodine concentrations(IC) in iodine-based material 

decomposition (MD) images were measured,normalized iodine concentrations (NIC) 

were obtained by normalizing iodine concentrations to the aorta ,and the spectral 

curve slopes were also calculated in both arterial phase (AP) and venous phase 

(VP). Independent sample t test was used to compare Continuous variables . 

  

RESULTS 

  

The IC ,NIC and spectral curve slopes in the low grade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high grade group in both AP and VP (all p<0.05). The enhancement 

CT values in 70 keV were no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the low grade and the 

high grade groups in both AP and VP(p>0.05).And the ki-67 indexes between the two 

grade cancer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the high grade group had a 

higher expression of Ki-67(p<0.001).As for ki-67 , the IC ,NIC and spectral curve 

slopes in the low express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high 

expression group in both AP and VP(all p<0.05). The enhancement CT values in 70 

keV were no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the low grade and the high grade 

groups in both AP and VP(p>0.05). 

CONCLUSION  The quantitative parameters of DESCT imaging in AP and VP can be used 

to differentiate low grade lung cancer from high grade lung cancer.And the 

spectral parameters also can provide important informations to predict the ki-67 

expression level in the tumor t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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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33 

Diagnostic value of cardiac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or cardiac mass in children 

 
Ou yang Rong zhen,Sun Ai min,Wang Qian,Hu Li wei,Zhong Yu min 

Shanghai Children's Medical Center，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00127 

 

Purpose: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evaluate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cardiac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 for cardiac mass in children. 

Materials and Methods: One hundred and eleven patients who were diagnosed cardiac 
mass by echocardiography were recommended to perform cardiac MRI from September 

2006 to August 2016. Fifty patients (34 boys and 16 girls) who underwent both 

cardiac MRI, echocardiography and had histopathologic results or confirmed based 

on clinical diagnosis were enrolled in this study. Patient age ranged from 0.2 

months to 183.2 months and the median age was 44.7 months (3.7y). All MRI 

examinations were performed on a 1.5 T clinical MRI system. A cine balanced 

steady-state free procession (b-SSFP) imaging, T1and T2 weighted imaging, first-

pass perfusion (resting) imaging, post gadolinium T1W and late gadolinium-enhanced 

imaging were included in the scanning protocol.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ardiac 

masses were reviewed, and the location of cardiac mass was identified. The 

comparison of diagnostic accuracy between echocardiography and cardiac MR using 

Chi-square was made. 

Results: Thirty-two cases(32/50) were confirmed by histopathologic results and in 
which twenty-three cases were correctly diagnosed by cardiac MRI, eighteen 

cases(18/50) were diagnosed based on clinical evidence and in which fourteen cases 

were correctly diagnosed by cardiac MRI. Benign tumors accounted for 86%(43/50) 

and malignant tumor accounted for 14%(7/50). Cardiac mass could be located in any 

part of heart (chamber, wall and epicardium) and most cardiac masses located in 

the ventricles and outflow tracts. Accurate rate of echocardiography for cardiac 

mass is 100% (but no characteristic diagnosis except myxoma). Accurate rate of 

echocardiography for mass characteristics is 6% (3/50) and accurate rate of CMR 

for mass characteristics is 74% (37/50). CMR provided significantly higher 

accuracy of pathologic diagnoses compared to echocardiography (p <0.01). 

Conclusion: CMR imaging is becoming a major imaging modality for assessment of 
cardiac mass in children and can provide the tissue characteristics and have 

higher accuracy for diagnosis of cardiac mass in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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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34 

不同类型的肺癌移植瘤模型新生血管的发生发展变化 

 
邹勤,李琼,刘士远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200003 

 

 

目的：比较不同 VEGF表达水平的两种肺癌细胞间，新生血管定量参数之间的差异。 

方法：构建 A549和 Calu-6细胞移植瘤模型，采用 micro-fil作为血管对比剂灌注并脱水，使

用 micro-CT定量分析第 7、10、13、16、19天移植瘤模型的新生血管定量参数的差异。 

结果：两种细胞模型各自的肿瘤体积、血管体积、瘤内节点总数变化趋势一致，大致随时间的

增加而增加；但是，肿瘤肿瘤的血管节点密度、血管体积分数却随着时间的增加而呈现出逐渐

减少的趋势；两种细胞进行对比，高 VEGF表达水平的移植瘤模型 Calu-6在肿瘤体积、肿瘤血

管体积、肿瘤节点密度在同一时间节点上明显高于 VEGF低表达水平的 A549细胞，但是肿瘤血

管体积分数、血管节点密度在随时间的推移，两者逐渐没有统计学差异。 

结论：VEGF可能会影响不同肿瘤细胞血管总体分支及总体体积，并直接与恶性程度相关，但

是恶性程度越高的肿瘤，其更容易出现血管与肿瘤体积生长的不匹配；肿瘤平均微血管密度，

可能对于反映肿瘤恶性程度的意义不大。 

 

 

PO-135 

基于体素的哮喘患者空气潴留程度及肺叶分布的定量研究 

 
梁志冉

1
,师美娟

2
,佟佳音

1
,赵磊

1
,金晨望

1
,郭佑民

1
 

1.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2.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内蒙古医科大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利用基于体素的方法定量评估哮喘患者的空气潴留程度和肺叶分布特征，为哮喘的早期

诊断和临床治疗提供参考。  

方法：自“数字肺
TM
”多研究中心前瞻性纳入 57名均行深呼、吸气末 CT扫描的哮喘患者。基

于数字肺测定参数：呼气相与吸气相平均肺密度比（MLDex/in）、呼气末低于-856HU像素占全肺

的比值（EXP-856）、15%衰减值（Perc15）、吸气末低于-950HU像素占全肺的比值(IN-950)、呼气

相占吸气相的肺容积百分比（Vex/in）、功能性小气道病变区百分比（fSAD）和肺气肿区百分比

（Emph）。肺叶分布分析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或 Kruskal-Wallis秩和检验比较肺叶间参数差

异，随后两两比较。参数及各肺叶空气潴留与肺功能的相关性分析采用 Spearman相关。  

结果：哮喘患者 fSAD的值远远大于 Emph。肺叶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右肺中叶

（RML）的 fSAD值大于右肺下叶（RLL）和左肺下叶（LLL），空气潴留分布主要分布于双肺上

叶和右肺中叶，特别是 RML。参数 Vex/in与 FEV1有更高的相关性，而 fSAD 和 Emph与 FEV1/FVC

的相关性大于 FEV1。双肺上叶与 RML的 Vex/in与肺功能相关性良好，但 RML的 fSAD和 Emph 与

肺功能相关性低于其它肺叶。 

结论：哮喘患者的空气潴留程度大于肺气肿；当用肺功能评估哮喘患者肺损伤程度时，RML的

空气潴留易被漏诊，而参数 Vex/in与肺功能具有良好相关性，可用于空气潴留的定量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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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36 

CT Angiography for the Diagnosis and 

Subcategorization of Unroofed Coronary Sinus Syndrome 

 
Zhi Ai-hua,Dai Ru-ping,Jiang Shi-liang,Lv Bin 

Fuwai Hospital 100037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role of CT angiography（CTA） in diagnosis and 

subcategorization of unroofed coronary sinus syndrome (URCS) .  

Method: W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46 URCS patients diagnosed by CTA. Based on 

defect location and size of coronary sinus (CS), URCS was divided into 4 types: 

complete defect as type I, partial defect of proximal CS as type II, partial 

defect of distal CS as type III, partial defect in which a communication occurs 

between CS and left atrial as type IV. According to with or without left superior 

vena cava (LSVC), all types were divided into 2 subtypes as a and b. All of 46 

cases underwent echocardiography. 

Results: According to subcategorization of URCS by CTA, type I was observed in 23 

cases (Ia 7, Ib 16), type II in 10 cases (IIa 3, IIb 7), type III in 12 cases 

(IIIa 3, IIIb 9), and type IV in 1 case classified as IVb subtype.  In these 46 

cases, 21 were detected by Echocardiography as URCS (46%).  The sensitivity of 

echocardiography in detecting URCS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compared with cardiac 

CTA (p < 0.05).  In type I patients, CS index was larger than other types (p 

<0.05 ).  30 patients successfully treated by surgery and confirmed diagnosis of 

URCS. Among them , 22 cases data were available for analysis of classfication, and 

types I, II and IIIa differ significantly from patients with types IIIb and IV (p 

< 0.05) in surgical treatment. 

Conclusion: CTA and imaging reconstruction can provide excellent anatomical 

structure of the heart, great vessels, and coronary sinus, and precise diagnosis 
of URCS. The CTA classification of URCS is simple and easy to practice, and has 

very important clinical significance for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PO-137 

基于 CT 定量对肺癌患者支气管形态的研究 

 
沈聪,郭佑民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710061 

 

 

目的：探讨肺癌患者病灶对侧支气管形态与正常人的差异。方法：收集 2013～2016年我院经

手术病理证实为肺癌的患者共 226例，其中肺癌于右上肺 77例、右下肺 48例、左上肺 56

例、左下肺 45例。收集同期胸部 CT平扫肺内无明显异常的健康体检者 66例。使用“数字

肺”支气管测量平台，得到各肺叶第 5代支气管壁厚（Wall thickness, WT）、内径(Lumen 

diameter, LD)、壁面积（Wall area, WA）、壁面积百分比(wall area%, WA%)。结果：右上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268 

 

肺癌患者的左上叶第 5代支气管的 LD、WA较正常人减小(3.00±0.99 vs 3.51±0.78, 

13.63±4.24 vs 16.38±3.96），WA%增大（0.67±0.09 vs 0.63±0.70）。右下肺癌患者的

左下叶第 5代支气管的 WT、WA较正常人减小(0.86±0.14 vs 0.93±0.16，11.64±3.23 vs 

14.93±4.92)。左上肺癌患者的右上叶第 5代支气管的 WT、WA%较正常人减小（1.07±0.16 

vs 1.22±0.14，0.63±0.09 vs 0.72±0.06），LD增大（3.54±1.28 vs 2.80±0.79）。左

下肺癌患者的右下叶第 5代支气管的 WT、LD、WA较正常人减小（0.87±0.14 vs 

0.96±0.15，3.58±0.88 vs 5.12±1.50，11.55±4.68 vs 18.47±5.48）、WA%增大

（0.58±0.07 vs 0.48±0.09）。以上指标均有 p＜0.05。结论：肺癌患者健侧的气道形态较

正常人明显不同：肺癌位于左上肺及双下肺，对侧第 5代支气管 WT较正常明显减小。肺癌位

于右上肺及左下肺，对侧第 5代支气管的 LD较正常明显减小；肺癌位于左上肺，对侧第 5代

支气管的 LD较正常明显增大。肺癌位于右上肺及双下肺，对侧第 5代支气管的 WA明显较小、

WA%明显增大。 

 

 

PO-138 

量化 CT 对特发性脊柱侧凸患者术前肺叶水平容积的评估 

 
夏艺,李清楚,管宇,范丽,萧毅,刘士远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200003 

 

目的 特发性脊柱侧凸（IS）导致不对称性的三维胸部畸形，评价量化 CT对 IS患者的不同肺

叶容积评估的可行性，并与肺功能检查结果进行比较；进一步研究某个特定肺叶的容积改变是

否能区分正常受试者及不同严重程度的特发性脊柱侧弯患者。方法 研究对象为 12例中度、

12例重度 IS患者，及 12 名对照组（健康受试者）。根据 Cobb 角的大小，将 IS患者分为

中度（36-69度）与重度（>70度）。通过自动容积量化软件，获得以下 CT量化参数：总肺容

积（TLV），左、右肺容积（BLV、RLV）及不同肺叶的容积

(LVLUL,LVLLL,LVRUL,LVRML,LVRLL) 。Spearman 相关分析评价 CT容积参数与肺功能指标的相

关性；IS组别间及对照组比较，近似正态分布数据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两两组间比较采用

Bonferroni法；其他数据多组间比较用 Kruskal-Wallis检验，各组间比较用 Mann-
whitneyU testing法进行分析，并根据需要对检验水准进行调整。结果  IS患者的 CT的总

肺容积与肺功能参数(VC ,%VC, FVC, %FVC,FEV1, %FEV1, %MEF75,DLCO SB, TLC) 具有强相关

性(r 范围 0.412~ 0.916, P ≤0.001)。健康受试者右肺中叶容积（LVRML）明显高于中度

IS患者（P=0.012）。而中度 IS患者的右肺下叶容积（LVRLL）明显高于重度 IS患者

(P=0.005)。结论  肺叶水平的容积量化 CT对 IS患者的评估，不仅与肺功能参数具有明显的

相关性，还可以一定程度的反映疾病的严重程度。 

 

 

PO-139 

LDCT 肺癌筛查：肺癌危险因素及高危模型的研究 

 
张迪,范丽,望云,李琼,萧毅,刘士远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200003 

 

目的 基于上海地区 LDCT肺癌筛查研究，通过对肺癌危险因素的回顾性分析，拟制定 LDCT肺

癌筛查项目的高危人群标准。方法 使用 16排以上 LDCT对 2013年 9月-2016年 9月上海长征

医院体检人群进行肺癌筛查，共纳入 6990例，其中男 4567 例，女 2423例。阳性结果定义

为：任意大小的钙化结节、实性结节、纯磨玻璃结节、混杂磨玻璃密度结节，所有确诊肺癌病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269 

 

例均经病理检查证实。分析肺癌发病率及危险因素，单因素分析采用方差分析、卡方检验，多

因素分析采用 Logistic回归分析，运用 ROC曲线分析判断肺癌高危界值。结果 单因素分析结

果显示，在性别，年龄，身体质量指数（BMI），吸烟情况，肺癌和恶性肿瘤家族史，慢性支

气管炎或肺气肿病史，肺纤维化病史，肺结核病史，氡接触或职业暴露史，石棉接触或职业暴

露史，二手烟暴露史，其他恶性肿瘤病史，心血管疾病病史中，性别（X
2
=7.9371），年龄

(F=19.509，X
2
=29.991)和心血管疾病（X

2
=5.3329）是肺癌的危险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

示性别（EXP(B)值为 0.478，95%CI：0.297~0.769，P=0.001）和年龄（EXP(B)值为 1.024，

95%CI：1.024~1.060，P<0.001）是肺癌的独立危险因素。年龄预测肺癌形成的 ROC曲线下面

积为 0.62，年龄最佳高危节点是 56.5岁（敏感性 0.551，特异性 0.75，准确率 0.748）。不

同性别年龄预测肺癌形成的 ROC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587（男）和 0.659（女），年龄最佳高

危节点分别是男 56.5岁（敏感性 0.529，特异性 0.734，准确率 0.733），女 57.5岁（敏感

性 0.571，特异性 0.805，准确率 0.801）。结论 性别和年龄是肺癌的危险因素，男性≥56.5

岁或女性≥57.5 岁发生肺癌风险较高。但由于本研究为单中心研究，不排除其他肺癌危险因

素。 

 

 
PO-140 

原发性肺淋巴上皮瘤样癌的影像表现与病理对照 

 
雷永霞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510120 

 

目的  探讨原发性肺淋巴上皮瘤样癌（LELC）的 CT和 PET-CT表现及其病理特点。方

法  回顾分析经手术病理或穿刺活检证实的 127例 LELC 患者的临床、影像及病理资料,全部

病例均除外鼻咽未分化癌。127例患者均行胸部 CT 平扫，其中 117例行 CT 增强扫描；38

例行 PET-CT检查。观察其影像学表现并与病理进行对照。结果 127例 LELC中，中央型 45例

（45/127，35%），周围型 82例（82/127，65%）。病灶最大径线 1.0~12.3cm，平均

5.00±2.41cm。结节或团块型 118例，其中单发 112例，多发 6例；叶或段实变型 7例；混合

型 2例。99例边界清晰（99/127，78%），100例边缘分叶（100/127，79%）；49例具有毛刺

（49/127，39%）；内部可见空洞 17例（17/127，13%）、点状钙化 14例（17/127，11%）、

坏死 18（18/127，14%）。79例平扫密度均匀（79/127，62%），病灶多呈渐进性强化。59例

病灶动脉期瘤内血管影（59/96，61%）。89例可见气管或支气管受累、包埋，造成管腔不同

程度狭窄或中断（89/127，70%），74例合并阻塞性炎症/肺不张（74/127，58%）。89例合并

肺门及/或纵隔淋巴结肿大（89/127，70%）。38例 PET/CT检查病灶内 SUV最大值范围为

2.1~28.5，平均（13.00±6.65）。所有病例 EBER均阳性。镜下分型 Regaud型 82例，

Schmincke型 35例。两种病理类型的影像学表现均无明显差异。结论 原发性肺 LELC具有一

定的影像学特点，多表现肺内密度均匀、边界清晰、边缘分叶的结节或团块影，钙化、空洞及

坏死少见，呈渐进性强化，动脉期多可见瘤内血管影，支气管多受累、包埋，
18
F-FDG呈明显

高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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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41 

吸烟者 MDCT 双呼吸相肺气肿定量分析 

及与肺功能的相关性研究 

 
张迪,管宇 ,范丽 ,刘士远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20003 

 

目的 定量分析吸烟者在 MDCT 呼吸双相扫描下肺气肿量化参数，并探讨其与肺功能的相关性。

方法 纳入吸烟 COPD组 24例、吸烟非 COPD组 48例及不吸烟且肺功能正常的对照组 39例。受

试者均接受 MDCT呼吸双相扫描和肺功能检查。CT肺气肿定量参数包括： LAA%-950、15 

percent-IN, 15 percent-EX及 MLD E/I Ratio。肺功能参数包括：FEV1%、FEV1/FVC、RV%、

TLC%及 DLCO/VA。运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三组间 CT定量参数、肺功能指标的差异，采用

Spearman相关分析评价 CT 定量参数与肺功能指标的相关性。结果 三组间肺气肿参数 LAA%-

950、15 percent-IN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肺功能参数 FEV1%、FEV1/FVC、RV%、TLC%、DLCO/VA

差异亦均有统计学意义（p 均＜0.05）。不吸烟对照组 LAA%-950与 DLCO/VA（r=-0.69,p=0.00）

存在负相关性； 15 percent-IN与 DLCO/VA(r=0.55,p=0.00)，15 percent-EX与

DLCO/VA(r=0.44,p=0.01)均存在正相关性。吸烟非 COPD组的 LAA%-950与 DLCO/VA(r=-

0.42,p=0.00)，15 percent-EX与 RV%、TLC%(r=-0.30,p=0.04；r=-0.44,p= 0.00)均存在负相

关性；15 percent-IN与 DLCO/VA(r=0.30,p=0.04)存在正相关性。吸烟 COPD组的 LAA%-950与

DLCO/VA呈负相关性(r=-0.62,p=0.00)；15 percent-IN、15 percent-EX与 DLCO/VA均存在正

相关性（r=0.53,p=0.01；r=0.55,p=0.01）。结论 MDCT 双气相扫描能有效评价吸烟者肺气肿

改变，且与肺功能结果呈良好相关性。 

 

 
PO-142 

冠状动脉 CTA 腔内衰减梯度及其校正模式辅助 

评估血管狭窄 程度的初步研究 

 
彭鲲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暨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 200070 

 

 

目的: 

比较冠状动脉 CTA腔内衰减梯度（transluminal attenuation gradient，TAG），校正的腔内

衰减梯度（ transluminal attenuation gradient with corrected contrast 

opacification，TAG-CCO ）以及去钙化腔内衰减梯度（transluminal attenuation gradient 

with excluding calcified coronary segments，TAG-ExC ）辅助诊断钙化斑块狭窄程度准确

性的诊断效能。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13例行 CCTA检查并于 2周内行 CAG检查的疑似或已确诊的冠心病患者。以 CAG

结果作为参考标准，对 311 支血管的 TAG、TAG-CCO及 TAG-ExC值进行比较分析。计算 TAG、

TAG--CCO以及 TAG-ExC联合 CCTA评估狭窄程度的诊断效能，并采用重分类改善指数（net 

reclassification index，NRI）判断 TAG、TAG-CCO以及 TAG-ExC能否改善冠状动脉狭窄程度

的分级。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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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AG随狭窄程度的增加而逐渐下降，TAG由-8.32±5.83（轻度狭窄）下降至-15.77±9.91

（重度狭窄）（P < 0.001），轻度狭窄血管与中、重度狭窄血管的 TAG值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P值均<0.05），TAG-CCO及 TAG-ExC下降趋势与 TAG相同。2. TAG-CCO未能有效克服 TAG

时相不均一性影响。3. TAG 诊断准确性不受钙化斑块影响。4. 在所有血管组，TAG、TAG-ExC

能够有效提高单独 CCTA诊断血管狭窄程度的诊断效能（AUC：0.926 vs. 0.907，P = 0.018； 

AUC：0.922 vs. 0.907，P = 0.030 ）。5. TAG有效改善钙化血管狭窄程度评估的分级（n= 

95，NRI = 0.143，P= 0.038）。 

 

 
PO-143 

应用多层螺旋 CT 研究不同分型左前降支心肌桥的影像特性 

 
顾玲玲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200003 

 

【目的】 

采用 256层螺旋 CT分析不同分型左前降支心肌桥影像特性之间的差异性。 

【材料与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3年 6月-2014 年 6月来我院行冠状动脉 CTA检查的病例，131例经 256层螺旋

CT冠状动脉成像诊断为左前降支心肌桥的影像资料。心肌桥分型根据心肌桥厚度分不完全

型、浅表型、深包埋型。测量不同分型心肌桥长度、位置、壁冠状动脉的压缩程度，比较它们

之间的差异性。比较不同分型心肌桥在前降支近段、中段、远段分布的差异性。符合正态分布

及方差齐性数据使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组间比较利用 LSD法，计数资料给出各组例数或百分

率，采用卡方检验。 

【结果】 

三型在前降支近段、中段、远段的发生部位是无统计学差异的（χ
2
=2.408，P=0.300）；三型

MB-MCA长度存在统计学差异（F=2.996,P=0.053），浅表型与不完全型之间长度无统计学差异

（P=0.976），不完全型和深包埋型之间长度有统计学差异（P=0.018）。浅表型和深包埋型之

间长度无统计学差异（P=0.067）。三型 MB-MCA位置存在统计学差异（F=17.013,P=0.000），

浅表型与不完全型之间位置无统计学差异（P=0.088），不完全型和深包埋型之间位置有统计

学差异（P＜0.001）， 浅表型和深包埋型之间位置有统计学差异（P=0.003）。三型心肌桥的

壁冠状动脉狭窄程度都是 0～25%没有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三型心肌桥在前降支近段、中段、远段分布上无差异，不完全型心肌桥在三型心肌桥中所占比

例高于另外两型心肌桥。不完全型和深包埋型心肌桥长度和位置是有差异的，浅表型与不完全

型长度、位置无差异的，浅表型和深包埋型长度是有差异的，浅表型和深包埋型位置是有差异

的，深包埋型心肌桥离左冠窦口距离较不完全型和浅表型心肌桥更近，深包埋型心肌桥长度大

于不完全型心肌桥长度。壁冠状动脉的狭窄程度与心肌桥分型关系不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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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44 

Iterative Reconstruction Technique of Non-gated LDCT 

Chest Scan in Coronary Calcification Score to 

Evaluating Cardiovascular Disease Risk 

 
Fan Rongrong,Shi Xiaolei,Qian Yi,Fan Li,Xiao Yi 

Department of radiology，Changzheng Hospital of the Secon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200003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feasibility and better iterative reconstruction 

technique of coronary calcification score in the screening of cardiovascular 

disease risk by non-gated LDCT scan of the chest. Materials and 

methods  73 patients who required coronary artery CTA examination due to 

diseases were enrolled in this prospective study.ECG-CT and non-gated low-dose CT 

(Non-gated LDCT) scan of the chest were performed and the latter was reconstructed 

by idose and IMR, which were labeled as A and B groups respectively,and ECG-CT 

labeled as group C. Subjective evaluation, objective evaluation, coronary 

calcification score (CACS) and risk stratification of three groups were 

compared .The subjective scores of each group were compared using Friedman M test, 

and kappa values is used to compare the concordance of two observers’ subjective 

scores. The objective evaluation of each group were compared by ANOVA analysis. 

The consistency of CACS measurements in each group was examined by ICC values. 

Agatston score risk categories (1–100,101–400, > 400) was assessed with kappa 

values. Results  The median scores of group A, group B and group C were 3, 4 and 

4 respectively, and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group B and group 

C (P = 1.000). The image noise in group C was 18.91 ± 3.34 HU and the contrast 

noise ratio（CNR） was 7.94 ± 1.60. The image noise of group A and B were lower 

than that of group C, and CNR is higher than C group, and noise reduction and 

improvement of CNR in group B were stronger than group A(P <0.05). The median CACS 

of group A, group B and group C were 105.83, 116.05 and 187.55 respectively. The 

ICC value of CACS in group A and group C was 0.980, and the ICC value of CACS in 

group B and group C was 0.981. The kappa values of group A and group C were 0.664, 

and the kappa values of group B and group C were 0.748.10.96% of the subjects who 

were in high risk of group C were classified as moderate risk in group A; 9.59% of 

the subjects who were in high risk of group C were classified as moderate risk in 

group B. 12.33% of the subjects who were in moderate risk of group C were 

classified as low risk in group A;and 8.22% of the subjects who were in moderate 

risk of group C were classified as low risk in group B. Conclusion IMR is 

superior to idose4 in displaying coronary calcification plaque, measuring CACS and 

risk stratification.The subjects whose CACS detected by ungated LDCT was in the 

moderate risk should be recommended to do the ECG-CT scan to assess the accurate 

CACS, in order to guide the primary prevention of cardiovascular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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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45 

Contribution of Radiomics Features from Computed 

Tomography of Part-solid Ground Glass Nodules: 

Differentiation of Preinvasive Lesions from Invasive 

Pulmonary Adenocarcinomas 

 
Luo Ting

1
,Li Xin

2
,Guo Yan

2
,Zhang Lina

1
,Xu Ke

1
 

1.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2.GE Healthcare，China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value of radiomics analysis, based on computed 

tomography (CT) images of part solid ground glass nodules (GGN), in 

differentiating preinvasive pulmonary lesions from invasive pulmonary 

adenocarcinomas in addition to clinical factors and CT features. 

Methods: This retrospective study was performed with IRB approval and a waiver of 

the requirement for patients’ informed consent. From February 2014 to November 

2016, 100 patients ( 43 male, 57 female, mean age 56.45±8.604, range, 35-78 years) 

of solitary part solid GGN (44 preinvasive lesions[group A], 56 invasive pulmonary 

adenocarcinomas[group B]) underwent surgery or biopsy proved pathology result. One 

chest radiologist recorded patients’ clinical data including age, gender, family 

history, and smoking history. Another chest radiologist reviewed all thin-section 

CT images and the analyzed CT features of part solid GGN include shape, margin, 

location, lesion size, pleural indentation, dilated bronchioles, vessels 

dilatation, solid component size, and solid component proportion. The clinical 

risk factors and CT features of pulmonary lesions were together evaluated by 

performing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and C-statistics. Radiomic features were 

extracted from thin-section of chest portal venous-phase CT images. Two 

experienced chest radiologists defined the 3D region of interests (ROIs) of the 

lesion. 396 radiomics features, including shape, histogram, Grey Level Co-

occurrence Matrix (GLCM) and Gray level run length method (GLRLM) texture features 

were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from A.K. (Analysis-Kinetics, GE Healthcare). 

Kruskal-Wallis test was used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s of the radiomics featur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nd a feature reduction step was performed to remove 

features that were highly correlated with others (|r|>0.5, find correlation 

function in R software). Based on the selected features,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and C-statistics were performed to determine the diagnostic accuracy between 

imaging diagnosis and pathology results. A radiomics score (Rad-score) calculated 

for each patient via a linear combination of selected features that were weighted 

by their respective coefficients. Finally, a multivariabl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used to develop the discrimination model. We incorporated the Rad-

score, clinical risk factors, and CT features, and this was presented with a 

radiomics nomogram. The performance of the nomogram was assessed with decision 

curve. Statistical analysis was performed using R software (version 3.0.1; 

http://www.Rproject.org). The reported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levels were all 

two-sided,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set at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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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Between preinvasive pulmonary lesions from invasive pulmonary 

adenocarcinomas,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pleural indentation, solid 

component size, and solid component proportion among CT features. The result of 

radiomics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the 3 selected features were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differentiation of GGN.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Rad-

score between preinvasive pulmonary lesions (median, -0.536 [interquartile range, 

-1.385-0.096]) and invasive pulmonary adenocarcinomas (median, 1.037 

[interquartile range, 0.326- 2.587]) (p = 0.04). C-statistics revealed that 

radiomics analysis incorporating clinical and CT features (AUC, 0.903[95% CI, 

0.769 to 0.976]) showed significantly higher differentiating performance of 

preinvasive pulmonary lesions from invasive pulmonary adenocarcinomas compared 

with the clinical factors and CT features alone (AUC, 0.853[95% CI, 0.698 to 

0.934]). Predictors contained in the individualized discrimination nomogram 

included the Rad-score, pleural traction, solid component size and solid component 

proportion. Decision curve showed that when the probability threshold of the 

degree of GGN invasion is in the range of 0.3 to 0.9, the prediction model has a 

high net benefit and is of practical value. 

Conclusion: Radiomics analysis of part solid GGN in addition to clinical and CT 

features analysis has the potential to improve the differentiation of preinvasive 

pulmonary lesions from invasive pulmonary adenocarcinomas. 

  

 

 
PO-146 

CT 纹理分析对低剂量 CT 筛查中检查 

的肺磨玻璃密度结节的评估价值 

 
孙琦,吴宁,唐威,黄遥,赵世俊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00021 

 

目的：定量分析低剂量 CT（low-dose computed tomography，LDCT） 肺癌筛查中检出的磨玻

璃密度结节（ground-glass opacity ，GGO），判断 CT纹理参数对 GGO的良恶性及生长趋势

的预测价值。 

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 2009 年 3月至 2016年 12月进行筛查的病例，在 86个（男性：47

例，女性：39例）参与者中检出 89例 GGO结节，其中包括 42例纯磨玻璃密度结节（pure 

GGO nodule，pGGN）和 47例部分实性结节（part-solid GGO nodule，psGGN）；28例 GGO结

节经外科手术被证实为肺癌，61例 GGO结节经过至少两次随访，并且不确定是否为恶性。所

有结节大小和体积通过 PACS 系统及 Lung-VCAR软件获取，纹理参数通过 CT-Kinetics 纹理分

析软件获得。 

结果:肺癌组熵值（entropy）明显高于其它两组，具有明显统计学差异（pGGN：P=0.009、
0.001；psGGN：P=0.012、0.04）。肺癌组能量值（energy）明显低于其它两组，具有统计学

差异（pGGN：P=0.05、0.021；psGGN：P=0.01、0.002）。在 pGGN组，增长组结节与非增长组

结节的均质性值（uniformity）具有统计学差异（P=0.005）。熵值与能量值的联合及四项指

标联合对肺癌的预测曲线下面积均大于 0.8，特异度与敏感度均大于 80%（四项参数联合：

AUC=0.925，特异度=92.86%，敏感度=81.97%）。均匀性值与体积倍增时间（volume doubling 

time，VDT）具有良好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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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在肺癌筛查中，CT纹理分析参数能对亚实性结节的良恶性鉴别及生长趋势判断提供重

要信息，从而为亚实性结节的处理和随访提供帮助。 

 

 

 
PO-147 

多 b 值弥散成像评价肿瘤血管靶向性药物 

在 NSCLC 治疗中的作用 

 
史长征,肖泽宇,张冬,罗良平 

暨南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510630 

 

目的： 

探讨多 b值弥散成像扫描评价血管破坏剂和血管生成抑制剂在裸鼠非小细胞肺癌移植瘤的治疗

作用。 

方法： 

采用 A549细胞制备 NSCLC裸鼠移植瘤模型，进行分组干预。A组 A64联合贝伐单抗治疗，B组

单独贝伐单抗治疗，C组单独血管破坏剂 A64治疗。在治疗前、后行常规 MR和多 b值弥散扫

描，应用 IVIM模型定量分析计算 D、D*、f值，比较相同时间点组间及不同时间点组内差异，

同时行平行的病理学 H.E染色，Ki67及 TUNEL检查。 

结果： 

A组和 C组治疗后 2 h肿瘤组织的 D值明显减低，48 h和 96 h的 D值明显升高， 8 d后 D值

再次下降；C组 48 h、96 h 的 D值升高幅度低于 A组，而 C组 8 d的 D值降低幅度大于 A

组。 

A组和 C组治疗后 2 h肿瘤组织的 D*值迅速明显减低，48 h的 D*值升高，96 h的 D*值略减

低，8 d的 D*值稍升高；C 组 96 h及 8 d的 D*值均高于 A组的 D*值。f值的变化趋势与 D*值

一致。 

B组治疗前、后各时间点 D 值、D*值、f值没有统计学差异。 

2. 病理学结果 

HE染色：A组和 C组肿瘤治疗后 2 h肿瘤内坏死变化不明显，48 h及 96 h时间点肿瘤内坏死

明显增多，8 d周边出现肿瘤细胞增殖，且 C组外周肿瘤细胞增殖较 A组明显。 

A组和 C组治疗后肿瘤增殖相关核抗原 Ki67比率 2 h变化不明显，48 h最低，96 h、8 d升

高，C组升高的速度明显高于 A组。 

A组和 C组治疗后 TUNEL染色比例 2 h稍升高，48 h迅速上升，96 h、8 d逐渐下降，且 A组

8 d的 TUNEL染色比例明显高于 C组。 

结论： 

1. 血管破坏剂 A64能够早期引起肿瘤组织大面积坏死，贝伐单抗对肿瘤抑制作用缓慢，A64

联合贝伐单抗对肿瘤的治疗效果优于单独使用 A64的效果； 

2. 基于多 b值的 IVIM模型中的 D值的改变能够动态反应不同抗肿瘤血管药物的治疗效果；D*

值和 f值能够早期反应血管破坏剂 A64治疗后肿瘤内血流灌注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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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48 

肺淋巴水肿与乳糜肺的临床、病理与影像特征 

 
金丹,孙小丽,沈文彬,王仁贵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 100038 

 

目的：肺淋巴水肿是淋巴回流障碍疾病在肺内的常见病理学改变，系由于淋巴管道系统先天性

发育异常或继发性损伤导致淋巴管内压力增高或瓣膜功能异常、淋巴液向心性回流障碍、淋巴

液倒流淤滞堆积或外漏等。组织病理学主要改变是肺泡间隔肿胀和增厚以及淋巴管扩张或增

生。乳糜肺的广义概念为乳糜反流性肺水肿，与肺淋巴水肿的概念基本一致；狭义的概念是指

淋巴液从肺间质漏入肺泡腔的改变，临床上常有乳糜痰的表现。本文旨在探讨肺淋巴水肿与乳

糜肺的临床、病理与影像特征。 

材料与方法：收集肺部淋巴回流障碍性疾病患者 36例，均经临床及影像学及病理学等综合分

析证实。36例患者包括男性 15例，女性 21例，平均年龄 38岁。所有患者均为原发性淋巴回

流障碍，其中下肢和/或腹部淋巴水肿患者 14例，多发淋巴管瘤患者 8例、弥漫性肺淋巴管瘤

病 9例、小肠淋巴管扩张症 5例。回顾性分析 36例的影像学资料，其中 20例行直接淋巴管造

影及造影后胸部 CT检查，16例行胸部 CT常规检查。36例患者中有 28例随访，时间为 6月～

3年。 

结果：36例肺淋巴水肿患者，临床表现为乳糜痰者 10例（27%）。肺内异常影像表现：双肺

弥漫磨玻璃影 36例（100%）、双肺弥漫性蝌蚪样结节及树芽征 15例（41.7%）、中轴气管支

气管束增厚者 15例（41.7%）、叶间裂增厚 12例（33.3%）、乳糜胸水 30例（83.3%）、纵隔

表现为弥漫性增厚者 13例（36.1%）、胸导管末端狭窄或梗阻者 20例（占淋巴管造影者的

100%）。胸外表现包括腹膜后对比剂返流和淋巴管扩张 13例（36.1%）、腹水 10例（27%）、

下肢淋巴肿 7例（19.4%）。 

结论：肺淋巴水肿和乳糜肺是肺部淋巴回流障碍的不同阶段和不同程度的表现类型。其常常是

全身淋巴回流障碍的肺部表现特征，提示病变的进展程度和累及范围较为广泛。胸部 CT 和 CT

淋巴管造影是诊断肺淋巴水肿的重要方法。 

  

 

 
PO-149 

DWI 联合 CTP 对非小细胞肺癌放化疗疗效的预测价值 

 
崔磊

1
,胡春洪

1,2
 

1.江苏省南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江苏省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以 2年无进展生存率（PFS）和总体生存率（OS）为标准，评估 CT灌注成像（CTP）和

磁共振扩散加权成像（DWI）各参数在非小细胞型肺癌（NSCLC）放化疗疗效预测的临床价值。

方法  自 2012年 2月~2014 年 8 月间在本院行 CTP与 DWI检查的经病理确诊的非小细胞型肺

癌（NSCLC）患者共 23例（23个病灶）。治疗前进行 CTP和 DWI扫描。生成系列灌注伪彩

图，包括血流量（BF）图、血容量（BV）图、表面通透性（PMB）图等。DWI采用 3个 b值，

生成 3个不同 ADC图：ADC1（b=0、300s/mm
2
）、ADC2（b=0、800s/mm

2
）、ADC3（b=300、

800s/mm
2
），在肿瘤最大层面画取病灶固定面积法 ROIf和最大面积勾勒法 ROIm。标准方案进行

同步放化疗。使用 Kaplan–Meier 分析并绘制总生存时间（OS）和无进展生存时间（PFS）生

存曲线，使用多变量 Cox回归模型找出独立预测因子。检验水准为 0.05。结果  临床分期与

2年 PFS和 OS无显著相关（P值分别为 0.223和 0.112）。多变量回归分析显示对 PFS和 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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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独立预测价值的参数为：BFm、PMBm、ADC2m。建立预测评分模型：凡符合 BFm≥46.10 

ml/100ml/min、PMBm≥30.95 ml/100ml/min 或 ADC2m≤1.52×10
-3
mm

2
/s记为 0分，否则记为 1

分，分为 3组，不同分组 2年 PFS和 OS存在统计学差异（P<0.001）。结论  CTP参数 BF、

PMB和 ADC值（b=0，800 s/mm
2
）对 PFS和 OS有独立预测价值，以之为基础的评分预测模型有

更高的疗效预测价值。 

 

 
PO-150 

原发囊腔型肺癌的影像特征及鉴别诊断 

 
程少容,王翅鹏 

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总医院 430070 

 

目的 分析原发囊腔型肺癌的 CT表现及征象特点，提高对这类型肺癌的认识和诊断准确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 978例原发性肺癌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 19例影像学表现为薄壁囊腔。收集

这 19例患者的临床资料、病理类型、临床分期及 CT表现，其中 10例患者行
18
F-脱氧葡萄糖

（FDG） PET/CT检查，测量病灶葡萄糖最大摄取率（standardized uptake value, SUV 

max）,5例随访，评价病灶动态变化。 

结果 （1）19例囊腔型肺癌占原发肺癌的 1.9%，其中腺癌 73.7%（14/19），腺鳞癌 10.5%

（2/19），鳞癌 10.5%（2/19 例），小细胞肺癌 5.3%（1/19）。术前正确诊断率 73.7%

（14/19），误诊率 26.3%（5/19），其中 3例误诊为支气管扩张，1例误诊为肺囊肿，1例误

诊为肺大泡。 

（2）病灶以囊腔为主型 3例（15.8%），囊腔与实体病灶混合型 16例（84.2%），实体病灶中

纯磨玻璃密度 3例（15.8%），混合磨玻璃密度 6例（31.6%），实性结节 7例（36.8%）。 

（3）肺癌实体病灶具有分叶征、毛刺征、血管集束征及胸膜凹陷征分别占 79.0%（15/19），

79.0%（15/19），94.7%（18/19），73.7%（14/19）。肺癌囊腔壁厚度不均、囊腔内分隔、囊

腔壁结节、囊腔内血管穿行征，分别占 42.1%（8/19），52.6%（10/19）,31.6%(6/19)，

68.4%(13/19)。 

（4）10例囊腔型肺癌 SUV max为 1.3～3.9，平均值 2.6±1.1。 

结论  囊腔型肺癌是一种少见类型的肺癌，术前容易误诊，囊腔壁增厚、囊腔内分隔、血管

穿行及壁结节是这类肺癌的 CT特征，有助于该类肺癌的临床诊断；FDG摄取率对这部分患者

的诊断并无特异性。 

  

 

 

PO-151 

良恶性纯毛玻璃密度结节的 HRCT 征象鉴别 

 
李云,戚元刚 

山东大学附属山东省肿瘤医院 250117 

 

目的 分析长期存在的纯毛玻璃密度结节（pGGN）的侵袭性与 CT表现之间的相关性。材料与方

法 本研究共收入 95例患者（共 105个 pGGN），3名放射科医生分析这些 pGGN高分辨率 CT的

特征，用 Logistic回归统计学方法分析与其侵袭性之间的相关性。依据组织病理学结果，将

pGGN的侵袭性分为浸润前病变（包括不典型腺瘤样增生 AAH及原位癌 AIS）与浸润性病变（包

括微浸润性腺癌 MIA及浸润性腺癌 ILA）。应用 ROC曲线分析 pGGN直径的诊断效能。结

果  pGGN直径、毛刺征、血管增粗在浸润前病变与浸润性病变两组之间具有显著性差异；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278 

 

充气支气管、小泡征、边缘分叶、胸膜凹陷及血管集束征没有显著性差异； pGGN直径预测侵

袭性的最佳阈值是 12.50mm。结论  CT特征可以预测 pGGN 的侵袭性；毛刺征、血管增粗及直

径大于 12.50mm在预测 pGGN 的侵袭性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PO-152 

320 排 CT 前瞻性心电门控技术在婴幼儿胸部 CT 扫描中应用 

的可行性研究 

 
程少容,陆然 

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总医院 430070 

 

 

摘 要 目的：探讨应用 320 排动态容积 CT的前瞻性心电门控技术，获得优质的婴幼儿胸部 CT

扫描图像，且不增加辐射剂量的可行性研究。 

方法:选取 80例临床需要行胸部 CT扫描的 3岁以下患儿，按年龄和随机数字表法分为 2组，

每组各 40例。对照组采用非螺旋容积扫描模式，实验组采用心电门控容积扫描模式，记录 2

组 CT剂量指数（CTDIvol）值、剂量长度乘积（DLP）、有效剂量（ED）和图像噪声，差异用

两独立样本均数 t检验进行比较。由 2名高年资诊断医师以双盲法分别对两组图像进行图像质

量评价，两组间图像质量差异用独立样本 Wilcoxon秩和检验进行。 

结果：对照组的 CTDIvol、DLP、ED及平均客观噪声分别为 3.00±0.61 mGy、34.42±12.88 

mGy*cm、0.91±0.32mSv、9.76±1.23，实验组的 CTDIvol、DLP、ED及平均客观噪声分别为

3.01±0.66 mGy、34.42±13.41 mGy*cm、0.89±0.34 mSv、9.69±1.19，两者之间没有显著

差异；主观评价两种扫描模式图像质量，其中肺尖部图像质量无明显差异（p>0.05），主动脉

弓部、左心房中部和肺底部图像质量有差异，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30.345，p 
<0.001；Χ2=48.321，p <0.001；Χ2=29.824，p <0.001）。 

结论：心电门控容积扫描技术在提供更优图像质量的同时，不增加辐射剂量，较目前普遍应用

的非螺旋容积扫描技术具有优越性，该技术能应用于婴幼儿胸部 CT扫描。 

  

 

 
PO-153 

EMLA-ALK 融合基因突变非小细胞肺癌影像特征分析 

 
李勇刚,王梦云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15000 

 

目的：探索棘皮动物微管相关类蛋白 4基因与间变性淋巴瘤激酶基因融合（EML4-ALK融合基

因，即 EML4-ALK阳性或 ALK 阳性）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与 EML4-ALK融合基因阴性患

者之间的临床及 CT特征等方面的差异。方法：选取本院 2016年 5-11月共 464例手术切除非

小细胞肺癌患者，共 164例具有完整的临床资料， 并经组织病理学检查证实。所有入组病例

的组织学或细胞学标本，均使用 Ventana自动化染色法进行 EML4-ALK 融合基因突变状态检

测。结合每例患者的临床信息及胸部影像学检查情况，评估临床及ＣＴ特征与 EML4-ALK 融

合基因突变的关系。结果：本组 NSCLS 164例患者中，10 例（6.1%，占 164）EML4-ALK 融合

基因突变阳性患者，其他 154例（93.9%，占 164）皆为 EML4-ALK融合基因阴性（及 ALK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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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患者。ALK（+）患者肿瘤边缘毛刺征与 ALK重排（-）患者方面表现出显著差异（P= 

0.022  ,<0.05）。结论: ALK重排肺癌较具有特征性的临床和影像学特点，我们的研究结果

表明 EML4-ALK融合基因患者肿瘤周围多有毛刺征。 

  

 

 

PO-154 

能谱 CT 在肺癌病理类型鉴别诊断中的应用研究 

 
杨倩,刘玉林,张照喜,郭小芳,周俊芬 

湖北省肿瘤医院 30001 

 

目的： 通过对肺癌不同病理类型行胸部能谱 CT增强扫描，探讨能谱成像在肺癌病理类型评估

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6年 6月至 2017年 6月期间在我院行胸部能谱 CT增强扫描，并经病理

证实为肺癌的患者 100例，其中鳞癌 34例，腺癌 41例，小细胞癌 25例。分别测量各组病例

肺癌原发灶的各能谱定量指标，包括 40~140 keV（间隔 10个能级）不同能量水平下对应的 CT

值、碘浓度值及水浓度值，计算标准化碘浓度值(NIC)及近段能谱曲线斜率，对比分析 3组病

例的能谱 CT表现。 

结果： 鳞癌、腺癌及小细胞癌的碘浓度分别为 1.6331±0.4183g/L，1.7823±0.3164g/L，

1.1640±0.2869g/L，水浓度为 1032.1486±6.6499g/L，1029.0981±8.5592g/L，

1027.0211±10.0320g/L，标准化碘浓度为 0.3168±0.0647，0.2900±0.0843，

0.1841±0.0658，能谱曲线斜率为 2.1612±0.5615，2.4085±0.4177，1.5676±0.3619。鳞

癌和腺癌的碘浓度及标准化碘浓度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小细胞癌与鳞癌及腺癌的碘浓度、

标准化碘浓度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各组之间能谱曲线斜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各组之间

的水浓度差别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能谱 CT成像多参数定量分析，在肺癌病理分型的鉴别诊断中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能谱 CT能准确测量肺癌原发灶的 CT值及碘-水浓度值，碘浓度及标准化碘浓度在小细胞癌与

鳞癌及腺癌鉴别诊断中具有一定临床价值；40-90Kev能谱曲线斜率在鳞癌、腺癌及小细胞癌

鉴别诊断中具有重要的临床应用价值；对无法行穿刺活检或支气管镜检查的患者，可以辅助评

估其病理类型。 

  

 

 
PO-155 

终末期肥厚型心肌病磁共振延迟强化及预后分析 

 
程赛楠,崔辰,尹刚,陈秀玉,李璐,赵世华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 100037 

 

目的：探讨终末期肥厚型心肌病(ES-HCM)患者临床及 MRI特征。方法：回顾性收集 ES-HCM患

者 57例，分为扩张性表型组(D-ES, n=39)及限制性表型组(R-ES, n=18)，比较两组患者临床

特征及 MRI心脏形态功能参数差异，2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及 c
2
检验，以 Log-Rank

检验比较事件发生率差异，通过 Cox比例风险模型计算临床、影像特征对患者心血管死亡/移

植的 HR值。结果：D-ES组房颤 12例，R-ES组 13例，2组具有显著差异(p＜0.05)。D-ES组

患者左右心房前后径显著小于 R-ES组(p＜0.05)，左室舒张末内径、左室舒张/收缩末容积、

左室舒张/收缩末容积指数显著大于 R-ES组(p＜0.05)。D-ES组左室射血分数明显低于 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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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两组分别为(28.0±8.9)%及(34.5±8.0)%，p＜0.05]。D-ES组 7人接受心脏移植，5人心

血管死亡，8人接受 ICD/CRT 植入。R-ES组 2人接受心脏移植，1人心血管死亡，无人接受

ICD/CRT植入。log-rank检验发现上述 2组患者心血管死亡/心脏移植事件的发生无显著差异

(c
2
=1.135, p=0.287)。但 D-ES组 MRI对比剂延迟强化(LGE)体积分数显著高于 R-ES组[两组

分别为(36.1±15.0)%及(21.0±9.0)%，p＜0.05]，且 LGE体积分数与心血管死亡/心脏移植风

险相关(HR:1.06, P＜0.05)。结论：ES-HCM是 HCM发展中的一个阶段，临床症状不具有特异

性，预后差。其 MRI特征也呈多样性，可表现为类似扩张型或限制型心肌病改变，两者心肌都

存在明显延迟强化，前者更弥漫。MRI不仅在该病的诊断而且在预后评估中具有重要价值。 

 

  

 

 
PO-156 

Assessing Right Ventricular 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Pulmonary Hypertension based on noninvasive 

measurements: correlation between cardiac MRI, 

ultrasonic cardiogram, multidetector CT and right 

heart catheterization 

 
guo xiaojuan,Ma Zhanhong ,Liu Minxi,Jiang Tao,Yang Yuanhua 

Beijing Chao-Yang Hospital，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100020 

 

Purpose: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ultrasonic cardiogram (CUS), multidetector CT 

(MDCT)  can be used to evaluate ventricular function.The assessment of right 

ventricular function is of great importance in the management of patients with 

pulmonary hypertension (PH). The aim of our study is to compare the value of 

cardiac MRI (CMRI), ultrasonic cardiogram (CUS), multidetector CT (MDCT) in 

assessing right ventricular function, and to evaluat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parameters derived by MRI, CUS, MDCT and  the indicators of right ventricular 

function derived by right heart catheterization (RHC) in patients with PH. 

Materials and Methods:  

Thirty one consecutive patients with PH (17 males and 14 females; mean age, 

54.61±11.74 years; range, 33 to 76 years) were prospectively enrolled.  All 

patients underwent RCH to get hemodynamic parameters .Then, calculations including 

pulmonary vascular resistance index (PVRI), right cardiac work index (RCWI), right 

ventricular stroke work index (RVSWI) were performed. All patients underwent CMRI 

to get  parameters including right ventricular end-systolic volume (ESV), end-

diastolic dimension (EDV), stroke volume (SV), ejection fraction (EF), the cardiac 

muscle mass (CMS). 28 patients underwent CUS to get these parameters including 

right ventricular Tei index ，right ventricular fractional area change (RV FAC)，

RV-ESV、RV-EDV. And 25 patients underwent MDCT to get these parameters including 

right /left ventricular internal diameter (RVd/LVd), right /left ventricular 

diastole maximum area (RVa/LVa), cobb angle, right ventricular free wall thickness 

(RVWT). All examinations were executed within 7days. These parameters obtained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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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I, CUS and MDCT were correlated with those of RCH respectively by Spearman or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Results: 

Most parameters of RV function derived by CMRI, CUS, MDCT correlated moderately 

with mPAP, PVRI. mPAP had strong correlation with MRI-ventricular mass index (VMI)

（r=0.528, P=0.002）, RVWT (r=0.554, P=0.005); PVRI  had strong correlation with 

MRI-EF（r=-0.647, P=0.000）, MRI-VMI（r=-0.567，P=0.001）,  CT-RVd（r=0.536，
P=0.006）, RVd/LVd （r=0.530，P=0.006）,  CT-Cobb angle（r=0.608, P=0.001）, RVWT

（r=0.586, P=0.003）. Table1 showed the correlation of right ventricular function 

between CMRI, CUS, MDCT and RHC. RHC-SV had the strong correlation with MRI-EF

（r=0.557, P=0.001）, CT-RVd（r=-0.502, P=0.011）, CT-Cobb angle（r=-0.503, 
P=0.003）. 

Conclusions: 

The parameters obtained by MRI, CUS and MDCT had moderate correlation with RHC-

SV.  MRI-EF was the best parameter to reflect RV function which could be used to 

exactly evaluate RV function in patient with PH. Among these noninvasive 

measurements, CMRI is the optimal method to assess RV function, and then is the 

MDCT and the last is CUS. 

  

 

 
PO-157 

肺磨玻璃密度结节中“实性成分”的影像学定义、显示以及

其与肺腺癌浸润性之间的相关性研究 

 
涂文婷,范丽,刘士远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200003 

 

目的 通过评估肺磨玻璃密度结节中“实性成分”与肺腺癌浸润性的相关性，从而更全面地定

义和显示“实性成分”。方法 回顾性分析 328例病理证实为肺腺癌患者,采用计算机辅助软件

GGN进行半自动逐层分割。3D-CT密度直方图共设置 11个 CT值区间，分别为<-400, -400~-

350, -350~-300, -300~-250, -250~-200, -200~-150, 150-~-100, -100~-50, -50~0, 0~50, 

≥50HU, 软件自动计算出每个区间的体积百分比。两个放射科医师在肺窗上判断 GGN的密度均

匀性，在纵隔窗和 10个中间窗（窗宽均为 2 HU, 窗位为-400, -350, -300, -250, -200, -

150, -100, -50,0, 50 HU）判断 GGN的可见性，同时比较 GGN的最大 CT值是否大于同层面血

管的最大 CT值。第 1种“实性成分”的假设定义为 GGN 在肺窗上密度不均匀，第 2种“实性

成分”的假设定义为 GGN在纵隔窗上可见，第 3种“实性成分”的假设定义为 GGN的最大 CT

值大于同层面血管的最大 CT值。采用 SPSS21.0 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在 3D-CT密度直方图

中，<-400, -150-~-100, -200~-150, -100~-50 和 -50~0HU 这 5个区间的 AUC≥0.797，相应

的体积百分比诊断界值分别是 84.5 %, 0.5 %, 1.5 %, 0.5 % and 0.5 %。5个窗宽窗位设置

（WW2HU, WL-50, 0, -100, -150HU和纵隔窗）的 AUC≥0.743。基于三种不同“实性成分”定

义方式来诊断 IAC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 96.73%&9.65%, 75.70%&75.43%, 57%&80.70%。结

论 采用 5个具有最大 AUC的 CT值区间的并联诊断具有较好的鉴别诊断价值，当窗宽 2HU、窗

位-50HU时具有最佳诊断效能。第 2种“实性成分”的假设定义是最佳的“实性成分”定义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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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58 

数字化乳腺断层摄影（DBT）对于乳腺微钙化性 

病灶的诊断价值 

 
刘卫敏,王晓红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510150 

 

目的：探讨数字乳腺断层摄影 (DBT) 对乳腺内微钙化性病灶的诊断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行 

DBT 检查并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70 例患者共 76 例乳腺微钙化性病变的资料。参照乳腺影像报

告和数据系统 (BI?RADS) 标准对患者 DBT 图像中的微钙化性病变进行分类。以组织病理学结

果为金标准, 对采用 DBT 检查对乳腺微钙化性病变诊断符合率、敏感性、特异性、阳性预测

值、阴性预测值进行评估。结果 76例乳腺微钙化性病变的病理结果分别为浸润性导管癌 38 

例，浸润性小叶癌 1例，导管原位癌 12 例，硬化性腺病 3 例，乳腺腺病 14 例，纤维囊性

增生 8 例。DBT 检查诊断为 BI?RADS 4b－5类共 59 例，其中 9例为良性，诊断为 BI?RADS 

3-4a 类 17 例，其中 1 例为恶性。以诊断为 BI?RADS 4b－5类为阳性，诊断为 BI?RADS 3-

4a 类为阴性，诊断的敏感性为 98%，特异性为 64%，阳性预测值为 85%，阴性预测值为 

94%，诊断符合率为 87%。结论：数字乳腺断层摄影（DBT）对乳腺微钙化性病变诊断具有重要

价值，尤其是致密型乳腺 

 

 
PO-159 

Solid papillary carcinoma of the breast: MR 

mammography, mammography and ultrasound findings 

 
you chao,Peng Weijun,Shen Xuxia,Zhi Wenxiang,Yang Wentao,Gu Yajia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Fudan University Cancer Center， Department of Oncology， Shanghai 

200032 

 

Purpose: To investigate the MR mammography (MRM), mammography and ultrasound 

findings of solid papillary carcinoma (SPC) of breast and to raise awareness of 

this rare breast tumor. 

Methods: Thirty patients diagnosed with breast SPC (age range: 21-72, mean age: 

60.27 years) from January 2011 to August 2013 were enrolled. Their clinical 

presentation, MRM, mammography and ultrasound findings were retrospectively 

reviewed. All patients underwent both MRM and ultrasound, and 20 of them underwent 

mammography. The research primarily investigated MRM features correlated with 

clinic-pat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Results: There were only 30% (6/20) detection rate on mammography and 50% (15/30) 

on ultrasound with no specific imaging features, but all the cases were obtained 

on MRM. The most common MRM appearances were located in the retroareolar area 

(16/30, 53.34%) with T2WI hyperintensity (24/30, 80%) and ductal ectasia (18/30, 

60%). Non-mass enhancement of a linear or segmental distribution (17/18, 94.44%) 

together with clumped enhancement (12/18, 66.66%) and mass with a rim (6/12, 50%) 

or heterogeneous (6/12, 50%) enhancement were two of the typical enhancement 

features of S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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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 Although SPC was difficult to detect on both mammography and 

ultrasound, the MRM imaging characteristics of SPC were distinct and highly 

similar to its clinic-pathological features. 

  

 

 

PO-160 

扩散加权成像与乳腺浸润性导管癌分子生物学相关性研究 

 
刘莉

1
,尹波

2
,岳磊

1
,毛健

1
,彭卫军

1
 

1.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2.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目的：研究表观扩散系数(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ADC)与乳腺浸润性导管癌分子

生物学标志物之间的关系，以指导临床判断预后及选择治疗方案。方法：对 67例乳腺浸润性

导管癌患者进行磁共振扩散加权成像检查，并测量病灶 ADC值。术后免疫组化分析人表皮样生

长因子受体-2（HER-2）、雌激素受体（ER）、孕激素受体（PR）、Ki67，统计学分析 ADC值

与 ER、PR、HER-2、Ki67相关性；并研究不同分子分型病灶 ADC值的差别。结果：Spearman

相关性分析表明 ADC值与 Ki67之间无相关性（P＞0.05）；ER、PR、HER-2阴性表达者 ADC值

大于阳性者（P＜0.05）；三阴性病灶的 ADC值明显高于 Luminal A型、Luminal B型、HER-2

过表达型（P＜0.05）；HER-2过表达型病灶的 ADC值高于 Luminal B型；结论：ADC值与乳腺

浸润性导管癌分子生物学表达及分子分型具有相关性，可辅助指导临床选择治疗方案及判断预

后。 

 

 

 
PO-161 

Dynamic Contrast-enhanced MRI: To predict Pathologic 

Complete Response of different Subtypes of Breast 

Cancer after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Jiang Yuan,Naishan Qin,Li Guo,Xiaoying Wang 

Peking University First Hospital 100034 

 

Purpose: Different molecular subtypes of breast cancer respond differently to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NAC)
[1]
. Our purpose is to retrospectively evaluate 

whether dynamic contrast-enhanced (DCE) MR Imaging could predict pCR to NAC in 

breast cancer with different molecular subtypes. 

Materials and methods: Ninety-seven lesions with pathologically confirmed locally 

advanced breast cancer and underwent NAC between Sep. 2007 and Dec. 2012 were 

reviewed. Patients received at least four cycles of NAC before surgery and 

achieved G4 and G5 post NAC according to the Miller & Payne grading system
 [3]

. 

Their molecular subtypes were determinate by immune histochemical results
 [4]

 and 

divided into four groups: Luminal A (n=7), Luminal B (n=58), HER2+ (n=14) and 

Triple negative (n=18). DCE-MR Imaging was performed at 1.5T MRI pre-NAC, after 

the 2
nd
 and 4

th
 cycle of NAC. Time Intensity Curve (TIC) was obtained by placing R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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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mm
2
) in the mass, avoiding obvious cystic and necrotic area. The Maximum wash-

in slpoe (Smax) of TIC and its change rate (⊿Smax%) were calculated by formula. Smax 

and ⊿Smax% were compared between G4 and G5 group by Independent-Sameples t test in 
different molecular subtypes, respectively. Then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analysis of Smax and ⊿Smax% was performed. 

Results: In Luminal A and HER2+ group, Smax and ⊿Smax% between G4 and G5 we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P>0.05). In Luminal B group, Smax in G5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G4 after the 2
nd
 and 4

th
 cycle of NAC (P=0.001, P=0.005); ⊿Smax% 

in G5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G4 after the 2
nd
 and 4

th
 cycle of NAC 

(P=0.001, P=0.002). In Triple negative group, Smax in G5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G4 pre-NAC and after the 2
nd
 cycle of NAC (P=0.008, P=0.003), and 

others we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G4 and G5 (P>0.05).  

Conclusions: DCE-MR Imaging can become the potential predictor of pCR to NAC in 

Lumianl B and Triple negative breast cancer. 

 

 
PO-162 

Preoperative Predicting Malignancy in Breast Mass-

like Lesions: Value of Adding Histogram Analysis of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Maps to Dynamic 

Contrast-enhance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or 

Improving Confidence Level 

 
Liu Hongli,Wei Han,Lou Jian-juan,Wang Si-qi,Zou Qi-gui,Shi Hai-bin,Jiang Yan-ni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210029 

 

Objective: This study aims to determine the benefits of adding histogram analysis 

of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ADC) maps to dynamic contrast-enhance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DCE-MRI) in predicting breast malignancy. 

Methods: A total of 95 patients (47 benign and 48 malignant) with breast mass-like 

lesions from January 2014 to March 2016 were included. All the patients were 

estimated by both DCE-MRI and 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 (DWI) and classified into 

two groups, namely, the benign and the malignant . The DCE-MRI parameters 

[including morphology, enhancement homogeneity, maximum slope of increase (MSI], 

and time–signal intensity curve (TIC) type], and histogram parameters generated 

from ADC map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se two groups. Univariate and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es were applied to determine the most valuable variables 

in predicting malignancy.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curve analysis 

was applied to estimate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significant variables. 

Results: The lesion morphology, MSI, and TIC type (P < 0.05)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revealed that irregular morphology, TIC type II/III, and ADC10 were significant 

predictors for breast malignancy. Increased area under curve (AUC) and specificity 

can be achieved by using model 2 (irregular morphology + TIC type II/III + ADC10 < 

1.047) as the criterion than model 1 (irregular morphology + TIC type II/III)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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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 2 vs. model 1; AUC, 0.822 vs. 0.705; sensitivity, 68.8% vs. 75.0%; 

specificity, 95.7% vs. 66.0%). 

Conclusion: Irregular morphology, TIC type II/III, and ADC10 are indicators for 

breast malignancy. Histogram analysis of ADC map can provide added value in 

predicting breast malignancy. 

  

 

 

PO-163 

Histogram Analysis of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at 3.0T: Correlation with Prognostic Factors of 

Invasive Ductal Carcinoma 

 
Liu Hongli,Wei Han,Lou Jian-juan,Wang Si-qi,Zou Qi-gui,Shi Hai-bin,Jiang Yan-ni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210029 

 

Objective  To evaluate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ADC) histogram parameters 

that show correlations with prognostic factors of breast cancer. 

Materials and Methods A total of 163 invasive ductal carcinoma was included in 

this retrospective study from March 2014 to March 2016. FireVoxel software 

generated the ADC value of each voxel and a histogram of the ADC data. Various ADC 

histogram parameters were calculated: the minimum, 10th percentile, mean, 50th 

percentile (median), 90th percentile, maximum, skewness (a measure of asymmetry of 

the histogram about its mean), and kurtosis (a measure of the peakedness of the 

histogram). The tumor size, lymph node status, histologic grade and molecular 

markers including ER, PR, HER2, and Ki-67 (positive vs. negative) were recorded 

after surgery. The normality and homoscedasticity of imaging measures were tested 

using the Levene’s tests. The independent t-test or Mann–Whitney U-test were 

used to compare means between two subgroups according to prognostic factors. For 

multivariate analysis, we used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to assess factors that 

show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univariate analysis. 

Results The mean ADC10% valu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group with lymph 

node metastasis, tumor size＞2cm, ER negativity, PR negativity, HER2 positivity, 

and a Ki-67 value ≤14% than in the group with negativity for lymph node 

metastasis, tumor size≤2cm, ER positivity, PR positivity, HER2 negativity, and a 

Ki-67 value＞14% (0.973, 0.966, 0.950, 0.947, 1.020 and 0.963 vs 0.885, 0.855, 

0.890，0.879，0.878 and 0.890mm
2
/s, respectively) (P<0.02).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ADC10 and histologic grade (P=0.354). In 

multivariate analysis, tumor size, lymph node status, histologic grade, and ER 

expression, and PR expression, the Ki-67 index, and HER2 expression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explanatory prognostic factors for ADC10 and the Ki-67 

index had the most robust effects on ADC parameters (standardized 

coefficient=0.484). 

Conclusion Various ADC parameters were correlated with prognostic factors except 

for ADCmin. HER2 positivity showed high ADC values and high Ki-67 index revealed 

low ADC 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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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64 

Gaussian and Non-Gaussian Analysis of 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 in Breast Cancer Associated with 

Pathologic Factors: Preliminary Findings 

 
Sun Kun,Yan Fuhua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Ruijin Hospital，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00025 

 

 

Purpose: To assess diagnostic accuracy with Gaussian and non- Gaussian diffusion 

models in breast lesion characterisation and to evaluat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diffusion parameters obtained from diffusion-kurtosis-imaging(DKI), stretched-

exponential(SE), and intravoxel incoherent motion(IVIM) and conventional 

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DWI) and breast cancer pathologic factors. 

Materials and Methods: Diffusion sequences were performed in 94 patients with 

pathologically proven breast lesions using a 1.5 TMRI.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ADC), diffusion-coefficient (D), pseudo-diffusion coefficient (D*), 

perfusion-fraction (f), molecular-water diffusion- heterogeneity index (α), 

distributed-diffusion-coefficient (DDC) mean diffusivity (MD) and kurtosis (MK) 

were calculated. 

Results: Significantly higher specificity for differentiation of malignancy from 

benignancy was shown with the use of DDC and MD than D and ADC (85% and 85% vs 76% 

and 79%, respectively; P<0.0001) with equal sensitivity (95%). In invasive breast 

cancer, Ki67 expression was moderately correlated with MD(r=-0.501) and 

MK(r=0.560). Histologic grade was moderately correlated with MK(r=0.521). 

Conclusion: SE and DKI showed higher specificity than did conventional DWI and 

IVIM for the assessment of breast lesions. DKI may be helpful for the preoperative 

differentiation of histologic grade and proliferative activity of invasive breast 

cancer. 

 

 
PO-165 

MRI 动态增强定量参数和相对定量参数对乳腺病变的诊断价值

对比分析 

 
刘万花

1
,王瑞

1
,叶媛媛

1
,张艳秋

2
,刘万花

1
,王瑞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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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张艳秋

1
,刘万花,王瑞

1
,叶媛媛

1
,张艳秋

1
 

1.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2.南京市鼓楼医院 

3.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4.南京市鼓楼医院 

5.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6.南京市鼓楼医院 

 

目的 探讨磁共振动态增强定量参数与相对定量参数对乳腺病变的应用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

经病理证实的 255例（262 个病灶）乳腺病患者，所有患者均行 3.0T MRI定量动态增强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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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测量乳腺病变的容量转移参数（K
trans

）、速率常数（kep）和血管外细胞外间隙容积比

（Ve），并测量病灶同层面对侧正常腺体的 K
trans

、kep、Ve值用于计算相对定量参数值 rK
trans

、

rkep及 rVe。通过 ROC曲线及二分类 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探讨两种血管参数对乳腺病变的诊

断价值。结果①乳腺良恶性病变定量参数 k
trans

及 kep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值分别为

15.489,15.022，P值均＜0.05），Ve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值为-2.346，P值＞0.05）。三者

ROC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933、0.948、0.387，以最大约登指数为诊断切点值，则三者判断乳

腺良恶性病变的敏感性分别为 77.1%、85.0%、51.0%；特异性分别为 96.3%、93.6%、60.8%。

②乳腺良恶性病变相对定量参数 rk
trans

、rkep、rVe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值分别为

14.177，11.726，2.477，P值均＜0.05），三者曲线下面积分别是 0.963、0.903、0.575。三

者判断乳腺良恶性病变的敏感性分别为 85.6%、71.9%、52.9%；特异性分别为 94.5%、92.7%、

60.6%。③定量参数预测概率与相对定量参数预测概率的 ROC曲线下面积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Z=0.867，P=0.195）。结论 定量参数值（K
trans

、kep）与相对定量参数值（rK
trans

）对乳腺病

变诊断效能无明显差异，均具有重要的定性诊断价值。 

 

 
PO-166 

3.0T 增强 MRI 血管成像对乳腺良恶性病变诊断价值探讨 

 
王瑞

1
,刘万花

1
,李逢芳

2
,彭程宇

1
 

1.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2.南京市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 3.0T MRI增强血管成像对乳腺良、恶性病变的鉴别诊断价值。材料和方法 110例

乳腺疾病患者共 111个病灶均行 3.0T MRI动态增强检查并经病理证实，应用 MR血管减影图像

重建最大信号投影,观测良、恶性病变双侧血管数并记录分析，并以患侧血管增加数≥2或出

现病灶邻近血管作为恶性病变诊断标准，分别计算两者对恶性病变的诊断价值及其与病灶最大

径的相关性研究。结果 1.恶性病灶的患侧及对侧平均血管数分别为 4.0及 1.5，于良性病灶

分别为 2.0及 1.0，良性及恶性病灶双侧平均血管数比较均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值均 

<0.05）；良、恶性病灶组间比较，患侧与对侧的平均血管数亦均有显著性差异（p 值均

<0.05），2. 恶性病灶最大径与患侧增加血管数及病灶邻近血管数成正相关，且恶性病灶比良

性病灶更容易出现患侧血管增加及病灶邻近血管。3.乳腺炎症会降低患侧血管增加及病灶邻近

血管对乳腺恶性病变诊断的特异性，而且对病灶邻近血管影响最大，分别由 87.0%及 78.3%降

到 82.1%及 66.1%。结论 3.0T MRI 增强血管成像对乳腺良、恶性病变具有一定的鉴别诊断价

值。 

 

 
PO-167 

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多视角乳腺肿块分类算法 

 
王红玉

1
,冯筠

1
,崔磊

1
,陈宝莹

2
 

1.西北大学 

2.唐都医院 

 

 

乳腺癌已成为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严重威胁女性生命健康。恶性肿块是乳腺癌变的重要表

现形式，对乳腺肿块的良恶性自动识别，辅助医生诊断具有重要研究意义。目的：近年来，深度学

习算法在计算机视觉和医学图像处理等领域表现出巨大的优势和潜力，然而，传统 CNN 算法将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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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过程视为一种基于“黑箱”操作的自学习过程，缺少专家知识，难以自动化整合 x 射线图像中的

多视角特征，针对该问题，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 CNN 的多视角乳腺肿块分类算法（Multi-view 

Convolutional Netural Network: Mv-CNN）。方法：首先，我们通过 Fine-tune在大数据集

ImageNet 上预训练的网络模型 InceptionV3，抽取乳腺 X 线图像的层次化特征，然后，提出了一种

基于视觉注意力的肿块特征选择模型，该算法可有效地筛选对肿块诊断有利的单视角 CNN 图像特

征，同时抑制背景噪声。最后，对乳腺肿块的多视角特征进行有效融合，训练一个端到端的 CNN 分

类器进行病灶诊断。结果：在公开数据集 BCDR 上进行实验，本文算法稳定有效，分类 AUC 值高达

88%，对比其他三种流行算法，提高了 6%。结论：Mv-CNN 框架利用了肿块的多视角层次化特征进行

病灶诊断，克服了传统深度学习算法无法选择有效特征的缺陷，算法简单易行，分类精度高，具有

重要的实际应用价值。 

 

 

PO-168 

Diffusion-weighted MR imaging of the breast at 3.0T: 

the diagnosis efficiency of the decline rate of 

signal intensity and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value with different b values to differentiate benign 

and malignant breast lesions 

 
Ye Yuanyuan

1
,Liu Wanhua

1
,Jiang Jing

2
,Wang Rui

1
 

1.Zhongda Hospital Affiliated to Southestern China University 

2.Nanjing First Hospital Affiliated to Nanjing Medicine University 

 

Objective Our purpose was to investigate the diagnosis efficiency of the decline 

rate of signal intensity and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value with different b 

value combinations in differentiating benign and malignant breast lesions. Methods 

Totally 103 women with 107 breast lesions(63 malignant lesions and 44 benign 

lesions) confirmed by histopathology underwent 3.0T diffusion-weighte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with five b values (0,400,800,1200, and 1600s/mm
2
) . The signal 

intensity and ADC values of the breast lesions were measured respectively. The 

signal intensity decline rate(SIDR) and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decline 

rate(ADCDR)were calculated, respectively. SIDR=（signal intensity of lesions with 

low b value-signal intensity of lesions with high b value）/signal intensity of 

lesions with low b value, ADCDR=(ADC value of lesions with low b value-ADC value 

of lesions with high b value）/ADC value of lesions with low b value. The 

independent-samples t-test was used for statistical analyses and the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 curve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diagnosis efficiency 

of the SIDR and ADCDR value. Results 1.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observed in 

SIDR between benign and malignant breast lesions with b-value combinations of 

0s/mm
2
-400s/mm

2
, 400s/mm

2
-800s/mm

2
, 800s/mm

2
-1200s/mm

2
 and 1200s/mm

2
-1600s/mm

2
. 2.The 

sensitivities of SIDR to differentiate benign and malignant breast lesions were 

89.7%、89.7%、91.4% and 84.5%,the specificities were84.8%、87.0%、87.0% and 87.0%, 

the diagnosis accordance rates were 87.5%、88.5%、89.4% and 85.6%,the 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s were 88.1%、89.7%、89.8% and 89.1%, the negative predictive 

values were 86.7%、87.0%、88.9% and 81.6% respectively with the four groups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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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 combinations. 3.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observed in ADCDR between 

benign and malignant breast lesions with b-value combinations of 400s/mm
2
-800s/mm

2
 

and 800s/mm
2
-1200s/mm

2
, however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observed in ADCDR 

between benign and malignant breast lesions with b-value combination of 1200s/mm
2
-

1600s/mm
2
. 4.The sensitivities of ADCDR to differentiate benign and malignant 

breast lesions were 61.9% and 76.2%, the specificities were 71.7% and 71.7%, the 

diagnosis accordance rates were 66.1% and 74.3%, the 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s 

were 75.0% and78.7%, the negative predictive values were57.9% and 68.8% 

respectively with the two groups b-value combinations. Conclusion The decline rate 

of signal intensity and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value with different b-

value combinations can be used to differentiate benign and malignant breast 

lesions, and the diagnosis efficiency with b-value combination of 400s/mm
2
-800s/mm

2
 

was optimum. 

 

 
PO-169 

乳腺 MR 纤维腺体背景强化与乳腺癌患病风险的相关性研究 

 
张睿馨,李琳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150001 

 

目的：研究乳腺磁共振纤维腺体背景强化（BPE）与乳腺癌患病风险可能存在相关性，在乳腺

良恶性病变中，寻找具有显著差异的 BPE类型。 

方法：选择 220例磁共振成像患者（从 2014年 9月—2016 年 1月），采用严格的入组标准。

其中包括了 60例绝经前患者（组 1），130例绝经后患者（组 2）。两位高年资放射科医生将 

BPE 分为四型: 轻微强化、轻度强化、中度强化和显著强化。两组患者根据磁共振成像结果分

为三类（阴性，良性，恶性）。BPE类型在两组内和三类间的分布分别进行了统计学分析。卡

方检验用来分析三种病变类型的 BPE类型分布，并分析与病变类型有关的 BPE显著相关性。t

检验用来分析两组内 BPE类型相关性的显著差异。 

结果：卡方检验证实，阴性对照及良性病变对比恶性病变的 BPE分型有显著的统计学差异

（P<0.05）。在恶性病变中，中度强化和显著强化的 BPE类型显著增高（1组分别是：31%和

43%；2组分别是：32%和 45%）。在阴性对照及良性患者中，轻微强化和轻度强化的 BPE类型

显著增高，阴性对照组（1 组分别是：64%和 35%；2组分别是：67%和 33%），良性病变（1组

分别是：54%和 38%；2组分别是：75%和 17%）。1组和 2组间 BPE类型经 t检验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 

结论：无论是绝经前和绝经后的患者中，中度强化和显著强化的 BPE类型与乳腺癌患病风险存

在一定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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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70 

The value of digital breast tomosynthesis for 

diagnosing breast cancers in dense breast 

 
yang tao,Ouyang Yu ,Chu Zhigang,Ouyang Zubin 

The Hospital Group of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CQMU 400016 

 

Objective: To clarify the advantage of digital breast tomosynthesis (DBT) on full-

field digital mammography (FFDM) in evaluating breast cancers in dense breast. 

Methods: All of the patients who had suspicious breast cancers underwent bilateral 

breast FFDM examination, and DBT examination for the breast with suspicious 

lesions. The patterns of breast density were evaluated and recorded, and BI-RADS 

scores of images were assessed. Finally,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DBT and FFDM in 

detecting and accurately diagnosing breast cancers in dense breast were 

respectively evaluated based on histopathological results. Results: 445 lesions 

were confirmed as breast cancers in 443 patients with dense breasts. The total 

detection rate of DBT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FFDM (94.8% vs. 77.8%, 

P＜0.05), of which DBT was more sensitive for masses without calcification than 

FFDM (64.5% vs. 48.3%, P＜0.05). Meanwhile, DBT also had significantly higher 

diagnostic accuracy for lesions than FFDM (74.4% vs. 44.7%, P＜0.05), especially 

for masses without calcification (76.8% vs. 55.1%, P＜0.05). Conclusions: Compared 

with FFDM, DBT is more sensitive for detecting masses, especially those without 

calcification, in dense breast. Additionally, it could also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ir diagnostic accuracy. Therefore, DBT is more suitable for evaluating the 

suspicious breast cancers in dense breast. 

 

 
PO-171 

乳腺导管内乳头状癌的 MR 影像学表现 

 
何翠菊 

辽宁省肿瘤医院 110042 

 

目的：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究乳腺导管内乳头状癌 MRI的影像学特征。 

材料和方法：收集从 2013年 9月到 2017年 4月共 10例（10处病灶）诊断为乳腺导管内乳头

状癌的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总结其 MR影像学表现。结果：MR影像学检查表现为肿块病变 7

例，非肿块病变 3例。乳腺非中央区发病部位为 80%。在磁共振图像上，T1WI上，最常见的信

号特征是混杂等低信号（90%）；T2WI上，最常见的信号特征是稍高信号内见范围不等的明显

高信号（90%）；肿块病变形态学特征以卵圆形（90%），边缘清晰（90%）最为常见。内部强

化形式多数呈现不均匀强化，内见范围不等无强化区（100%）； TIC曲线呈早期快速强化，

延迟期廓清型（80%）。在减影图像上，5(50%)例患者可见病灶侧供血动脉增粗。在 DWI序列

上，均呈弥散受限的不均匀高信号肿块，ADC值均值 0.000906±0.000499 mm
2
/s。结论：乳腺

导管内乳头状癌，以肿块病变发生率高，非中央区为常见发病部位。MR图像中，表现为卵圆

形、边缘清晰、T2WI内部见范围不等明显高信号区和增强图像表现为不均匀强化并内部范围

不等无强化区肿块为多见。在 DWI序列上，表现为肿块实性区低 ADC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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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72 

乳腺弥漫性大 B 细胞淋巴瘤的 MRI 特点 

 
王丽君,汪登斌,罗冉,崔雪娥,张天月,张忠阳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00092 

 

目的：分析乳腺弥漫性大 B细胞淋巴瘤（Diffuse large B-cell lymphoma, DLBCL）的磁共振

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表现，探讨乳腺 DLBCL有特异性诊断价值的 MRI

特点。 

方法：回顾性收集 2012年 1 月至 2016年 6月我院 4例乳腺 DLBCL病例，所有患者术前均行乳

腺 MRI扫描，包括扩散加权成像（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 DWI），分析病灶的 MRI形

态学、T2WI信号、表观扩散系数（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ADC）及时间-信号强

度曲线（Time-signal intensity curve, TIC）特点。 

结果：4例乳腺 DLBCL患者年龄范围为 56岁~70岁，共 5个肿块型病灶。5个病灶中，其中 4

例边缘不规则，1例边缘清楚。在 T2WI上，5个病灶中，其中 2例表现为稍高信号，2例表现

为等信号，1例表现为低信号。4个患者中，其中 3例 DWI 扫描 b值取 800 s/mm
2
，3个病灶

ADC值分别为 0.81x10
-3
mm

2
/s，0.45 x10

-3
mm

2
/s，0.53 x10

-3
mm

2
/s；1例 b值取 600 s/mm

2
，患侧

乳腺内有 2个肿块，其 ADC 值分别为 0.87 x10
-3
mm

2
/s及 0.73 x10

-3
mm

2
/s。 5个病灶内部均未

见明显囊变坏死，其中 3例表现为不均匀强化，2例表现为均匀强化。5个病灶中，其中 3个

TIC为快速-平台型，2个 TIC为快速-流出型。 

结论：乳腺 DLBCL 的 MRI表现提示其为恶性肿瘤，其 ADC值较低，可能对乳腺 DLBCL的诊断

有一定的提示作用。 

  

 

 

 

PO-173 

3T 磁共振乳腺成像对乳腺癌保乳术疗效评估应用研究 

 
徐俊卿,吕秀花(陕西.西安)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探讨磁共振成像在乳腺癌保乳术后随访的应用价值。方法: 乳腺癌经保乳手术切除肿瘤

患者 16例，使用 siemens公司 Magnetom trio# tim 3.0T超导型磁共振进行成像，成像方法

包括常规 SE序列、扩散加权成像和动态增强扫描，并对照钼靶 X线摄影、近红外、超声和病

理检查结果，比较分析乳腺癌保乳术后瘢痕与肿瘤复发的 MRI影像特点及鉴别要点。结果：瘢

痕表现为残留乳房内原手术部位见不规则软组织影，T1WI 呈低信号，T2WI呈稍低信号，病灶

边缘欠光整。 DWI呈稍高信号，ADC值为(1.34±0.29) ×10-3 (mm2/s)。动态增强扫描强化

为自中心向周围扩散的强化模式，TIC类型为流入型。肿瘤复发表现为残留乳房内原手术部位

见不规则软组织影，T1WI呈低信号，T2WI呈稍高信号。DWI呈高信号，其与周围腺体信号比

随 b值增大而增大，ADC值为(1.02±0.31) ×10-3 (mm2/s)，与手术瘢痕的 ADC值之间差异

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动态增强扫描病灶强化均为自周边向中心填充的强化模式， 

TIC类型为流出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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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74 

乳腺导管造影联合细胞学检查诊断导管内乳头状瘤的价值  

 
曾利（曾莉）

1
,葛金梅

1
,宫悦

2
 

1.新疆伊犁州友谊医院 

2.江苏省人民医院放射科 

 

目的：病理证实的导管内乳头状瘤 54例，对照溢液细胞学检查及乳腺导管造影与病理结果进

行回顾性分析，以提高诊断水平。方法：临床表现有乳头溢液并经手术、病理证实的导管内乳

头状瘤 54例,术前进行细胞涂片，然后进行乳腺导管造影检查，回顾性分析两种检查方法与病

理结果进行对比分析。结果：54例经手术病理学诊断为导管内乳头状瘤中，术前细胞学检查

诊断正确者 39例，误诊 15 例，其中 8例误诊为导管上皮乳头状增生，2例误诊为乳腺癌，5

例误诊为导管炎症，诊断符合率为 72.2％；导管造影术前正确诊断 50例，3例诊断为导管炎

症并增生，1例技术原因漏诊，诊断符合率为 92.6%。结论： 对于无肿块的乳头溢液患者，导

管内乳头状瘤，溢液细胞学检查及导管造影是重要的检查方法。两种检查方法相结合，有助于

病变的正确诊断。   

  

 

 

PO-175 

三种不同磁共振扩散模型在鉴别乳腺 

良恶性病灶中的价值研究 

 
夏冰清,柴维敏,孙琨,黎鑫乐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200025 

 

目的 探讨扩散加权成像的单指数模型、体素内不相干运动（IVIM）模型和扩散峰度成像

（DKI）模型在乳腺良恶性病灶中的鉴别诊断价值。方法 本研究为前瞻性，纳入标准：超声或

X线 BI-RADS 4类及以上患者。排除标准：乳腺 MRI检查前已进行穿刺检查、新辅助化疗或手

术的患者。所有患者术前均行双侧乳腺 MRI检查，序列包括 TIRM、多 b值 DWI （采用读出方

向分段采样序列）和 T1W动态增强扫描。选取病灶实性成分最大层面且避开明显坏死、囊变液

化区作为感兴趣区，分别测量表观扩散系数（ADC）、IVIM 模型参数[真实扩散系数（Dt）、

灌注相关扩散系数（D*）、灌注分数（f）]和 DKI模型参数[峰度系数（K）、扩散系数

（Dk）]。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分别比较乳腺良恶性病灶上述参数的差异。采用 ROC曲线评价

三种模型参数的诊断效能。采用 Z检验比较各参数 AUC的差异。结果共纳入 80例患者（83个

病灶），其中良性病灶 38个，恶性病灶 45个。三种不同扩散模型中 ADC值、Dt值、K 值及

Dk值在鉴别乳腺良恶性病灶中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其最佳阈值分别为 ADC 值

1.08×10
-3
mm

2
/s、Dt值 1.06×10

-3
mm

2
/s、K值 0.756及 Dk值 1.36×10

-3
mm

2
/s。而 D*值和 f值

在良恶性病灶之间存在较大重叠，差异无明显统计学意义（P＞0.05）。K值和 Dt值在鉴别乳

腺良恶性病灶中的曲线下面积最高，分别为 0.956、0.947，其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 91.1%和

89.5%，93.3%和 84.2%；ADC 值和 Dk值其次，AUC分别为 0.933和 0.923。但上述参数的 AUC

均无统计学差异（P均＞0.05）。结论 三种不同扩散模型在鉴别乳腺良恶性病灶中均有较好

的诊断价值，其中 IVIM和 DKI的诊断效能较单指数模型略高，但三者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单指数模型扫描时间短，后处理简单，在临床应用价值很高。 

 

 

http://www.studa.net/lix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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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76 

The assessment of background parenchymal enhancement 

(BPE) in a high-risk population: What causes BPE? 

 
You Chao,Gu Yajia,Peng Weijun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Fudan University Cancer Center， Department of Oncology， Shanghai 

200032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promoting factors for background parenchymal enhancement (BPE) in 

MR-mammography (MRM) 

Methods:  
146 patients were retrospectively evaluated, including 91 high-risk patients 

(50  BRCA patients, 41 patients with elevated life time risk).  56 screening 

patients were matched to the high-risk cases on the basis of age. The correlation 

of BPE with factors, such as FGT, age, menopausal status, breast cancer, high-risk 

precondition as well as motion were investigated using linear regression. 

Results: 
BP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FGT (p<0.001) and negatively with menopausal status 

(p<0.001). Cancer did not show an effect on BPE (p>0.05). A high-risk precondition 

showe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formation of BPE (p<0.05). However, when 

corrected for motion,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BPE and a high-risk precondition 

became weak and insignificant and a highly significant association between BPE and 

motion was revealed (p<0.01). 

Conclusion: 
BP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FGT and negatively with age. Cancer did not have an 

effect on BPE. A high-risk precondition appears to have a negative effect on BPE. 

However, when corrected for motion high-risk preconditions became insignificant. 

Technical as well as physiological influences seem t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formation of BPE. 

  

 

 
PO-177 

MR 间质淋巴造影在 VX2 兔乳腺癌内乳前哨淋巴结显像中的初

步研究 

 
谭红娜

1
,王攀歌

2
,刘洋

3
,夏燕娜

3
 

1.河南省人民医院 

2.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摘要】目的 初步探讨 MR间质淋巴造影(MR lymphography, MR-LG)检查在显示兔 VX2乳腺

癌内乳前哨淋巴结(sentinel lymph node, SLN)的可行性。材料与方法 选取纯种雌性新西兰

大白兔 55只建立兔 VX2乳腺癌动物模型，并行 MR-LG检查。图像传至 ISP(Philips 

Intellispace Portal)工作站进行后处理，自注射部位至内乳或腋窝方向的引流淋巴管上最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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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像的 1个或数个淋巴结定义为 SLN，记录 SLN及引流淋巴管显示情况，并与前哨淋巴结活检

(sentinel lymph node biopsy, SLNB)结果对照。结果 (1) 55只实验兔建模成功率为

98.2%(54/55)，最终 51只荷瘤兔成功入组。在 MR-LG图像上，对比剂注射后 5min扫描较注射

后即可扫描可显示更多的内乳区淋巴管(36 VS 25)，且在同时显示腋窝 SLN及引流淋巴管效果

进一步提高(45 VS 37)，二者均有统计学意义(P=0.021和 0.040)。(2) 在内乳区 MR-LG图像

上，显像 SLN长径为 2.64±0.59mm，短径为 2.24±0.54mm，引流淋巴管直径平均值为

2.18mm；肿瘤大小及腋淋巴结数目对内乳淋巴管的显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32, 0.040)。
(3) 内乳区 SLNB共检出 11 只荷瘤兔内乳区 15枚 SLN，位于第 2～3肋间者 6枚，1～2肋间者

5枚，3～4肋间者 2枚，而位于第 10肋间和剑突旁者各 1枚；对照 MR-LG，共 9只荷瘤兔共

显示 11枚内乳区 SLN，其中 7只(77.8%, 7/9)与 SLNB显示结果一致；SLNB检出的 SLN 长短径

均大于 MR-LG图像上显示的 SLN，且有统计学差异(P值均＜0.05)。结论 MR-LG可显像 VX2

兔乳腺癌内乳区 SLN，但显像率的提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PO-178 

乳腺叶状肿瘤与纤维腺瘤 MRI 征象分析及鉴别 

 
付芳芳,王梅云,朱绍成,葛英辉,李永丽,谭红娜 

河南省人民医院 450003 

 

目的：探讨乳腺叶状肿瘤与纤维腺瘤 MRI表现特点并对两者进行鉴别，提高临床对两种疾病诊

断准确率。 

材料与方法：回顾性分析经手术或穿刺病理证实的 34例乳腺叶状肿瘤和 59例乳腺纤维腺瘤患

者临床及 MRI资料。 

结果：叶状肿瘤好发于中年女性（平均年龄 49岁），纤维腺瘤发好于年轻女性（平均年龄 37

岁）。叶状肿瘤的平均最大径（5.3cm）大于纤维腺瘤(3.7cm)。叶状肿瘤和纤维腺瘤的形态学

特征有一定差异：叶状肿瘤表现分叶状有 23例 (23/34)，表现为不规则形 5例(5/34)；纤维

腺瘤表现为类圆形 31例(31/59)，表现为分叶状有 23例(23/59)，本组未见不规则形纤维腺

瘤。叶状肿瘤 11例（11/34）边缘不规则，2例边缘见毛刺。纤维腺瘤通常边缘光滑，本组 56

例（56/59），边缘不规则比较少见。MRI平扫 T1WI叶状肿瘤 13例内见片状高信号，而纤维

腺瘤未见片状高信号。T2WI 压脂序列叶状肿瘤 31例（31/34）表现为高信号；而纤维腺瘤

等、低、高信号均可见，其中 36例(36/59)表现为高信号。13例(13/34)叶状肿瘤内见囊变

区，而纤维腺瘤内未见。增强扫描两者肿块内均可见未强化的低信号分隔。时间信号强度曲

线，叶状肿瘤以Ⅱ型多见 14例（14/34），Ⅰ型 12例，Ⅲ型 8例；纤维腺瘤以Ⅰ型多见 39例

（39/59），Ⅱ型 17例，Ⅲ型 3例。 

结论：乳腺叶状肿瘤与纤维腺瘤 MRI表现具有一定特征性，且二者之间存在差异。结合患者的

临床资料，病变的形态学特征、MRI信号、强化特征及时间-信号强度曲线类型，能够对两者

作出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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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79 

恩度联合 TP 方案对人 MCF-7 乳腺癌裸鼠移植瘤 

VEGF、MMP-2 表达的影响 

 
雷振 

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21001 

 

目的: 探讨恩度联合 TP方案对人 MCF-7乳腺癌裸鼠移植瘤中肿瘤血管生成相关的血管内皮生

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VEGF）和基质金属蛋白酶-2（matrix 

metalloproteinase-2, MMP-2）表达的影响。方法: 将 24只种有人乳腺癌移植瘤的裸鼠随机

分为 4组，即恩度组、新辅助化疗组、联合治疗组和对照组；恩度组给予恩度治疗，新辅助化

疗组给予紫杉醇和顺铂（TP）治疗，联合治疗组给予恩度+TP治疗，对照组给予等体积的生理

盐水。采用免疫荧光双重染色技术和激光扫描共聚焦显微镜检测各组 VEGF和 MMP-2的表达，

并通过 Western blot检测各组 VEGF和 MMP-2的表达。结果: 联合治疗组 VEGF和 MMP-2较恩

度组、新辅助化疗组及对照组表达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恩度联合 TP方

案对人 MCF-7乳腺癌裸鼠移植瘤 VEGF和 MMP-2表达的抑制优于恩度组和新辅助化疗组，恩度

与 TP方案在肿瘤血管抑制方面具有协同作用。 

 

 

 
PO-180 

MR Imaging Features of Pure Mucinous Breast Carcinoma 

 
曲宁,罗娅红 

中国医科大学肿瘤医院，辽宁省肿瘤医院 110042 

 

[Abstract] Objective To characterize MRI features of pure mucinous breast 

carcinoma（PMBC）.Methods MR characteristics of PMBC in 23 women confirmed by 

postoperative pathology were analyzed retrospectively. Results A mass with oval 

shape and circumscribed margin was the most common manifestation.PMBC showed very 

high signal intensity on T2WI. PMBC showed three different enhancement patterns: 

pattern I, rim enhancement; pattern II, heterogeneous enhancement; pattern III, no 

appreciable enhancement. The value of early enhancement rate(EER) ranged from 

15.6% to 247.1%  and the average value was（103.90±50.50）%. PMBC mainly showed 

persistent enhancing pattern on time-signal intensity curve (TIC).The mean ADC 

value of tumor was 2.05x10
-3
mm

2 
/s with b value of 800s/mm

2
.Conclusi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MBC on MRI are helpful for diagnosis and differential 

diagn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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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81 

MR 间质淋巴造影评价兔 VX2 乳腺癌腋窝前哨淋巴 

结性质的实验研究 

 
王攀鸽

1
,谭红娜

1,2
,刘洋

3
,王博

1
,肖慧娟

1
,高剑波

1
 

1.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河南省人民医院 

3.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目的 初步探讨 MR间质淋巴造影（MR-LG）评价兔 VX2乳腺癌腋窝前哨淋巴结（SLN）状态的价

值。方法 选取纯种雌性新西兰大白兔 55只，建立兔 VX2乳腺癌动物模型，行 MR-LG检查。图

像传至 ISP工作站进行处理及测量。记录 SLN及淋巴管显示情况，并与 SLN活检（SLNB）结果

对照。结果 （1）54只实验兔建模成功（成功率 98%），最终成功入组 53只；MR-LG共定位

56枚 M-SLN，SLNB共检出 65枚 m-SLN，两种方法在寻找 SLN的数目上存在显著差异（Z=-

3.00，P=0.003）；但两种方法在寻找 SLN的数目上存在强相关（r=0.549，P＜0.001）。

（2）MR-LG检出 56枚 SLN 中转移 16枚（28.57%，16/56），非转移 40枚（71.43%，

40/56），转移性 SLN的长径、短径及短长径比均大于非转移性 SLN，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均 P＜0.05）。16枚转移 SLN中 12枚（75%，12/16）出现淋巴结边缘充盈缺损样改变，40

枚未转移 SLN中 31枚（77.5%，31/40）出现淋巴结中心充盈缺损或无缺损，两组 SLN 充盈缺

损模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3）SLN短径、长径、短长径之比、边缘充盈缺损模

式的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931、0.859、0.724、0.763；短径＞7.215mm的诊断灵敏度为

81.3%，特异度为 92.5%，长径＞9.620mm的诊断灵敏度为 81.3%，特异度为 90.0%，短长径之

比＞0.806的诊断灵敏度为 75.0%，特异度为 75.0%，SLN边缘出现充盈缺损改变诊断淋巴结转

移的灵敏度为 75.0%，特异度为 77.5%，淋巴结短径＞7.215mm 与淋巴结充盈缺损模式联合诊

断的灵敏度为 93.75%，特异度为 75%。结论 MR-LG检查可较准确定位乳腺癌 SLN，短长径、短

长径比及淋巴结内出现充盈缺损改变可有助于评价 SLN的性质。 

 

 
PO-182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derived Histogram 

analysis for Pretreatment Prediction of Response to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in Patients with Breast 

Cancer: Comparison between Single-Section and Whole-

tumor Volume Measurement 

 
xiao chuan geng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Renji Hospital，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200127 

 

Purpose: To determine the diagnostic performance of ADC derived from whole-tumor 

volumes and single-section ROIs to predict histopathologic response to NAC in 

patients with breast cancer by using histogram analysis. 

Materials and methods: 32 patients (15responders, 17 non-responders) who had 

undergone 3.0 Tesla 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 before NAC were measured using t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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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I methods (single-section and whole-tumor volume) and time required for each 

method was recorded. Responders were defined by Grade 5 of the histopathologic 

standard named Miller-Payne grading system. Measurement time and 

mean/minimum/maximum/standard deviation/median/the 10
th
, 25

th
, 75

th
, 90

th
 percentiles 

of ADC values were compared using paired Student’s t-tests between single-section 

and whole-tumor volume. All ADC parameters (mean/minimum/maximum/standard 

deviation/median/the 10
th
, 25

th
, 75

th
, 90

th
 percentiles of ADC values of single-

section method, mean/minimum/maximum/standard deviation/median/the 10
th
, 25

th
, 75

th
, 

90
th
 percentiles/skewness/kurtosis of whole-volume method) of responders versus 

non-responders were compared by unpaired Student’s t-tests.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s were generated to evaluate the diagnostic performance of two 

methods for prediction of histopathologic response. 

Results: The 10
th
, 25

th
 percentiles/median of single-section method, the mean/10

th
, 

25
th
 percentiles/median of whole-tumor volume method differed significantly between 

responders and non-responders (P<0.05). 10th
 percentiles of whole-tumor volume 

method had the greatest areas under the curve (0.794). Maximum ADC values differed 

significantly between two methods (P<0.001). The whole-tumor volume method took 
significantly longer time than single-section method (P<0.001). 
Conclusion: ADC values are partially influenced by two ROI methods. Whole-tumor 

volume histogram analysis took longer time and did not yield better diagnostic 

performance than single section method. The 25
th
 percentiles of ADC value derived 

from single section method is the most optimal parameter for prediction of 

histopathologic response. 

  

 

 
PO-183 

基于磁共振弥散加权成像的定量容积直方图及纹理分析在乳

腺肿瘤诊断中的研究 

 
毛宁

1,2
,王淸霖

2
,洪楠

1
,董建军

2
,谢海柱

2
 

1.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2.烟台毓璜顶医院 

 

目的：探讨基于 DWI的定量容积直方图及纹理分析在乳腺良恶性肿瘤诊断中价值诊断价值。 

方法：收集经病理证实的 130名乳腺肿瘤患者的常规 MRI及 DWI数据。采用美国 GE 

Discovery 750W 3.0TMR 扫描仪,乳腺专用 8 通道相控表面线圈,患者取俯卧位,平扫行矢状位

及轴位 T1 WI、轴位 T2WI、脂肪抑制 T2 WI序列及轴位扩散加权成像(DWI)。 

运用 Jimage软件进行后处理，获得定量容积直方图及纹理参数。图像纹理分析,计算灰度图像

统计信息特征,采用灰度共生矩阵提取乳腺病变的 DWI图像,纹理参数包括对比度、相关、能

量、逆差矩和熵等，进行统计分析,并比较各特征之间的显著性差异，选出有显著性差异的特

征参数，运用 LST-t 检验比较显著性差异特征参数与病例结果是否有统计学意义，采用受试

者操作特征（ROC曲线）分析比较诊断效能。 

结果：除 1例原位癌和 1例小腺瘤外，DWI显示所有良恶性病变。基于 DWI的定量容积直方图

及纹理分析二者对病变良、恶性诊断结果的一致性很好，良恶性病变的定量容积直方图及能

量、逆差矩和熵纹三个理特征具有统计学差异（P<0.01）。在鉴别良恶性肿瘤中，显著性特征

达到最大曲线下面积 AUC（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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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DWI能清楚地显示乳腺良恶性肿瘤，基于 DWI的定量容积直方图及纹理分析在乳腺良恶

性肿瘤的鉴别中有一定的价值，位为临床干预和预后提供重要的信息。 

  

  

 

 

PO-184 

Correlation of Pharmacokinetic Parameters with 

Prognostic factors of Breast Cancers: a Retrospective 

Study in Dynamic Contrast-Enhanced MRI with 

CAIPIRINHA-Dixon-TWIST-VIBE Technique 

 
AI TAO,Hu Yiqi,Xia Liming 

Tongji Hospital， Tongji Medical College of HUST 430030 

 

Purpose: To investigate the correlation of pharmacokinetic parameters with 

prognostic factors of breast cancers in T1-weighted dynamic contrast-enhanced MR 

imaging (DCE-MRI) based on CAIPIRINHA-Dixon-TWIST-VIBE (CDT-VIBE) technique.   

Methods: A total of 96 patients with known invasive breast carcinoma were enrolled 

in this study with their informed consent. Patients underwent dynamic contrast-

enhanced T1-weighted breast imaging at 3T MRI (MAGNETOM Skyra, Siemens Healthcare, 

Erlangen, Germany) using a prototype CDT-VIBE sequence, and their 

histopathological results were subsequently confirmed. The imaging protocol 

included 1 min 05 s for T1 mapping (FA = 2 and 14 degrees) and 6 min 58 s for CDT-

VIBE imaging (11 s X 35 phases ). The detailed imaging parameters of CDT-VIBE 

included TR = 5.4ms, TE = 2.46/3.69ms, FA = 9 degree, FOV = 320 X 320 mm, matrix = 

320 X 320，slice thickness = 1.5 mm. At the end of 3
rd
 phase of CDT-VIBE sequence, 

a contrast medium (Omniscan, GE Healthcare) was administrated, via a power 

injector (0.1 mmol/kg body-weight). Ktrans (volume transfer constant between 
plasma and EES), kep (constant flux rate between EES and plasma) and ve (EES 
volume per unit volume of tissue) were then calculated using the functional 

Tissue4D software (Siemens Healthcare, Erlangen, Germany). The prognostic factors 

including estrogen receptor (ER), progesterone receptor (PR), Ki-67, 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2 (HER2) were obtained from histopathological 

reports. Single-sample K-S test and paired t-test with Bonferroni correction were 

used for statistical analysis. 

Results: Mean Ktrans and ke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PR-negative tumors than 
PR-positive tumors (P < 0.01 for both). However, mean ve did not show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PR negative and PR positive tumors. Mean Ktrans and ke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and mean v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Ki-67 negative 
tumors compared to Ki-67 positive tumors (P < 0.01 for all).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quantitative parameters (Ktrans, kep, ve) between sub-
groups based on the prognostic factors of ER and HER2 (Table 1) .   

Discussion & Conclusions: Significant correlations were found between quantitative 

parameters (Ktrans, kep) and prognostic factors (PR, Ki-67) in invasive bre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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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cers, based on both high spatial and temporal resolution DCE-MRI. This imaging 

modality with advanced post-processing may provide more information for evaluating 

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neoadjuvant therapy. 

  

 

 

PO-185 

全数字化乳腺 X 线立体定位技术在隐匿性乳腺微钙化灶诊断

中的应用价 

 
杨光,李亚男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050000 

 

目的：探讨乳腺 X线立体定位穿刺活检术和钩丝定位术在隐匿性乳腺微钙化灶定性诊断的应用

价值，进一步提高和完善乳腺隐匿性微钙化灶 X线立体定位技术，优化其操作流程，解除临

床医师及患者对取材准确性的质疑。通过分析 X线摄影中隐匿性乳腺微钙化灶不同的形态及分

布特点，总结其良恶性影像鉴别要点，提高早期乳腺癌的诊断率。 

方法：收集 2015年 1月至 2016年 1月期间，在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乳腺中心就诊，临床体

检无明显异常，乳腺 X线摄片中存在隐匿性乳腺微钙化病变，经过 BI-RADS分类为 3类~4B类

的患者共 79例 83个病灶。 

 

 
PO-186 

Histogram analysis of stretched-exponential diffusion 

model in Differentiating Pancreatic Adenocarcinoma  

and  Neuroendocrine Tumor 

 
Li Jiali,Hu Daoyu,Li Zhen 

Tongji Hospital，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430030 

 

PURPOSE: 

To evaluate the value of histogram analysis of stretched-exponential model in 

Differentiating pancreatic adenocarcinoma from neuroendocrine Tumor.  

MATERIALS AND METHODS: 

Twenty-eight patients with histopathologically 

confirmed pancreatic adenocarcinoma (20) and neuroendocrine Tumor (8) underwent 

preoperative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including  multi-b value DWI (0--

1000 s/mm2) ) using a 3.0T system . Distributed diffusion coefficient (DDC), and 

intravoxel water diffusion heterogeneity (α) histograms were obtained based on 

the entire tumor. The following metrics of each histogram were compared between 

two groups: 1) mean; 2) median; 3) 10%; 4) 25% ;5) 75%;6) 90%. All parameters 

were compared using the Student’s t test.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analysis was used for statistical evaluation.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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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DDC10%、DDC25% 、DDC-median ,all metric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in 

Pancreatic Adenocarcinoma group than Neuroendocrine Tumor group (P < 0.05). α-

mean、α-median、α-75% value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Pancreatic Adenocarcinoma group than Neuroendocrine Tumor group (P < 0.05). 

The AUC values for DDC10%(0.732)、DDC25%(0.759) 、DDC-median(0.786)、α-75%

（0.730）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for α-mean（0.421）、α-median

（0.477）in the differentiation of Neuroendocrine Tumor from 

Pancreatic Adenocarcinoma (P < 0.05).However, the combined diagonosis  of α-

mean、α-median had the highest performance(0.902). 

CONCLUSION: Histogram analysis of stretched-exponential diffusion models may 

help differentiate neuroendocrine tumors from pancreatic adenocarcinomas and 

provide more infomations. 

 

 

 

 
PO-187 

Delineation of Hepatic Veins: Comparison of Magnetic 

Resonance Angiography Using Spatial Labeling with 

Multiple Inversion Pulses, Perfusion-Weighted Imaging 

and Computer Tomography Angiography 

 
Zhu Di,Hu Daoyu 

Tongji Hospital， Tongji Medical College，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430030 

 

PURPOSE 

To evaluate and compare the visualization of hepatic veins by non-contrast-

enhanced magnetic resonance angiography (MRA) using spatial labeling with multiple 

inversion pulses (SLEEK) with magnetic resonance perfusion-weighted imaging (PWI) 

and computer tomography angiography (CTA). 

METHOD AND MATERIALS 

SLEEK-MRA and CTA were performed on 20 patients with liver diseases. For 

visualization of hepatic veins, one inversion pulse was placed to cover the heart 

to suppress the signal in the hepatic artery, while the other beneath the bottom 

edge of liver to suppress the inflow signal of portal system. Subsequently 9 of 

the patients were examined with PWI. 

The visualization quality score of hepatic veins was scored on a four-point scale 

for assessment of left hepatic vein (LHV), middle hepatic vein (MHV) and right 

hepatic vein (RHV). On the original images of SLEEK-MRA, PWI and CTA, regions of 

interest were placed in LHV, MHV, RHV and homogenous liver parenchyma to acquire 

signal intensity and standard deviation. Contrast ratio (CR) of vessels to liver 

parenchyma, signal-to-noise ratio (SNR) and contrast-to-noise ratio (CNR) were 

calculated. The visualization quality was analyzed with Wilcoxon signed-rank test. 

The CR, SNR and CNR were analyzed with paired t-test. A p value of <0.05 was 

considere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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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Compared to CTA, SLEEK-MRA revealed significantly higher visualization quality 

score, SNR, CNR and CR in MHV (3.2±0.6 vs 2.1±1.0, 37.3±10.2 vs 6.3±1.6, 

19.1±9.1 vs 1.5±0.5, 2.1±0.5 vs 1.3±0.1) and RHV (3.0±0.7 vs 2.1±1.0, 

36.3±7.5 vs 6.5±1.6, 18.2±5.6 vs 1.7±0.8, 2.0±0.3 vs 1.4±0.2)(p<0.01), while 

significantly higher SNR, CNR and CR in LHV (32.1±8.6 vs 6.2±1.8, 12.9±6.7 vs 

1.5±0.8, 1.7±0.3 vs 1.3±0.1)(p<0.01). Compared to PWI, SLEEK-MRA revealed 

significantly higher CNR and CR in LHV (11.2±4.0 vs 6.0±3.8, 1.6±0.2 vs 

1.2±0.2) and MHV(18.3±8.7 vs 7.3±2.6, 2.0±0.4 vs 1.3±0.1)(p<0.01), as well as 

in RHV (16.7±6.4 vs 9.3±2.9, 1.9±0.3 vs 1.4±0.2)(p<0.05).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found for visualization quality score and SNR in 

hepatic veins. 

CONCLUSION   

SLEEK-MRA visualizes hepatic veins in high quality and better contrast than 

traditional contrast-enhanced CTA and PWI. 

 

 
PO-188 

临床结合多参数 MRI 评分模型对子宫肉瘤 

及不典型子宫肌瘤的鉴别诊断价值 

 
吕发金,毕秋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目的：寻找能够鉴别子宫肉瘤及不典型子宫肌瘤的临床指标、MRI定性及定量参数，得出子宫

肉瘤的预测指标，并对其量化评分。 

方法：在 2011年 6月至 2016 年 12月间，收集到由我院病理证实的 96例子宫肉瘤和 88例不

典型子宫肌瘤的临床资料，术前曾行 MRI扫描并符合条件的有 63例子宫肉瘤和 79例不典型子

宫肌瘤。分析并比较两组肿瘤在临床参数、MRI定性图像特点、DWI及增强定量参数方面的差

异性，通过逻辑回归等统计学方法计算出术前预测子宫肉瘤的参数评分。 

结果：单变量分析证明患者年龄、临床症状、肿瘤部位、形态、前后径、边界、实质 T2WI信

号、mADC（平均表观扩散系数）值、minADC（最小表观扩散系数）值、TIC（时间-信号强度曲

线）均能准确区分子宫肉瘤及不典型子宫肌瘤（P均＜0.001）。通过多元逻辑回归模型及参

数估计最后得出：年龄＞50.5 岁（1分）、以阴道流血流液为主诉（3分）、病灶主要位于宫

腔（4分）、边界不清（4分）、实质存在 T2WI稍高信号（2分）、minADC值＜0.951×10
 -

3
mm

2
/s（4分）均能用于术前预测子宫肉瘤。当总评分≥8时，敏感性、特异性、准确性、阳性

及阴性预测值分别为 90.5%、98.7%、95.1%、98.3%、 92.9%。 

结论：临床结合多参数 MRI 制定出的子宫肉瘤预测评分模型能够准确区分子宫肉瘤及不典型子

宫肌瘤，以利于治疗方式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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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89 

基于 PI-RADS v2 探究不同经验水平对观察者间一致性及诊断

效能的影响：6 名放射医师的单中心研究 

 
可赞,王良,闵祥德,冯朝燕,康振,张配配,李拔森,游慧娟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目前，良性前列腺增生（benign prostatic hyperplasia，BPH）和前列腺癌

（prostate cancer，PCa）已成为男性前列腺中最常见的良恶性疾病
[1]
。本研究基于最新前列

腺影像报告数据系统指南“PI-RADS v2”
[2]
，回顾性分析 6名具有不同经验水平的放射医师对

前列腺疾病的诊断一致性，从而进一步分析不同经验对 PI-RADS的诊断效能的影响。 

方法：本研究回顾性纳入 183例经穿刺病理证实的前列腺患者 MRI图像，分别由 6名影像医师

（诊断经验分别为 17、5、4、3、2年和 6个月），根据 PI-RADS v2，对每一病例各做出一个

整体评分（1-5分）。利用 SPSS和 Medcalc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采用 Kappa一致性检验

评价读者间的一致性；采用 Kruskal-Wallis检验 6名读者间整体是否存在差异，采用

Nemenyi检验进一步两两比较，P小于 0.05具有统计学意义；采用 ROC及 AUC（area under 

the curve）评价分析不同经验医师的诊断效能。 

结果：183例患者平均年龄为 65.41±8.46 岁（范围 46-88岁），其中 BPH 99 例，PCa 84

例。6名读者间总体评分有差异（F=39.424，P=0.000），部分两两读者间具有差异，主要表

现在经验最少者与其余读者间。6名读者间的平均 k统计量和标准误为 0.506和 0.043。不同

读者的 AUC分别为：0.972、0.924、0.931、0.929、0.947和 0.883，其中经验最少者其 AUC

和诊断效能都最低。 

结论：根据 PI-RADS v2，6名具有不同经验的读者间其一致性中等，但所有读者的都取得了较

高的诊断效能。虽然，不同经验对诊断会造成一定的影响，但像 PI-RADS评分系统这样的统一

评判标准，能有助于缩小经验差距，从而减少误诊率。 

  

 

 

PO-190 

平扫最佳单能量 CT 值的直方图分析对鉴别肾乏脂性 

错构瘤与透明细胞癌的价值初探 

 
徐明哲,刘爱连,陈安良,李烨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6011 

 

目的 初探结合直方图分析技术及单源双能 CT平扫最佳单能量 CT值对鉴别肾乏脂性错构瘤与

肾透明细胞癌的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行单源双能 CT（GE Discovery HD 750，USA）平扫及

三期增强扫描、经手术病理证实为肾乏脂性错构瘤（MFAML）与肾透明细胞癌（ccRCC）的患者

34例，共 42个病灶（MFAML 23个，ccRCC 19个)。测量 MFAML及 ccRCC平扫 40～140 keV 各

单能量 CT值，采用 Mann-Whitney U检验比较 MFAML及 ccRCC各单能量 CT值，并对有统计学

差异的参数使用 ROC曲线分析其诊断效能，诊断效能最大时所对应的单能量 CT值即为鉴别两

者的最佳单能量 CT值。将 DICOM 格式的平扫最佳单能量 CT图导入 Omni-Kinetics软件行直

方图分析，使用 Mann-Whitney U 检验对其 CT值直方图分析的主要参数比较，并对有统计学意

义的参数进行 ROC曲线分析其诊断效能、敏感度、特异度、阈值。结果 MFAML及 ccRCC在

50keV、60keV、80keV的 CT 值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其中，50keV的 CT值鉴别两者的诊断效

能最高（AUC=0.698），即最佳单能量 CT值。平扫 50keV CT 值的偏度、峰度在 MFAML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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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RCC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偏度 P=0.000，峰度 P=0.004），而熵值无统计学差异。ROC曲

线分析显示，以偏度-0.12 为鉴别两者的阈值，其 ROC曲线下面积、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0.854、94.7%、78.3%；以峰度 3.42为鉴别两者的阈值，其 ROC曲线下面积、敏感度和特异度

分别为 0.760、60.9%、100.0%。结论 单源双能 CT平扫单能量 CT值能有效鉴别 MFAML 及

ccRCC，结合直方图分析技术能进一步提高鉴别诊断效能。其中，50keV CT值的偏度具有很高

的敏感度，峰度具有很高的特异度。 

 

 

PO-191 

Quantitative Evaluatation of HBV-related Acute-on-

chronic Liver Failure Using 3.0T MRI 

 
lan Lianjun,Shu Jian,Tang Guangcai,Han Fugang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outhwest Medical University 646000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value of MRI for evaluation of chronic HBV-

related acute-on-chronic liver failure (HBV-ACLF).  

Method: The HBV-ACLF group, chronic hepatitis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were 

enrolled in our study. All patients underwent a 3.0T MRI scan of upper abdomen. 

The scan sequences include Dual FFE, TSE/T2WI/SPAIR, THRIVE, DWI, m-GRASE and VEN-

BOLD. The corresponding imaging indexes include rSI, rSII, SIIT2WI, SIITHRIVE, ADC 

value, T2 or R2 value, and SIISWI were calculated. Simultaneously, blood 

biochemical indexes were collected in 2 days pre- or post-scan. The intergroup 

difference of imaging indexes in the three groups was analysised by one-way 

analysis of variance or nonparametric rank sum test.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imaging indexes and liver function staging was analysed using Spearman rank. ROC 

analysis was performed to assess the diagnostic accuracy of imaging indexes for 

diagnosing ACLF.  

Results: The rSI, SIIT2WI, ADC, T2/R2 and SIISWI value had statistical differences 

among the three groups. In our study, the patients with poorer liver function 

demonstrate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higher rSI, SIIT2WI and T2 values. The 

corresponding spearman rank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was 0.410(P=0.003), 

0.370(P=0.006), and 0.637(P=0.000), respectively. The patients with poorer liver 

function demonstrate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lower ADC, R2 and SIISWI value. 

The corresponding spearman rank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was -0.505 (P=0.000), -

0.637(P=0.000), and -0.455(P=0.002), respectively. Pairwise comparison showed that 

R2 and ADC valve could distinguish the ACLF group from control group or chronic 

hepatitis group; rSI, SIIT2WI and SIISWI could distinguish the ACLF group from 

control group only. The area under ROC curve for R2 value in predicting ACLF was 

0.863(P=0.000), and cut-off was 57.73ms (R2 =0.0173). The area under ROC curve for 

ADC value in predicting ACLF was 0.794(P=0.001), and cut-off was 1.1261×10-3mm2/s. 

An overlap was observed between the diagnostic cut-off of ADC value for diagnosing 

ACLF and the mean ADC value of hepatitis group. After the chronic hepatitis group 

was deleted, ROC analysis showed the area under the ROC curve of rSI, SIIT2WI and 

SIISWI were 0.799(P=0.002), 0.737(P=0.013) and 0.798(P=0.003), respectively, in 

predicting acute-on-chronic liver failure, and the corresponding cut-off point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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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86、0.9856 and 0.5871, respectively. There was a moderate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2 and INR, PT, HA. The corresponding spearman rank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was 0.651(P=0.000), 0.666(P=0.000), and 0.390(P=0.025), respectively. 

The moderate negative correlation was observed between T2 and PTA, ALB, PA. The 

corresponding spearman rank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was -0.667(P=0.000), -

0.480(P=0.004) and -0.373(P=0.030),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1. The imaging indexes including rSI, SIIT2WI, SIISWI, ADC and T2 

value could reflect the liver function, especially T2 or R2 value demonstrating 

favorable evaluation efficiency. 2. R2 and ADC valve could distinguish ACLF group 

from control group or chronic hepatitis. The rSI, SIIT2WI and SIISWI could 

distinguish ACLF group from control group only. 3. T2/R2 value could be used as a 

favorable imaging index for evaluating liver function of chronic hepatitis and was 

closely correlative with laboratory indexes.  

 

 
PO-192 

Diagnosis and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metanephric 

adenoma and papillary renal cell carcinoma: dynamic 

contrast-enhance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versus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imaging 

 
曹建霞,王海屹 

解放军总医院 100037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performance of dynamic contrast-enhanced (DCE) and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ADC)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in the 

differentiation of metanephric adenoma(MA) and papillary renal cell 

carcinoma(PRCC). 

Methods: This study included 6 metanephric adenoma, 18papillary renal cell 

carcinoma, The contrast enhancement ratios (CERs) and the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ADC) values on MR imaging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MA and PRCC. 

Results:In the comparison of diagnostic performance between DCE and DW MR imaging, 

Only ADC valu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18 , and th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of the ROC curve were 0.889 and 0.833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The ADC was more reliable in distinguishing between metanephric 

adenoma and papillary renal cell carcin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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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93 

Peritumoral Artery Scoring System:  a Novel Scoring 

System to Predict  Renal Function Outcome after  

Laparoscopic Partial Nephrectomy 

 
Liu guiqin,Wu Guangyu,Xu Jianrong 

Renji Hospital，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00127 

 

Objective: The primary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assess the impact of peritumoral 

artery characteristics on renal function outcomes, and to introduce our 

Peritumoral Artery Scoring System (PASS), which is based on three-dimensional (3D) 

computed tomography arteriography (CTA). We also examined the predictive value of 

PASS for renal function decline. 

Methods and Materials: Peritumoral artery characteristics and renal function were 

evaluated in 220 patients who underwent laparoscopic partial nephrectomy and then 

validate in 51 patients with split and total glomerular filtration rate (GFR). In 

particular, peritumoral artery classification and diameter were measured to assign 

arteries into low, moderate, and high Peritumoral Artery Scoring System risk 

categories (Fig. 1). Peritumoral arteries were defined as the renal arteries 

within 5 mm of the tumor edge, based on the mean parenchymal width. The 

peritumoral artery was categorized according to the anatomic renal artery division 

into six classes: peritumoral artery classification (PAC) I, renal artery 

(arteries, if accessory renal arteries exist); II, anterior and posterior 

divisions; III, segmental arteries; IV, interlobar arteries; V, interlobar artery 

branch and arcuate arteries; and VI, no visible peritumoral artery (N/A). The 

peritumoral artery diameter (PAD) was also measured. If multiple peritumoral 

arteries (MPA) existed, the peritumoral artery with the higher classification was 

used for PAC and PAD. CTA images were reviewed by a urologist and a radiologist 

who specialize in urologic radiology. The inter-observer agreement was calculated. 

All readouts were performed using an imaging workstation. The individual use of 

windowing, multiplanar reformations, maximum intensity projection reformats, and 

VR was allowed, and PAD was measured by 3D VR. PAC was also determined using the 

VR method. PAD was noted as the average of two measurements. Minimal PAD was 

limited to 0.5 mm for better inter-measurement repeatability. PASS was designed to 

offer a simple and maneuverable anatomically based system for the analysis of PAC 

and PAD, and to distinguish the tumor subgroups with differing risks for ePD10 

after LPN. PASS-Low risk was defined as PAC IV, V, or N/A and PAD < 2 mm. PASS-

Moderate risk was defined as PAC III or PAD ≥ 2 mm. PASS-High risk was defined as 

PAC I or II with any PAD. Univariable and multivariabl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es were then used to determine risk factors for major renal functional 

decline. The Peritumoral Artery Scoring System and four other nephrometry systems 

were compared using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analysis. 

Results: The peritumoral Artery Scoring System was significantly superior to the 

other systems for predicting postoperative renal function decline (p < 0.001). In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analysis, our category system was a superior 

independent predictor of estimated glomerular filtration rate (eGFR) dec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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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a-under-the-curve = 0.865, p < 0.001) and total GFR decline (area-under-the-

curve = 0.796, p < 0.001), and split GFR decline (area-under-the-curve = 0.841, p 

< 0.001) (Fig. 2, 3). 

Conclusions: Peritumoral artery characteristics were an independent predictive 

factor of long-term renal function outcomes after LPN. The PASS based on 3D CTA 

showed a superior capacity to predict long-term major renal function decline and 

recovery compared to other nephrometry systems. This study highlights aspects to 

consider when planning surgical strategies to improve patient safety and long-term 

clinical outcome. 

  

 

 
PO-194 

Explore the Features of Iron Deposition  

in cirrhotic Nodules 

 
liu dan 

Sichuan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Sichuan Provincial People's Hospital 610071 

 

Objective: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analyze the features of iron staining and 

iron content from regenerative nodules (RNs) to low grade degenerative nodules 

(LGDNs) to high grade degenerative nodules (HGDNs) to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s 

(HCC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liver cirrhosis. 

Methods: 55 male Wistar ra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a treatment group and a 

control group, which were administered with diethyl nitrosamine (DEN) and the 

sterilized tap water, After 13 weeks. Rats were sacrificed for HE staining, Iron 

staining and tissue iron level with flame atomic absorption spectrometry. The 

features of iron staining and iron content were analyzed among the cirrhotic 

nodules. 

Results:  A nodule was sampled in the macro pathology while there were many same 

or different nodules in the micro pathology. So the iron staining and the iron 

content adopted different grouping methods. The grades of iron staining were 

evaluated respectively for RNs, LGDNs, HGDNs and HCCs in the sample.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mong different groups for the grades of iron staining 

both in the essence and  the interstitial  (P<0.05).After comparison each two 

groups,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could be found between some groups（P<0.05）. 

Both in the essence and the interstitial the grades of iron staining for HCCs 

were lowest of them. For the iron content, the nodules were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s, cirrhotic nodules, cirrhotic nodules with HCCs and HCCs. The mean 

iron contents were respectively 183.930±53.122 ug/g ww,278.813±232.623 ug/g ww, 

152.691±105.522 ug/g ww, 150.800±174.500 ug/g ww, the iron contents were 

gradually decreasing from the cirrhotic nodules to cirrhotic nodules with HCCs to 

HCCs. The control groups fell in between cirrhotic nodules and HCCs. 

Conclusions: The process from RNs to HCCs was multi-step cancerous, both the 

grades of iron staining  and the  iron contents were gradually lowered, the 

cirrhotic nodules had iron overload, while the HCCs existed the iron de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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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eatures provide pathological basis for differential diagnosis using TWI2, 

TW2* and susceptibility weighted imaging (SWI). 

 

 

 
PO-195 

Adrenal schwannoma: CT, MR manifestations and 

pathological correlation 

 
Tang Wei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Cancer Center 200032 

 

Objective: This study aimed to describe the computed tomography (CT),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imaging features of adrenal schwannoma and to 

correlate imaging findings with histopathologic findings. 

Materials and Methods: The findings from multiphase CT or MRI examinations of 

seventeen patients with histopathologically confirmed adrenal schwannoma were 

reviewed. The imaging criteria included shape, size, margin, attenuation, signal 

intensity, secondary degeneration, and internal mass enhancement pattern.  

Results: All cases were unilateral, round or oval solitary tumors, with 

diameters ranging from approximately 2.5 to 8.8 cm (median=4.5 cm). Of the 

twelve cases assessed using CT, adrenal schwannoma appeared as well-

circumscribed round or oval low-density suprarenal masses with a 

mean attenuation values of 30.1 HU of solid portions during unenhanced 

phase. Ten cases exhibited heterogeneous cyst formation, and one case showed 

calcification. Internal septa were noted in 5 cases. All solid areas 

displayed early mild heterogeneous enhancement and delayed 

progressive enhancement. Regarding MRI, solid portions of five masses 

were hypointense to the liver parenchyma on T1-weighted imaging (T1WI) and 

were heterogeneously hyperintense on T2-weighted imaging (T2WI). The enhanced 

pattern of solid areas of adrenal schwannoma on MRI is similar to that of CT. 

Cystic or hemorrhagic changes were noted in 4 cases and internal septa were 

noted in 3 cases.  

Conclusion: Although schwannoma is a rare event in the adrenal gland, we believe 

that the following signs may suggest the diagnosis of this entity: a non-lipid 

containing mass, a well-defined border, a unilateral mass with cystic 

degeneration, septa with delayed enhancement and a characteristic progressive 

contrast enhancement pattern of the solid por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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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96 

Value of Whole-Liver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Histogram Analysis for Quantification of Liver 

Fibrosis Stages. 

 
yang zhaoxia

1
,Hu Xinxing

2
, Grimm Robert

3
, Fu Cai xia

4
,Xu Yan

5
,Zeng Mengsu

2
,Rao Shengxiang

2
 

1.Department of Radiology， Children’s Hospital and Zhong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2.Department of Radiology， Zhong 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and Shanghai Medical 

Imaging Institute， Shanghai， China 

3.MR Applications Development， Siemens Healthcare， Erlangen， Germany 

4.Siemens Shenzhen Magnetic Resonance Ltd. Shenzhen， China 

5.MR Collaboration NE Asia， Siemens Healthcare， Shanghai， China 

 

Value of Whole-Liver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Histogram Analysis for 

Quantification of Liver Fibrosis Stages. 

  

Abstract 

Aim: To explore whether histogram analysis of the whole-liver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ADC) maps could quantify liver fibrosis stages. 

Materials and Methods: Eighty-four patients underwent MRI exams including DWI 

before surgery or liver biopsy were included. Histogram analysis of whole liver 

ADC maps were performed and parameters including mean, median, skewness, kurtosis, 

standard deviation (SD), 5
th
, 10

th
, 25

th
, 75

th
, 90

th
 and 95

th
 percentiles were 

calculated.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different histopathologic grades and 

histogram analysis parameters were determined. For the significant parameters,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s (ROC) analyses were further established to 

evaluate the potential diagnostic performance for differentiating liver fibrosis 

stages. 

Results: The mean and median, SD, 5
th
, 10

th
, 25

th
,75

th
, 90

th
 and 95

th
 percentile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with the increasing grade of liver fibrosis (rho: from-0.580 

to -0.230). Skewness and kurtosi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with the increasing 

grade of liver fibrosis(rho: 0.243, 0.347, respectively). Areas under the ROC 

curve (AUC) of mean and 75
th
 percentile for identification liver fibrosis (F1-F4), 

moderate to advanced liver fibrosis (F2-F4), advanced liver fibrosis (F3-F4), 

cirrhosis(F4) were 0.87,0.83,0.82,0.76 for mean and 0.88,0.82,0.80,0.74 for 

75
th
percentile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Histogram analysis of whole-liver ADC maps has a potential value for 

quantifying liver fibrosis gra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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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97 

Characterization of Hepatic Perfusions in Cavernous 

Transformation of the Portal Vein by Using Spectral 

CT Imaging 

 
Li Jie,Cao Jiping,Zheng Zhuozhao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Beijing Tsinghua Changgung Hospital 102218 

 

 

ABSTRACT 

Background: Cavernous transformation of the portal vein (CTPV) patients exhibit 
imbalance of arterial and portal venous perfusions. 

Aims: we sought to determin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epatic perfusions in CTPV 
patients by using spectral CT imaging. 

Methods: 48 subjects (24 in CTPV group and 24 in control group) were included. 
Iodine concentrations of 8 hepatic segments in arterial, early portal venous, 

portal venous and late portal venous phases were measured. The mean arterial 

perfusion volume (APV), the APVs in hepatic segments (APV), the mean total 

perfusion volume (TPV) and the TPVs in hepatic segments were compared between 

groups. Iodine concentrations of 8 hepatic segments in early portal venous, portal 

venous and late portal venous phases were compared in CTPV group and in control 

group. 

Results: The mean APV and APVs in II, IV, V, VI, VII and VIII segments in CTPV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 In CTPV group, there 

was an increasing trend for the iodine concentration from the early portal venous 

phase to the late portal venous phase. In control group, portal venous phase 

showed the highest iodine concentration among all three scan phases. The mean TPV 

and TPVs in all 8 segments in CTPV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 CTPV patients were found to have increases in arterial perfusion 
volume and delay and decreases in total perfusion volume. This may be used as a 

reference in evaluating therapeutic effect on CTPV patients, which deserves 

further investigation. 

 

 

PO-198 

能谱 CT 在肾嫌色细胞癌和肾乳头状细胞癌鉴别诊断中的价值 

 
王丹,周俊林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730030 

 

目的：探讨能谱 CT成像在肾嫌色细胞癌（CRCC）和肾乳头状细胞癌（PRCC）鉴别诊断中的价

值。 

方法：回顾性分析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CRCC 例与 PRCC 例的常规 CT平扫、能谱 CT双期扫描的

影像学资料，对其形态学改变及能谱特征性定量参数进行对比分析，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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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检验，计量资料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应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分析不同参数诊断 CRCC和 PRCC 的敏感度与特异度。 

结果：CRCC组和 PRCC组皮质期和实质期能谱曲线斜率和皮质期 70kVp单能量 CT值、NIC两组

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CRCC 组>PRCC组，P<0.05；皮质期 CRCC和 PRCC的能谱曲线斜率差异较

实质期能谱曲线斜率差异显著。皮质期和实质期两组水浓度比值、实质期两组 70kVp单能量

CT值及 NIC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能谱 CT的部分定量参数可以鉴别肾嫌色细胞癌和肾乳头状细胞癌。 

 

 

 

PO-199 

In Vivo Multiparameter Quantitative Characterization 

of Sub-differentiation of  Upper Urinary Calcium 

Calculi on Dual-energy CT: A Pilot Study 

 
Wang Rong,Xu Xiang-jiu,Huang Gang 

Gansu Provincial Hospital 730000 

 

PURPOSE 

To investigate the value of dual-energy CT (DECT) in assessing various types of 

upper urinary calcium calculi in vivo, especially in detecting calcium-oxalate-

monohydrate (COM) stones. 

METHODS AND MATERIALS 

Totally 43 patients with 55 calcium calculi underwent dual-source CT in dual-

energy mode(100/Sn140kV)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According to the result of 

infrared spectrometer, the calculi were divided into four groups: group1(COM, 12), 

group2(COM+COD, calcium oxalate dihydrate, 9), group3(COM+CaP, carbonate apatite, 

8), group4(COM+COD+CaP, 26). For each stone, monochromatic images from 40keV to 

190keV (interval of 10keV) had been reconstructed. Quantitative parameter 

including single spectral CT values, DEI (dual energy index) and the slope of 

spectrum curve at 40-100keV was computed respectively. Datas were compared using 

one-way ANOVE. Then combining the group 2, group 3 and group 4, named mixed 

calcium calculi group. Curve slope and DEI were compared between COM group and 

mixed calcium calculi group by T test. ROC curve was done to evaluate the 

diagnostic efficiency for detecting COM (vs mixed calcium calculi group). 

RESULTS 

The quantitative parameters of the different single spectral CT values, curve 

slope and DEI measured by four group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t. 

110 keV can differentiation most groups. The COM group had significantly lower DEI 

and higher curve slope compared with mixed calcium calculi group, the diagnostic 

efficiency of DEI was better, ROC analysis for detection of COM calculi yielded 

AUC of 0.747 with cut-off 0.085 (sensitivity58.3%, specificity 88.4%). 

CONCLUSION 

 The spectral curve features parameters and DEI is helpful in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various types of calcium calculi and to detect rela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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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hotripsy-resistant COM in vivo, has important significance in the preoperative 

assessment. 

 

 

 
PO-200 

Xp11.2 易位/TFE3 基因融合相关性肾癌的临床及影像学诊断 

 
张建新,侯丽娜,辛磊,于春海,杨继虎,张瑞平,杨晓棠 

山西省肿瘤医院 30013 

 

目的：探讨 Xp11.2易位/TFE3 基因融合相关性肾细胞癌的临床、病理及影像学特点，提高对

本病的认识及诊断准确性。方法：回顾分析 10例 Xp11.2易位/TFE3基因融合相关性肾细胞癌

的临床、病理及影像学特点并复习相关文献。结果：患者平均年龄 22.3岁（12～45岁）,8

例女性。7例患者可见无痛性肉眼血尿、腰部不适及肿块。病变最大直径 9.8cm～14.9cm，边

缘光整，无分叶，4例可见假包膜形成；肾周筋膜受侵 2例；3例可见肾静脉癌栓形成，其中

1例肾静脉癌栓延伸至膈下腔静脉；6例可见区域淋巴结转移。病理上，肿瘤细胞呈巢状或乳

头状结构，可见嗜酸性颗粒细胞及沙砾体形成。TFE3均为阳性。CT平扫：8例病变内部见斑

片状略高密度影，考虑肿瘤出血所致；增强扫描病变均呈不均匀强化，内部可见不同程度的坏

死未强化区。MRI平扫：T1WI 不均匀低信号，出血区信号增高，反相位信号未见明显衰减，

T2WI呈混杂低信号，部分坏死区域呈高信号。3D脂肪抑制序列 MR增强扫描及 CT增强扫描：

为少血供肿瘤，病变轻度强化，信号及密度不均匀，内部可见未强化坏死区；增强扫描模式呈

现出少进-慢出的增强模式。 

结论：Xp11.2易位/TFE3基因融合相关性肾细胞癌临床发病率较低，多见于儿童与年轻人女

性，体积较大，边界清楚少分叶；内部出血、坏死多见，可见砂粒体钙化，增强扫描呈少进-

慢出强化模式。 

 

  

 

 
PO-201 

功能 MRI 早期诊断移植肾功能异常的初步研究 

 
王楠

1,4
,陈丽华

2
,毛凡

1
,董璐

1
,任涛

3
,沈文

2
 

1.天津医科大学一中心临床学院放射科 

2.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3.天津市环湖医院 

4.天津市职业病防治院（工人医院） 

 

目的：探讨血氧水平依赖成像（BOLD）及动脉自旋标记（ASL）MRI早期诊断移植肾功能异常

的价值。 

方法：前瞻性收集行异体肾移植术后 2周的 53例患者，依据计算所得 eGFR将肾移植患者按照

移植肾功能分为持续良好组（组 1，19例）、短期受损组（组 2，17例）和持续损害组（组

3，17例）。所有受试者均于术后 10-14天行首次常规 MRI、斜矢状面 BOLD及 ASL检查，21

例患者于术后 10-13周行随访 MR检查, 测量各组肾皮髓质 R2
*
值及肾皮质的肾血流量（RBF

值）。采用组内相关系数（ICC）分析 2名医师测量移植肾皮髓质 R2
*
、肾皮质 RBF值的一致

性；采用 Pearson相关分析比较所有移植肾皮髓质各参数值与 eGFR间的相关性；采用单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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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差分析比较移植术后首次各组间 eGFR、皮髓质 R2
*
、皮质 RBF值的差异；采用配对样本 t检

验分析比较各组移植术后首次及随访时皮髓质 R2
*
、皮质 RBF值的差异。 

结果：2名医师对不同组别肾皮髓质 R2
*
、肾皮质 RBF值测量的一致性均好，ICC均>0.85。移

植肾髓质 R2
*
值、肾皮质 RBF 与 eGFR值呈中等正相关（r=0.553，P<0.01、r=0.687，

P<0.01）。组 1及组 2 eGFR、肾髓质 R2
*
、肾皮质 RBF值均高于组 3（P<0.01）；组 1 肾髓质

R2
*
、肾皮质 RBF值均高于组 2（P<0.01）。组 1在随访中肾皮髓质 R2

*
值保持稳定，肾皮质

RBF值轻度增高（P<0.01）；组 2在随访中肾皮质 R2
*
值保持稳定，肾髓质 R2

*
、肾皮质 RBF值

明显减低（P<0.01）；组 3在随访中肾皮质 R2
*
值保持稳定，肾髓质 R2

*
、肾皮质 RBF值轻度增

高（P<0.01）。 

结论：BOLD及 ASL MRI能够纵向监测移植肾的功能状态，并早期发现移植肾功能的异常。 

 

 
PO-202 

Assessment of Monoenergetic Reconstructions Technique 

in a Novel Dual-Layer Spectral Detector Contrast-

enhanced Hydro-CT of Gastric Cancer 

 
Liu Jingjuan,Liu Wei,Xue Huadan,Jin Zhengyu,Xu Kai,Chen Jin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100730 

 

 

Objective 

To assess the potential value of virtual monoenergetic images of contrast-enhance 

hydro-CT (hydro-CECT) reconstructed from a novel dual-layer spectral detector CT 

(SDCT) scanner of gastric cancer and to determine the kiloelectron volts that 

optimize image quality.  

Methods  

Forty-eight hydro-CECT examinations of gastric cancer patients with biopsy or 

surgery proven were retrospectively recruited in the study. Conventional 120-kVp 

polychromatic dataset and virtual monoenergetic dataset at seven different 

kiloelectron volt (keV) levels (from 40 to 100keV) were generated from portal 

venous acquisition on a SDCT scanner (iQon, Philips Healthcare). The attenuation 

values (HU) of gastric cancer and aorta, and noise were measured. Objective image 

quality was evaluated by signal-to-noise ratio (SNR) and contrast-to-noise ratio 

(CNR). Subjective image quality including gastric specific image quality and 

overall image quality were rated by two radiologists by a 5-points Likert scale.  

Results 

CNR of gastric cancer (40-70keV) was superior to conventional 120kVp images, among 

which 40keV was the best (40keV:10.60±4.59, 120kVp: 3.81±1.75, p<0.001). Noise 

was lower at all evaluated keV levels than conventional 120kVp images (p<0.001). 

Subjective analysis showed well to excellent interobserver agreement between two 

radiologists. For gastric specific image quality, 40-60keV were superior to 120kVp 

significantly, in which 40keV also demonstrated the best (score 40keV: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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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kVp:4.1±0.8, p<0.001). For overall image quality, 50-70 keV were superior to 

120kVp and 50keV showed the best ( score 50keV:5.0±0.2, 120kVp:4.0±0.4, p<0.001).  

Conclusion 

Virtual monoenergetic images at low keV significantly increase CNR of gastric 

cancer and improve subjective image quality substantially than the conventional 

polychromatic images on the novel spectral detector CT. 

  

 

 
PO-203 

双能 CT 定量评价克罗恩病活动度的价值初探 

 
王春龙,韩丹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650032 

 

目的：探讨双源 CT双能量碘值、能谱曲线斜率评价克罗恩病活动度的可行性。 

材料与方法：收集 32 例行 CTE双能量双期增强扫描并经临床、内镜及病理证实的克罗恩病患

者。活动度采用 CDAI评分法分为缓解期、中度活动期和重度活动期。采用 SOMATONM 

Definition FlashCT，在碘图上测量病变肠壁、肠周脂肪、肠周淋巴结的动脉期、门脉期碘

值，通过能谱曲线获得曲线斜率值，比较缓解期、中度活动期和重度活动期在双期增强的各部

位定量值的差异，并用 ROC 曲线获得克罗恩病活动度的碘值及能谱曲线斜率的最优界限值。 

结果：32例（50肠段）中缓解期 10例，中度活动期 18例，重度活动期 4例。病变主要位于

回盲部及回肠末端（14/50），其余分布在其它肠段。肠周淋巴结共 208枚，其中 18枚短径

≥1cm。肠壁、肠周淋巴结碘值在缓解期、中度活动期、重度活动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肠壁门脉期碘值≥肠壁动脉期碘值≥淋巴结动脉期碘值≥淋巴结门脉期碘值。肠壁、

肠周淋巴结碘值随克罗恩病活动度提高而增大。在区分缓解期和中度活动期时，门脉期肠壁碘

值、动脉期淋巴结碘值效能较好。肠壁门脉期碘值、肠周淋巴结动脉期碘值为 2.05mg/ml、

2.35mg/ml时，具有最高的敏感度（1、0.92）和和特异度（0.54、0.54），且 ROC曲线下面

积（AUC）最大，分别为 0.67、0.74。 在区分中、重度活动期时，动脉期肠壁碘值效能较

好，肠壁、肠周淋巴结动脉期碘值为 3.45mg/ml、3.05mg/ml时，敏感度（1、1）和特异度

（0.58、0.88）最高，AUC 分别为 0.96、0.7。能谱曲线斜率及肠周脂肪碘值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5）。 

结论：克罗恩病变肠壁及肠周淋巴结的 CT双能量碘值对判断其活动度有一定价值。 

  

 

 
PO-204 

MR T2-mapping 评估经阴道分娩肛提肌损伤恢复的随访研究 

 
赵玉娇,沈文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300192 

 

目的 利用 MR T2-mapping测量产后不同阶段损伤肛提肌分支 T2值大小，探讨肛提肌损伤恢复

情况。方法 前瞻性收集经阴道分娩初产妇 120例，产后 6周行盆腔 MRI（mDIXON-T2WI、T2-

mapping）扫描。于 mDIXON-T2WI图像评估肛提肌情况，将存在肛提肌损伤产妇纳入产后 3个

月及 6个月的 MR随访研究中。2名医师独立双盲测量各肛提肌损伤分支 T2值大小。采用单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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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方差分析比较耻骨直肠肌（Puborectal muscle, PRM）损伤组和髂尾肌（Iliococcygeal 

muscle, ICM）损伤组产后 6周、3个月和 6个月各损伤肛提肌分支 T2值差异，并比较各肛提

肌分支损伤组不同损伤类型产后不同阶段 T2值变化情况。结果 120例产妇，存在肛提肌损伤

并接受产后 6周、3个月和产后 6个月 MR检查的产妇共 27例，其中 PRM损伤共 54支，ICM损

伤 18支。产后 6周、3个月、6个月 PRM损伤组 PRM的 T2 值为（59.58±8.95）ms、

（55.06±6.02）ms、（52.50±4.42）ms，随着产后时间延长，T2值显著减低（P=0.000），

两两比较产后不同阶段 PRM 的 T2值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产后 6周、3个月、

6个月 ICM损伤组 ICM的 T2 值显著减低（P=0.004），分别为（72.41±5.46）ms、

（67.56±5.40）ms、（65.96±6.13）ms，两两比较产后 6周与产后 3个月、产后 6周与产后

6个月 ICM的 T2值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35，P=0.004），而产后 3个月与 6个月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676）。结论 MR T2-mapping能定量肛提肌损伤程度，T2值越大，损伤程

度越重。分娩所致肛提肌损伤有自然恢复能力，ICM损伤恢复时间窗短于 PRM损伤，不同肛提

肌损伤类型其损伤恢复情况不同，肛提肌水肿损伤恢复较快。 

  

 

 
PO-205 

肝细胞癌根治性切除术后早期肝内复发的 CT 

影像学危险因素分析 

 
张海龙,刘希胜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10029 

 

目的  探讨肝细胞癌根治性切除术后早期肝内复发的术前 CT影像学危险因素。方法  回

顾性分析 2009年 1月至 2016 年 1月本院收治的 120例肝细胞癌根治性切除术后患者的临床及

影像学资料，分析术前 CT影像学特征与肝细胞癌早期肝内复发的相关性。结果 术后 1年内

早期复发 71例，对照组（1年后复发或随访期间无复发）49例。单因素分析表明，肿瘤数

目、肿瘤直径、肿瘤边界、供血方式、肿瘤坏死、肿瘤周围肝实质动脉期强化、侵犯肝段数目

及子灶与肝细胞癌早期肝内复发相关。多因素分析提示，不光整的肿瘤边界及子灶是影响肝细

胞癌早期肝内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术前 CT影像学检查可用于预测肝细胞癌根治性切

除术后早期肝内复发。不光整的肿瘤边界及子灶是影响早期肝内复发的最主要危险因素。 

 

 

 

PO-206 

应用 MR 动态增强全定量技术判断子宫内膜癌的探索性研究 

 
叶芷君,宁刚,陈荟竹,李学胜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探讨 MR动态增强全定量示踪动力学模型在子宫内膜癌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前瞻性分析经诊刮或宫腔镜怀疑为子宫内膜癌的患者 36例，行磁共振动态增强扫描，扫

描序列包括常规序列和三维容积内插快速 T1WI序列（TR 4.4ms, TE 2.1ms，FOV 300mm, 层厚 

5mm）,扫描动态共 115个，总扫描时间 4分 55秒；动态增强之前分别扫描翻转角 6˚，12˚及

18˚。使用 Mltalytics功能影像分析工作站进行图像后处理，选取完整肿瘤区域作为感兴趣

区，并利用自身正常肌层作为对照组，分别利用广义动力学(Tofts)模型，扩展动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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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ended Tofts）模型，房室（CC）模型，同质（ATH）模型和分布参数（DP）模型计算各

参数值。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或曼-惠特尼秩和检验比较 5种模型的参数值在内膜癌和肌层之

间的差异，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比较各参数的诊断效能。 

结果 内膜癌病灶与肌层的以下参数值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Tofts模型的 ve值（11.18 

±7.85mL/100mL）较肌层低，Extended Tofts模型的 vp值（1.52±0.79 mL/100mL）较肌层

低，ATH模型的 F值（34.99±16.02mL/min/mL）较肌层高，CC模型的 tp值（15.86±8.50s）

和 vp值（6.69±4.96mL/100mL）较肌层低，DP模型的 tc值（25.13±8.73 s）vp值

（6.33±4.09mL/100mL）和 PS值（4.18±3.06mL/min/100mL）较肌层低。ROC曲线显示 DP模

型的 vp参数诊断效能最高，当 vp值<4.76 mL/100mL时可以诊断为内膜癌。 

结论 每种模型都有参数可以区分子宫内膜癌和肌层，在子宫内膜癌诊断中具有积极意义，DP

模型的 vp参数诊断效能最高，可作为常规 MRI形态学诊断的有效补充手段。  

 

 
PO-207 

不同级别胰腺神经内分泌肿瘤的 MRI 影像特征及 ADC 值分析 

 
陈楠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200025 

 

摘要  目的  本研究旨在从定量及定性角度探讨 MRI影像特征及 ADC值对鉴别不同级别胰腺

神经内分泌肿瘤的价值。 材料与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术后病理证实为胰腺神经内分泌肿瘤及

行 MRI检查的病例 99例（病灶共 113个）。依据 2010WHO分类对肿瘤进行病理分级。MRI影

像特征包括：肿瘤的生长位置、大小、是否囊变、MRI不同序列信号特点、强化特点、周围组

织侵犯、淋巴结转移、远处转移及 ADC值。  结果  G1、G2、G3在病灶大小、是否囊变、

强化峰值期相、周围组织侵犯、淋巴结转移、远处转移及 ADC值参数在三者之间均具有统计学

差异。ADCmin（最小 ADC）值及 ADCmean（平均 ADC）值随级别升高逐渐降低。ADCmin: 1.20±0.54 

10
-3
 mm

2
/s（G1），0.90±0.43 10

-3
 mm

2
/s（G2），0.56±0.20 10

-3
 mm

2
/s（G3）；ADCmean: 

1.55±0.56 10
-3
 mm

2
/s（G1），1.26±0.43 10

-3
 mm

2
/s（G2）， 0.92±0.21 10

-3
 mm

2
/s

（G3），G1与 G2、G1与 G3、G2与 G3的 ADCmin及 ADCmean均具有统计学差异。ADCmin及 ADCmean鉴

别 G3与 G1-2的 AUC（ROC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90、0.91，最佳临界值分别为 0.87 10
-3
 

mm
2
/s（敏感度 95%，特异度 73%）、1.16 10

-3
 mm

2
/s（敏感度 71.4%，特异度 95.3%）。Ki-67

指数与 ADCmin及 ADCmean呈负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35、-0.48。 结论  不同级别的胰腺神

经内分泌肿瘤在大小、囊变、转移、ADCmin及 ADCmean上具有统计学差异，在鉴别 G3与 G1-2

上，ADCmean具有最高的诊断效能。 

  

关键词  胰腺神经内分泌肿瘤；MRI；扩散加权成像；A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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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08 

HCC 强化与流出征象在增强 CT 与普美显增强 MRI 

中出现率比较 

 
樊璐璐,谢双双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300070 

 

[摘要] 目的 比较 HCC强化与流出征象在增强 CT与普美显增强 MRI间的差异。方法 回顾

性分析 2015年 1月到 2017 年 6月病理证实为 HCC患者的影像资料，包括术前行增强 CT 检查

者 66例，直径≥1cmHCC 结节 81枚，直径 1-17.3cm（平均 5.7±4.4cm）；术前行普美显增强

MRI者 42例，直径≥1cmHCC 结节 48枚，直径 1.1-11.3cm（平均 3.8±2.6cm）。2名观察者

在同一工作站上观察每个结节在动脉期的强化特点和门静脉期、延迟期的流出特征（参照 LI-

RADS中定义强化和廓清的标准）。采用 Mann-Whitney建议比较结节大小在两组间的差异；采

用卡方检验或 Fisher精确概率法比较强化与流出征象在两组间的差异。结果 结节大小在增

强 CT检查组与普美显增强 MRI组无统计学差异（Z=-1.852，P=0.064）。增强 CT组动脉期强

化特征分布为：高强化 61枚，等强化 10枚，低强化 3枚，无强化 7枚；普美显增强 MRI 组动

脉期强化特征分布为：高强化 28枚，等强化 8枚，低强化 6枚，无强化 6枚。动脉期强化特

征分组在两组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140）。动脉期有强化且在门静脉期有流出和无流

出征象者在增强 CT组分别为 67和 7枚，在普美显增强 MRI组分别为 34枚和 8枚；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158）。动脉期有强化且在延迟期有流出和无流出征象者在增强 CT组分别为

71和 2枚，在普美显增强 MRI组分别为 41枚和 1枚；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699）。结

论 HCC动脉期强化特征、门脉期及延迟期流出特征在增强 CT和普美显增强 MRI中出现率一

致。 

 

 

 
PO-209 

探讨 MSCT 多期强化扫描联合 GD-EOB-DTPA 肝胆期对肝癌 TACE

术后复发的诊断价值 

 
何苹,闫建华 

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 300170 

 

目的：探讨 GD-EOB-DTPA联合 MSCT对肝癌 TACE术后复发的诊断价值。 

方法：收集 2016.08-2017.05 来本院行肝癌 TACE术后并超声造影提示复发的患者 20例，患者

于 7天内分别行 MSCT增强及 GD-EOB-DTPA动态增强检查，由 2名有经验的影像科医师在 PACS

工作站共同阅片，对诊断达成共识，测量病灶的大小，记录病灶的数目，观察病灶在多期 CT

强化及 GD-EOB-DTPA平扫及增强各期（T2WI、DWI、IN-PHASE、OUT-PHASE、LAVA平扫、动脉

期、门脉期、延迟期及 GD-EOB-DTPA肝胆期）上的信号变化。重点观察病灶在 GD-EOB-DTPA肝

胆期的表现。 

结果：20位 TACE术后患者共发现复发病灶 24个，其中 5个病灶于 CT平衡期呈等或可疑稍低

密度，应用 GD-EOB-DTPA增强后在肝胆期 5个表现为低信号；其余 19个复发病灶在 GD-DTPA

和 GD-EOB-DTPA增强中均表现为“速升速降”的强化方式。 

结论：对于 TACE术后复查 MSCT平衡期表现为等或可疑略低密度的病灶，GD-EOB-DTPA肝胆期

扫描提高了病灶-肝脏的 CNR，明显提高了对于此类不典型肝癌病灶的定性诊断信心。GD-EOB-

DTPA动态增强结合肝胆期扫描将会成为 TACE术后复查的重要方法之一，特别是对于临床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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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怀疑复发而多排螺旋 C检查病灶表现不典型不能确诊时，可选择 GD-EOB-DTPA增强作为有效

的补充手段，从而提高此类不典型复发灶的检出率和定性的准确性，为患者选择合理的治疗手

段提供重要的指导信息。 

  

 

 

PO-210 

甲胎蛋白阴性表达类型的肝细胞癌多层螺旋 CT 特点分析 

 
唐栋,丁建平 

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 310015 

 

目的 分析甲胎蛋白阴性肝细胞癌的多层螺旋 CT特点，提高对此类病变的临床及影像认识。方

法 收集经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及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诊治并确诊的 AFP阴性肝细

胞癌 32例(阴性组)和 AFP阳性肝细胞癌 48例（阳性组），总结归纳两组 CT征象，统计学对

照。结果 阴性组中有 20例（72.3％）肿瘤长径多位于 3cm以下，单发瘤灶 26例（81.3

％）， 肿瘤表现为边缘规则者 18例（56.3％），病灶内发生坏死、出血者阴性组 13例

（40.6％）， 另有 11例（34.4％）出现门脉癌栓或转移，以上数据与对照组（阳性组）对

比具有显著统计学差异（P＜0.05）。 三期 CT增强扫描：阴性组 32例中表现为动脉期高度

强化 8例（25.0％）、中度强化 14例（43.8％）、轻度强化 10例（31.2％），阴性组中静脉

期高度强化 6例（18.8％）、中度强化 17例（53.1％）、轻度强化 9例（28.1％）；而阳性

组中动脉期高度强化 28例（58.3％）、中度强化 16例（33.3％）、轻度强化 4例（8.4

％），阳性组中静脉期高度强化 7例（14.6％）、中度强化 17例（35.4％）、轻度强化 24例

（50.0％）。结论 AFP阴性肝细胞癌相对于阳性者，其 CT特点具有体积相对偏小、瘤灶多单

发、边缘相对规则、不易发生坏死及出血、较少出现门脉癌栓或转移、动脉血供相对偏少而静

脉血供相对优势。 

  

 

 
PO-211 

犬肝纤维化磁共振弥散加权成像及 VEGF 表达与病理对照研究 

 
李从蕊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410013 

 

目的：探讨磁共振弥散加权成像参数 ADC值、EADC值及 VEGF表达水平在中华田园犬肝纤维化

进程中的变化规律；并与肝脏组织常规病理结构改变进行对照分析。 

方法：将 12只健康雄性中华田园犬随机分成 2组，实验组 10只，正常对照组 2只。对照组腹

腔注射生理盐水 0.125ml/kg，每周 2次；实验组腹腔注射 50％四氯化碳(ccl4)油溶液

0.125ml/kg，每周 2次，配合高脂饮食，建立犬肝纤维化的动物模型；每 4周对实验组及对照

组行 MR扫描、肝穿活检 1次，进行动态观察研究。采用 Siemens 1.5T超导型磁共振仪行弥散

加权成像(DWI)，使用磁共振仪配套软件对 DWI图像进行后处理，得到 ADC值及 EADC值；取肝

脏组织进行常规病理学 HE染色、Masson染色及 VEGF免疫组织化学染色，同时根据病理分期

结果将肝组织标本分成 5组，即 SO．S4，计算每组对应的 ADC值、EADC值的算术平均数并判

定 VEGF表达水平，分析肝纤维化程度与 ADC值、EADC值及 VEGF表达水平的相关性。 

结果： SO期 12例、Sl期 9例、S2期 9例、S3期 10例、S4期 10例，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

显示不同程度纤维化组间 ADC值、EADC值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S0组与其他各组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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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S1与 S3组、S1与 S4组、S2与 S4组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

(P<0.05)。S1与 S2组、S2 组与 S3组差异不显著无统计学意义(P>0.05)。ADC值与纤维化程

度呈显著负相关关系(P<0.05)，EADC值与纤维化程度呈显著正相关关系(P<0.05)；随肝纤维

化程度加重，VEGF表达水平逐渐增高。 

结论  ADC值及 EADC值能够定量分析不同程度的肝纤维化，是诊断不同程度纤维化较有意义

的评价指标。3 VEGF可能在慢性肝病所致肝纤维化过程中起重要作用。 

 

 

PO-212 

CT 灌注对中华田园犬肝纤维化-肝硬化程度检测的初步研究 

 
骆雷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410013 

 

目的 建立中华田园犬的慢性肝纤维化．肝硬化模型，利用 64排螺旋 CT全肝灌注指标从影像

学角度定量评估中华田园犬的慢性肝纤维化．肝硬化过程中血供演变情况，并以血管内皮生长

因子(VEGF)进行验证。探讨肝纤维化．肝硬化犬各期肝内血供变化的病理基础，以及评价 CT

灌注成像初步评估肝硬化过程中新生血管及血供演变过程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选用健康中华田园犬 10条，雌雄不限，动物腹膜腔注射 50%CCL4油剂(0．15ml/kg体

重)，1周 2次；饮食为米饭加含量为 10％的猪油，饮食量为 15g/kg/d，清水作为饮用水，，

每隔 4周采用 PHILIPS Brilliance 64 排螺旋 CT行全肝灌注检查，EBW图像工作站及其配备

的肝脏灌注分析软件绘制时间．密度曲线(TDC)，计算出肝组织的 TDC参数；CT全肝灌注检查

后在超声引导下行肝穿刺活检，并对活检组织进行 VEGF病理免疫组化染色及其测定。 

结果实验最终存活 8条犬(2 条由于肝硬化病重而处死并解剖取大体标本)；肝穿活检及大体标

本均显示出不同程度的肝硬化，建模成功率 100％。肝纤维化．肝硬化 5期中 VEGF值两两比

较，S0期组和 Sl期组间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S1期组与 S2期组间存在统计学意义

(P<0．05)，S2期组与 S3期组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S3期组与 S4期组存在统计学意义

(P<0.05)；统计结果表明：随肝纤维化．肝硬化病变的进展，肝组织的 VEGF表达呈先降后升

再降的一个过 

程。· 

结论 中华田园犬的肝纤维化．肝硬化过程中 VEGF随着肝纤维化．肝硬化的进展，肝组织的

VEGF呈先降后升再降的演变趋势；CT灌注的 TDC参数能初步定量评估犬肝纤维化．肝硬化程

度。 

 

 

 
PO-213 

多层螺旋 CT 对慢性胰腺炎体外震波碎石治疗疗效的评估价值 

 
刘日,边云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200433 

 

目的 ：探讨术前 CT影像学表现预测体外震波碎石（ESWL）治疗慢性胰腺炎（CP）胰管结石效

果。 

方法：回顾 2014年-2016年在我院就诊 CP患者的影像学资料。随访时间 3-25月，平均

（13±6）月。运用体外震波碎石系统进行 ESWL治疗,结石碎至临床满意效果，再行 ERCCP取

石。采用东芝 320排螺旋 C T扫描，利用 Philip工作站进行图像后处理并测量。本次研究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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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治疗前、随访两次上腹部 CT平扫图像，记录胰管结石大小、体积、边缘、密度、胰管直

径，根据治疗前、后 CT三维重建得出结石体积 V0、V1,计算结石清除率 Q[Q=（V0-V1）/V0]，

用以评估 ESWL治疗效果。所有患者按结石结石清除率分为三组， A组（＜33%）B组（33%-

66%）C组（＞66%）。统计软件采用 SPSS，计量资料采取`X±S 表示；在相关分析中，服从正

态分布且方差齐性数据进行 Pearson检验，确立检验水准 α=0.05，P＜0.05为差异有显著性

意义。 

结果：本研究总共回顾 65例 CP胰管结石患者，男性 48例、女性 17例，平均年龄

40.3±11.5 岁，治疗前平均结石 CT值为（501±191）HU，总体平均结石清除率(65±25)%。

A,B,C三组平均结石密度分别为：(431.1±155.5)HU，(434.4±168)HU，(501.1±191)HU。

B,C两组结石密度差异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F=3.3，p=0.026，同时结石密度的临界值为

242.7HU（AUC=0.7，敏感性，特异性分别为 0.93,0.96）。两变量相关分析发现结石密度与结

石清除率正相关（r=0.885，p=0.0001）。 

结论：本次研究发现，CP患者中，术前 CT平均胰管结石密度高于 242.6HU，其接受 ESWL 治疗

效果更佳，结石清除率至少可以达到 40%。 

  

 

 
PO-214 

宝石能谱 CT 评估食管鳞癌不同分化程度的临床价值 

 
刘月华,朱绍成,魏毅,李琳琳 

河南省人民医院 450003 

 

【摘要】 目的  探讨宝石能谱 CT参数评估食管鳞癌分化程度的价值。方法  前瞻性研

究 57例经手术病理证实的食管鳞癌患者，病理分级为高分化鳞癌 15例，中分化鳞癌 23例，

低分化鳞癌 19例。术前行宝石能谱 CT双期增强扫描，测量计算动脉期病灶 40kev的 CT值

（CT40kev）、70kev的 CT值（CT70kev）、碘浓度（IC）、有效原子序数（Z）、标准化碘浓度

(NIC)、标准化有效原子序数（Zeff-a）、能谱曲线斜率（λHU）。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不同

病理分级参数的差异，采用 ROC曲线评价各参数鉴别低分化与中高分化食管鳞癌的效能。 结

果 高、中、低分化食管鳞癌患者 CT40kev（126.301±17.404）、（134.797±18.051）、

（152.923±19.298）；CT70kev（52.207±4.742）、（56.608±7.922）、

（62.505±8.279）；IC（12.938±3.356）、（13.758±2.660）、（16.085±3.738）

100ug/cm
3
；Z（8.384±0.189）、（8.430±0.152）、（8.560±0.203）；NIC值

（0.133±0.042）、（0.156±0.035）、（0.204±0.038）；Zeff-a（0.731±0.044）、

（0.742±0.030）、（0.786±0.056）；λHU（1.428±0.309）、（1.608±0.282）、

（1.857±0.263）；不同病理分级之间各参数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病灶

CT40kev,CT70kev,IC,NIC,Z,Zeff-a,λHU鉴别低分化与中高分化食管鳞癌的 ROC 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777，0.760，0.708，0.852，0.716，0.771，0.774。  结论  宝石能谱 CT定量参数评

估食管鳞癌分化程度有一定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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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15 

DWI--ADC 直方图鉴别前列腺癌与前列腺增生的价值探讨 

 
郭丹,刘爱连,陈丽华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6011 

 

目的：探讨表观扩散系数（ADC）直方图法鉴别诊断前列腺癌（PCa）与前列腺增生（BPH）的

效能。材料与方法：回顾性收集分析我院经病理证实的前列腺癌患者 24例，前列腺增生患者

29例，所有患者行 3.0T磁共振 DWI序列扫描，b=1000s/mm
2
。在 GE Functool 4.5工作站得到

标准 ADC图，两名影像科医师分别独立结合 T2WI及 DWI 图像勾画病灶，利用 Omni-Kinetics

软件测量并记录直方图的特征参数：ADC平均值（ADC mean）、偏度（skewness）、峰度

（kurtosis）、不均质性（uniformity）、能量（energy）、熵（entropy）、第 50、75、

90、95百分位数（quantile5、10、25、50、75、90、95），用 Mann-Whitney检验判别统计

学差异，用受试者工作曲线（ROC）判别检验效能。结果：ADC平均值、偏度、峰度、不均质

性、能量、熵、第 50、75、90、95百分位数有统计学差异（P<0.05），其中偏度、不均质

性、能量诊断 PCa的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701, 0.759, 0.848，敏感度分别为 87.5%, 62.5%, 

91.7%，特异度分别为 58.6%, 96.6%, 79.3%，ADC平均值、峰度、熵、第 50、75、90、95百

分位数诊断 BPH的 AUC分别为 0.852, 0.823, 0.848, 0.797, 0.947, 0.954, 0.945, ，敏感

度分别为 79.3%, 69.0%, 79.3%, 65.5%, 100%, 100%, 100%，特异度分别为 87.5%, 95.8%, 

91.7%, 91.7%, 87.5%, 87.5%, 87.5%。结果：DWI--ADC 直方图法可提高 PCa和 BPH的无创性

鉴别诊断，其中第 75、90、95百分位数有较高的敏感度及特异度。 

 

 

 
PO-216 

双频、双刺激器磁共振弹性成像诊断胰腺疾病的可行性研究 

 
石喻,郭启勇,李加慧,刘艳清,王敏,苍力卓,纪若云 

中国医科大大学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探讨双频（40Hz、60Hz），双刺激器（软、硬）在胰腺磁共振弹性成像（MRE）中应用

的可行性。 

方法：前瞻性分析纳入志愿者 20名，胰腺疾病患者 20例，每人均重复扫描 4次（40软，40

硬，60软，60硬）。所有受试者采用 3.0T超导型 MR成像系统，MRE采用美国梅奥诊所高级

影像中心定制的圆形硬质刺激器、长条形软质刺激器.主动刺激器同商业化刺激器。MRE在呼

气末屏气扫描，测算弹性值，记录波形图的图像质量（1~5 分）及患者舒适度评分（1~5

分）。 

结果：40软、40硬、60软、60硬的波形图评分分别为 4.3±0.5，4.5±0.5，3.0±0.8 和

2.5±1.2；40软、40硬的图像质量优，60硬合格，60不合格。患者舒适度评分分别为

4.5±0.5，2.0±0.5，4.7±0.3 和 2.5±1.2，软刺激器均优于硬刺激器。诊断胰腺疾病方

面，40软、40硬弹性值一致性良好（ICC=0.992，95%CI：0.990-0.998），二者在正常胰腺、

慢性炎症及胰腺癌的弹性值分别为 1.23±0.33kPa（1.21±0.19kPa），1.78±0.33kPa

（1.74±0.24kPa），2.56±0.55kPa（2.60±0.59kPa），均具有显著统计学差异

（P<.001）。60软、60硬弹性值一致性较差（ICC=0.762，95%CI：0.664-0.828），硬、软刺

激器在正常胰腺、慢性炎症及胰腺癌的弹性值分别为 2.13±0.32kPa（1.91±0.58kPa），

3.35±0.57kPa（2.24±0.77kPa），5.26±0.85kPa（3.20±0.99kPa），60硬存在差异

（P<.001），60软不存在差异（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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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40Hz软刺激器 MRE在诊断胰腺疾病方面效果最佳，同时兼顾波形质量良好、舒适度好

及诊断效能高的特点。 

 

 

 
PO-217 

动态增强 MRI 定量参数在食管鳞癌的应用价值：ROI 的 

选择和可重复性 

 
李琳琳,朱绍成,魏毅,刘月华 

河南省人民医院 450003 

 

目的 探讨 ROI大小和位置的选择对食管鳞癌动态增强 MRI（DCE-MRI）定量参数的影响和可重

复性。方法 前瞻性收集经消化道内镜活检证实且未经过任何治疗的患者，均行常规 MRI平扫

及 DCE-MRI检查后获得手术病理结果，33例患者纳入研究。ROI选择：1）自定义 3个小圆形

ROI；2）手动勾画肿瘤面积 ROI，由 2名医师在 DCE-MRI原始图像上肿瘤面积最大的 1 个层面

进行 ROI勾画。测量肿瘤的容积转移常数（Ktrans）值、速率常数（Kep）值以及血管外细胞

外间隙容积比（Ve）值。采用组内相关系数（ICC）评估观察者和观察者间各参数的相关性，

采用变异系数（Cov）评估受试者内变异性大小；采用 Bland-Altman分析评价 2名医师组间一

致性；采用配对 t检验评估不同 ROI大小观察者和观察者间的测量值的差异。结果 自定义小

圆形 ROI的 Ktrans、Kep值均高于手动勾画肿瘤面积 ROI，两种 ROI测量的 Ve值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观察者和观察者间定量参数 Ktrans、Kep、Ve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Krans、Kep、Ve值在不同 ROI测量的观察者和观察者间具有较高的一致性

（Ktrans、Kep、Ve组内相关系数最大值分别为 0.973、0.967、0.968）。手动勾画肿瘤面积

ROI的观察者和观察者间变异系数均小于自定义小圆形 ROI。结论 不同 ROI选择对 DCE-MRI定

量参数的测定有一定影响，食管鳞癌 DCE-MRI的定量参数测定具有较好的可重复性。 

 

 

PO-218 

DCE-MRI 的 Ktrans、Kep 纹理分析对前列腺癌 

和前列腺增生的鉴别价值 

 
郭丹,刘爱连,陈丽华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6011 

 

目的：探讨动态对比增强 MRI(DCE-MRI)获取的渗透性参数 Ktrans、Kep的纹理分析对前列腺

癌和前列腺增生的鉴别诊断能力。材料和方法：回顾性收集本院行 DCE- MR，经病理证实的前

列腺癌 30例，前列腺增生 31例。采用 GE 3.0T磁共振扫描仪，扫描序列包括 T1WI、T2WI、及

多期动态增强 LAVA。使用 Omni-Kinetics软件得到 Ktrans、Kep的纹理参数，包括：能量

（energy）、熵（entropy）、惯性矩（inertia）、相关性（correlation）、逆差矩

（Inverse difference moment，IDM）、聚类萌（cluster shade）、聚类突（cluster 

promince）。采用 Mann-Whitney 检验比较两者间各参数差异，以病理结果为金标准绘制不同

参数的 ROC曲线评价各参数的诊断效能。结果：Ktrans 值：PCA的能量高于 BPH，PCA 的熵低

于 BPH，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惯性矩、相关性、逆差矩、聚类萌、聚类突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Kep值：PCA的能量高于 BPH，PCA的熵及相关性低于 BPH，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惯性

矩、逆差矩、聚类萌、聚类突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对上述有统计学差异的参数行 ROC曲线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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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诊断 PCa曲线下面积最大者为 Ktrans值能量值（0.749），灵敏度约为 80.8%，特异度约

为 73.3%；诊断 BPH曲线下面积最大者为 Ktrans值熵（0.761），灵敏度约为 71.0%，特异度

约为 83.3%。结论：Ktrans 值的能量及熵、Kep值的能量及熵能有效鉴别前列腺癌和前列腺增

生，其中 Ktrans值能量值及熵值有较高检验效能。 

  

 

 
PO-219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chronic hepatitis with the 

sequence of DWI 

 
lu xin,Shu Jian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outhwest Medical University 646000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value of DWI in early diagnosis and staging 

for chronic hepatitis. 

Methods : Seventy male Sprague-Dawley rats of 6~7 weeks were selected, and their 

weight was 150~200g. Chronic hepatitis was induced in experimental 

group (n=60) by 40% carbon tetrachloride subcutaneous injections,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n=10) received saline injections. MRI was performed after 

injection for 5 weeks. PHILPS 3.0T MRI and 8 channel knee coil used as scanning 

equipment. DWI was performed using single-shot spin-echo echo-planar 

imaging (SE-EPI) sequence with b factors of 0 and 800s/mm
2
. All images were 

transferred to the postprocessing workstation of PHILPS to measure MR parameters, 

and the related parameters included the value of apparent duffision coefficient 

(ADC). All data processed by SPSS22.0 statistical softwar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used to study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MR parameters and hepatic 

inflammatory grade(G), fibrosis stage(S), the degree of steatosis(F). The 

regression equation was established and the partial correlation coefficient（r） 

was calculated. Multivariate analysis of variance (MANOVA) was used to explor, 

and the groups were compared by least-significant difference(LSD). P<0.05 was 
found to b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Results: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of MR quantitative date: There were negative 

correlations between hepatic ADC value and fibrosis stage, ADC value and 

steatosis (r=-0.526，P=0.000)、（r=-0.311，P=0.028）. There was no correlation 

between ADC value with inflammatory grade（P=0.744）.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hepatic ADC value and fibrosis stage was higher.  

The difference of MR quantitative indicators in different pathological 

groups: MANOVA was used to analysis the values of ADC.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fibrosis each group about ADC value (F=5.215, P=0.002).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steatosis each group about ADC value (F=1.700, 
P=0.175). 
Comparing each group in different pathological by MRI quantitative date：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ADC value between S0 and S1~S4 each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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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values were<0.05), and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S1~S4 each 

group (P values were>0.05). 

Conclusion: 

The hepatic ADC value was related to fibrosis stage and the degree of steatosis.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fibrosis stage about ADC value, while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degree of steatosis. The ADC value could 

distinguish hepatic without fibrosis, and be increasing with the aggravate of 

hepatic fibrosis. However, it could not distinguish S1~ S4 each group. 

  

 

 
PO-220 

89 例盆腔多重造影对出口梗阻性便秘的诊断分析 

 
胡金香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430071 

 

目的  通过对 89例盆腔多重造影的影像学分析，观察功能性出口梗阻性便秘患者盆腔脏器及

盆底形态的变化，以提高出口梗阻性便秘诊断的准确性和全面性。 

方法 

一、临床资料：89例患者中，女性 81例，男性 8例，年龄 17～79岁，平均年龄 55岁，1例

未婚，3例已婚未育，77例为经产妇。所有患者均有不同程度的排便困难，肛门坠胀，排便不

尽感，需长期服用泻药以助排便，病史 3～52年。其中 25例需手助排便，15例因长期服用泻

药无效而需定期到医院灌肠以助排便。11例多产妇有压力性尿失禁，23例女性患者有尿频症

状。22例患者有妇科炎症症状，4例患者排便时伴有阴道脱垂。除 1例 17岁女性患者外，其

余所有患者在行盆腔多重造影前均进行结肠传输试验和纤维结肠镜检查，89例患者临床均考

虑为功能性出口梗阻性便秘。  

• 检查方法： 

盆腔造影：经右下腹部穿刺注入碘海醇 20ml；膀胱造影经尿道插管注入 30%造影剂约 200ml；

阴道造影：经阴道放置含碘纱条；排粪造影：经肛门插管注入稠钡约 200ml。患者侧坐在特制

的排便造影桶上，在电视监视下，观察患者在排便和排尿过程中盆腔脏器（直肠、膀胱、阴道

及子宫、腹膜腔）位置和形态的改变情况。所有患者检查前均行清洁肠道准备。 

结果  89例患者均见异常，有下列异常中的两种或以上的改变。盆底腹膜疝 71例（直肠型

60例，间隔型 11例），膀胱脱垂 27例，阴道脱垂 13例，子宫后倒 11例，直肠前突伴粘膜

脱垂 52例（I度 17例，II 度 28例，III度 7例），脱垂伴内套叠 29例，直肠外脱垂 3例，

乙状结肠下垂 27例，会阴下降 41例，骶直分离 8例，盆底痉挛综合征 8例。 

结论  引起功能性出口梗阻性便秘（OOC）的原因有很多，盆底腹膜疝是其重要原因之一。盆

腔多重造影在观察排便过程中肛直肠形态变化的同时，能观察膀胱、女性生殖器官及盆底腹膜

的变化及其对排便的影响，为临床医师提供了更客观的诊断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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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21 

Vessel Size Imaging for Liver Fibrosis Staging Based 

on SE/GRE-EPI Sequence: Comparison with 2D Real-time 

Shear-wave Elastography 

 
Li Ruokun

1
,Yan Fu-hua

1
,Qiang Jin-wei

2
 

1.Department of Radiology， Ruijin Hospital，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of Medcine 

2.Department of Radiology， Jin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Purpose: To comparative the value of vessel size imaging (VSI) based on SE/GRE-EPI 

sequence and 2D real-time shear wave elastography (SWE) for liver fibrosis staging. 

Methods: Twenty-nine rabbit models of CCl4-induced liver fibrosis were established 

and six untreated rabbits served as controls. VSI and 2D SWE imaging examination 

were performed at 2, 4, 6, 8, 10, and 12 weeks. VSI quantitative parameter (VVF、

Nu) and liver stiffness (LS) values were measured. Fibrosis was staged according 

to the METAVIR scoring system. Spearman correlation analysis was performed between 

VVF、Nu and LS values.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analysis was 

performed for assessing diagnostic performance of VSI, SWE, and combination set in 

detection of significant fibrosis (≥F2), advanced fibrosis (≥F3), and cirrhosis 

(F4). 

Results: LS values showed moderate positive correlations with VVF values (r=-

0.534，P=0.001), rather than Nu values (r=0.264，P=0.138). SWE had sensitivity of 

70.00%、89.47%、85.71%, specificity of 90.0%、71.43%、65.38%, and areas under ROC 

(AUROC) of 0.822、0.835、0.786 for diagnosis of F2 to F4 liver fibrosis, 

respectively. VVF had sensitivity of 91.30%、73.68%, specificity of 80.00%、85.71%, 

and AUROCs of 0.917、0.857（P<0.0001）for diagnosis of F2 and F3, respectively.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AUROC of VVF and SWE for diagnosis of 

F2 and F3. Nu had sensitivity of 86.96%、63.16%、85.71, specificity of 80.00%、

85.71%、69.23%，AUROC of 0.765、0.767、0.764.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AUROC of Nu and SWE for diagnosis of F2 to F4（P=0.6395、0.2926 and 0.3874, 

respectively）. Combination of VSI and SWE had a sensitivity of 95.65%、73.68%、

100%, specificity of 66.67%、78.57%、42.31%, AUROC of 0.812、0.761、0.712, 

respectively.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AUROC of VVF, SWE, and 

combination set. 

Conclusion: VSI has potential for liver fibrosis staging with good diagnostic 

capability similar to ultrasonography elast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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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22 

DCE-MRI 在胰腺肿瘤量化鉴别诊断中的应用研究 

 
赵娓娓,任静,印弘,宦怡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探讨动态对比增强磁共振成像（DCE-MRI）量化评估胰腺肿瘤可行性，并进一步观察正

常胰腺、胰腺癌、胰腺神经内分泌肿瘤、胰腺实性假乳头状瘤灌注的差异，为临床胰腺肿瘤鉴

别困难时提供帮助。 

材料方法：从 2014年 5月至 2017年 1月征集健康志愿者 68名，穿刺或手术病理证实胰腺癌

患者 22例，手术病理证实胰腺神经内分泌肿瘤患者 24例（病灶数 30个），手术病理证实胰

腺实性假乳头状瘤患者 16例。所用受试者禁食禁水 4h后行 DCE-MRI检查。数据被传输到

Research-DCEMRI Tool诊断分析工作站，首先进行图像配准及运动校准，然后手动画取 ROI，

接下来行各灌注参数 Ktrans
, kep, ve和 vp定量测定。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评估正常胰腺、胰腺

癌、胰腺神经内分泌肿瘤及胰腺实性假乳头状瘤的灌注差异，P＜ 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结果：正常胰腺、胰腺癌、胰腺神经内分泌肿瘤及实性假乳头状瘤的 Ktrans
分别为

0.0065±0.0036, 0.1916±0.0466, 0.0599±0.022 和 0.1163±0.0941，两两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kep分别为 0.0104±0.0044, 0.3437±0.1598, 0.3203±0.1367 和

0.3273±0.0987，正常志愿者 kep低于其他三种肿瘤，其他三种肿瘤两两比较无统计学差异；

ve分别为 0.0117±0.0063, 0.6186±0.2174, 0.2164±0.0976和 0.3581±0.1007, 两两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vp分别为 0.2877±0.1253, 0.0074±0.0035, 0.6281±0.1769 和

0.0531±0.0304，两两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DCE-MRI可无创、稳定、定量评估正常志愿者胰腺、胰腺癌、胰腺神经内分泌肿瘤及实

性假乳头状瘤的灌注情况，所得量化参数可在胰腺肿瘤鉴别困难时提供有价值的帮助。 

  

 

 
PO-223 

炎症性肠病、肠结核及其反应性增生淋巴结的 

双能量能谱及碘含量对比分析 

 
杨亚英,张帆,陈帅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650031 

 

【目的】探讨双源 CT双能量技术中碘含量及能谱曲线斜率在炎症性肠病、肠结核及其区域反

应性增生淋巴结间的相关性。 

【资料与方法】收集有完整 CT双能量扫描资料并经手术或肠镜病理证实的 54例炎症性肠病及

肠结核患者。将双能量动脉期增强扫描图像调入双能量后处理软件“Liver VNC”，分别测量

IBD与肠结核病变肠壁及其反应性增生淋巴结的动脉期碘含量及能谱曲线斜率。 

【结果】21例 UC患者区域肿大淋巴结 31枚；24例 CD患者区域肿大淋巴结 20枚；8例 ITB

患者区域肿大淋巴结 16枚。UC病变肠壁及其反应增生淋巴结的动脉期碘含量分别为

2.61±0.42mg/ml、3.39±0.73 mg/ml，动脉期能谱曲线斜率分别为 2.12±0.29、

3.21±0.45，其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 =4.017,p＝0.000；t =8.832,p＝0.000）；CD病变

肠壁及其反应增生淋巴结的动脉期碘含量分别为 2.55±0.50mg/ml、2.43±0.40mg/ml，动脉

期能谱曲线斜率分别为 1.48±0.47、3.21±0.45，病变肠管及其反应增生淋巴结动脉期碘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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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 =0.953,p>0.05）,动脉期能谱曲线斜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 
=2.301,p>0.05）；ITB病变肠壁及其反应增生淋巴结的动脉期含量分别为 1.53±0.54mg/ml、

1.33±0.52mg/ml，动脉期能谱曲线斜率分别为 1.10±0.31、1.35±0.48，其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t =1.063,p>0.05；t =1.720,p>0.05）。 

【结论】炎症性肠壁与反应性增生淋巴结间的碘含量和能谱曲线斜率无相关性，而结核病变肠

壁与反应性增生淋巴结间碘含量和能谱曲线斜率有同源性，且结核肠壁及反应性增生淋巴结的

碘含量明显低于炎症性肠病，对炎症性肠病与肠结核的鉴别具有一定诊断价值。 

  

 

 

PO-224 

DWI 单指数模型、双指数模型参数直方图及 PI-RADS 评分对移

行带前列腺癌的诊断价值 

 
baojie

1
,胡春洪

1
,王希明

1
 

1.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探讨 DWI单指数模型、双指数模型参数直方图分析及 PI-RADS V2评分对移行带前列腺

癌的诊断价值。材料与方法：收集行前列腺常规 MRI扫描和 IVIM扫描的 63例患者资料；按三

维感兴趣区法勾画移行带前列腺癌和前列腺增生病灶，计算 ADC值和 IVIM的 D值、D＊值和 f

值，对所测得的参数行 Histogram 分析，得到各参数平均数、中位数、10%位数、90%位数偏度

和峰度。对于两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参数值，绘制 ROC曲线分析其对移行带 PCa和 BPH

的诊断效能；采用 Spearman 相关分析评价前列腺癌区各定量参数值 Histogram分析结果和

PI-RADS V2评分与 Gleason 评分间的相关性。结果：经病理证实移行带 PCa 30例，BPH 33

例；PCa组和 BPH组的三维 Histogram分析参数中，ADC值平均数、中位数、10%位数、90%位

数、偏度和峰度与 D值的平均数和中位数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ADC值平均数、中

位数、10%位数、90%位数与 D值平均数、中位数在鉴别移行带 PCa和 BPH的诊断效能较高；

ADC值平均数联合 D值平均数的 AUC较单一参数诊断效能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ADC

值平均数联合 PI-RADS V2诊断效能较单一参数诊断效能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Histogram分析 ADC值平均数、D值平均数和 PI-RADS V2评分与 Gleason评分间具有一定的相

关性（r值分别为-0.522，-0.407和 0.564）。结论：1.DWI单指数模型和 IVIM模型三维

Histogram分析提供了病灶的整体信息；2.D值平均数联合 ADC值平均数在鉴别移行带前列腺

癌和前列腺增生的诊断效能中并没有提供更大的价值；PI-RADS V2评分联合 ADC值平均数诊

断效能最佳;3.ADC值平均数、D值平均数和 PI-RADS V2 评分与 Gleason评分具有相关性。 

 

 

PO-225 

磁共振扩散峰度成像对大鼠肝纤维化分期的诊断效能评估 

 
李金凝,张财源,刘欢欢,杨舒琰,王彦姝,汪登斌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00092 

 

目的 

探索磁共振扩散峰度成像（DKI）定量分析技术对无创性评估大鼠肝纤维化分期的诊断效能。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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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只雄性 SD大鼠随机分为 3组（n=5），分别予腹腔内注射 CCl4（1.5 ml/kg，一周两次）

4、7、10周，以建立各期肝纤维化模型。5只未经 CCl4注射的 SD大鼠作为对照。对全部大鼠

行肝脏 DKI序列扫描（b = 0，500，1000，1500，2000 s/mm
2
），用动物专用线圈采集信号。

利用 IDL 6.3软件，在全肝放置 6个感兴趣区测量 Dm与 Km值。肝组织在 HE染色与天狼星红染

色后，以 METAVIR法行 F0∼F4分期。统计学分析方法采用相关性分析、单因素方差分析与受

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以 P < 0.05 为统计学差异。  

结果 

大鼠肝脏 Dm值与肝纤维化分期呈高度负相关（r = -0.734, P < 0.001）。各期肝纤维化的 Dm

值之间有显著性差异（P < 0.001）。多重比较结果显示，在 F0∼F2期（F0 vs F1、F0 vs 

F2、F1 vs F2）肝脏 Dm值无显著性差异（P ≧ 0.815），而在 F3∼F4与其他各期肝脏 Dm值均

存在显著性差异（P < 0.001）。Dm值用于诊断各期纤维化（> F0，> F1，> F2，> F3）的 ROC

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78、0.838、0.95、0.925。在检出> F2肝纤维化时，Dm最佳诊断阈值为

1.448，敏感性及特异度分别为 0.958与 0.833；而在检出> F3肝纤维化时，最佳阈值为

1.179，诊断敏感性及特异度分别为 0.778与 0.947。Km值与肝纤维化程度无明确相关性（P = 
0.834），各期肝纤维化的 Km值亦无统计学差异（P = 0.34）。 

结论 

DKI的定量参数 Dm值可作为无创性评价大鼠肝纤维化分期的生物学指标，尤其对检出 F2 期以

上肝纤维化具有较高敏感性及特异性；而 Km值在肝纤维化分期方面无明确诊断价值。 

  

 

 
PO-226 

3.0T 高分辨、常规 MRI 及 64 排增强 CT 对 

直肠癌 T 分期的准确性研究 

 
周煌 

上海东方医院 200120 

 

目的：探讨 3.0 T高分辨磁共振成像（MRI）、常规 MRI、64排 CT增强检查对于术前诊断直肠

癌浸润深度（T分期）的准确性。 

方法：收集上海东方医院影像信息系统中 2016年 6月—11月间分别行 64排 CT增强、高分辨

及常规 MRI检查，且于 MRI 及 CT检查后 2周内行根治性手术切除的 27例直肠癌患者的临床和

影像学资料，患者均未进行新辅助化疗。检查前排空直肠，训练呼吸以尽量减小盆腔肠道及腹

壁运动伪影的影响，并施加腹带。直肠患者取仰卧位，扫描范围从髂棘至耻骨联合下缘水平，

常规做横断面 T1WI、T2WI平扫、脂肪抑制序列 T2WI、矢状 T2扫描；高分辨率扫描 T2 不压脂

轴位、冠状位、矢状位及 CT平扫及动态增强序列。扫描结束后由两名影像科医生（评估者 A 

和评估者 B）在影像工作站上根据高分辨、常规 MRI及 CT 平扫、增强图像盲法独立评估直肠

癌和直肠癌 T分期。 两位阅片医师判读结果之间的一致性采用 Kappa检验，ｋ值＞0.81 表示

一致性极好， 以病理学结果为金标准，计算高分辨、常规 MRI及 CT对直肠癌 T分期诊断的准

确性。 

结果：27例直肠癌术后病理诊断为 T1期 2例，T2期 7 例，T3 期 16例，T4 期 2例。两位阅

片医师应用高分辨、常规 MRI及 CT检查对直肠癌 T分期的诊断一致性极好（Kappa值为

0.88），两位评估者通过 CT、常规 MRI及高分辨率 MRI对直肠癌 T1期诊断的准确性为

66.2%、76.6%、84.8%，两位评估者.....确性均为 80.6%、90.6%、98.4%。两位评估者对 T分

期的总体诊断准确性分别为 73.5%、86%、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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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 3.0T高分辨 MRI可准确地进行直肠癌术前 T分期，明显高于常规 MRI及 CT增强的准

确率，对 T1、T2期肿瘤准确率较低，但能够准确筛选出 T3分期以上的高危直肠癌并进行术前

新辅助治疗，对直肠癌的治疗和预后都有非常大的帮助。 

  

 

 

PO-227 

应用定量 CT 纹理分析鉴别肾上腺转移瘤 

和其它肾上腺实性肿瘤 

 
石冰

1,2
,张古沐阳

1
,孙昊

1
,金征宇

1
,薛华丹

1
 

1.北京协和医院放射科 

2.深圳市孙逸仙心血管医院放射科 

 

目的：探讨应用定量 CT纹理分析（CTTA）鉴别肾上腺转移瘤与其它肾上腺实性肿瘤的可行

性。 

方法：回顾性分析 110例肾上腺转移瘤和 155例其它肾上腺实性肿瘤 CT图像。所有患者均行

腹部 CT平扫与肾上腺增强扫描。对每个扫描期相、每个病灶，选取最能代表肿瘤最大截面的

轴位图像进行纹理分析。应用 TexRAD软件分析各个病灶不同扫描期相的图像纹理特征，包括

平均灰度值(Mean)、标准差(SD)、熵(Entropy)、正像素的平均值(MPP)、偏度(Skewness)和峰

度(Kurtosis)，使用独立样本 t 检验或 Mann-Whitney U 检验，P值<0.05表示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对有统计学意义的纹理参数进行受试者操作特征(ROC)曲线分析，确定诊断阈值。 

结果：平扫图像上，平均灰度值（Mean）、熵（Entropy）、正像素的平均值（MPP）和峰度

（Kurtosis）在肾上腺转移瘤和其它肾上腺实性肿瘤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其他肾

上腺实性肿瘤相比，肾上腺转移瘤的 Mean、Entropy、MPP 和 Kurtosis均明显降低。增强图像

上，这些纹理参数同样在转移瘤中较低，同时，与其他肾上腺实性肿瘤相比，肾上腺转移瘤的

标准差（SD）和偏度（Skewness）也显著降低（P <0.05）。ROC 曲线分析显示，增强图像

上，以 Mean 66.34 为鉴别肾上腺转移瘤和其它肾上腺实性肿瘤的阈值，其 ROC 曲线下面积

（AUC）、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0.80±0.03（95％CI 0.75-0.86）、71.34％、79.21％。 

联合 Mean和 Entropy两个参数鉴别肾上腺转移瘤和其它肾上腺实性肿瘤，其 AUC最大

（0.84±0.03），诊断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70.12％和 91.09％。 

结论： 肾上腺转移瘤和其它肾上腺实性肿瘤的 CTTA参数具有显著性差异，CTTA具有鉴别两

者的潜在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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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28 

Feasibility of an increasing flip angle of 25° with 

reducing delay time in Gd-EOB-DTPA-enhanced MRI for 

focal nodular hyperplasia characterization 

 
SHENG RUOFAN

1
,ZENG MENGSU

1
,Weber Tim Frederik

2
 

1.Zhong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2.University Hospital Heidelberg 

 

 

Purpose: To investigate whether increasing the flip angle (FA) can improve the 

conspicuity of focal nodular hyperplasia (FNH) in hepatobiliary phase imaging (HBP) 

and may enable reduction of the HBP delay time in Gd-EOB-DTPA enhanced MRI. 

Materials and methods: Twenty-three patients with 46 FNHs underwent Gd-EOB-DTPA 

enhanced MRI. In each patient, HBP was performed after a reduced delay with 

increased FA of 25° (10min-FA25) and a standard delay with increased FA of 25° 

(20min-FA25) and standard FA of 10° (20min-FA10). The following parameters were 

calculated and compared: relative enhancement (RE) of lesion periphery, central 

core and background liver parenchyma, relative lesion-to-liver contrast (LLC), as 

well as lesion periphery-to-core contrast (LCC). 

Results: RE of the lesion periphery, LLC, LCC and RE of liver parenchyma in both 

20min-FA25 and 10min-FA25 HBP imaging were higher than the conventional 20min-FA10 

imaging (t=6.496 to 20.79, P<0.0001 to P=0.0048). Meanwhile, for all three HBP 
groups, RE of the central core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lesion 

periphery (t=4.39-10.19, P<0.0001). 
Conclusion: Increasing FA can increase the enhancement and contrast of FNH. A 

reducing delay time of less than 15 minutes after Gd-EOB-DTPA is sufficient for 

FNH characterization when using a high FA of 25°, and could replace the 

conventional 20 min-FA10 HBP imaging.  

 

 
PO-229 

低剂量全胰腺 CT 灌注扫描在神经内分泌肿瘤检查中的应用 

 
康冰,孙丛,王希恒 

山东省医学影像学研究所 250000 

 

目的：通过对胰腺神经内分泌肿瘤患者进行低剂量全胰腺 CT灌注扫描，研究胰腺神经内分泌

肿瘤的强化峰值时间与其同层腹主动脉强化时间的相关性，分析个体化胰腺增强扫描胰腺期的

启动时间。 

材料与方法：本研究对 89名疑诊为胰腺实性肿块的患者行低剂量全胰腺 CT扫描，将最终经病

理确诊入组的 16例，其中男性 6例，女性 10例，平均年龄为 48.44±14.38 岁（18-76

岁）。对 16例患者的灌注图像进行回顾性分析，由一位腹部影像学诊断医师使用体部容积灌

注软件在病变区域、正常胰腺实质及同层腹主动脉划定感兴趣区，得到时间-密度曲线（time-

attenuation curve，TAC）并记录病灶及正常胰腺实质强化峰值时间(time to peak，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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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层降主动脉 CT值达 100HU 的时间（the time of begin to 100HU,TB100），应用统计学方

法检验病变分别与同层腹主动脉和正常胰腺实质强化时间的差别意义及相关性程度。 

结果：胰腺神经内分泌肿瘤 TTP个体差异较大，分布范围为 21-38s，（平均

26.13±4.77s），正常胰腺实质 TTP为 28.81±4.71s，两者之间进行配对样本 t检验有显著

统计学意义（P<0.01），两者时间差为 2.69±1.58s。同层腹主动脉 TB100为 16.75±3.47 

s，与病变 TTP之间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1），用 Pearson
,
 s方法分析存在高度相关性

（r=0.971），两者时间差为 9.37±1.63s。 

结论：胰腺神经内分泌肿瘤与正常胰腺实质 TTP间有显著统计学意义，两者时间接近，与其同

层腹主动脉的强化时间有高度密切相关性，扫描中可通过监测同层腹主动脉的 CT值来确定个

体化胰腺期的启动时间，可大大提高胰腺神经内分泌肿瘤的检出率。 

  

 

 
PO-230 

不同器官来源肝转移瘤的影像特征分析 

 
李宏军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100069 

 

目的：分析不同器官来源肝转移瘤的影像表现，总结其特征，以期达到精准医疗的要求。 

方法：收集 2015年 1月至 2017年 5月在我院诊断的 126例肝转移瘤患者的 CT和 MRI资料进

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126例肝转移瘤患者中，胃肠道转移 81例（64%），胰腺癌 10例（8%），乳腺癌和胆

管癌各 9例（7%），泌尿生殖系统肿瘤 7例（6%），肺癌 6例（5%），其他 4例（3%）；共发

现转移瘤灶 192个，其中，单发转移 35例，多发转移 91例；“牛眼征”78例（62%），主要

见于胃癌、结肠癌的肝转移，其瘤体的大小不同导致“牛眼征”的表现也不相同；囊变 49例

（39%），多表现为圆形或类圆形病灶，边界清或不清，门静脉来源肝转移瘤囊变率明显高于

肝动脉来源，其中以直肠癌、胃癌多见；钙化 32例（25%），门静脉来源的消化系统恶性肿瘤

（胃癌、结直肠癌）肝转移瘤的钙化出现率明显高于肝动脉来源；高灌注区主要见于胰腺癌、

结肠癌、胆囊癌肝转移瘤周，胃癌、结肠癌灌注区主要以瘤周环形为主，胆囊癌以片状不规则

为主，胰腺癌主要以楔形及不规则为主；肺癌的肝转移瘤的平均 ADC值明显低于胃直肠癌、乳

腺癌、胰腺癌的肝转移瘤的平均 ADC值；胰腺癌的肝转移瘤的平均 ADC值明显高于来源于胃

癌、直肠癌、乳腺癌、肺癌的肝脏转移瘤的平均 ADC值。 

结论：影像检查对不同器官来源肝转移瘤的诊断和鉴别诊断具有一定的价值，对于实现精准医

疗具有指导作用。 

  

 

 
PO-231 

双源 CT 低剂量扫描在上腹部 CT 血管成像中的应用 

 
袁元,王紫薇,唐鹤菡,邓莉萍,李真林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610041 

 

目的 探讨双源 CT上腹部 CT血管成像中低剂量技术的应用。方法 搜集 2016年 10月至

2017年 3月来我院行双源 CT上腹部 CT血管成像的连续 200例患者，按就诊时间先后分别依

次采用常规管电流量（210 mAs）和低管电流量（200、190、180、170mAs）扫描，分别为常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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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电流量组和低管电流量组。测量、计算并评估各组患者动脉期图像的皮下脂肪标准差（SD）

值、腹主动脉信噪比（SNR）、腹主动脉-竖脊肌对比噪声比（CNR）、图像主观质量评分以及

射线剂量指标 CT 剂量指数（CTDI）、剂量长度乘积（DLP）、有效剂量（ED）。结果 各组

患者动脉期图像的皮下脂肪 SD值、腹主动脉 SNR、图像主观质量评分和射线剂量指标 CTDI、

DLP、ED之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各组腹主动脉-竖脊肌 CNR之间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其中五组图像主观质量评分均大于 3 分，都能满足诊断需要。结论 上腹

部 CT血管检查，通过阶段性降低管电流量使诊断医生逐渐适应低剂量图像质量，从而普及现

有设备的低剂量扫描的方法是可行的。双源 CT采用 170 mAs 的参考管电流量，既能获得满足

临床诊断的合格图像，又能大大降低患者群体接受的辐射剂量。 

  

 

 
PO-232 

Multi-model analysis of 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 of 

normal testes at 3.0 T: preliminary findings 

 
Min Xiangde,Wang Liang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Tongji Hospital， Tongji Medical College，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Hubei， CN 430030， China 430030 

 

Purpose 

To investigate the quantitative parameters from diffusion models (the mono-

exponential, stretched-exponential and kurtosis models) of normal male testes and 

evaluate differences related to age and testis side. 

Materials and methods 

Sixty-four healthy volunteers in two age groups (A: 10–39 years; B: ≥40 years) 

underwent 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 scanning at 3.0 T. ADC1000, ADC2000, ADC3000, 

DDC, α, Dapp, and Kapp were calculated using the mono-exponential, stretched-

exponential and kurtosis models.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parameters and the age 

were analyzed. The parameter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age groups and between the 

right and left testes. 

Results 

The average ADC1000, ADC2000, ADC3000, DDC, α, Dapp, and Kapp values did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 between the right and left testes (p>0.05 for all). The 

following significant correlations were found: positive correlations between age 

and testicular ADC1000, ADC2000, ADC3000, DDC and Dapp (r=0.516, 0.518, 0.518, 

0.521 and 0.516, respectively; p<0.01 for all) and negative correlations between 

age and testicular α and Kapp (r=-0.363, -0.427, respectively; p<0.01 for both). 

Compared to group B, in group A, ADC1000, ADC2000, ADC3000, DDC and Dap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p<0.05 for all), but α and Kap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p<0.05 for both). 

Conclusions 

Our study demonstrated the applicability of the testicular mono-exponential, 

stretched-exponential and kurtosis models. Our results can help establish a 

baseline for the normal testicular parameters in these diffusion models. The 

contralateral normal testis can serve as a suitable reference for evaluat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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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normalities of the other side. The effect of age on these parameters requires 

further attention. 

 

 

PO-233 

Magnetization transfer imaging and amide proton 

transfer imaging at 3.0 tesla: preliminary results in 

diagnosis peripheral zone prostate cancer 

 
Min Xiangde,Wang Liang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Tongji Hospital， Tongji Medical College，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Hubei， CN 430030， China 430030 

 

Purpose: To assess the feasibility of magnetization transfer (MT) imaging and 

amide proton transfer (APT) imaging for differentiation of cancerous and normal 

prostate tissues at 3.0 tesla.  

Materials and Methods: This prospective study was approved by our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Thirty-nine patients with pathological proven prostate cancer (PCa) 

who had underwent MT-APT imaging were included in this study. MT imaging and APT 

imaging were quantified by MTR(15.6 ppm) and MTRasym(3.5 ppm), respectively. MTR 

(16.5 ppm) and MTRasym (3.5 ppm) were evaluated at the cancerous tissues and 

normal peripheral zones (PZs).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analysis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diagnostic performance of MTR(15.6 ppm) and MTRasym(3.5 

ppm) in differentiating cancerous tissues and normal PZs. 

Results: MTR (16.5 ppm) in cancerous tissues was (22.22 ± 3.25)%,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normal PZs (18.39 ± 2.64) % (t = -5.37, p < 0.001). MTRasym(3.5 ppm) 

in cancerous tissues and normal PZs were (2.32 ± 1.28) %, (1.68 ± 1.81) %, 

respectively, but no significant statistical difference was found (t = -1.74, p = 

0.086). The area under the curve (AUC) of MTR(16.5 ppm) and MTRasym(3.5 ppm) in 

differentiating cancerous tissues and normal PZs were 0.83 and 0.59, respectively. 

The AUC of MTR(16.5 ppm)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MTRasym(3.5 ppm) (Z = -2.98, 

p = 0.003). With the cut-off value of 20.09%, MTR(16.5 ppm) showed 74.36% 

sensitivity and 84.37% specificity. With the cut-off value of 1.31%, MTRasym(3.5 

ppm) showed 87.18% sensitivity and 31.25% specificity. 

Conclusion: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revealed the feasibility of MT imaging in 

the diagnosis of PCa.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APT imaging in PCa remains needed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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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34 

MDCT 及 MR 在肝体积测量中的对比研究 

 
戴亚婕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00032 

 

【目的】：通过对增强 MDCT 与增强 MR肝体积测量的比较，旨在评价 MR测量肝体积的准确

性。 

【材料和方法】：回顾性分析自 2011年 11月至 2012年 10月间，在我院拟行肝移植或部分肝

切除术前已完善 MDCT肝体积测量及 MR增强检查的患者，两种检查检查时间相隔不超过 10

天，并且在两种检查间，对肝内病灶未行任何干预治疗，从而得到符合条件人数为 36人。其

中男性 29例，女性 7例。MDCT检查扫描时相包括：平扫、动脉期、门静脉期；MR检查扫描时

相包括：平扫、动脉期、门静脉期及肝静脉期。两种检查均选取门静脉期源数据图像传输至工

作站行后处理。采用半自动法测量肝体积，两种检查所测体积均包括总肝体积、肝左叶体积、

肝右叶体积以及病灶体积，所得数值进行配对 t检验。 

【结果】：MDCT所得患者总肝体积、肝左叶体积、肝右叶体积以及病灶体积分别为：

（1876.28±630.15）cm³、（644.00±326.50）cm³、（1232.31±516.12）cm³、

（674.69±508.21）cm³。MR所得患者总肝体积、肝左叶体积、肝右叶体积以及病灶体积分别

为：（1893.86±631.48）cm³、（638.28±352.84）cm³、（1257.66±538.64）cm³、

（673.69±548.47）cm³。四组数据之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MR可以用来准确测量肝体积。MR以其良好的软组织分辨率、无辐射损伤以及胆道

成像等等众多优点，将成为肝病患者及拟行肝脏手术患者术前诊断评估的一站式检查，也可以

作为术后随访的一种更加安全、有效的检查方法。 

  

 

 

PO-235 

Assessing the severity of crohn's disease by using 

quantitative parameters of MRI : DCE-MRI and DWI-MRI 

 
Zhou Jinfa,Zhu Jianguo,Li Haige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210011 

 

Objective：To identify the severity of crohn's disease by using quantitative 

parameters of MRI，including volume transfer constant (Ktrans
 ) and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ADC). 

Methods: Forty patients with CD only at the ileocecum (24 males, 16 females; mean 

age, 28.00±12.67 years) were recruited in this approved prospective studies and 

the informed consent was obtained from each subject. All subjects underwent bowel 

MRI examination with Conventional, Diffusion-weighted (DW) and Dynamic contrast-

enhanced (DCE) sequences. Region of interest (ROI) for permeability parameters was 

drawn at the most serious inflammation area of ileocecum, and ADC value was 

measured at the same ROI as DCE-MRI. At the same time getting quantitative 

parameters of MRI，including volume transfer constant (Ktrans
 ) and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ADC), each subject's clinical data including Harvey-

Bradshow index and C-reactive protein should be collected. (1) According Ha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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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dshow index, All subjects will be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as severe, mild-

moderate, and static. Ktrans
, ADC would be compared if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r not among the three groups.(2) Ktrans
, ADC were then correlated with 

Harvey-Bradshow index and C-reactive protein respectively. 

Results: (1)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ADC between the static and the 

mild-moderate (p<0.001), but Ktrans 
was not (p=0.174); both ADC , Ktrans 

between the 

static and the severe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Ktrans p=0.003，ADC 

p<0.001),which was similar as between the mild-moderate and the severe(Ktrans 
p=0.038，ADC p=0.015). 
(2)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Ktrans 

and HBI was r= 0.465, p=0.002;between 
Ktrans 

and CPR was r=0.600, p＜0.001; between ADC and HBI was r= -0.694, p＜0.001; 

between ADC and CPR was r= -0.598，p＜0.001; between Ktrans 
and ADC was r= -0.383, 

p=0.015;between HBI and CRP was r=0.745, p＜0.001. 

Conclusions: Quantitative parameters of MR including volume transfer constant 

(Ktrans
 ) and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ADC) evaluate the disease activity of 

Crohn’s disease (CD) effectively. 

  

 

 
PO-236 

从 UICC/AJCC 第 8 版分期看胃癌影像学 T 分期的发展方向 

 
唐磊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100142 

 

多学科诊疗协作组（MDT）在胃癌的推进和肿瘤个体化治疗的发展，使得临床对影像学疗前分

期日趋重视。目前国际通用的胃癌 T分期标准参照国际抗癌联盟（UICC）及美国癌症联合会

（AJCC） TNM分期系统，由于缺乏高级别的文献证据及官方分期标准，在第 7版及以前的胃

癌分期系统中，只能将病理分期直接套用于临床分期；但这种“套用”是存在问题的，使得二

者的准确对应成为长期困扰胃癌影像学的难题。鉴于此，2016年 10月发布的第 8版 TNM 分期

根据胃癌综合治疗特点，单独划分出了新的临床分期（cTNM）系统，并对其应用范围和规范进

行了概述。 

UICC/AJCC第 8版分期的亮点之一是首次提及了 CT在胃癌分期的操作规范，包括：（1）胃腔

的充分充盈和胃壁扩张；（2）口服阴性对比剂；（3）静注碘对比剂多期增强；（4）多平面

重组（MPR）。其中前三项是关于前处置和扫描的，目的是得到形态稳定、对比鲜明的断层图

像，有助于胃癌浸润深度层次的准确判断。最后一项则是诊断相关，因胃癌沿胃壁环周生长，

仅观察轴位图像可能遗漏重要的分期征象。目前国内胃癌 CT检查提供多平面重组图像的较

少，第 8版新规对于今后的规范化推广具有指导意义。 

在分期征象方面，第 8版分期明确规定了从 cT1到 cT4各分期的 EUS征象，但对 CT征象却只

字未提，影像科医生今后在具体操作中仍会面临无指南标准可用的尴尬与挑战，但同时也带来

了开展临床研究的新机遇。近年来围绕胃癌侵出浆膜的判断就出现一些分量较高的征象研究，

如 2017年 Annals of Surgery发表的断层分区定位法等。 

从第 8版分期可以看出，在个体化和 MDT时代，临床越来越关注影像学在胃癌疗前评估的价

值；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影像医生参与到各种形式的胃癌 MDT中，在一线了解临床诊疗需

求，与临床医师的沟通和协作愈加频繁和紧密；影像和临床的密切契合，可以更好的为胃癌术

前分期提供多方位、有价值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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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37 

能谱 CT 曲线在评估慢性乙型肝炎肝硬化 

及炎症活动度中的作用 

 
吕艺,高璐,张家文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200040 

 

 

  

目的：通过对慢性乙型肝炎患者行动脉期、门脉期能谱 CT增强扫描，探讨能谱 CT曲线对乙肝

炎症活动度分级及肝硬化诊断中的潜在应用价值。 

方法：25例接受能谱 CT扫描患者纳入研究，其中 8例无肝脏疾病的患者作为对照组，17例经

临床诊断为肝纤维化 4期的患者，其中轻度炎症 7例，中-重度炎症 10例，利用宝石能谱成像

浏览器（GSI viewer）软件的能谱曲线及单能量图像分析，并对对照组及肝硬化组、肝硬化组

内不同炎症等级间进行对比研究。 

结果：扫描图像分析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动脉期及门脉期肝硬化组肝实质在各单能量水

平下 CT值下降，且具有统计学意义。门脉期，肝硬化组及对照组在 40～70 keV能量区间斜率

分别为-1.65± 0.19、3.72 ± 0.31，在 70～110keV能量区间斜率分别为-0.36±0.27、-

0.81 ± 0.67，在 110～140keV能量区间斜率分别为-0.10 ± 0.01、-0.23±0.03，各区间斜

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肝硬化组内不同炎症等级间相比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能谱 CT曲线对诊断肝硬化及评估炎症活动度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PO-238 

Correlation between MRI Total tumor volume and 

postoperative TNM staging in patients with early 

rectal cancer 

 
Tang Yibo,Zeng Mengsu,Rao Shengxiang 

Zhong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200032 

 

Purpose：To study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MRI total tumor volume and postoperative 

TNM staging in patients with early rectal cancer. 

Methods： A total of 60 patients with early rectal cancer who underwent 

preoperative routine rectal MR scanning were included in this retrospective study. 

All patients underwent surgery within two weeks after MR examination. The ROIs 

were manually drawn along the edge of the tumor on axial T2WI, sagittal T2WI and 

DWI. The tumor volume was obtained by multiplying the tumor area and layer 

thickness and spacing.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whole tumor volume and 

postoperative pathological stage was analyzed. Histopathological differentiation 

was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moderately differentiated, moderately-poorly 

differentiated and poorly differentiated. The tumor volume was analyzed using the 

Mann–Whitney U-test if the data were not normally distributed. Spearman rank 

correlation analysis was performed to investigate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tumor 

volume, TNM staging and pathological grade. Two-tailed P values were used, and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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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declared if the P value was less than 

0.05. 

Results：The tumor volume on axial T2WI was 4.32 cm³ (2.23 cm³, 9.41 cm³), 8.71 

cm³ (5.08 cm³, 11.31 cm³) of T1 and T2 stage respectively (p = 0.029). The tumor 
volume on sagittal T2WI was 4.10 cm³ (3.57 cm³, 10.17 cm³), 8.83 cm³（5.47 cm³，

12.17 cm³） respectively (p = 0.011). The tumor volume on DWI was 4.39 cm³ (3.57 
cm³, 10.17 cm³), 9.00 cm³ (5.79 cm³, 13.84 cm³) respectively (p=0.031). The tumor 
volume of axial, sagittal T2WI and DWI was statistically different (p=0.029, 
p=0.011, p=0.031, respectively).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of axial T2WI, 
sagittal T2WI and DWI tumor volume between T1 stage and T2 stage were r=0.332, 

r=0.284, r=0.282 (p=0.01, p=0.028, p=0.029), respectively.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N staging and pathological grade was 0.321 (p = 0.012).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difference in tumor volume measured by axial T2WI, sagittal 

T2WI and DWI between different N staging. 

Conclusion：The whole tumor volume has certain advantages to T stage assessment in 

patients with early rectal cancer. N staging is weakly related to pathological 

grade. The whole tumor volume of rectal cancer has no predictive value on the 

assessment of lymph node metastasis.  

 

 

PO-239 

肝脏磁共振灌注图像对神经内分泌肿瘤肝转移 

的随访评价价值 

 
徐佳,王萱,王士阗,程进,薛华丹,金征宇 

北京协和医院 100730 

 

目的： 探索磁共振肝脏灌注成像对神经内分泌肿瘤肝转移患者肝内病灶随访评价的价值。 

方法： 本研究纳入于我院定期随访的神经内分泌肿瘤肝转移患者共 10例，患者进行了至少 4

次肝脏动态增强磁共振扫描。扫描采用 3.0T MRI，对比剂 Gd-EOB-DTPA，动态增强扫描采用

TWIST-VIBE序列（时间分辨率 3 s，空间分辨率 1.3 ×1.3 ×3mm），扫描包括打药前、动脉

期（打药后 8s起， 3s/期，共 12期）、门脉期（动脉期后 20s，共 5期）、肝胆期（打药后

20min）。运用 Tissue 4D后处理工作站获得病灶、病灶边缘肝实质、病灶周围正常肝实质的

灌注参数 Ktrans、Kep、Ve、iAUC，1）运用配对 T检验比较病灶、病灶边缘肝实质、病灶周

围正常肝实质灌注参数差异；2）运用 Pearson相关性检验比较不同灌注参数与病灶直径的相

关性；3）将病灶分为增大/减小/不变组，运用配对 T检验比较病灶增大/减小/不变前后两次

检测灌注参数差异；4）运用卡方检验比较第一次动脉-肝胆期直径差别大/小对于第二次病灶

直径增大/减小的影响。 

结果：1)病灶 Ktrans, kep, AUC 显著大于病灶旁肝实质及周围正常肝实质（P<0.01)，病灶

Ve显著小于病灶旁肝实质及周围正常肝实质（P<0.01)；2）Kep与病灶直径正相关(r=0.543, 

P=0.000),Ve与病灶直径负相关(r=-0.415, P=0.001)；3）病灶增大后病灶 Kep增大

（P=0.006），病灶减小后病灶 Kep减小（P=0.034）；4）第一次动脉-肝胆期直径差别大与小

组，后续病灶增大率具有显著差异，即第一次检查动脉-肝胆期直径差别大病灶，第二次检查

病灶增大的几率更高。     

结论：神经内分泌肿瘤肝转移病灶的大小与磁共振肝脏灌注参数具有一定相关性，病灶动脉-

肝胆期直径差别大小对于预测后续病灶增大/减小具有一定提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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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40 

Wermer 综合征影像表现 

 
方旭,边云,王莉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200433 

 

Wermer综合征又称多发内分泌肿瘤 1型（multiple endocrine neoplasia type 1, MEN1），

是常染色体显性基因遗传疾病，1954年由 Wermer首次报道，至今报道仍少。第二军医大学附

属长海医院于 2017年收治 1例 Wermer综合征，男 52岁，入院一周前体检发现胰腺多发占

位，余无明显阳性症状及体征。2010年因“甲状旁腺腺瘤伴功能亢进”行甲状旁腺切除。

2015年又因“右肺中叶类癌”行右肺中叶切除术。影像学提示胰腺钩突部、体尾部、十二指

肠乳头区、肝脏多发结节，CT呈低密度，MRI呈 T1WI低信号、T2WI稍高信号、DWI高信号，增

强后动脉期明显强化，左侧肾上腺呈结节样增粗。本文报道一例 Wermer综合征，对其影像学

诊断进行讨论，具有较好的教学意义，避免误诊为“多发性转移瘤”,其诊断要点在于结合病

史，甲状旁腺功能亢进较早即可出现，为正确诊断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PO-241 

双能量 CT 虚拟平扫诊断骨质疏松的初步研究 

 
王林,龚沈初 

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南通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226001 

 

目的：探讨双能量 CT虚拟平扫对骨质疏松(OP)的诊断价值。 

材料与方法：前瞻性的采集 50名腰部外伤患者的腰椎双能量 CT图像，腰 1~腰 4中发生椎体

骨折、存在金属内固定物、既往行经皮椎体成形术、肿瘤病变等椎体被排除在外。扫描时 A、

B球管电压分别为 90kV、Sn150kV，采用迭代强度为 3的高级模拟迭代重组技术(ADMIRE)进行

图像重组，卷积核 Qr40。按照 syngo Via后处理工作站中 Bone Marrow软件推荐的标准，对

Virtual Non-contrast软件的默认参数进行校正：将高低管电压下软组织的 CT值修正为红骨

髓的 CT值，黄骨髓的 CT值与脂肪 CT值相同不做修改，以钙的斜率 1.65替换碘的斜率

3.01，测量钙的 CT值(CM)、混合能量图像的 CT值(rCT)、钙浓度(CaD)和脂肪含量的百分比

(Fat)等参数。采用双能 X线吸收法(DXA)测量腰 1~腰 4各椎体的骨密度(BMD)和 T值。以 T值

≤2.5SD 作为诊断 OP的金标准，比较 CT测量结果与椎体骨密度测量结果间的相关性并分析其

对 OP的诊断价值。 

结果：剔除 34个椎体，以椎体为单位共分析了 166个椎体，除 Fat外，OP椎体的各 CT测量

参数均低于无 OP者，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均≤0.01)。除 Fat外，各 CT测量参数均与 T值

呈显著相关并存在线性关系(P均≤0.01)；CaD与 BMD显著相关。除 Fat外，各 CT测量参数对

OP均有诊断价值，其中 CM、CaD的诊断价值高于 rCT，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均≤0.01)；按

CM≤239.5Hu 或 CaD≤10.9mg/cm
3
的标准，其诊断 OP的敏感性分别为 86.00%、84.00%，特异性

分别为 80.17%、81.03%。将 CM与 CaD进行叠加，叠加后的结果并不能提高对 OP的诊断价

值。 

结论：双能量 CT虚拟平扫技术可在诊断椎体骨折的同时评估椎体骨质疏松情况，从而实现对

临床检查流程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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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42 

Biochemical T2* mapping evaluates the cartilage of 

talus for chronic lateral ankle instability (LAI) 

with lateral ligament injury: Correlation with 

clinical symptom 

 
Hu Yiwen 

Fudan University， Huashan Hospital 200040 

 

Purpose To quantitatively compare the T2* measurements of talar cartilage 
betweenchronic lateral ankle instability (LAI) patients with lateral ligament 

injury and healthy volunteers, and analyz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2* values and 

American Orthopaedic Foot and Ankle Society (AOFAS) scores. 

Methods  Nineteen consecutive patients with chronic LAI (chronic LAI group) and 

nineteen healthy individuals (control group) were enrolled in this study. 

Biochemical MR examinations for ankles were obtained in all participants using 3D-

GRE T2* mapping. The total talar cartilage (TTC) was divided into six sub-

compartments: medial anterior (MA), medial center (MC), medial posterior (MP), 

lateral anterior (LA), lateral center (LC), and lateral posterior (LP). T2* value 

of each cartilage area was measured and compared between two groups using 

Student’s t-test. The AOFAS scoring was performed on patients for clinical 

evaluation. Then the effect of T2* values on AOFAS scores was analyzed using 

Pearson’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Results  The T2* values of MA and LC cartilage compartments and TTC in chronic 

LAI group showed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 (P<0.001， 

P=0.039, P=0.014, respectively). Furthermore, the T2* values of MA in chronic LAI 
group we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AOFAS scores (r=-0.8089, P<0.001). 
Conclusions  Chronic LAI with lateral ligament injury may have a causal 

connection with early cartilage degeneration in ankle joint, especially located on 

MA and LC cartilage compartments as assessed by quantitative T2* measurements. 

Clinical scores correlate well with T2* values in MA cartilage compartment, 

indicating that MA may be the principal factor affecting outcome evaluation. 

 

 
PO-243 

磁共振 T1rho 成像在定量检测飞行人员早期椎间盘 

退变中的应用价值 

 
张秀兰

1
,毕永民

2
 

1.长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荆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2.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总医院 

 

目的 探讨 3.0 T磁共振 T1rho成像技术在定量检测飞行人员早期椎间盘退变的应用价值。 

方法对 3 4名无腰痛症状的男性飞行人员(年龄 25～51岁,平均年龄 33.47±7.29 岁)在 3.0T 

GE MR750上同时采集腰椎间盘常规矢状位 T2WI及 T1rho图像。图像原始数据（图 1）上传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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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4.5工作站用 T2-mapping 软件进行后处理，选取髓核中心 49-51mm²作为感兴趣区测定髓核

T1rho值。依据 T2WI常规矢状位图像按 Pfirrmann标准对腰椎间盘进行退变分级,分析腰椎间

盘髓核 T1rho值与 Pfirrmann 分级、椎间盘层面、年龄及飞行时长的关系。 

年龄分组标准：年龄＜30岁， 30岁≤年龄＜40岁，年龄≥40 岁；飞行时长分组标准：时长

＜2000 h， 2000 h≤时长＜3000 h，时长≥3000 h。 

结果 T1rho-map示:髓核中心呈橘红色或黄色,向外逐渐变蓝。纤维环呈均匀蓝色，与髓核分界

清晰。Ⅳ-Ⅴ级椎间盘髓核与纤维环分界不清，呈不均匀蓝色（图 2）。 

共获得符合研究的椎间盘 170个：Ⅰ级 25个、Ⅱ级 29个、Ⅲ级 84个、Ⅳ级 29个、Ⅴ级 3

个。各椎间盘 T1rho值与 Pfirrmann等级呈负相关（r=-0.901，P＜0.01），PfirrmannⅠ～Ⅳ

级间 T1rho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277.892,P＜0.01）（图 3）；T1rho值与年龄呈负相关

（r=-0.709,P＜0.01），所有年龄组间 T1rho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77.406，P＜0.01）

（图 4）。不同飞行时长组间 T1rho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41.641，P＜0.01）（图 5）。

各层面椎间盘 T1rho值无显著差异（P＞0.05）。 

结论髓核 T1rho弛豫时间与腰椎间盘退变等级、年龄及飞行时长均密切相关，与椎间盘层面无

关；T1rho成像技术可以作为飞行人员早期椎间盘退变的一种有效工具。 

  

 

 

PO-244 

不同稳定状态下腰部椎旁肌横截面积 

与脂肪比的磁共振定量研究 

 
李轶雯,袁慧书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00191 

 

目的：通过腰椎常规磁共振扫描技术与 IDEAL quant脂肪定量技术对腰部椎旁肌横截面积与脂

肪比进行定量测量，对比不同稳定状态下腰部椎旁肌形态与结构差异，探讨磁共振扫描技术在

椎旁肌退变及腰椎稳定性评估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选取退行性腰椎不稳症（DLI）组、非特异性下腰痛（NCLBP）组及对照组（Control）

受试者各 18例，组间年龄、性别、BMI相互匹配。采用 3.0T磁共振仪，对三组受试者行腰椎

常规磁共振序列及椎旁肌 IDEAL quant序列扫描。选取 L3-S1间盘层面多裂肌为研究对象，首

先定量测量同一间盘层面双侧多裂肌标准化总横截面积之和、标准化功能横截面积之和及脂肪

比均值，随后将 L3-S1间盘层面上述参数求平均，得到多裂肌平均标准化总横截面积

（tCSAavg）、平均标准化功能横截面积（fCSAavg）及平均肌肉脂肪比（FFavg）。对各参数进行

组间单因素方差分析，P<0.05 认为具有统计学差异。 

结果：受试者年龄、性别、BMI组间无统计学差异。L3-S1层面多裂肌参数组间比较，FFavg组

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随腰椎稳定性减低，多裂肌 FFavg增高。对比 CN组，DLI

组、NCLBP组多裂肌 tCSAavg、fCSAavg呈减低趋势，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腰椎退变过程中，随腰椎稳定性减低，多裂肌出现脂肪组织浸润的退变征象，肌肉横截

面积呈减小趋势。IDEAL quant脂肪定量技术可用于椎旁肌脂肪组织浸润程度测定，椎旁肌磁

共振检查能够为退行性腰椎不稳患者的治疗监测、预后评估提供辅助信息，具有一定应用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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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45 

The reproducibility and reliability of quantitative 

measurement for hip muscle and adipose tissue in 

Computed Tomography 

 
Yan Cheng-xi

1
,Tang Guangcai

1
,Cheng Xiaoguang

2
 

1.Affiliated Hospital Of Southwest Medical University 

2.Beijing Jishuitan Hospital 

 

 

Abstract  Purpose ： 

To assess the reproducibility and reliability of quantitative measurement for the 

hip tissues by Computed Tomography based on soft tissue attenuation. 

Methods: 28 cases were selected randomly from the patients who were underwent 

QCT exam for hip fracture in Beijing Jishuitan Hospital ,June, 

2015. Subcutaneous Adipose Area （SAA）,Intramuscular Adipose Tissue 

（IMAT), Cross-Sectional Muscle Area（CSMA）were measured on a top plane of the 

acetabulum. Three radiologists measured independently, and one radiologist 

measured twice. The inter-observer and the intra-observer reproducibility were 

analyzed using ICC and repeated measures ANOVA. The inter-observer and the intra-

observer reliability analysis in inter observer was performed with Cronbach’s α 

coefficient.  

Results: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eference among inter-observer and the intra-

observe（P>0.05）.The inter-observer and the intra-observer reproducibility was 

excellent（ICC>O.900）, the inter-observer and the intra-observer results were 

reliable（Cronbach’s α>0.900）. 

Conclusions： Segmentation based on CT value for elderly patients with hip 

fractures is accurate and reproducible. It is regional and easy method for 

evaluating the hip tissue. 

  

 

 
PO-246 

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腕关节运动能力 CT 成像研究 

 
吴训华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410008 

 

目的 应用 320CT的运动成像功能来评价类风湿性关节炎受试者的关节运动与类风湿因子的相

关性。方法 选择类风湿性关节炎并累及其双侧腕关节患者 25例，应用东芝 320CT运动成像来

量化尺侧偏转度，桡侧偏转度，尺桡侧活动度与血 清中类风湿因子水平的关系。  

结果 受试者双腕尺侧偏转角度相关 t检验结果：p=0.494； 受试者桡侧偏转角度相关 t检验

结果：p=0.309； 受试者尺桡活动 度相关 t检验结果 p=0.187; 受试者尺侧，桡侧，尺桡活

动度与血清中的类风湿因子水平相关性分别；r=-0.373 p=0.021, r=-0.509 p=0.003, r=-

0.440 p=0.007。 结论 类风湿关节炎患者双腕关节相互的运动能力无统计学差异；受试者腕

关节的运动能力与类风湿因子呈负相关。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341 

 

PO-247 

正常四肢骨骼肌 T1-mapping 的定量研究及变异度对比分析 

 
袁军辉 

河南省肿瘤医院 450003 

 

【摘要】目的 比较分析 T1-mapping的 Look-locker和 B1-corrected VFA两种成像技术在正

常四肢骨骼肌的 T1值及变异度。方法  对 55名患者分别行 Look-locker和 B1-corrected 

VFA扫描，采用组内相关系数对不同医师所测 T1值进行一致性分析；用配对样本 T检验比较

在 Look-locker和 B1-corrected VFA 成像技术上所测正常四肢骨骼肌 T1值的差异，以 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用变异系数（coefficient of variation，CV=方差/平均值）评

价所测 T1值的变异度。 结果  共收集 55例患者。两位医师分别在 Look-locker和 B1-

corrected VFA成像技术上所测正常四肢骨骼肌的 T1值一致性较高，ICC值分别为 0.856、

0.833；在 Look-locker和 B1-corrected VFA成像技术上所测正常四肢骨骼肌的 T1值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 = 0.000，t值为-29.907），其变异度分别为 0.062、0.121。结论  在正常

四肢骨骼肌上采用 Look-locker和 B1-corrected VFA成像技术所得 T1值间存在差异，在

Look-locker成像技术上所测正常四肢骨骼肌的 T1值变异度小，数据稳定性高。 

 

  

 

 
PO-248 

Imaging findings and histopathologic characteristics 

of undifferentiated high-grade pleomorphic sarcoma of 

bone 

 
Li Dan,Zeng Xianjun,Xiao Xiaoyi,Liu Haiping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chang University 330006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imaging findings and histopathologic characteristics of 

undifferentiated high-grade pleomorphic sarcoma of bone (BUPS). 

Methods 

A retrospective review of diagnostic imaging and pathological features in 15 cases 

histopathologically confirmed BUPS from 2012 to 2017 was presented.Complete 

radiological evaluations were performed in 9 out of 15 cases. 

Results 

15 cases,including 6 males and 9 females, showed a mean age of 50(35~69).Among 

them,7 cases were found BUPS in the femur,5 cases in the humerus,and the rest of 

the cases were found the lesion in radius and ulna,the ilium and the fourth 

lumbar.CT plain scan and X-ray showed aggressive osteolytic bone 

destruction,manifesting moth-eaten,rat-bite and map-like bone destruction,which 

can be seen the periosteal reaction in some cases.Calcification foci,presented as 

striped,patchy and reticular calcification,were found in all 15 cases. The tissue 

mass can be seen which had a greater degree than that in the b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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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truction.Necrosis, hemorrhage and cyst degeneration can be found,due to the 

tumor blood supply and a variety of cell components in different stages of 

differentiation.The mass,which density was similar to the adjacent muscle, had 

obvious uneven enhancement.5 out of the 15 cases had pathological fractures.In 

MRI,the intensity of lesions varied with no obvious characteristics,due to the 

complex tumor composition. T2-weighted MR images showed a bad-circumscribed tumor 

with inhomogeneous intensity.Striped low signal intensity can be seen which 

componention was the fibroblast in some cases.BUPS in long bones occurred in the 

knee or shoulder joint in 12 cases,in which the mass presented as longer 

diameter.The vertebral appendix can be violated in lesion of the centrum.With no 

significant compression flattened in the lesion of vertebral body,the mass can 

protrude into the spinal canal.The histopathology showed a heterotypical change in 

cell shape,in which giant cell can be seen.The positive results of vimentin,actin 

and smooth muscle actin were immunohistochemically shown in all 15 cases. 

Conclusions 

The author suggests that imaging findings of BUPS are lack of specificity,and 

histopathology is the final determination of the diagnosis.BUPS can be primarily 

considered,when lesion is found in the long bone,which reflects inhomogeneous 

intensity with larger soft tissue mass. 

  

 

 
PO-249 

骨未分化高级别多形性肉瘤的影像学表现及组织病理学分析 

 
李丹,曾献军,肖晓怡,刘海萍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30006 

 

 

目的： 

探究骨未分化高级别多形性肉瘤（BUPS）的影像学表现及组织病理学分析。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5例经手术病理证实为骨未分化高级别多形性肉瘤的病例的影像学表现，并分析

其病理特征。其中 9例行 X线、CT及 MRI检查；4例行 CT 和 MRI检查；2例仅行 MRI检查。 

结果： 

15例 BUPS中，7例发生于股骨，其中 4例位于股骨骨端，3例位于股骨骨干；5例发生于肱

骨，其中 3例位于肱骨骨端，2例位于肱骨骨干；1例发生于尺桡骨骨端；1例发生于髂骨；1

例发生于第四腰椎。X线及 CT表现为溶骨性骨质破坏，少有骨膜反应，部分病灶内可见条

状、网状骨嵴或小斑片状钙化影，肿块较大时，内多见坏死灶，部分可有病理性骨折。在 CT

上，肿块密度与邻近肌肉密度类似，增强扫描呈不均匀明显强化，肿块较大时，病灶累及范围

广泛，易侵犯邻近组织。在 MRI上，由于瘤体成分复杂，信号无明显特征性，T1WI呈等或稍

低信号，T2WI以组织细胞为主的呈高信号，以纤维成分为主的呈等信号，肿块整体呈混杂高

信号，部分肿块内见 T2WI低信号纤维分隔。此外，由于肿瘤血供及多种细胞成分所处分化阶

段不同，肿块多伴有囊变、出血、坏死，MRI信号表现进一步复杂。BUPS发生于长骨时，好发

于膝关节附近的股骨及胫骨，骨质破坏区多表现为长径大于短径，并通常具有比骨质破坏范围

更大的软组织肿块。BUPS发生于椎体时，可侵犯椎体附件，并未侵犯邻近椎体，椎体形态存

在，未见明显压缩变扁，软组织肿块突向椎管内生长。组织病理学示 BUPS瘤细胞形态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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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形性明显，可见多核瘤巨细胞。本组病例中免疫组化波形蛋白、肌动蛋白、平滑肌肌动蛋白

均阳性。 

结论： 

BUPS影像学表现缺乏特征性，但当长骨发现长径大于短径、软组织肿块明显大于骨质破坏

区、少见骨膜反应、病灶整体信号混杂的病灶时，可首要考虑为 BUPS。此病最终确诊还需依

靠病理学检查。 

  

 

 
PO-250 

多回波化学位移编码水/脂 MRI 与 MRS 定量 

绝经后女性骨髓脂肪的对比研究 

 
李冠武,李雪峰,王晶晶,杨雯,常时新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医院 200437 

 

目的  以轻质子磁共振波谱成像（MRS）为参考，证实 8 回波化学位移编码 3D扰相梯度回波

序列水／脂分离 MRI成像（CSE-MRI）定量骨髓脂肪含量的可行性。方法 83例绝经后妇女按

骨密度扫描分为正常骨量组(n=41)、低骨量组（n=26）及骨质疏松组（n=16），所有收试者同

时行多回波 T2校正 MRS及 8回波 CSE-MRI扫描获取骨髓质子密度脂肪分数（PDFF）。8位受

试者做三次 CSE-MRI重复扫描，以均方根绝对精度误差及均方根变异系数评价 CSE-MRI定量

PDFF的可重复性。组内相关系数(ICC)评估观察者内及观察者间测定 CSE-MRI PDFF值的一致

性。采用 Linear regression、Bland-Altman分析及 Lin’s一致性相关系数法评价 CSE-MRI

与 MRS定量 PDFF的可代替性。结果   MRS、CSE-MRI定量 83位受试者 FF的线性回归分

析，相关系数为 0.979，Lin’s一致性相关系数为 0.962。所有的 MRS PDFF与 CSE-MRI PDFF

差值的点均落在 Bland-Altman分析法 95%可信区间内。观察者内及观察者间测定受试者 CSE-

MRI PDFF均具有实质性的一致性，观察者内 ICC=0.993，不同骨密度组观察者间 ICC=0.976～

0.982。各组受试者 CSE-MRI PDFF 与腰椎 BMD (r = –0.560 ~ –0.710)、T分数(r = –
0.526 ~ –0.747)及 MRS FF 与腰椎 BMD(r = –0.539 ~ –0.706)、T分数(r = –0.501 ~ –

0.742)，均呈中度正相关性。CSE-MRI重复扫描，均方根绝对误差为 1.45%。结论  CSE-MRI

应用多脂峰模型及 T2*校正定量骨髓脂肪含量其准确性可等同于 MRS，将来可用多回波 CSE序

列代替 MRS对骨髓脂肪进行定量。 

  

 

 
PO-251 

3D-SHINKEI 序列在评价外伤性臂丛神经损伤中的价值 

 
王姗姗,邵赛,王光彬 

山东省医学影像学研究所 250021 

 

目的：利用 3D-SHINKEI技术对外伤性臂丛神经损伤患者进行成像，探讨 3D-SHINKEI技术评价

外伤性臂丛神经损伤的可行性及临床价值 

材料与方法：本研究共纳入 22名外伤性臂丛损伤患者，所有患者肌电图均提示臂丛神经损

伤，其中男 18名，女 4名，年龄范围 14-65岁，中位年龄 32岁，所有患者术前均行双侧臂

丛神经 MR扫描，MR扫描采用 Philips Achieva 3.0T MR扫描仪 、NV-16头颈联合线圈，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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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列包括 3D-SHINKEI序列、冠状位 STIR序列，如合并节前损伤时，加扫 3D-B FFE序列，扫

描范围自 C1椎体上缘至 T2 椎体上缘。所有患者均行臂丛神经探查术。对于正常侧臂丛节后神

经，由两位放射科医师共同观察并记录 3D-SHINKEI序列显示臂丛神经节、根、干、股、束和

支的情况。对于患侧臂丛节后神经，由两位放射科医师共同观察 3D-SHINKEI序列显示臂丛神

经损伤情况，与手术探查结果及肌电图结果进行对照。 

结果：22例患者 3D-SHINKEI 序列均可清晰显示臂丛神经损伤，与术中所见一致，其中 10例

同时合并有节前和节后神经损伤，12例仅有节后神经损伤；3D-SHINKEI序列显示 22例患者正

常侧臂丛神经节、根、干、股、束及支的显示率分别为 100%（22/22）、100%（22/22）、

95.4%(21/22) 、59.1% (13/22) 、77.3% (17/22) 。3D-SHINKEI序列显示臂丛神经损伤表

现为神经增粗、肿胀，走行迂曲，或神经连续性中断、挛缩，2例可见创伤性神经瘤形成。 

结论：3D-SHINKEI可清晰显示臂丛神经的走行，并可清晰显示臂丛神经损伤的部位、大小、

范围，有助于病变严重程度的评估及手术方案的制定。 

 

 

PO-252 

进餐对骨骼肌血管反应性影响的初步研究 

 
史瑞清,孔蒙娟,崔建岭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 050051 

 

目的：利用血氧水平依赖（blood oxygen level dependent, BOLD）磁共振成像观察空、饱腹

状态下小腿肌肉组织的血管反应性变化。 

方法：受试者为 10名男性健康志愿者，年龄 25岁~33岁，平均 27.4岁，采用止血带加压模

式，使其小腿肌肉组织缺血以及反应性充血。使用德国西门子 3.0T超导型磁共振扫描仪

（Verio, Siemens, Erlangen, Germany）对小腿肌肉组织进行 3D-T1WI高分辨率解剖像及

BOLD功能成像检查。于空腹、饱腹状态下对同一名志愿者各行 BOLD扫描一次。使用 Matlab

工作平台对采集的 BOLD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然后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分别测量空腹、饱腹

状态下比目鱼肌、胫骨前肌及腓肠肌的标准化 T2*时间信号曲线上的变量：止血带加压达到缺

血期末时 T2*的信号强度变化（ΔSI1）、从止血带加压开始信号强度衰减到最小值时所用的时

间（Tmin）、达峰时间（TTP）以及止血带解压后信号强度达到充血峰值时 T2*的信号强度变化

（ΔSI2）。采用配对 t检验对以上变量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比目鱼肌于空腹与饱腹两种状态下 ΔSI1有显著性差别，比目鱼肌的ΔSI1于空腹状态

下（30.5±13.3%）比饱腹状态下（22.8±15.3%）变化明显，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胫骨

前肌于空腹与饱腹两种状态下ΔSI1有显著性差别，胫骨前肌的ΔSI1于空腹状态下

（15.0±5.5%）比饱腹状态下（9.7±5.3%）变化明显，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腓肠肌于

空腹与饱腹两种状态下ΔSI1、Tmin、TTP和ΔSI2均无差别。 

 结论：在本研究的条件下，骨骼肌 BOLD成像采用止血带加压模式时，缺血期时骨骼肌的血

管反应性与进餐有关，比目鱼肌、胫骨前肌的ΔSI1于空腹时比饱腹时变化明显；而反应充血

期时骨骼肌的血管反应性不受进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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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53 

女性月经周期的变化对骨骼肌血管反应性影响的初步研究 

 
史瑞清,孔蒙娟,崔建岭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 050051 

 

目的：利用血氧水平依赖（blood oxygen level dependent, BOLD）成像观察育龄妇女的小腿

肌肉组织的血管反应性在月经周期中的变化。 

方法：受试者为 10名女性健康志愿者，年龄 22岁~28岁，平均 24.5岁，采用止血带加压模

式，使其小腿肌肉组织缺血以及反应性充血。使用德国西门子 3.0T超导型磁共振扫描仪

（Verio, Siemens, Erlangen, Germany）对小腿肌肉组织进行 3D-T1WI高分辨率解剖像及

BOLD功能成像检查。于月经周期的第 2天、第 14天分别对同一名志愿者各行 BOLD扫描一

次。使用 Matlab工作平台对采集的 BOLD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然后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分别

测量月经周期的第 2天、第 14天的状态下比目鱼肌、胫骨前肌及腓肠肌的标准化的 T2*时间

信号曲线上的变量：止血带加压达到缺血期末 T2*的信号强度变化（ΔSI1）、达峰时间

（TTP）、止血带解压后信号强度达到充血峰值时 T2*的信号强度变化（ΔSI2）。采用配对 t
检验对以上变量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配对 t检验分析结果显示：比目鱼肌、胫骨前肌及腓肠肌分别于月经周期的第 2天与第

14天时变量ΔSI1、ΔSI2与 TTP均无差别，p值均大于 0.05。但发现无论在月经周期的第 2

天还是第 14天的状态下，7名志愿者的比目鱼肌、胫骨前肌及腓肠肌在缺血期时呈非线性上

升趋势，另外 3名志愿者的比目鱼肌、胫骨前肌及腓肠肌在缺血期时呈非线性下降趋势。 

结论：在本研究的条件下，育龄女性的骨骼肌 BOLD成像采用止血带加压模式时，缺血期时出

现两种走行趋势，呈非线性上升或下降趋势；反应充血期时，于月经周期的第 2天与第 14天

时，肌肉组织的 BOLD信号变化没有显著差别，即肌肉组织的血管反应性没有显著差别。 

 

 

 

 
PO-254 

定量分析 DCE-MRI 与软组织肉瘤组织病理学分级对照研究 

 
綦述晓,王绍武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二院 116027 

 

目的：通过软组织肉瘤的动态增强磁共振（DCE-MRI）定量分析方法，与其组织病理学分级对

照，探讨定量分析 DCE-MRI 用评估软组织肉瘤（STSs）组织病理学分级的应用价值。材料与方

法：选择于大连医科大学附属二医院就诊的 STSs共 17例，用 Siemens 3.0 T MR用 DCE-MRI

检查（3D-VIBE)序列。用 Omni Kinetics (GE healthcare)进行 DCE-MRI图像后处理,AIF 选取

人均 AIF,血流动力学选取 ETL模型。采用法国癌症中心联合会的 STSs组织病理学分级标准，

将 17例 STSs分为 I～III 级。对 I～III 组 STSs定量参数容积转移常数（K
trans

）、血管外

细胞外间隙与血浆间速率常数（ Kep）、血管外细胞外间隙容积分数（Ve）的差异进行单因素

方差分析。结果：17例 STSs，组织病理学分级为 I级 7例、II级 4例、III级 6例。K
trans

、

Kep与 STSs组织病理学分级具有正相关性（r=0.7168、r=0.3970），随着 STSs组织病理学级

别升高，STSs的 K
trans

、Kep值升高。 K
trans

、Kep在 I～III 级间差异有显著性（P<0.05），依

据 K
trans

、Kep能够鉴别 I 级与 III级、II级与 III 级（P<0.05）间的 STSs，但不能鉴别 

I 级与 II级（P>0.05）间的 STSs。依据 Ve 对 STSs的 I、II、III 级别均不能鉴别。

结论：STSs定量分析 DCE-MRI数据在 ETL模型下以人均动脉为动脉输入函数测得软组织肉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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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定量参数 K
trans

及 Kep能够鉴别 I 级与 III 级、II 级与 III 级别间的 STSs，K
trans

值

大于 0.1032983min
-1
或 Kep大于 0.3427705则可认为该肉瘤组织病理学分级为 III级，诊断的

敏感度分别为 100%、83.33%，特异度分别为 81.82%、81.82% 

 

 

 

PO-255 

IVIM-DWI 及定量分析 DCE-MRI 在软组织肿瘤诊断 

中的价值研究 

 
王雅祯,王绍武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16000 

 

目的：探讨体素内不相干性运动弥散加权成像与定量分析动态增强磁共振成像运用在软组织肿

瘤中的诊断价值。方法：收集 2016年 5月-2017年 1月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经手术病

理证实发生在四肢、躯干发生的软组织肿瘤的患者 20例，采用 Siemens Verio 3.0T MR，行

常规 MR、多 b值 DWI、动态增强 MR及常规增强扫描。记录 IVIM-DWI参数 D、D*、f及定量分

析 DCE-MRI参数 K
trans

、Kep、Ve值，结合其相应病理学结果。结果：20例软组织肿瘤 IVIM-DWI

参数 D、D*及 f值在良、恶性软组织肿瘤间差别均具有显著性，恶性组中 D*及 f值高于良性

组，恶性组 D值低于良性组，其中 D*值诊断效能最好；定量分析 DCE-MRI参数 K
trans

、Kep及 Ve

值在良、恶性软组织肿瘤间差别均具有显著性，恶性组 K
trans

、Kep及 Ve值高于良性组，其中

K
trans

值诊断效能最好。D*与 K
trans

及 Ve 值呈显著性相关，f与 K
trans

、Kep及 Ve值呈显著性相关。

IVIM-DWI、定量分析 DCE-MRI及二者联合对软组织肿瘤良、恶性进行鉴别诊断的敏感度分别为

58.8%、62.5%、66.7%，特异性分别为 100%、100%、100%，符合率 65%、70%、75%，二者联合

诊断软组织肿瘤良、恶性差异具有显著性。结论：IVIM-DWI参数及定量分析 DCE-MRI参数均

可用于软组织肿瘤良、恶性的鉴别，分别 D*及 K
trans

值的诊断效能最好；且 D*与 K
trans

及 Ve呈正

相关，f与 K
trans

、Kep及 Ve呈正相关；IVIM-DWI联合定量分析 DCE-MRI对软组织肿瘤良、恶性

的诊断效能高于 IVIM-DWI或定量分析 DCE-MRI，二者联合诊断的敏感度、特异度及符合率分

别为 66.7%、100%、75%。 

 

 
PO-256 

IDEAL-IQ 及多 b 值弥散加权成像定量评价 

强直性脊柱炎患者骶髂关节炎 

 
任翠,袁慧书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00191 

 

目的: 探讨 IDEAL-IQ序列及基于体素内不相干运动（IVIM）理论的弥散加权成像鉴别强直性

脊柱炎患者活动性骶髂关节炎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前瞻性收集经临床确诊的强直性脊柱炎患者 50例，根据 Bath强直性脊柱炎病情活动指

数评分，将强直性脊柱炎患者分成两组即活动组、静止组。同时选取 25例健康志愿者做对

照。所有研究对象均行 3.0T MRI IDEAL-IQ序列及多 b值 DWI扫描，采用双指数衰减模型计算

慢速表观扩散系数(ADCfast)、快速表观扩散系数(ADCfast)、快速扩散所占容积分数(Ffast),比较质

子密度脂肪分数(PDFF)及 DWI 相关参数在各组患者中的差异。两名医师参照同层面 STIR T2WI,

独立绘制感兴趣区（RO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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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2名医师测量结果的一致性较好，Kappa=0.81。活动组患者共 27例，PDFF、ADCslow、

ADCfast、Ffast分别为 31.71±3.52、（0.899±0.189）×10
-3 
mm

2
/s、(13.60±4.155)× 10

-

3
mm

2
/s、0.247±0.0429；静止组患者共 23例，PDFF、ADCslow、ADCfast、Ffast分别为

62.44±4.40、（0.329±0.156）×10
-3
 mm

2
/s、（13.15±4.169）×10

-3
 mm

2
/s、

0.228±0.0368；对照组 PDFF、ADCslow、ADCfast、 Ffast分别为 50.96±4.99（0.294±0.154）

×10
-3 
mm

2
/s、（12.63±4.002）×10

-3
 mm

2
/s、0.210±0.0271。活动组 PDFF、ADCslow显著高于

静止及对照组，p<0.05。活动组 Ffast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三组间 ADCfast无统计学差异，

P>0.05。 

结论：IDEAL-IQ序列及 IVIM-DWI定量分析有助于鉴别强直性脊柱炎活动性骶髂关节炎。 

 

 

 
PO-257 

基于 IVIM 模型的多 b 值 DWI 在骨肿瘤 MRI 诊断中的初步应用 

 
杨帆,那曼丽,李梦参,张滨,王云帆 

北京大学首钢医院 1000141 

 

目的 探讨高磁场强度下多 b 值扩散加权成像结合双指数模型对骨肿瘤的诊断价值。 

方法 对我院骨肿瘤科的 32 例患者行常规 MRI及多 b值（0、50、100、200、400、600、800、

1000、1500、2000s／mm
2
）扩散加权成像检查。利用 IVIM 理论的双指数模型计算 ADCfast、

ADCslow、f值，利用单指数模型计算 ADCtot。依据病理学及临床资料，规定交界性骨肿瘤中具有

良性生物学行为病例纳入良性组，反之纳入恶性组；采用单样本 K-S检验进行正态性分析，正

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表示，不符合正态分布的数据以中位数表示。良性和恶性骨肿瘤患者的年

龄及多 b值参数比较，符合正态分布者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对良恶组之间具有统计学意义的

参数进行 ROC曲线分析，并计算诊断敏感性和特异性。 

结果 良恶性组的年龄及 IVIM 各参数均符合正态分布；良性组的 b值-信号强度曲线斜率高于

恶性组；良性骨肿瘤 13例：ADCtot、ADCfast、ADCslow及 f值为 0.00168±0.000504mm
2
/s、

0.000843±0.00276mm
2
/s、0.00178±0.000523 mm

2
/s和 0.22±0.18。恶性肿瘤 19例：

ADCtot、ADCfast、ADCslow及 f值为 0.00137±0.000481mm
2
/s、为 0.017810±0.00407mm

2
/s、为

0.00127±0.000774 mm
2
/s、0.31±0.22。良恶性组 ADCtot值无显著差异，ADCfast值，ADCslow值

及 f值均有显著性差异。利用 ROC曲线分析，认为 ADCslow值诊断良恶性肿瘤较可靠，取

0.00134 mm
2
/s为诊断恶性肿瘤阈值时 ROC曲线下面积最大，为 0.892，其诊断敏感性 88.8%，

特异性 76.5%。 

结论 多 b值可作为 MRI检查的有益补充对骨肿瘤不同性质病变进行定性诊断，ADCslow值的诊

断效能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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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58 

MRI study on the changes of bone marrow microvascular 

permeability and fat content after total body 

irradiation via X-ray 

 
wang kejun,Chen Pingyou,Xu Lin 

Taihe Hospital 442000 

 

Purpose: To investigate the microvascular perfusion status, changes of fat content 

and fatty acid composition in the bone marrow of rats’ femur after whole body 

irradiation by X-ray via quantitative permeability parameters of dynamic contrast-

enhanced MRI (DCE-MRI) and ex vivo high-resolution magic angle spinning (MAS) 
1
H 

NMR spectroscopy. 

Materials and Methods: In this animal review committee-approved study, Thirty-six 

SD ra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irradiation group and normal control group. 

The irradiation group received 6.0 Gy of whole body high-energy X-ray, and 

permeability imaging using DCE-MRI was performed before irradiation and on days 4 

and 7 after irradiation. The bone marrow from each rat femur were frozen in 

liquid N2 for high-resolution MAS 
1
H NMR spectroscopy analysis. Fat content, 

fatty acid composition and perfusion parameters of TBI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were analysed by repeated measurement analysis of variance. 

Results: The K
trans

 values gradually reached a peak on the 7th day after 

irradiation, and vp values gradually decreased. The kep values were reduced to 

0.360± 0.049/min (P<0.01) on day 4 and to 0.689± 0.138/min on day 7 (P<0.01) 
after irradiation. The ve values increased to 3.331± 0.817 (P<0.01) on day 4 and 
remained constant on day 7 after irradiation (P=0.355). the proportion of 

(n−6) polyunsaturated fatty acids (PUFA) gradually reached a peak on the 7th day; 

the proportion of (n−3) PUFA gradually decreased; and the proportion of saturated 

FA gradually increased. After irradiation, K
trans

 at different times showed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n−3) PUFA (r=-0.6393, P<0.01) and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n−6) PUFA (r=0.6841, P<0.05). 
Conclusion: Bone marrow microcirculation perfusion and vascular permeability 

correlate with fat content at the early stage following irradiation. A 

pathophysiology mechanism may exist based on fat-vascular permeability in the 

injury of bone marrow microcirculation.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349 

 

PO-259 

减重患者腰椎旁肌肉及椎体脂肪浸润的 CT 定量评估 

 
孙鹤,孙玲玲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110032 

 

 

目的：应用多层螺旋 CT定量评价减重患者腰椎旁肌肉及椎体脂肪浸润程度，客观反映肥胖状

态下异位脂肪分布情况，为减重患者术前的全面评估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65例 BMI为 29～65kg/m
2
的减重术前患者作为实验组（年龄 16～68岁，中位年龄 31

岁），27例 BMI为 18.6～23kg/m
2
的健康正常体重者作为对照组（年龄 16～42岁，中位年龄

30岁），并且每组按性别分成 2个亚组。全部研究对象行全腹 CT平扫检查，于腰 3椎体中间

层面测量所有研究对象腰椎两侧腰大肌及竖嵴肌面积及 CT值，取平均值，以及该层面椎体的

CT值。采用统计学方法分析对照组及实验组各测量值之间是否存在统计学差异，对 CT测量值

与体重指数（BMI）之间进行相关性分析。 

结果：两组男性及女性的竖嵴肌面积、腰大肌 CT值、竖嵴肌 CT值、腰 3椎体 CT值及女性的

腰大肌面积均有统计学差异（p<0.05），仅男性的腰大肌面积无统计学差异（p=0.101）。腰

大肌面积及竖嵴肌面积与 BMI成正相关（r值分别为 0.321、0.670，p<0.05），腰大肌 CT

值、竖嵴肌 CT值及腰 3椎体 CT值与 BMI成负相关（r值分别为-0.541、-0.562、-0.231，

p<0.05）。 

结论：多层螺旋 CT作为无创性便捷的检查方法可以反映腰椎旁肌肉及椎体内脂肪浸润程度，

利于临床更全面评估减重患者脂肪分布情况。 

 

 
PO-260 

ADC 和 SSmax 变化率在骨肉瘤新辅助化疗 

疗效评价效能的 ROC 分析 

 
高振华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510080 

 

目的：运用 ROC分析评估 ADC和 SSmax变化率在骨肉瘤新辅助化疗疗效的效能。材料与方法：

26例四肢原发骨肉瘤患者（包括 20例非软骨母细胞型骨肉瘤和 6例软骨母细胞型骨肉瘤）新

辅助化疗前后分别行同参数的 DWI和动态增强 MRI检查，分别计算出化疗前后的平均 ADC 和

SSmax的变化率△ADC 和△SSmax。新辅助化疗疗效判定的金标准采用新辅助化疗后 3天内手术

后肿瘤细胞坏死率 Huvos分级法：肿瘤坏死率≥90%视为化疗反应良好组，<90%视为化疗反应

较差组。采用 ROC分析来判断△ADC 和△SSmax 评估化疗后效果的效能，包括最佳临界值、准

确率、敏感度和特异度。结果：新辅助化疗后疗效评价的平均△ADC 最佳临界值为 0.20，ROC

曲线下面积为 0.982，p<0.01,其准确率为 96%，敏感度为 93%，特异度为 100%；平均△SSmax

最佳临界值为-0.21，ROC曲线下面积为 0.920，p<0.01,其准确率为 96%，敏感度为 100%，特

异度为 90%。结论：平均 ADC 变化率大于 0.2.或平均 SSmax 变化率绝对值大于 0.21评价骨肉

瘤新辅助化疗反应良好的准确性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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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61 

双指数表观弥散加权成像在肌病中的诊断价值 

 
冉君,李小明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探究双指数信号衰减弥散加权成像在肌病诊断的特点及鉴别诊断肌营养不良（MDs）和

糖原累积病（GSDs）。 

方法：11例健康志愿者作对照组，19例肌病患者，包括 7例 GSDs 和 12例 MDs。对所有参与

者的双侧大腿进行 MR常规序列成像和弥散加权成像，b值从 0-1200 s/mm
2
。三组进行了双指

数模型的表观弥散系数 standard ADC、fast ADC及 slow ADC的比较。 

结果：正常对照组，七块肌肉的平均 standard ADC、fast ADC 和 slow ADC均不具有统计学差

异（p>0.05），三组 standard ADC（P=0.000）和 slow ADC(P=0.000)具有统计学差异，但是

fast ADC（P=0.281）不具有统计学意义，三组 standard ADC的平均值，GSDs组明显低于对

照组（P=0.000）和 MDs组（P=0.034），同样的 slow ADC的平均值，GSDs组明显低于对照组

（P=0.000）和 MDs组（P=0.003）。但是对于 MDs和对照组的 standard ADC 和 slow ADC 值

均不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双指数模型表观弥散参数能有效鉴别肌营养不良和糖原累积病。 

  

 

 
PO-262 

Could we benefit more from the Spectral CT? Primary 

study about Quantitative Measurement on mineral 

content of in vitro porcine bones  

 
Wang Xiangyang,Zhu Jie,Zhou Chen,Chen Min 

BEIJING HOSPITAL 100730 

 

Background and Purpose： 

     The incidence of osteoporosis is increasing worldwide due to an aging 

population which causes lots of social problems. Nowadays, Spectral CT scans are 

more widely used than before. As we know, an important technique about Spectral CT 

is Material Decomposition (MD), and what’s more, most CT scanning field of human 

body contains bones. Could we re-use the existing data acquired from spectral CT 

scans for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Bone Mineral Density (BMD)? This study was to 

evaluate the credibility and accuracy of quantitative analysis on BMD based on 

Spectral CT and MD (SCT&MD). 

Materials and methods 

  Fresh L1-4 vertebras of 5 healthy pigs (6-month-old) were collected on the 

market. Soon the vertebras were scanned by DXA (Discovery A，HOLOGIC) and Spectral 

CT (Discovery 750 HD, GE Healthcare) together with simple QCT phantom after they 

were marked and grouped. The results of each bone’s BMD were acquired based on 

different methods (DXA, QCT, SCT&MD). Meanwhile, the volume of each vertebra was 

measured based on Archimedes’ law before they were incinerated with high 

temperature. The ash was weighted separately, and then the density of each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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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culated and defined as Gold Standard. Statistical analysis was carried between 

the measured BMD and Golden Standard using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ANOVA 

based on SPSS19.0 software. 

Results 

All the data acquired with SCT&MD showed significant linear correlations (r>0.8) 

comparing with the Gold Standard, which were better than the data acquired from 

QCT and DXA. The degree of deviation for BMD acquired with SCT&MD was lower than 

QCT (P<0.05). 

Conclusion 

The quantitative analysis method with SCT&MD for measuring BMD on porcine 

vertebras is more accurate than other conventional methods. Therefore, we could 

assess osteoporosis by using the existing data acquired from any Spectral CT scan 

containing bones without any additional radiation. 

  

 

 
PO-263 

Quantitative T2 Measurement as a Marker of Activity 

and Severity in Patients with Idiopathic Inflammatory 

Myopathies 

 
Chen Wei,He Bo,Zhao Wei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Kunming Medical University 650032 

 

Objective: To validate whether MR T2 mapping can be applied to quantify disease 

activity and severity in patients with idiopathic inflammatory myopathies (IIM). 

Methods: 19 patients (7 males), diagnosed with IIM according to Peter and Bohan 

criteria, and 5 healthy controls (3 males) were enrolled in this study. All the 

subjects were underwent thigh T2 mapping scanning using a 1.5 T MR system (Signa 

HDx, GE Healthcare, Waukesha, WI), and the patients were examined by detailed 

clinical assessments, including the Myositis Disease Activity Assessment Tool-

muscle (MDAAT-muscle), Manual Muscle Testing 8 (MMT 8), and creatine kinase (CK), 

to assess disease activity and severity. Then the T2 values of rectus femoris, 

vastus lateralis, vastus intermedius, and vastus medialis muscle were measured in 

all subjects using region of interest (ROI) to evaluate the severity of muscular 

edema and inflammatory infiltration in patients with IIM, and the T2 values of all 

the muscles in the patients were correlated with the clinical assessments.   

Results: The mean T2 values of the 4 muscles in patients with IIM were 

significantly greater than those in the healthy controls (rectus femoris: 

56.0±16.1ms Vs. 36.4±1.8 ms;  vastus lateralis: 51.8±12.2 ms Vs. 34.8±1.4 ms; 

vastus intermedius: 48.7±10.5ms Vs. 35.2±1.0 ms;  vastus medialis: 50.0±16.1 

ms Vs. 36.4±2.4 ms; all P < 0.01). The T2 values of the 4 muscle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scores of MMT 8 (rectus femoris: r=-0.784, P<0.01; vastus 
lateralis: r=-0.812, P<0.01; vastus intermedius: r=-0.744, P <0.01; vastus 
medialis: r=-0.773, P<0.01) and positively related with the scores of MDAAT-muscle 
(rectus femoris: r=0.620, P<0.01; vastus lateralis: r=0.667, P<0.01; vas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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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medius: r=0.633, P <0.01; vastus medialis: r=0.704, P<0.01), respectively. 
The T2 values of rectus femoris and vastus medialis muscle were also positively 

related to the values of CK (rectus femoris: r=0.513, P<0.05; vastus medialis: 
r=0.507, P<0.05). 
Conclusions: MR T2 mapping can detect abnormalities of the thigh muscle in 

patients with IIM, and the T2 measurements of thigh muscles can be used as a 

quantitative marker of disease activity and severity in patients with idiopathic 

inflammatory myopathy. 

 

 

PO-264 

负重位磁共振在评价前交叉韧带损伤膝关节稳定性中的作用 

 
汪益

1
,董启榕

2
 

1.苏州科技城医院 

2.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探讨负重位磁共振在评价前交叉韧带受损的膝关节的稳定性中的作用 

25例单侧膝关节前交叉韧带断裂的患者，进行膝关节的负重位磁共振检查，测量股骨与胫骨

之间的相对位置，测量结果与健侧相比，获得差值，为患肢的胫骨平台前移度；同时所有病人

进行 KNEELAX 3测量和 Lysholm评分，将磁共振结果与这些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 

患肢胫骨外侧平台的位置较健侧偏前，差值为 4.8±1.2mm，两者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患肢胫骨前移度与 KNEELAX 3 的结果间不存在相关性，但是和 Lysholm评分之间存在负相

关性。 

负重位磁共振检查胫骨的前移度可以客观的描述膝关节在生理负重状态下的综合稳定度 

 

 
PO-265 

0-6 岁儿童腹部低剂量 CT 层厚的选择 

 
孙记航,彭芸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国家儿童医学中心 100045 

 

目的：为学龄前儿童腹部低剂量增强 CT图像选择适宜的层厚。 

方法：连续选择在我院行腹部低剂量增强 CT的儿童病例 46例，年龄 2.1±1.4 岁（4月-6

岁），采用设备为 GE公司的 750HD，所有病例均采用低剂量扫描方案，电压 100kV，管电流根

据患儿年龄应用自动管电流调节技术自动设置，增强扫描方案同平扫，对比剂采用浓度为

320mgI/ml的非离子型对比剂，根据患儿体重设定 1.0至 1.5ml/kg计算用量。开始注射后 50s

开始扫描。所得到的原始数据重建为 5组序列数据，序列 A：层厚 0.625mm，层间距

0.625mm；序列 B：层厚 1.25mm，层间距 1.25mm；序列 C：层厚 0.625mm，层间距 1.25mm；序

列 D：层厚 2.5mm，层间距 2.5mm；序列 E：层厚 0.625mm，层间距 2.5mm。图像质量的客观评

价方法为分别测量肝脏、脾脏、胰腺、肾脏、肌肉平扫图像及增强图像的 CT值、噪声值；主

观评价方法为用 1-5分（3 分合格，5分最好）分别评价图像噪声及结构边缘的清晰程度。 

结果：客观噪声序列 A，C，E组由于层厚、位置相同，所以噪声相同，各器官噪声值为 17.3

至 28.1，序列 B噪声较序列 A减少了 10.0%至 20.1%，序列 D较序列 A减少了 32.9至 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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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评分图像噪声仅 B、D能满足诊断要求，结构边缘 A、B、C评分接近，D、E不能满足诊断

要求。 

结论：综合考虑图像噪声及结构显示能能力，1.25mm层厚图像最适合诊断。 

  

 

 

PO-266 

Molecular Imaging of Pediatric Cerebellar Tumors 

Using Endogenous Protein-based Amide Proton Transfer 

MR Imaging at 3 Tesla 

 
Zhang Hong

1
,Tang Xiaolu

1
,Kang Huiying

1
,Hu Di

1
,Zhou Jinyuan

2
,Peng Yun

1
 

1.Beijing Children’s Hos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National Center for Children’s 

Health 

2.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urpose 

Amide proton transfer (APT) imaging
1-3
 is a new molecular-MRI technique that 

detects endogenous mobile proteins and peptides in tissue via saturation of the 

amide protons in the peptide bonds. The purpose of this abstract is to 

demonstrate that APT can potentially provide information about the presence and 

heterogeneity of pediatric cerebellar tumors based on increased cellular content 

of proteins and peptides.  

Materials and Methods 

Eight children with cerebellar tumor [three with pilocytic astrocytoma (PA), two 

with medulloblastoma (MB), one with ependymoma, one with haemangioblastoma, and 

one with atypical teratoid/rhabdoid tumor (AT/RT)] were recruited in this study. 

MRI data was acquired using a Philips 3T MRI scanner, including multiple MRI scans, 

T1-weighted, T2-weighted, isotropic apparent diffusion constant (ADC), Gd-T1w, and 

APT-weighted. Gd T1w was the last sequence acquired. APTw MR imaging was based on 

the single-slice, single-shot TSE. The APT effect was quantified using an MT-ratio 

asymmetry analysis at the offset of 3.5 ppm: MTRasym(3.5ppm). The Gd-T1w image was 

used as the reference of ROI analysis. 

Results and Discussion 

Our initial data show that APTw intensity is consistently higher in the tumor core 

than in normal-appearing cerebellar tissue (two-tailed paired Student’s t-test, 

2.4±0.3 vs. 0.5±0.08, p < 0.001). APTw intensity of high-grade cerebellar tumors 

is higher than low-grade cerebellar tumors (independent sample Student’s t-test, 

2.6±0.4 vs.1.5±0.1, p < 0.05). Thus, APT may help better distinguish high- and 

low-grade cerebellar tumors presurgically to assist with treatment planning by 

providing targets for tissue sampling to yield the most accurate diagnosis.  

Conclusions 

Early results suggest that APT imaging may allow for better characterization and 

grading of pediatric cerebellar tumors noninvasively without the need of exogenous 

contrast agents. These unique capabilities of APT imaging may be very important 

for increasing diagnostic accuracy and safety of MRI for human brain tumors.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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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particularly significant for pediatric cases, where intravenous access is often 

problematic. 

  

 

 
PO-267 

MSCT 在 Apert 综合征与 Crouzon 综合征颅面畸形中 

的对比研究 

 
韩素芳,杨明,李慧君,柴雪娥,高峰,张晓军,张新荣 

南京市儿童医院 210008 

 

目的 应用多层螺旋 CT（MSCT），比较和分析 Apert综合征（AS）与 Crouzon综合征（CS）的

颅面畸形的特点，获得 MSCT 的诊断应用价值。方法 收集符合条件的 22例患儿，其中 AS与

CS各 11例，所有患儿术前及术后均进行了 MSCT检查，并且在工作站进行 MPR及 VR重组，观

察图像包括脑窗、骨窗、软组织窗，对两组之间的眶间距、外侧壁夹角、眼球突出度差异进行

统计学比较。结果 AS与 CS 男女发病率无明显差别，两者都伴颅缝早闭、眼球突出、眼距增

宽、面中部凹陷、下颌前突。两组之间比较，AS眼球突出度小于 CS，且有统计学差异（P＜

0.05）。AS中位年龄 1岁，以冠状缝早闭为主，主要为尖头短头畸形；脑室改变以两侧脑室

前角饱满为主，小脑扁桃体形态位置未发现异常，颅内外未见静脉畸形，颈椎畸形以 C5-6椎

板融合多见。CS中位年龄 2岁，以全颅缝早闭为主，主要为尖头小头畸形，部分为舟状头或

斜头畸形；脑室改变以幕上脑室或侧脑室不同程度扩大为主，其中 5例伴脑积水，11例均伴

小脑扁桃体下疝，枕部头皮下均见迂曲增粗引流静脉通过枕骨缺损处与窦汇或横窦相通，颈椎

畸形以 C2-3椎板融合多见。结论 AS与 CS颅面畸形有类似之处，但也有一定的差异，MSCT不

仅为他们的诊断及鉴别诊断提供帮助，更重要的是了解早闭的颅缝及颅内外异常情况，为临床

手术方式的选择提供依据，并用来术后效果的评估。 

 

 

PO-268 

心脏磁共振成像在三尖瓣下移畸形诊断中的价值 

 
程维琴,黄美萍,李嘉华 

广东省人民医院 510100 

 

目的 探讨心脏磁共振成像（CMR）在三尖瓣下移畸形（EA）诊断中的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例经手术确诊为 EA患者的术前 CMR资料，包括三尖瓣瓣叶改变，Carpentier分型，各房、

室大小、功能，三尖瓣反流程度，心肌延迟强化，右心与左心容积比和合并畸形等，将 CMR显

示的解剖结果与手术结果对照。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比较心肌延迟强化组与无强化组右心与左

心容积比的差异。结果 Carpentier分型：A型 3例、B 型 6例、C型 8例、D型 3例。前瓣下

移 8例，后瓣下移 18例，隔瓣下移 20例，瓣叶发育不良 19例。三尖瓣中度反流 4例，重度

反流 16例。与手术结果对照，CMR对 EA分型、瓣叶下移及反流程度诊断准确。对瓣叶发育不

良诊断准确率 41.3%，而且不能显示瓣叶裂及穿孔。 功能右心室容积缩小 1例，扩大 11例；

功能右心室射血分数下降 15例。左心室容积缩小 6例，扩大 1例；左心室射血分数下降 14

例。心肌延迟强化 8例，延迟强化组的右心与左心容积比（7.12±4.06）高于无心肌延迟强化

组（3.84±2.10），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t=-2.37，P=0.029<0.05）。结论 CMR能较准确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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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三尖瓣瓣叶下移、各房室形态结构的改变，定量评估左、右室功能状态，为临床诊断及评估

严重程度提供参考。 

 

 

 
PO-269 

Hemodynamic evaluation in patients with Tetralogy of 

Fallot after operation: 4D flow and 2D phase contrast 

cardiovascular magnetic resonance 

 
hu liwei,Yu-min Zhong 

Shanghai Children's Medical Center 200127 

 

Purpose: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compare flow and velocity quantification of 

pulmonary arteries by 4D flow CMR with 2D phase contrast (PC) CMR in patients with 

Tetralogy of Fallot（ToF） after operation. 

Methods: Four patients (mean age 10±9.12 years, range 2-21 years, male/famle 3/1, 

follow-up duration:1-7 years ) with ToF after surgery who underwent 2D PC CMR and 

4D flow CMR were included in retrospective study.CMR imaging was conducted on a 

3.0 Tesla whole-body scanner ( Discovery MR 750, GE, USA) using a 8-channel 

phased-array cardiac coil. Whole heart 4D flow CMR was performed (spatial 

resolution=2.1×2.1×2.4 mm
3
 , FOV=380×380 mm

2
 , slab thickness=75-121 mm, 

temporal resolution=34.4 ms, TE=2.1 ms, TR=4.3 ms, flip angle=8°, bandwidth=62.5 

Hz/pixel, velocity sensitivity=160 cm/s) with coronal position coverage of the 

pulmonary arteries. The average scan time was 7 min.4D flow MRI data was 

preprocessed to correct for noise, eddy currents, Maxwell terms, and velocity 

aliasing using an software(CVI, Circle, Canada).The pulmonary arteries were 

measured plane with 4D flow and 2D PC CMR including main pulmonary arteries ,left 

pulmonary arteries,right pulmonary arteries.Blood flow analyses for the plane 

included:net flow (NF), peak velocity (PV), and regurgitant fraction. Wilcoxon U 

test(two paired) was used to calculate the difference of parameters between 2D PC 

and 4D flow CMR.Bland–Altman method identified possible bias and the limits of 

agreement of the parameters between two observers. 

Results:The peak velocity are no significantly difference with 4D flow CMR and 2D 

PC CMR in the MPA (p= 0.068),  LPA (p= 0.114) and RPA (p =0.465). The Net flow 

are no significantly difference with 4D flow CMR and 2D PC CMR in the LPA (p= 

0.465) and RPA (p =0.068) but no in the MPA (p= 0.001). The Regurgitation fraction 

of 2D PC CMR are higher than 4D flow CMR in MPA, LPA and RPA. Bland Altman 

analysis of blood flow analyses parameters inter-observer reproducibility yielded 

a good agreement. 

Conclusions:4D flow CMR provide an accurate pulmonary stenosis assessment for ToF 

patients.Meanwhlie, peak flow velocities measurement have a good reproducibility. 

4D flow CMR may provide an improved depiction of vessel sten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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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70 

儿童肾脏病 MR 功能成像的初步研究 

 
闫喆,赵滨,王春祥 

天津市儿童医院 300134 

 

目的 分析探讨磁共振血氧水平依赖成像（BOLD）及扩散加权成像（DWI）在儿童肾脏病中的临

床应用价值。方法 搜集泌尿系感染患儿 10例、肾病综合征患儿 4例，前者表现为肉眼或镜下

血尿，尿培养均为阳性；而肾综患儿均以浮肿就诊。年龄为 23月~11岁，其中有 2例出现肾

功能异常。同时纳入 10例正常儿童作为对照组。全部受试者在 1.5T SIEMENS Avanto 机进行

检查：①常规 MRI平扫：轴位 T1WI压脂、T2WI压脂及冠状位 T2WI压脂，观察皮髓质分界的清

晰程度、肾实质及肾周情况；②BOLD：采用 8回波 FAST-SPGR-GRE序列，冠状位扫描。测量肾

皮质及髓质 R2
*
值，计算髓质/皮质 R2

*
比值，行组间比较；③DWI：b值分别取 0、50s/mm

2
，0、

100s/mm
2
，0、500s/mm

2
，0、1000s/mm

2
四组，冠状位扫描。测量肾皮质及髓质在各 b值下的

ADC值，行组间比较；④其中 3例泌尿系感染患儿行 VIBE 增强检查。结果 病例组在 BOLD的

R2
*
灰阶图中皮髓质对比度较正常组减低，伪彩图中色阶接近，且两组的髓质/皮质 R2

*
比值具有

统计学差异。病例组肾皮质及髓质在不同 b值下的 ADC值均低于正常组，DWI图像病灶信号高

于正常。3例行 VIBE检查的患儿在 DWI序列上显示的病变范围与增强检查相一致。结论 儿童

肾脏疾病可引起不同程度的肾实质损害，伴或不伴有肾功能异常。BOLD是目前唯一能无创性

评价活体组织内氧生物利用度的方法，其 R2
*
值与脱氧血红蛋白含量呈比例，可以间接反映局

部组织的氧分压。DWI可从分子水平无创性探测组织中水分子的扩散程度,ADC值可提供肾脏功

能机结构相关的有价值信息。应用功能 MR成像可在显示肾脏形态学改变的同时，利用定量测

量某些功能参数全面反映肾血流灌注和肾小球滤过改变，从而为今后不使用肾毒性对比剂评估

肾实质及其病变内的血供状态提供了可能。 

 

 

PO-271 

The clinical and radiological features of pediatric 

adrenal cortical carcinoma  

 
Hu Peian,Shi Yingyan,Qiao Zhongwei 

Children’s Hospital of Fudan University 201102 

 

 

PURPOSE 

The aim of this research is to analyze the clinical and radiological features ten 

cases of ACC, and compare these features with the benign/uncertain malignant 

potential counterparts. 

  

METHOD AND MATERIALS 

Twenty cases (twenty-one masses) of adrenal cortical tumor were collected and 

analyzed. Ten cases (eleven masses) were ACC, four uncertain malignant potential, 

and six adenoma (two suspected) were included. Sixteen cases underwent CT scans, 

ten MR scans (seven with DWI), and seven cases both CT and MR scans. The 

independent samples T test and Fisher exact test were used for statis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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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RESULTS 

In the malignant group, the age ranged from 18 month to 12 years old, with the 

median age was 3 years old; 90% of patients were less than five years old. Sixty 

percent suffered from precocious puberty; 80% manifested the elevation of hormone 

level. While in counterpart group, the median age was 5 years old (7 month to 13 

years old), the rate of precocious puberty was 50%, and only two with the elevated 

hormone level. The mean diameter of malignant was larger than counterpart 

group.All the masses showed gradually enhanced pattern. The unenhanced CT values, 

calcification rate, and hemorrhage/necrosis rate of malignant group are 

significant higher than the benign/uncertain malignant potential group (p<0.05). 

Conversely, CT value of artery, and portal vein phase ha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se two groups. On T1WI, the parenchyma showed homogeneous 

mainly iso-signal intensity, necrosis and hemorrhage also were revealed. On T2WI, 

the masses showed heterogeneous hyper- signal intensity, with necrosis. Six cases 

(four carcinoma) of them showed reticular enhancement. The ADC values of ACC 

(1.01±0.09mm2/s) were significant lower than that of its counterparts 

(1.23±0.04mm2/s) (p<0.05). Metastasis were detected in six cases (54.5%) of 

carcinoma, two with recurrence; lung (6 cases) was the most metastatic site, 

followed by liver and lymph node. 

  

CONCLUSION 

Compared with its counterparts, ACC occurs in a lower age and more likely with 

elevated hormone level; is larger and commonly accompanied by calcification, 

hemorrhage/necrosis; enhances heterogeneous and with lower ADC values. ACC recurs 

easily and has high metastasis rate (54.5%). 

 

 

 

PO-272 

网络成瘾青少年静息态功能 MRI 区域一致性研究 

 
仪晓立,袁新宇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100020 

 

目的 研究网络成瘾（IA）青少年静息态 fMRI（rs-fMRI）局部一致性（ReHo）改变。方法 

2014年 10 月到 2015 年 8 月收集年龄、性别及教育程度相匹配的网络成瘾青少年 12例（网络

成瘾组）和正常对照组 12 名，所有受试者均完成简易精神状态检查量表（MMSE）评分。采用

rs-fMRI分析受试者全脑静息态的 ReHo，两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并将两组间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的脑区与网络依赖程度（每周上网时间）进行线性相关分析。结果  与正常对照

组相比，网络成瘾组 MMSE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每周上网时间明显增多，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t=25.620，P<0.01）。网络成瘾组左侧中央后回（体素 129 个，t=4.45）、左侧顶下小叶

（体素 156 个，t=5.02）和左侧额叶下回（体素 117个，t=4.14）ReHo 值减低（P值均

<0.01），未发现 ReHo值升高的脑区。相关分析显示左侧顶叶中央后回、顶下小叶及额叶额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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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ReHo值与网络成瘾组青少年每周上网时间呈负相关（r值分别为－0.874、－0.746、－

0.695，P值均<0.05）。结论 网络成瘾青少年存在多处脑区 ReHo改变，且与网络依赖程度相

关。 

 

 
PO-273 

可逆性胼胝体压部综合症的临床及 MR 诊断 

 
刘明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00092 

 

 

目的 

探讨胼胝体压部综合症的临床表现及 MRI影像特点 

方法 

搜集新华医院 2009年 1 月至 2016 年 5 月共 11 例经临床及 MRI 检查，并复查后确诊为 RESLES

的患者临床资料，回顾性分析其临床表现、影像资料及随访结果。 

11例患者，男 8 例女 3 例，1 岁至 11 岁，平均年龄 4.5 岁。临床上，11 例患儿中无热抽搐 2

例，有前期感染征象 9 例，表现为发热、头痛等，其中伴抽搐 4 例、皮疹 2 例；3 例有低钠血

症。 

检查方法：GE3.0T Signa HDX、GE1.5T Twinspeed Excel 扫描仪，头颅线圈，仰卧位。不配合的

低年龄患儿于检查前半小时口服 10％水合氯醛镇静，待镇静后进行扫描，所有患儿均行横断

面 SE T1WI、FLAIR T2WI、DWI，矢状面 FSE T2WI 平扫检查，2 例行增强扫描，3 例行病灶处

MRS 检查。 

结果 

一、MRI表现特征 10 例患儿病灶均为单纯胼胝体压部正中孤立 性异常信号影，呈圆形或椭圆

形，边界清晰；1 例轴面图像上表现为胼胝体压部异常信号影，并呈对称性略向胼胝体两侧延

伸。病变周围无明显水肿及占位效应，胼胝体体部及膝部均未见明显异常。病灶 T1W 为等或

稍低信号，T2W 为稍高信号，DWI 明显高信号。3 例 MRS 各主要代谢物表现为正常波谱峰，2

例增强后，病灶无异常强化。 二、随访结果 11 例患儿中 4 例复查 MRI 病灶异常信号消失或

DWI 信号减低、范围明显缩小。7 例患儿经治疗后临床症状消失，未复查 MRI。 

结论 

儿童 RESLES临床表现缺乏特异性，而 MRI 表现具有特征性，为一种可逆性的异常信号表现，

可以指导临床诊断和治疗，并判断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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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74 

Pediatric Langerhans Cell Histiocytosis of the 

Temporal Bone: Clinical and Imaging Studies of 38 

Cases 

 
Hui Zheng,Li Yuhua 

Xinhua hospital affiliated to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00092 

 

BACKGROUND AND PURPOSE: Langerhans cell histiocytosis (LCH) is a clonal neoplastic 

disorder that affects various organs and systems, including temporal bone. The 

authors presented a series of 38 cases to evaluate the clinical and imaging 

presentations of LCH in pediatric temporal bone. 

MATERIALS AND METHODS: We retrospectively reviewed all the pediatric patients with 

Langerhans cell histiocytosis of temporal bone between 2010 and 2016 in our 

hospital. The clinical and imaging features of the cases were analyzed. The CT and 

MR images were reviewed to evaluate the accurate location and extent of the lesion. 

We emphasized analyzed the involvement of ossicular chain and optic capsule which 

may be helpful in differentiating it from the other lesions. 

RESULTS: We identified 38 cases of Langerhans cell histiocytosis of temporal bone 

in 27 children with 11 bilateral involvement. The most common complaint was 

periauricular swelling or postauricular mass (n=12, 44.4%), followed by otorrhea 

(n=9, 33.3%) and otalgia (n=5, 18.2%). Mastoid process was the most common 

involved subsite (n=31, 81.6%),. Erosion of ossicles were found in three cases and 

six cases had involvement of optic capsule. 

CONCLUSION: Thes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most common subsite for LCH of the 

temporal of the lesion was mastoid process. The ossicular chain usually remins 

intact and the erosion of optic capsule occurs in about fifteen percent of the 

cases. The imaging examination is helpful in evaluating the location and extent of 

the lesion and differentiating LCH from the other similar lesions. 

  

 

 
PO-275 

Disrupted Small-World brain networks in Tourette 

Syndrome in Children 

 
liao yi,Qu Haibo,Ning Gang,Chen Xijian,Jiang Yuexin,Fu Chuan,Cai Xiaotang 

West China Second University Hospital， Sichuan University 610041 

 

Purpose: 

Tourette syndrome (TS) is a neurobehavioral disorder characterized by motor and 

vocal tics beginning in childhood.[1, 2] Tics are involuntary, repetitive muscle 

contractions that produce stereotyped movements (motor tics) or sounds (vocal 

tics). Previous neuroimaging investigations suggested impaired cortico-striato-

thalamo-cortical activity during motor control.[3] However, the topolog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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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of the functional connectomes in pediatric Tourette Syndrome 

patients are largely unknown. Based on the abnormal cortico-striato-thalamo-

cortical curcuit, we hypothesized that the small-world properties of functional 

connectomes would be abnormal in pediatric Tourette Syndrome patients. 

Methods: 

Participants 

Twenty-five patients with TS and 22 control subjects were included in the study 

after quality check of the data. The groups were matched for age, gender, 

education year, handness. For patients, inclusion criteria were aged under 18 

years and confirmed DSM-IV-TR criteria for TS. The severity of tics symptoms was 

assessed using the Yale Global Tics Severity Scale (YGTSS). Exclusion criteria 

were (i) co-occurring psychopathology (current depression, epilepsy, current or 

previous history of psychosis); (ii) developmental retardation, cerebral palsy, 

small for gestational age, history of asphyxia at birth, history of cord around 

neck; and (iii) contraindications to MRI examination. Control subjects’ inclusion 

criteria were: aged under 18 years and no history of neurological or psychiatric 

disorders. The exclusion criteria were the same as for patients. Also previous 

history of tics (childhood tics) and any type of medication were excluded. 

Each subjects in both groups was assessed using the Stroop Test, Wisconsin Card 

Sorting Test (WCST), Child Behavior Checklist, general neuro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including character memory, graphics memory, verbal influence, 

scarification test. 

A rest-fMRI dataset was acquired using a 1.5T magnetic resonance system 

(Philips  Archieva Nova dual) with an eight-channel phased array head coil. The 

participants were instructed to keep their eyes closed and to think of nothing in 

particular during the acquisition. Head motion was minimized with foam pads. The 

sequence parameters of the blood-oxygen-level-dependent (BOLD) signal were 

repetition time/echo time (TR/TE) 3000/50 ms; flip angle 90°; 30 axial slices per 

volume; 4 mm slice thickness (no slice gap); matrix 64×64; field of view (FOV) 

230×230 mm
2
; voxel size 3.59×3.59×4.00 mm

3
. A total of 150 volumes were 

collected for each subject. All of the MR images were evaluated for clinical 

abnormalities by a neuroradiologist (Haibo Qu, 10 years of experience). Image 

preprocessing was performed using SPM8 (http://www.fil.ion.ucl.ac.uk/spm). The 

first 10 time points were discarded to avoid instability of the initial MRI signal.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between 90 brain regions from the automated anatomical 

labeling atlas was established using partial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and the 

whole-brain functional connectome was constructed by applying a threshold to the 

resultant 90 * 90 partial correlation matrix. Graph theory analysis was then used 

to examine the group-specific topological properties (e.g., small-world, 

efficiency, and nodal centrality) of the two functional connectomes. The network 

was constructed using GRETNA (http://www.nitrc.org/projects/gretna/) 

Results: 

Twenty-five TS patients (mean age 8.48 ± 1.98 yr) and 22 healthy controls (mean 

age 8.36 ± 2.04 yr) were participated in this study. The demographic and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se groups are summarized in Table 1. All participants were 

right-han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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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ourette Syndrome group,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showed a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global efficiency(P=0.0141), increased path(P=0.0082) 

length and normalized characteristic path length(P=0.0357) ( false discovery rate 

corrected).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Tourette Syndrome group showed 

decreased nodal efficiency in the posterior part of left cingulum(P=0.0001) and 

right putamen(P=0.0003)( false discovery rate corrected). 

Conclusion: 

Compared with control subjects, the Tourette Syndrome patients showed altered 

quantitative values in the global properties, characterized by higher path length, 

higher normalized characteristic path length and lower global efficiency, implying 

a shift toward regular networks. The nodal efficiency was decreased in the right 

putamen, involving in the cortico-striato-thalamo-cortical curcuit. These findings 

accord with the finding that chemical or electrical stimulation of inputs into the 

putamen can provoke motor and phonic responses that resemble tics.[4] The results 

provided unequivocal evidence of a topological alteration of the functional 

connectome in pediatric Tourette Syndrome. 

  

 

 
PO-276 

肾脏中胚层肾瘤合并肝脏组织细胞增生症 

 
龚英,季敏,杨宾,乔中伟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本文报道一例中胚层肾瘤伴发肝脏朗格汉斯组织细胞增生症病例，术前诊断为肝脏转移瘤，通

过学习分析其临床、影像表现，提高对此病的认识。方法 患儿为 2月女婴，偶然发现腹部肿

块就诊。体检左侧腹部摸及约 10*10cm肿块，质地硬，活动度差。结果：B超检查提示左侧腹

腔实质性占位。CT检查显示左侧肾脏肿瘤，考虑中胚层肾瘤；同时发现肝右叶类圆形孤立性

低密度灶，约 12*14*16mm大小，平扫 CT值约 45Hu，增强后 CT值约 108Hu，术前考虑转移

瘤。全身骨平面显像未见明显异常。四肢长骨摄片阴性。头颅 CT平扫阴性。术中见左侧后腹

膜巨大肿块，来源于左肾，完整切除左肾和肿块；探查肝脏发现肝左下缘和肝右后缘结节，质

地硬，颜色发黄，予以手术切除。术后病理结果：左肾先天性中胚层肾瘤（富于细胞型）；肝

两枚结节为朗格汉斯组织细胞增生症 X。结论郎格汉斯组织细胞增生症病因尚不明确，可于任

何年龄发病，几乎可累及任何器官，包括骨、皮肤、肺、肝、脾、骨髓以及中枢神经系统，累

及肝脏者往往意味着预后不佳。LCH累及肝脏常表现为肝内胆管间断性狭窄和扩张，肝总管和

左右肝管明显狭窄，胆总管侵犯少见。肝 Glisson鞘门静脉周病变、肝实质内结节和类囊性病

灶。本病例 LCH浸润肝脏表现为肝实质内孤立性类囊性病灶，并且有左肾肿瘤的病史，很容易

误诊为肝转移瘤。影像学鉴别有困难，诊断依赖病理。LCH 合并肺癌、甲状腺乳头状癌、淋巴

瘤文献都有报道，伴发中胚层肾瘤的尚未见报道，两者病因学上是否有关联未知，我们猜测可

能只是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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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77 

Can  Radiographic Data Indicate the Outcomes of 

Poseti  Method on Clubfoot ? 

 
Fan Hua,Li Wenhua 

Xinhua Hospital Affiliated to Shagn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00092 

 

 

Object: 

Idiopathic clubfoot is one of the most common pediatric foot deformities .Although 

the Ponseti method is very successful , it left a recurrent rate from 9 to 21%.So , 

there is a need to establish radiographic prognostic factors before and during the 

treatment. This study was performed to investigat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lubfoot 

on the base of  plain X RAY and to to investigate  the validity of radiographic 

data and then to to test its value in predict the output of  Ponseti method on 

clubfoot.  

Materials and Methods  

A total of 88 patients treatment-naïve clubfoot and 23 age-matched healthy foot 

were recruit. The anterioposterior and lateral film of both anatomy position and 

maximum force doxiflexion was taken on standing position. Many kinds of angles 

were measured,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was make to find which could be the 

indicator of the out come of the ponseti method. The angles include Cuboid-

calcaneo angle ,Cubo-M5 angle,Talo-M1 angle, Talo-navicular angle, Talo calcaneal 

angle on  Standing anteroposterior views and Talo calcaneal angle,Tibio-calcaneal 

angle ,Talo-navicular angle, Talo-M1 angle,Calcaneo-M5 angle,Flat top talus 

on  Standing lateral view, and Talo calcaneal angle,Tibio-calcaneal angle, Talo-

navicular angle, Talo-M1 angle,Calcaneo-M5 angle,Maxiumal dorsiflexion angle ,Talo 

calcaneal angle on Standing maximal dorsiflexion (MD)view 

Result 

T test shows that the Cubo-M5 angle, Talo-M1 angle on Standing anteroposterior 

views, and Talo calcaneal angle, Talo-M1 angle,Calcaneo-M5 angle on on  Standing 

lateral view, and Talo calcaneal angle,,Calcaneo-M5 angle,Maxiumal dorsiflexion 

angle ,Talo calcaneal angle on Standing maximal dorsiflexion (MD)view are of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P<0.05). Cox proportional hazards survival analysis 

showed in the end that Talo calcaneal angle(LAT ) and Maxiumal dorsiflexion angle

（MD)can indicate the outcomes of Ponseti treatment of clubfoot, the out-off value 

are 25.2°and 16.7°respectively.    

conclusion: 

1.The treatment unresponsive rate(10.3%,9/87) in our hospital is comparatively 

low.  

2.The most sensitive features to predict the treatment unresponsive  are as 

follows: 

The  talo-calcaneal angle(LAT) <25.2° , and with the maxium dorsiflexion 

angle(MD)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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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78 

儿童睾丸肿瘤的 CT 诊断与鉴别诊断 

 
刘菁华

1,2
,杨秀军

1,2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2.上海市儿童医院 

 

【摘要】 目的  探讨 CT在诊断儿童睾丸肿瘤的病理类型及临床应用的价值。方法：回顾性

分析经病理证实的 23例儿童睾丸肿瘤患者影像及临床资料，所有患者术前均行螺旋 CT平扫加

增强扫描，利用 CT对睾丸肿瘤的形态、强化方式及周围组织侵犯情况进行评估,并与病理结果

对比。 结果： 11例为恶性、均为卵黄囊瘤，12为良性肿瘤，包括成熟性畸胎瘤 6例、胚胎

残留囊肿 2例、表皮样囊肿 2例、间质来源肿瘤 1例、浆液性乳头状囊腺瘤 1例。卵黄囊瘤

CT平扫表现为一侧睾丸肿块,密度不均匀,其中可见斑片状坏死区,未见明显钙化、脂肪密度

影；增强扫描实质部分明显不均匀强化,坏死区未见明显强化。11例患儿患侧精索均匀增粗、

密度较均匀，增强扫描患侧精索明显均匀强化,强化程度较健侧明显。术前诊断考虑Ⅰ期恶性

生殖细胞肿瘤,卵黄囊瘤可能性大,与手术及病理结果基本一致。成熟性畸胎瘤表现为患侧睾丸

肿块内见斑片状钙化灶及脂肪密度影，可伴有液性或实质性密度影，增强后实质部分可有均匀

强化。本组 6例患儿术前均诊断明确。胚胎残留囊肿及表皮样囊肿均表现为囊性肿块，增强后

未见强化，术前均准确定性，但不易病理分型。间质来源肿瘤影像无明显特征性，本组 1例患

儿表现为睾丸内不均匀密度肿块，边界清晰，增强后见病灶内多发斑片状强化灶，需依据病理

结果做出明确诊断。浆液性乳头状囊腺瘤临床较少见，该例表现为睾丸内一囊性包块，内见菜

花状突出肿块，增强后不均匀强化，类似囊腺癌，鉴别需依据病理。.结论 CT对于睾丸肿瘤

病理类型的鉴别诊断及肿瘤分期具有较高准确性，对临床诊疗具有重要诊断价值。 

  

 

 
PO-279 

儿童肺隔离症的 CT 诊断 

 
沈全力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探讨儿童肺隔离症的 CT特点。 

方法：18例肺隔离症病例，男 14例，女 4例，年龄 9天～11岁（平均 23月）。其中 16例经

手术和病理证实（叶内型 13例，叶外型 3例），另 2例经 CT确诊。9例（叶内型 7例，叶外

型 2例）为产检或生后体检时发现肺部占位来就诊，7例（叶内型 6例，叶外型 1例）为反复

呼吸道感染来就诊，2例因呼吸困难来就诊。所有病例均行胸部增强 CT检查。 

结果：16例病例表现为局灶性病灶，其中 11例位于左下肺，2例位于右下肺，2例位于左肺

下叶与膈面之间，1例位于右后下纵隔；实质性肿块 1例，囊实性肿块 5例，囊实性夹杂气体

肿块 5例，囊实性伴钙化肿块 1例，管条状结构 4例，增强后均有不同程度的强化；9例见局

限性气肿带，4例伴片状渗出或实变，5例合并胸腔积液。另 2例为整个右肺病变，患肺体积

减小，其中一例整个患肺呈多发囊状结构，另一例右肺透亮度不均伴右下肺淡片状影。CT清

晰显示了所有 18例病灶的异常供血动脉和 15例病灶的引流静脉；其中异常供血动脉发自胸主

动脉 10例，发自腹主动脉 8例；引流静脉回流入左下肺静脉 9例，回流入右上肺静脉 1例，

回流入右下肺静脉 1例，回流入奇静脉 3例，回流入右心房 1例，1例的引流静脉回流途径不

清，2例的引流静脉显示不清。CT发现合并其他先天畸形病例 6例，包括合并先天性肺气道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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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 3例，合并膈疝 1例，合并食管肺伴右肺发育不良 1例，合并弯刀综合征、右肺动静脉缺

如、右迷走锁骨下动脉 1例。 

结论：增强 CT能同时显示肺隔离症病人的肺实质、气道和血管异常及其伴发的其他先天畸

形，具有重要的诊断价值。 

  

 

 
PO-280 

儿童视网膜母细胞瘤的临床及 MRI 表现 

 
陈淑贤,李玉华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00092 

 

目的 探讨儿童视网膜母细胞瘤（RB）的临床及 MRI表现，以提高诊断水平。 

方法 回顾性分析新华医院近五年 392例 483眼经病理或临床诊断为 RB的临床资料，并对其中

170例应用 Ingenia 3.0T MRI 检查患者进行影像分析。 

结果 392例中，男 216例，女 176例，发病年龄 20.5±16.3 个月（1天~108个月），3岁以

内占 86.0%，5岁以内占 98.0%；双眼发病 91例，单侧发病 301例，双眼发病年龄 13.3±7.8

个月，单眼发病年龄 22.7±12.4 个月，单双眼发病年龄有统计学差异。4.3%（17/392）患者

出现眼球内多病灶，其中 94.1%（16/17）出现在双眼发病患者。170例患者 211眼中，眼内

ICRB分期（B期 3例，C期 7例，D期 119例，E组 75例），眼外期 7例（眼眶内巩膜外转移

1例，仅视神经侵犯 6例）。MRI信号特征：病灶与脑灰质信号对比，T1WI 以等信号为主 163

眼，稍低或稍高信号 30眼，混杂信号 18眼；T2WI以等低信号为主 143眼，混杂信号 46眼，

稍低信号 12眼，稍高信 10 眼；强化方式：无强化 6例，轻度强化 47眼，中度强化 158 眼；

DWI信号表现：稍高 29眼，显著高信号 182眼，ADC值( 0.846±0.225)×10
-3
 mm

2
/s。33例眼

球筛板后视神经强化，不伴视神经增粗；7例眼球后视神经增粗伴强化， 1例伴巩膜外结节强

化灶。其他伴随征象：眶周无菌性蜂窝织炎 8例，青光眼 31例，眼球萎缩 1例，白内障 10

例，晶状体剥落 5例，玻璃体浑浊 28例，玻璃体出血 9 例，视网膜下积液 33例，视网膜下

出血 3例；虹膜血管增生 6例。 

结论 RB好发于 5岁以内，双眼发病年龄小于单眼发病。RB的 MRI表现具有特征性 RB伴眶周

无菌性蜂窝织炎具有较特殊的影像表现。筛板后视神经强化对诊断视神经侵犯具有重要的价

值。MRI在诊断视网膜母细胞瘤及其分期具有重要的价值。 

  

 

 

PO-281 

小儿肠道炎性肌纤维母细胞瘤 1 例 

 
杨宾,季敏,乔中伟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提高对儿童炎性肌纤维母细胞瘤的特异影像学表现的认识。 

方法：回顾分析 1例病理确诊的肠道炎性肌纤维母细胞瘤。术前行多排螺旋 CT平扫及增强检

查。 

结果：本例患儿为男性，13 岁，临床体征因发热来我院就诊。B超发现腹部肿块，进一步行螺

旋 CT增强检查，CT表现升结肠占位性病变，边缘不清，密度不均匀；增强后病灶可见显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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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匀强化，以边缘强化为主。病理结果：黄白色肿块，质地中等偏硬。镜检以梭形细胞为主要

组织形态，可见慢性炎细胞浸润。免疫组化 SMA呈阳性。 

结论：儿童炎性肌纤维母细胞瘤 CT表现特征包括增强显著，尤其是边缘强化较显著的特征，

与其他儿童常见实体瘤有所不同。 

讨论：影像学检查表现多为单发软组织肿块样病变，Ｂ超显示为实质不均质, CT平扫显示为

等信号为主，其内夹杂斑片状高密度影及中央低密度区，MRI平扫显示肿物主体信号呈 T1WI

低、T2WI高信号，其内可夹杂复杂异常信号，提示肿物内不同组织类型混合存在，较大病变

也可显示中心区坏死，可出现钙化灶。肿物可富含血管，发生粘连，压迫并浸润局部，极似恶

性肿瘤，CT、MRI增强扫描时显示为均匀或不均匀中度至明显强化，边界多清晰，部分肿瘤侵

犯或浸润周围组织时，可表现为边界不清，增强扫描对于较大病变显示中心区坏死更明显。 

 

 
PO-282 

宫颈静脉在后壁前置胎盘 MR 评估的应用价值 

 
孙陶陶,钱朝霞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 200030 

 

目的：分析 MRI常见征象及宫颈静脉曲张程度在后壁前置胎盘评估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回顾分析我院 2012-2015年经 MR检查为主体位于后壁的前置胎盘并于我院行剖宫产的

患者 75例，统计并分析胎盘不均质、子宫肌层不连续、胎盘局部膨突、肌层变薄或结构模

糊、宫旁组织受累等常见征象，并对宫颈静脉曲张程度进行定量分析，计算背侧静脉曲张厚度

与胎盘厚度比值 R，通过 ROC 曲线得到胎盘植入最佳截断点，并依据手术结果统计各指标诊断

胎盘粘连/植入的敏感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及阴性预测值。 

结果：术中确诊为胎盘植入者 10例，胎盘粘连者 19例，测得宫颈静脉曲张比值 R为 0-

0.72(平均值 0.36)，胎盘植入、粘连及正常组平均 R值分别为 0.09、0.33及 0.41

（p<0.05），诊断胎盘植入 ROC最佳截断点为 0.16，曲线下面积为 0.96，敏感度和特异性分

别为 98%和 91%，而常见指标的敏感度和特异性分别为 75%和 66%。 

结论：目前常用的 MR征象用于诊断后壁前置胎盘胎盘植入准确度欠佳，而宫颈静脉比值可能

作为胎盘植入的有效预测指标。 

  

 

 

PO-283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of fetal persistent left 

superior vena cava 

 
Dong Suzhen,Zhu Ming 

Shanghai Children’s Medical Center，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00217 

 

Background 

Left superior vena cava (LSVC) persistence is a common anomaly. This study aims to 

evaluate the diagnostic accuracy of fet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for 

prenatal persistent LSVC.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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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enatal echocardiography (and/or ultrasound) and MRI data of 49 fetuses with 

persistent LSVC, confirmed by postnatal diagnoses between January 2010 and October 

2015 were retrospectively reviewed. All prenatal MRI was performed at 1.5 T. 

Imaging sequences included steady-state free-precession (SSFP) sequences, single-

shot turbo spin echo (SSTSE), and other sequences. 

Results 

All 49 cases of fetal persistent LSVC were correctly diagnosed by fetal MRI, but 

only 34 cases (69.4%) were correctly diagnosed by first fetal US and/or 

echocardiography before the fetal MRI; Of the 15 cases that were not correctly 

diagnosed by fetal US and/or echocardiography, 8 had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s and 

7 were without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s, however, with extracardiac abnormalities 

or maternal obesity. Thirty-five cases were associated with other cardiovascular 

abnormalities; 8, with extracardiac abnormalities; and 6, with no associated 

condition. In 44 (89.8%) cases, the innominate veins were absent; the remaining 

cases had the innominate veins. In 14.3% of patients (7 cases), the fetal 

persistent LSVC drained directly into the atrium, while in other cases, it drained 

into the coronary sinus. 

Conclusions 

Fetal MRI can detect persistent LSVC, especially in situations that limit 

echocardiographic performance. 

  

 

 
PO-284 

The image characters of Langerhans cell histiocytosis 

with thymic calcification in young children  

 
Shao Hong 

Imaging diagnostic center of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affiliated medical school Shanghai 

children's medical center 200127 

 

Abstract Objective. Thymic calcification is rare in untreated patients and has 

been rarely reported in Langerhans cell histiocytosis cases. Here, we describe its 

imaging appearances and the characters of multisystemic involvements. 

Materials and methods. We retrieved the radiology and clinical records of the 20 
patients  with  thymic calcification of Langerhans cell histiocytosis at 

Shanghai Children’s Medical Center between 2005 and 2016. 

Results. All the patients were diagnosed below 18 months presenting with different 
sizes of punctuate calcifications in the thymus. Normal size, homogenous and 

heterogenous enlargement were found in 3, 12 and 5 patients. Four patients had a 

nodular thymus with contour modifications. All patients presented with rash, among 

which 12 accompanied with fever. Lung interstitial abnormalities were found in 13 

patients, presented with multiple small nodules and various sizes and shapes of 

cysts; hepatomegaly, splenomegaly and lymphoadenopathy were noted in 8, 5 and 7 

respectively. Eleven patients with bone involvements had multiple lesions in 7, 

temporal bone destructions in 3 and lytic femur in the other.  

Concl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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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ymic calcifications with LCH are infrequent, but more common in infants and 

younger children. The presentation of thymic calcification in untreated patient 

give rise to the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LCH. LCH with thymic involvement are 

frequently associated with multi-systemic disease. 

  

 

 
PO-285 

学龄儿童单纯性肥胖症肝脏脂肪含量的 MR 研究 

 
王春祥,闫喆 

天津市儿童医院 300060 

 

目的 分析学龄儿童单纯性肥胖症的 MR表现及 MRS谱线特点，确定其肝脏脂质的 MRI定量评估

方法并判断此法的诊断效能。方法 研究纳入 24例临床诊断单纯性肥胖症的学龄儿童作为病例

组，20例同年龄组的正常健康儿童作为对照组，其例中男 19例，女 25例，年龄 8～13周

岁，中位年龄 10.6岁。设备采用 SIEMENS 1.5T Avanto 机，MRI检查序列包括：常规序列

（轴位 T1WI、T2WI及冠状位 TrueFISP）、扰相 GRE T1WI dual序列、1H-MRS。MRI定量评估

指标包括：①T1WI 双回波同反相位：测量肝脏 ROI于同相位、反相位图像上的信号值并计算

肝脏脂肪变指数 FI；②1H-MRS：读取波谱谱线肝脏 ROI的水峰峰值 Pw、水峰下面积 Aw、脂峰

峰值 Pl。结果 ①正常组和肥胖症组的 Pw、Aw无统计学差异；②正常组的 MRS曲线中可见高

窄尖锐的水峰且无明显脂质峰出现，而肥胖症组除 1例因波谱杂乱无法分析外，均出现明显脂

质峰；正常组和肥胖症患儿组间 FI、Pl、Al、FF均具有统计学差异。结论 T1WI双回波同反

相位技术和磁共振波谱成像技术是目前利用 MRI定量测量肝脏脂肪含量的有效方法，前者可以

对脂肪肝做出初步诊断，再通过 MRS可进一步对脂肪肝进行量化分级。MRI的多技术成像将形

态学与功能学检查相结合，从传统的非特异性解剖学成像深入到特异性分子水平成像，有助于

在微观上对病变性质进一步认识。 

 

 
PO-286 

Hepatic resection after trans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 increases overall survival in 

large/multifocal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a 

retrospective cohort study. 

 
Chen Junwei

2
,Huang Mingsheng

2
,Jiang Zaibo

2
,Shan Hong

3
 

1.the 3rd affiliated hospital 

2.The 3r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un Yet-sen University 

3.The 5th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un Yet-sen University 

 

 

Object: To investigate the prognosis of trans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 (TACE) 

followed by hepatic resection (HR) in large/multifocal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Material and Methods: the medical records of consecutive HCC patients who 

underwent TACE between January 2006 and December 2010 were retro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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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zed. Patients who received TACE alone comprised the T group (61 patients), 

while those who received HR after TACE comprised the T+R group (49 

patients).Conclusions: All the resections were successfully performed, and only 

one class V complication occurred. While liver function was altered from baseline 

within 1 week after HR, it recovered within 1 month. Overall survival (OS) of the 

T+R and T groups were compared, and sub-group analyses were performed based on 

baseline α-fetoprotein (AFP) levels, the reduction of AFP, and tumor response 

before HR. Overall survival (OS) in the T+R group was longer than in the T group 

(47.00 ± 2.87 vs. 20.00 ± 1.85 months, P < 0.001). OS in the T+R group with AFP 

reduction was less than 50%, and OS among those with a poor tumor response before 

HR did not differ from the T group (P > 0.05). These patients may not benefit from 

the combined treatment.Results: Our findings suggest HR after TACE is safe and 

effective for large/multifocal HCC, and prolongs OS when compared to TACE 

alone.However, patients with AFP reduction less than 50% and poor tumor response 

before HR might not be suitable to be performed HR. 

 

 

PO-287 

MSCT 血管成像对胃左动脉起源变异分型的研究 

 
程诚,王毅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野战外科研究所 400042 

 

目的：采用多层螺旋 CT(MSCT)血管成像大样本调查胃左动脉(left gastric artery, LGA)及

其相关动脉的解剖学起源，建立新的分型方法对其变异类型进行统计分析，旨在深入认识 LGA

起源变异的解剖学和影像学特征。方法：对 1500例患者行上中或全腹部 MSCT血管成像，观测

LGA的起源，以及伴随的肠系膜上动脉(superior mesenteric artery, SMA)、腹腔干及其主

要分支的起源，记录其变异情况，意见不一致时经讨论达成共识。根据 LGA、腹腔干及其另两

大分支(肝总动脉[common hepatic artery, CHA]和脾动脉[splenic artery, SA])及 SMA的起

源位置，理论上 LGA的起源可分为 10种类型，将 1500例患者的 LGA起源纳入这 10种类型予

以分类统计，计算各种类型的发生率。结果：1500例患者中 1342例(89.47%)LGA属正常起源

类型(Ⅰ型)，70例(4.67%)存在 8种不同类型的 LGA起源变异，其中 47例(3.13%)合并腹腔干

-肠系膜上动脉共干(CMT)。LGA起源变异最常见的类型是起源于腹主动脉合并 CMT(Ⅴ型)24例

(1.60%)，其他依次是起源于 CMT的腹腔干(Ⅸ型)14例(0.93%)、腹主动脉合并 CHA-SA共干

(Ⅱ型)9例(0.60%)、CMT的共同动脉单干(Ⅷ型)和腹主动脉合并 CHA-SMA共干各 6例(Ⅲ

型)(0.40%)、腹主动脉合并 SA-SMA共干(Ⅳ型)和其他分支动脉(Ⅹ型)各 4例(0.27%)。LGA起

源变异少见类型包括起源于 SMA(Ⅶ型)(0例)和腹腔干缺如(Ⅵ型)(3例, 0.20%)。结论：新的

分型方法有助于系统、全面认识 LGA广泛的起源变异，采用 MSCT血管成像术前对 LGA 起源变

异进行评价，能为上腹部介入治疗和外科手术提供有价值的影像学信息，对于降低手术风险、

提高手术成功率而言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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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88 

Applications of Cone-beam computed tomography (CBCT) 

in the treatment of liver lesions  

 
sun cheng,Yu Changlu,Jia Kefeng,Wang Sen,Song Dezhao,Qi Bing,Wang Yongmei 

Tianjin Third Hospital 300170 

 

Cone-beam computed tomography (CBCT) is a relatively new technique to obtain the 

cross-sectional images during interventional procedures. Pertaining to the C-arm 

angiography suite, this technique is now primarily being used during transcatheter 

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 (TACE) for inoperable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In our department, several CBCT techniques are performed including: CBCT during 

portography (CBCTAP), CBCT during hepatic arteriography (CBCTHA), CBCT after 

iodized oil injection (Lip-CBCT), percutaneous chemotherapeutic drugs injection 

with overlay technique after the conventional trans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 

These techniques are applied to the patients if the indications below are existed: 

Early diagnosis and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small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diagnosis and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recurrence after liver cancer resection, 

early diagnosis of portal vein tumor thrombus, the evaluation of embolization 

after the procedure, puncture of liver tumors which have a poor blood supply and 

show less effective to traditional embolization. These applications of CBCT during 

interventional procedures showed good results in most patients. An advantage of 

CBCT technology is that it can reduce the radiation dose compared to conventional 

CT scan. Additionally, the real-time CBCT without any transfer and movement reduce 

the infection rate and the discomfort of the patients. Although the image quality 

of CBCT is low and the scan coverage is small compared to that of conventional CT, 

CBCT provides enough and useful information that ensures the whole procedure 

safely and effectively. 

  

 

 
PO-289 

槐耳颗粒联合 TACE 治疗不可手术切除 HCC 前瞻性队列研究 

 
王海瑞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观察槐耳颗粒联合 TACE 治疗不能手术切除 HCC有效性和安全性，并探讨影响联合治疗疗

效的相关因素。 

方法: 采用前瞻性队列研究，2014年 9月至 2016年 12月我院介入科连续入组 582例 HCC患

者,均符合纳入标准且不能手术切除。实验组 342例患者采用槐耳颗粒加 TACE联合治疗，选择

同时期基线资料基本匹配的 HCC患者作为对照组 240例，采用 TACE联合其他治疗方法。随访

期间主要观察指标为肿瘤进展时间（time to progression,TTP），次要观察指标为药物不良

反应，并探讨影响槐耳颗粒加 TACE联合治疗疗效的相关因素。 

结果：随访截至时间 2017年 6月，失访 40例（实验组 12例，对照组 28例），可安全评估

542例，实验组 330例，对照组 212例，死亡 64例（实验组 21例，对照组 43例）。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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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ECIST 标准评价，实验组 mTTP(中位肿瘤进展时间)382d，对照组 mTTP为 217d，Kaplan-

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Log-Rank检验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021）。在实验组中，

COX回归单因素分析显示 BCLC 分期 A期、Child-Pugh分级 A级、无门脉癌栓者生存时间更

长，多因素分析显示 Child-Pugh分级、有无门脉癌栓是 HCC联合治疗预后的独立风险预测因

子。随访期间药物明显相关不良反应发生率极为少见，多数患者不良反应自行缓解，极少数患

者药物减量后，症状得到缓解。 

结论：通过前瞻性性队列研究，进一步确证槐耳颗粒联合 TACE治疗不能手术切除 HCC 具有良

好的有效性及安全性，尽早联合使用槐耳颗粒可提高 HCC介入手术疗效，延长肿瘤进展时间。 

  

 

 
PO-290 

骨水泥量对椎体成形术疗效和渗漏并发症的影响   

 
宋戈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200233 

 

研究目的：探讨椎体成形术中注入的骨水泥量对疗效和渗漏的影响。研究材料与方法：对

2011年 1月至 2015年 12月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放射介入科收治的 186例腰椎骨

质疏松性压缩性骨折患者，行椎体成形术，注入聚甲基异丁烯酸（polymethyl 

methacrylate，PMMA）治疗，对 VAS缓解程度和生活质量进行比较。结果：术后出现骨水泥渗

漏 73例。出现渗漏患者注入骨水泥量为（4.05±0.76）ml；未出现渗漏患者注入骨水泥量为

（3.03±0.82）ml，两者统计学上有显著性差异（P=0.000）。注入骨水泥量<3.5ml者 83

例，≥3.5ml 者 103例，两组术后 VAS、疼痛缓解程度、生活质量在统计学上均未见显著性差

异(P>0.05)。结论：椎体成形术中,注入骨水泥量对疗效影响不大;注入过多的骨水泥会导致渗

漏增多。 

  

 

 
PO-291 

EPC 细胞的缺失引起血管内皮化的延迟 

 
马旭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200233 

 

 

目的：通过研究糖尿病足患者外周血中内皮祖细胞（EPC）数量与骨髓（BM）中变化的关系来

探讨糖尿病足患者血管内皮化延迟的原因。方法：我们随机选取拟在我院进行糖尿病足治疗的

患者 20名及 10名健康志愿者，分别采集外周静脉血及骨髓样本。应用流式细胞仪对骨髓祖细

胞（CD34+和 CD133+）及 EPC（CD34+，KDR+）进行分析。应用多重 ELISA技术对内皮损伤标志

物（s VCAM-1，s ICAM-1），EPC动员活化标志物（VEGF，SDF-1α）及炎性因子（IL-6，IL-

8）进行分析。MMP-9在骨髓中数量与活性通过 ELISA及酶谱分析检测。最终取得的数据及结

果通过 SPSS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外周血中的 EPC及 BM中（CD34+）祖细胞在糖尿病

患者中数量均相对少于正常人（p＜0.05）；内皮损伤标志物、VEGF及 SDF-1α、IL-6及 IL-8

水平在糖尿病足患者中的水平要高于正常人（p＜0.05）；MMP-9在骨髓中的水平及活性，糖

尿病足患者要低于正常人（p＜0.05）。结论：通过实验结果，我们得出结论，由于糖尿病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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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血管内皮损伤后，内皮细胞功能不全，外周血中会形成相对较高水平的炎性反应状态，这

种长时间的炎症反应造成骨髓中祖细胞的相对衰竭（CD34+细胞的数量减少）以及 EPC 动员应

答机制的紊乱（外周血中 SDF-1α及 VEGF水平的增高，而反应 EPC在骨髓中动员活化水平的

MMP-9的活性降低），而这两种在 BM中的变化引起了 EPC在外周血中数量减少，最终产生了

血管内皮化作用的延迟。 

  

  

 

 
PO-292 

Contrast agent extravasation on immediate follow-up 

enhancement CT after percutaneous radiofrequency 

ablation for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incidence and 

clinical significance 

 
Gao Qinzong

1,2
,Jin Zhengyu

1,2
 

1.Chinese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2.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Objective: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retrospectively evaluate the incidence of 

Iodine Contrast Agent Extravasation (CAE) seen on immediate follow-up CT images 

after percutaneous radiofrequency ablation (RFA) for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and the correlation of CAE and hemorrhage. 

Methods: we retrospectively reviewed the clinical and imaging data of 96 patients 

who underwent 110 CT guided liver RFA ablation. According to the occurrence of CAE 

in needle tract or surround the liver after immediate postoperative enhancement CT 

into two groups.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hemorrhage or CAE following RFA ablation 

have been calculated, statistical analysis was done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s of 

each value between 2 group and the correlation of CAE and hemorrhage after RFA. 

Results: CAE were depicted on 13 of 110 ablation zones (11.8 %,13/110) on 

immediate follow-up CT images. 2 cases (1.80 %,2/110) suffered from clinical 

intervention for serious hemorrhage but without Contrast Agent Extravasation (CAE) 

in needle tract or surround the liver on immediate follow-up CT images after RFA.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found between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ith 

preoperative condition(coagulation index(PT(P=0.275),INR(P=0.224),APTT(P=0.892)), 
platelet count(P=0.359), preoperative hemoglobin(P=0.128), hepatitis(P=0.189), 
cirrhosis(P=0.429) ,focal size(P=0.951), puncture Needle number(P=0.738)).And 
postoperative hemoglobin(P=0.140), the pre-postoperative hemoglobin 

change(P=0.984), hospitalization days(P=0.527), Whether to conduct hemorrhage-
related clinical intervention(p=0.601) of the two groups show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Conclusion: CAE were occasionally (11.8%) seen on immediate follow-up CT images 

after RFA for HCCs. It is not absolutely predictive sign of the occurrence of 

postoperative severe hemorrhage, without implications for clinical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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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93 

射频消融对兔肝 VX2 瘤不同消融区带 PCNA mRNA 和 VEGF 表达 

 
唐文静, 吕维富, 王亚光 ,朱先海 ,杜丹丹 ,鲁东, 周春泽 

安徽省立医院 230001 

 

目的 研究兔肝 VX2瘤射频消融（RFA）后不同区带 PCNA mRNA和 VEGF表达,藉以观察其对凋亡

和增殖的影响。方法：将 48只试验兔制成 VX2肿瘤模型，分成射频组（42只），即术后 0 

h、24 h、48 h、1 w、2 w、3 w及对照组（6只），通过 HE染色、Annexin V-FITC/PI 标

记、 PCNA mRNA 及 VEGF检测来观察 RFA后不同时期不同消融带的凋亡及增值的指数。结果：

对照组 VX2肿瘤浸润性生长, RFA后中央消融区呈大片坏死, 边界区见炎性反应细胞及残留癌

细胞；RFA后靶区内即刻出现大量坏死细胞，以针道区为主，坏死百分率约 45.16±4.44 %；3 

w后针道区坏死率仍明显高于其他两个区带(F＝142.089，P＝0.00)，此时，各区带内肿瘤细

胞凋亡率均明显下降，接近术前水平；针道区在 1 d后 PCNA mRNA一直维持低表达水平，热凝

固区在 3 w后恢复到术前对照水平(P＝0.159)；周边区在 2 w时较 1 w时明显升高(P＝
0.00)，但仍低于术前对照组(P＝0.001),3 w后周边区 PCNA mRNA 的表达量则高于术前对照组

(P＝0.031)；RFA组边界区 VEGF表达水平明显高于针道区及热凝固区（P <0.05）结论 RFA在

针道细胞可以达到完全杀灭，但对于边界区的残留，RFA可能促进其复发及转移，仍需要进一

步治疗。 

  

 

 

PO-294 

聚乙烯醇静电纺丝纳米纤维栓塞比格犬良性前列腺增生前列

腺动脉的初步研究 

 
李拔森,王良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探讨应用聚乙烯醇（polyvinyl alcohol, PVA）静电纺丝纳米纤维栓塞比格犬良性前列

腺增生动物模型的安全性、可行性和有效性。 

材料与方法：实验对象为雄性比格犬 5只，均在动物手术室于全麻下下行去势术。去势 1月后

给予丙酸睾酮（TP）2.5mg/kg/d肌肉注射，连续 3月。5只比格犬分别于去势后 1月及 4月进

行 MRI扫描，计算前列腺体积（PV）。去势 4月后 5只比格犬均在数字减影血管造影行股动脉

插管造影观察双侧前列腺供血动脉，并行前列腺动脉栓塞（PAE），栓塞材料为 150-200 µm 

PVA静电纺丝纳米纤维。Beagle A、Beagle B、Beagle C分别于术后 1周、1月、3月处死，

Beagle D、Beagle E于术后 6月处死，处死后行病理学检查，观察前列腺及其周围组织情

况，由泌尿病理医师对病理切片进行解读。5只比格犬 PAE 术后继续给予 TP 2.5mg/kg/d 肌肉

注射直至处死。 

结果：5只比格犬去势后运用 TP药物诱导 3月后均成功建立良性前列腺增生模型。在 DSA引

导下均成功进行了血管造影及前列腺供血动脉栓塞。DSA示前列腺动脉血管增粗、前列腺实质

深染。术中及术后未见相关并发症发生。病理切片示栓塞后 1周（Beagle A）血管腔内充满

PVA静电纺丝纳米纤维，未见外溢。前列腺内轻度炎症反应改变，栓塞血管周围见中性粒细胞

和单核细胞浸润。栓塞后 1月（Beagle B）前列腺萎缩，其内见囊腔形成，炎症细胞减少，纤

维细胞较多，见含铁血黄素颗粒沉积，未见新生血管。栓塞后 3月（Beagle C）及栓塞后 6月

（Beagle D，Beagle E）囊腔周围腺体萎缩，局灶含铁血黄素颗粒沉积，并可见散在炎性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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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润及广泛纤维化，残存的腺体增生，腺体周围血管内可见注入的栓塞颗粒。血管壁内膜、中

膜增厚伴玻璃样变，管腔明显缩小并消失。 

结论：PVA静电纺丝纳米纤维栓塞比格犬 BPH动物模型是可行的、有效的、安全的。 

 

 
PO-295 

Enterprise 支架半释放技术辅助微弹簧圈栓塞治疗颅内宽颈

动脉瘤 

 
张大忠 

泰州市人民医院 . 

 

 目的  探讨 Enterprise 支架半释放技术辅助栓塞颅内宽颈动脉瘤的技术可行性、临床疗效

及安全性。方法  10例诊断为颅内宽颈动脉瘤的患者，男 2例，女 8例，年龄 37～69 岁，

其中脉络膜前动脉 1例、后交通动脉段 6例、眼动脉段 1例、颈内动脉海绵窦段 2例。在

Enterprise支架半释放状态下进行弹簧圈栓塞治疗，最后再完全释放支架。术后 3～6月进行

临床随访。结果  本组病例共应用支架 10枚，支架均满意到位，动脉瘤栓塞操作顺利完成，

未发生手术并发症，动脉瘤完全填塞 8例，次全填塞 2例，7例术后 3月～6月脑血管造影或

MRA复查，动脉瘤消失，血管通畅，无再出血及血栓栓塞症状。结论  Enterprise支架半释

放技术结合弹簧圈栓塞治疗颅内宽颈动脉瘤技术上是可行的，是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其长

期疗效仍需进一步观察。 

  

 

 
PO-296 

Pipeline 血流导向装置治疗国人复杂脑动脉瘤的中期随访结

果：53 例病人 70 枚动脉瘤 

 
贺迎坤,李天晓,白卫星,李航 

河南省人民医院 450003 

 

目的：评价 pipeline血流导向装置治疗复杂脑动脉瘤的中期疗效及安全性。 

方法：回顾性分析 2015年 1 月至 2016年 10月在河南省人民医院介入治疗中心行血管内介入

治疗的复杂脑动脉瘤患者（53例患者，70枚动脉瘤）的临床资料。53例患者均在全身麻醉下

通过股动脉入路于载瘤动脉置入 pipeline embolization device（PED）。记录患者基本资料

及围手术期不良事件。术后 3个月进行电话随访并以 mRS评分评估预后，术后半年及 1年进行

临床及影像学随访，并对动脉瘤栓塞程度进行 OKM分级评估。 

结果：53例患者的 70枚动脉瘤中，68枚动脉瘤为未破裂动脉瘤，2枚为破裂动脉瘤，PED置

入成功率 100%。其中 27例为单独 PED置入，26例为 PED结合弹簧圈填塞治疗；5例患者发生

围手术期并发症：1例术后动脉瘤破裂，1例术后出现急性脑梗塞，1例出现迟发脑实质出

血，1例术后出现高灌注综合征，1例术中导丝头端断裂。半年影像学随访 41名患者共 56枚

动脉瘤，其中 41枚（73.21%，41/56）动脉瘤获次全以上闭塞，无动脉瘤复发。 

结论：PED治疗复杂脑动脉瘤中期随访治愈率较高，并发症发生率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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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97 

经皮静脉栓塞术在盆腔淤血综合征的临床运用 

 
杜恩辅,徐霖,周选民 

十堰市太和医院 442000 

 

目的：探讨经皮静脉栓塞术在盆腔淤血综合征临床运用的可行性及安全性。 

材料与方法：本组 16 例，年龄 23~53岁，病程 6个月~10 年。多为长期站立或久坐不动者，

都有生育史，患者有不同程度疼痛，包括下腹疼痛、盆腔胀痛、阴道刺痛，外阴和肛门坠胀甚

至累及腰骶部及下肢。CT增强扫描 10例可见盆腔盆腔静脉扩张迂曲。本组 16例患者均排除

子宫肌瘤、子宫内膜异位症及子宫腺肌症、门静脉高压、下腔静脉阻塞、左侧髂总静脉受压综

合征等疾患。 于月经前 1~2 周行双侧卵巢静脉造影术+栓塞术。局部麻醉后右股静脉穿刺，

导丝引导下将 Cobra导管至卵巢静脉后，分别行左右侧卵巢静脉逆行造影，在造影时为增加腹

压， 确诊后以弹簧圈彻底栓塞卵巢静脉，5min后复查造影，证实栓塞满意后拔出导管鞘管加

压包扎。术后 7天行彩超复查,3月、6月、1年电话或门诊随访。 

结果：16例患者卵巢静脉造影均显示卵巢静脉丛迂曲扩张， 直径均超过 7mm，其中 15例呈局

部瘤样扩张、直径达 20mm。15例卵巢静脉内对比剂廓清时间超过 20s。15例左卵巢静脉、左

肾静脉、下腔静脉压力值差异较大。16例患者均行左侧卵巢静脉栓塞术，其中 3例同时行右

侧卵巢静脉栓塞。术后 5天 11例腹痛症状消失，术后,7天 2例腹痛症状消失。经量多、白带

多、深部性交痛等症状均于术后 3月内明显减轻。术后 7天 14例超声显示原静脉曲张团无血

流信号完全形成血栓，2例有少许血流、部分血栓者 1例。 

讨论：PCS“三痛二多一少”的特点。彩超检查提示盆腔静脉扩张有助于诊断，因为价廉、无

创可作为筛查的首选方法，CT与 MRI增强扫描可见迂曲的子宫及卵巢的静脉、卵巢静脉造影

显示卵巢静脉丛淤血、子宫静脉充盈扩张、卵巢静脉最大直径超过 7mm、对比剂在卵巢静脉的

廓清时间超过 20s。本组患者造影静脉重度淤血的介入治疗效果显著，并全部栓塞侧枝。经皮

静脉栓塞术栓塞卵巢静脉治疗 PCS微创、安全、疗效确切，值得临床推广。 

  

 

 
PO-298 

CBCT 引导下经皮穿刺引流术的临床应用 

 
李崧,马骏,金蔚,尚鸣异 

上海市同仁医院 200335 

 

目的 DSA的锥形束 CT(Cone-Beam，CBCT)成像系统利用数字平板探测器与 CT多平面重建技术

相融合，可生成类 CT样图像及三维容积重建图像，具有扫描速度快、空间分辨率高和射线利

用率高等优势而受到临床重视，我们初步探讨 CBCT引导下经皮穿刺引流术的应用价值。方法 

使用西门子 A数字平板血管造影系统，平板探测器 FOV400×300mm，数据处理使用 X-

LeonardoVB20D工作站。患者平卧于 DSA手术床上，将施行介入手术部位的感兴趣解剖区域

(ROI)放置在中心位置，在控制台工作站选择 6S-DCT模式程序，采集参数：视野 48cm，C臂旋

转速度 33度/秒，时间持续 6秒，帧频 30帧/秒，120Kvp，行 3D旋转采集后图像数据自动传

输到工作站，启动相关程序选用 MPRthin模式开始三维重建图像(MIP、ⅤRT)，重建间隔

2mm。分别在 3D图像、冠状面、横断面和矢状面图像上，根据显示的解剖学 ROI确定病灶范

围，选取穿刺位点、穿刺角度和路径，参照激光立体定向技术在皮肤上标记穿刺入路。在透视

下使用 18G或 22G 穿刺针在 CBCT导引下精确进入病灶，并置入 6F或 8.5F猪尾巴引流导管。

记录总介入操作时间，剂量面积，X线透视检查时间和并发症。结果 2016年 12月~2017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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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共 9例患者，其中男性 5例，女性 4例，平均年龄 71岁(42~83岁)，肝脓肿 5例，急性胆

囊炎 2例，右膈下包裹性积液 1例，肝囊肿 1例，均行 CBCT引导下经皮穿刺引流术，技术成

功且达到了每次操作预设目标，总介入操作时间平均为 10min(范围 8~32分钟)，X线透视检查

时间平均为 2.1min(范围 1.5~5.5min)。平均剂量面积(cGycm2)为 7373(范围 895-2689)。无严

重不良反应发生。结论 CBCT 是一种可靠有效的精确定位系统，其引导下经皮穿刺引流术具有

安全、术中实时导向和使用方便的临床应用价值。 

 

 

PO-299 

椎体骨质破坏行同轴穿刺活检 298 例分析 

 
黄雨 

南京脑科医院 210009 

 

 

目的：大部分脊椎骨质破坏性病变可通过影像表现而得出临床诊断，但仍有误诊可能，故临床

上需获得病变组织的病理学诊断来指导患者后续治疗。经皮穿刺活检术创伤小、获得病理诊断

率高，已较广泛应用于临床，本研究进一步探讨经皮经椎弓根同轴活检术在椎体骨质破坏性病

变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2008年 3月至 2016 年 11月收治胸腰骶段椎体骨质破坏共 298例 356节，影像学均提

示为脊椎转移癌，其中 239 例（279节）有脊椎外原发肿瘤切除史，59例（77节）无原发肿

瘤史。骨质破坏类型包括溶骨性 258例，混合性 40例。均采用 C臂 DSA透视监视下经患侧椎

弓根入路，当骨穿针头端抵达椎体破坏区边缘时置入活检针多方向、多次切取组织送病理检

查。 

结果：356节椎体穿刺均获成功，无严重并发症发生。取出的组织量不足以行病理组织学诊断

有 32例（10.7%），明确病理诊断 266例（89.3%），符合脊椎转移癌 243例（91.4%）。有脊

椎外原发肿瘤史 239例，病理诊断包括转移癌 208例（87.0%）、化脓感染 1例、结核 2例，

余 28例未获取明确病理诊断；无脊椎外原发肿瘤史 59例，病理诊断包括转移癌 35例

（59.3%），浆细胞瘤 12例（20.3%）、侵袭性血管瘤 2 例（3.4%）、结核 3例（5.1%）、化

脓感染 3例（5.1%），余 4例未获取明确病理诊断。溶骨性病变破坏的诊断阳性率为 91.5%

（236/258），混合性破坏为 75.0%（30/4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有脊柱外肿瘤

病史的转移癌检出率为 87.0%（208/239），无肿瘤病史则为 59.3%（35/59），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 

结论：经皮椎弓根入路行椎体同轴活检操作方法简单、安全，对于溶骨型椎体骨破坏的病理检

出率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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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300 

Treatment of Delayed Postoperative Hemorrhage after 

Pancreaticoduodenectomy: Role of Multidetector CT and 

Transcatheter Arterial Embolization 

 
Liu Lingjun 

West China Second Hospital， Sichuan University. 610041 

 

Purpose: To retrospectively evaluate the role of multidetector CT (MDCT) and 

transcatheter arterial embolization (TAE) in the treatment of late postoperative 

hemorrhage (PPH) after pancreaticoduodenectomy,  as well as to determine the 

predictors of onset of PPH and mortality. 

Materials and Methods: This study included 21 patients (14 male and 7 female) who 

showed late PPH after pancreaticoduodenectomy at West China University hospital 

between September 2008- July 2012. Twenty of 21 patients had massive 

hemorrhage(blood loss > 3gm/dL), and were treated by TAE after selective 

angiography. The remaining one patient with mild bleeding (No. 14) did not need 

TAE because of spontaneous resolution of hemorrhage. Sentinel bleeding was defined 

as intermittent minor blood loss via the surgical drains or the gastrointestinal 

tract, decrease of hemoglobin concentration≤ 1.5 g/dL. Twelve of 21 patients 

underwent a 64-row MDCT). Visibility, shape (contrast medium extravasation or 

pseudoaneurysm), and bleeding vessels were evaluated on MDCT and compared with the 

angiographic findings. 

Results: The source of bleeding was detected on transcatheter angiography in 20 

(95.2%) of 21patients. TAE procedure was technically successful and immediate 

hemostasis was achieved in 19 patients (95%). One patient presented with rebleedng 

10 days after the initial TAE procedure and underwent re-embolization. Seventeen 

of 20 patients were treated by transcatheter coil embolization using the sandwich 

technique and the remaining 3 patients were managed by superselective embolization 

of the bleeding artery with coils. MDCT was performed before the intervention in 

12/20 (57.1%) and among those 12, CT evidence of arterial hemorrhage was seen in 

11 patients (91.7%). Minor complications occurred in two patients (9.5%). No major 

complications occurred. The 30-day mortality rate was 38.1%. There was significant 

statistical difference (p = 0.023) in mean age between survivors and non-survivors 
(55.9 years survivors Vs 66.5 years non-survivors). 

Conclusions: TAE treatment is safe and effective, and may be the first choice for 

management of DMH after PD. MDC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diagnosing and guiding 

treatment for avoiding prolonged circulatory damage. The high mortality in 

patients without sentinel bleeding may be associated with older 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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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301 

Minimally invasive salvage therapy for transplanted 

renal allografts 

 
Liu Xing-Long,Zu Qing-Quan,Wang Bin,Zhou Chun-Gao,Zhao Lin-Bo,Xia Jin-Guo,Gu Min,Shi Hai-Bin,Liu 

Sheng 

Jiangsu Provence Hospital 210029 

 

Purpose: To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interventional therapy for complications 

oftransplanted renal allografts. Materials and methods: Between January 2009 and 

March 2014,14 patients underwent interventional therapy for complications of renal 

allografts.Complications included transplant renal artery stenosis (TRAS), TRAS 

combined withpseudoaneurysms, transplant renal venous kinking and ureteral 

obstruction (UO). Serumcreatinine (S.Cr) levels were evaluated before and after 

procedure. The characteristics andprocedure outcomes of these patients with 

vascular and nonvascular complications were alsoanalyzed. Results: All primary 

procedures were successfully performed, which includedpercutaneous transluminal 

angioplasty (PTA) for TRAS (n ¼ 4), stenting and coil embolizationfor TRAS 

combined with pseudoaneurysms (n ¼ 1), stenting for renal vein kinking (n ¼ 2), 

andpercutaneous nephrostomy (PCN) for UO (n ¼ 7) and secondary antegrade stent 

placement insix UO patients after 1 week of PCN. No major procedure related 

complications occurred. S.Crlevel subsequently improved from 6.0 ± 3.6 to 2.6 ± 

2.1 mg/dL (p50.001), as well as patients’clinical features within 1 week after 

procedure. In our study, the onset time of vascularcomplications was earlier (56 

months) than nonvascular complications with significantdifference (p50.001). 

During follow-up, the patient with TRAS and pseudoaneurysms sufferedacute 

rejection 1 month after treatment and received transplant renal artery 

embolization. Onepatient with TRAS showed restenosis 4 months after procedure, and 

was retreated successfullywith stenting. Thirteen cases reserved their 

transplanted renal allografts. Conclusion:Interventional therapy could be prior 

considered for transplanted renal allograft complicationsas its effectiveness and 

minimal invasiveness in saving the transplanted renal grafts.  

 

 

PO-302 

Effect of general anesthesia vs conscious sedation 

during endovascular treatment for acute ischemic 

stroke: comprehensive meta-analysis of observational 

studies and randomized trials 

 
Guangdong Lu,Jiang Runhao,Zu Qingquan,Shi Haibin 

Jiangsu Province Hospital 210029 

 

Background: Further evidences regarding the role of general anesthesia (GA) versus 

conscious sedation (CS) for patients with acute ischemic stroke (AIS) du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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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ovascular treatment (EVT) were published. We therefore performed an update 

meta-analysis comparing outcomes of two groups, based on both observational 

studies and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RCTs). 

Material and methods: We systematically reviewed all studies comparing effects of 

GA versus CS for patients with AIS during EVT in the PubMed, EMBASE, and the 

Cochrane Library. 

Results: Data from 6452 patients in 22 observational studies and 240 patients in 

two RCTs were included. Observational and RCTs data were analyzed separately. In 

observational studies, patients receiving EVT under GA (compared with CS) had 

lower odds of functional independence (OR 0.47; 95% CI, 0.38, 0.59; P<0.01) and 

higher odds of all-cause mortality (OR 2.02; 95% CI, 1.60, 2.54; P<0.01). No 

detectable differences of functional independence (OR 1.74; 95% CI, 0.73–4.11; 

P=0.21) and all-cause mortality (OR 0.77; 95% CI, 0.39– 1.54; P=0.46) were 

identified between GA and CS in two RCTs. GA compared with CS was associated with 

higher rates of respiratory complications both in observational studies (OR, 1.93; 

95% CI, 1.50-2.48; P<0.01) and RCTs (OR, 5.95; 95% CI, 1.26-28.18; P=0.02).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successful recanalization, symptomatic 

intracranial hemorrhage, vascular complications and onset to revascularization 

time between two groups either in observational studies or RCTs. 

Conclusions 

Though a high level of heterogeneity was detected among observational studies and 

the number of included RCTs was small, collective outcomes of this meta-analysis 

appear consistent in demonstrating that, CS is as safe and efficient as, if not 

better than, GA during EVT for AIS patients. Large scale RCT is needed to evaluate 

the efficiency and safety of CS versus GA during EVT for AIS further. 

 

 
PO-303 

iFlow 在 B 型主动脉夹层血流动力学评估中的价值 

 
刘光锐 

北京安贞医院 100029 

 

摘要: 目的 探讨 iFlow在主动脉 B型夹层术中评估的价值。方法 2016年 1-3月 39例因 B型

夹层行 TEVAR术患者，在术中行 DSA检查时，应用 iFlow 软件进行影像后处理而得到彩色编

码血流图的影像资料，对比分析真、假腔对比剂的达峰时间。 结果 39例患者中，有 2例患

者因后前位上无法区分真、假腔而予以排除；余 37 例 AD 患者均成功行 iFlow检查；其中男

性 30例；女性 7例；年龄范围 29-70岁（平均年龄 53.5岁），病程 3天至 4年；真腔达峰时

间为 2.91±0.85s；假腔达峰时间为 3.91±1.4s；两组间存在显著性差异（P<0.001）；真腔

四个测量点达峰时间不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达峰时间随着降主动脉距离的增加而呈增

加趋势（R
2
=0.034 ，B=0.242）；假腔四个测量点达峰时间存在差异（P<0.01）；达峰时间随

着降主动脉距离的增加而呈增加趋势（R
2
=0.075，B=0.219）。结论  iFlow 对于计算 B型主

动脉夹层腔内血流速度有较大的临床价值，可用于评估主动脉夹层的血流动力学，是主动脉夹

层影像诊断评估的一种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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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304 

高压微灌注化疗联合动脉栓塞术对 III 型原发性肝癌门静脉

癌栓短期疗效观察 

 
杨利,陈自谦,杨熙章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 350025 

 

目的  评价经肝动脉超选择高压微导管灌注化疗联合动脉栓塞术治疗 III型肝癌门静脉癌栓

的疗效。 

方法：回顾性分析了近期经 CT、MR诊断为原发性肝癌伴门静脉癌栓（III型）患者 23例。所

有病例均采用 seldinger技术行右侧股动脉穿刺插管，将 5F-RH导管超选择到肝总动脉行造影

检查，明确肝内肿瘤供血动脉、范围及癌栓累及范围，分析肿瘤灶主体及门静脉癌栓的动脉供

血特征，确认门静脉癌栓主要供血动脉。12例将 2.7F 微导管超选择至癌栓滋养动脉，经微导

管高压注入稀释后的表阿霉素、5-氟尿嘧啶、奥沙利铂行灌注化疗，持续不少于 30分钟。根

据动静脉分流程度选择明胶海绵颗粒、无水乙醇行瘘口封赌术，后将导管超选择到瘤灶主体供

血动脉内，经导管注入碘化油注射液及明胶海绵颗粒行动脉栓塞术。11例将微导管超选择到

癌栓滋养动脉动脉后直接注入由碘化油注射液与表阿霉素、5-氟尿嘧啶、奥沙利铂配置的乳剂

及明胶海绵颗粒行动脉化疗栓塞术。术后定期随访，评价瘤体及癌栓范围变化，酌情进行进一

步治疗。 

结果：12例采用高压微灌注化疗病例， 11例癌栓 1-3个月复查均明显缩小，由 III型转为

II型，1例癌栓缩小仍为 III型，其中 3例经多次治疗后癌栓消失。采用传统动脉化疗栓塞术

组，1-3个月复查，癌栓内见少量碘油沉积，部分缩小，2例转为 II型，9例仍为 III型，范

围较前略缩小，经多次联合治疗后部分病例癌栓缩小稳定。 

结论：高压微灌注化疗术可提高肝癌门静脉癌栓动脉化疗栓塞短期治疗效果，值得一步研究。 

 

 
PO-305 

Comparison of the safety and efficacy of Oxycodone 

with Fentanyl in percutaneous microwave ablation of 

liver tumor abutting the capsule 

 
Wu Wentao 

Jiangsu Provincal People Hospital 210029 

 

Background: Percutaneous hepatic microwave ablation (MWA) is usually performed 

under  sedation and general anesthesia. Fentanyl was commonly used for 

analgesia. Nonetheless, pain has been reported to be a frequent side 

effect, which was more severe and durable in subcapsular lesions than 

parenchymal ones. 

Purpose: To evaluate the clinical effect and safety of oxycodone and fentanyl in 

the anesthesia for percutaneous hepatic MWA in subcapsular tumor, of which 

ablation zone margin directly contacted the liver capsule. 

Materials and Methods: Thirty-eight patients underwent MWA of liver 

cancers abutting the capsual. Patients received either oxycodone 0.1mg/kg (group 

O) or fentanyl 1μg/kg (group F) before puncture. Both groups receive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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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ous infusion of propofol 4~6mg·kg
-1
·h

-1
 for sedation during ablation. The 

primary outcomes were pain scores [11-point numeric rating scale (NRS)] and need 

for additional analgesics 24 hours after MWA. In addition, the electronic medical 

record was used to retrospectively assess the changes in vital signs, body 

movement during ablation and opioid side effects. 

Result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vital signs before, during and after 

procedure. NRS scores for pain (2.9±0.91 vs 4.0±0.97; 2.25±0.72 vs 3.33±1.08; 

P < 0.01) and the number of patients need for additional analgesics (6 of 20 vs 

13 of 18, P =0.022; 0 of 20 vs 7 of 18, P =0.030) were lower in the group O 

than in the group F during the first 3 and 6 hours after MWA. The incidence of 

body movement during ablation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group F (P =0.027).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erms of postoperative nausea and 

vomiting (PONV), but dizziness occurred significantly more often in group O (P 
=0.033) . 

Conclusions: Oxycodone provides better analgesia and reduces opioid 

consumption postoperatively, without significant respiratory and hemodynamic 

instability. 

INTRODUCTION  

Microwave ablation (MWA) is one of the most frequently used techniques for liver 

tumor thermoablation (1, 2). Compared with the radio frequency ablation (RFA), MWA 

has a higher output, which may cause a rapid rise of temperature around the 

antenna (5, 6). In one previous study, 80.1% of patients experienced hepatalgia 

symptom within 1 to 2 days after MWA (3). Hepatalgia symptom after MWA is a kind 

of visceral pain (4-6), which is related to the presence of thermal or polymodal 

nociceptors in the parietal peritoneum and diaphragm through innervation from the 

branches of nerves supplying the muscles and skin of the overlying body wall 

(9). When ablation zone approaching the liver capsular, the hepatalgia 

symptom was reported more severe and longer than that in hepatic parenchyma 

(3,7-10). 

Fentanyl is a mu-opioid receptor agonist,with a short onset and action duration. 

and it has been commonly used in thermal ablation for sedation (11-13). For tumor 

located in hepatic parenchyma, the peri-procedure pain could be well 

controlled by fentanyl, while for tumor abutting the liver capsule, the demand of 

fentanyl during MWA increased accordingly.Oxycodone is a semisynthetic opioid 

derived from the baine and has an agonistic activity on the mu, kappa, and delta 

receptors (14,15). The kappa-receptors were found located in the dorsal horn of 

the spinal cord and on peripheral sensory nerves of gut, which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visceral pain system (16-18). Therefore, oxycodone should have a 

better analgesic effect in visceral pain control than fentanyl. 

In this study, we carried out a prospective, non-randomized study to compare the 

safety and efficacy of oxycodone with fentanyl under deep sedation in 

percutaneous MWA of liver tumor abutting the caps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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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306 

CT angiography predicts the outcome of guidewire 

crossing through peripheral artery chronic total 

occlusions 

 
Ding Ningning,Zhou Li,Qu Tingting,Yang Jian 

Department of Medical Imaging，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i'an Jiao Tong University 

710061 

 

Objective: We aimed to test the possible association between patency of peripheral 

artery chronic total occlusions (CTO) and transluminal calcification of CTO, 

occlusion length, CT value of the proximal occlusion and vascular wall circular 

ring-enhancement sign by CT angiography. 

Materials and methods: Patients with peripheral artery CTO were examined with CTA 

before undergoing endovascular therapy. Two Radiologist assessed the transluminal 

calcification of CTO lesions, occlusion length, CT value of the proximal occlusion 

and vascular wall circular ring-enhancement sign on CT images. An operator 

recorded the outcome of guidewire crossing through CTO and divided into patency 

success group and patency failure group. The significance of CTA variables in 

association with patency were analyzed. 

Results：89 patients with 92 CTO lesions, 73 lesions were successfully traversed, 

19 were failed of crossing the CTO lesions with guidewires. Transluminal 

calcification ≥50% as assessed on CTA was strongly associated with failed Patency 

(odds ratio [OR] of Patency success =0.14, 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 0.04–

0.46, P = 0.001).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evidence to support that increased 

length of occlusion, absence of vascular wall circular ring-enhancement sign and 

high CT value of the proximal occlusion were associated with poor outcome. 

Conclusion：Transluminal calcification≥50% as assessed with CTA is an predictor 

of failed Patency of peripheral artery CTO. CTA may have a guild role to better 

select  peripheral artery CTO patients prior to endovascular therapy and avoiding 

blind puncture. 

  

 

 
PO-307 

药物涂层球囊治疗股腘动脉硬化闭塞症的效果及安全性探究-

小样本前瞻性研究 

 
陈旭姣,刘兆玉,畅智慧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探讨药物涂层球囊（DEB）治疗股腘动脉硬化闭塞症的有效性及安全性。方法  选取

2016年 8月至 2017年 8月于我院首次行经皮腔内血管成形术（PTA）治疗、符合纳入标准的

患者，分为 DEB组与普通球囊（PB）组，随访 6个月。记录术前、术后即刻及术后六个月的踝

肱指数(ABI)、Rutherford 分级、晚期管腔丢失(LLL)、再狭窄发生率及有临床意义的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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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进行疗效和安全性的比较。并对两组出现非限流性夹层的患者进行组内分析。结

果  纳入研究 63例患者，失访 2例，完成随访的 DEB组共 32例，PB组 28例，随访期间两

组患者均无截肢、死亡等不良事件发生，两组患者术前术后血尿常规、肝肾功能等未出现有意

义的变化。两组患者术前及术后即刻的 ABI、Rutherford分级差异不显著（P>0.05），具有可

比性。DEB组术后半年的 ABI 为 0.82（0.68，0.88），靶病变狭窄程度为 0.38±0.22，LLL为

1.13±0.84，再狭窄率为 62.28%；PB组术后半年的 ABI 为 0.49（0.38，0.72），靶病变狭窄

程度为 0.63±0.28，LLL为 1.90±1.42，再狭窄率为 25.00%。DEB组术后半年的随访指标均

明显优于 PB组（P均<0.05）。DEB组术后半年的 ABI、Rutherford分级、靶病变狭窄程度较

术前相应指标改善，差异显著（P<0.05），PB组术后半年的 ABI、Rutherford分级、靶病变

狭窄程度较术前改善，但前四者差异不显著(P>0.05)。出现夹层的 DEB组患者半年后 LLL、靶

病变狭窄程度低于 PB组（1.39±1.12 vs. 2.09±0.68， P<0.05；0.39±0.38 vs. 

0.56±0.45，P<0.05）。结论  DEB治疗股腘动脉硬化闭塞症的近期疗效明显优于 PB，且两

者的安全性相当。对于出现非限流性夹层的患者，DEB的疗效亦优于 PB。 

  

 

 
PO-308 

面部联带运动患者运动皮层可塑性的 fMRI 研究 

 
王胤,刘含秋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200040 

 

目的： 探讨面神经损伤后出现面肌联带运动病人的运动皮层可塑性变化。 

方法：招募 15名单侧面神经损伤后出现面肌联动的病人，每位病人进行面肌联动量表测试。

并招募 24名年龄性别匹配的健康者作为对照组。所有受试者分别在执行眨眼以及微笑任务的

状态下进行功能磁共振扫描，影像数据经后处理分析获得眼、口运动皮层激活区。利用运动区

激活强度最高点的坐标计算出每个受试者眼、口运动区之间的距离。使用独立样本 T检验比较

患者的患侧与健康对照组相应眼、口代表区之间的距离，并计算患者眼、口代表区之间的距离

与面瘫面肌联动量表之间的皮尔森相关系数。 

结果：与对照组相比，面肌联带运动病人的眼、口运动相应的皮层代表区激活减弱。患者患侧

相应的眼、口代表区之间的距离显著小于健康者（9.68±1.05mm,14.95±0.93mm；P= 

0.001）。在患者组中，眨眼与微笑的皮层代表区之间的距离与面肌联动量表的评分成负相关

（r=0.57；P < 0.05）。 

结论：面肌联带运动病人的运动皮层发生了功能重组，并且这种皮层可塑性变化与面肌联动临

床症状之间存在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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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309 

基于 3.0T MRI 动态对比增强的药代动力学参数分析 FIGO Ⅱ

期宫颈癌的宫旁浸润 

 
张禹,朱友志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 0 五医院 230031 

 

目的 探讨基于动态对比增强 MRI的药代动力学参数对 FIGOⅡ期宫颈癌的宫旁浸润

（parametrial invasion, PI）的评估价值。资料与方法 收集 2010-2017年间 45例均得到病

理证实的 FIGOⅡ期宫颈癌，均行 MRI平扫及动态对比增强，测量双室 Tofts模型下宫颈癌的

药代动力学定量参数，包括容量转移常数（K
trans

）、速率常数（Kep）、血管外细胞外间隙容积

分数（Ve）。将 45例患者分为有 PI组和无 PI组，使用独立样本 t检验分析两组间年龄、肿

瘤最大径、K
trans

 、Kep、Ve的差异；使用卡方检验分析两组间有无淋巴结转移、病理组织学类

型的差异；使用 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对上述有差异的指标进行 PI的多因素分析。结果 有

PI和无 PI组间，K
trans

 （p=0.025）、Ve（p=0.017）、淋巴结转移（p<0.001）、肿瘤最大径

（p<0.001）、有统计学差异，Kep（p=0.916）、年龄（p=0.136）、病理组织学类型

（p=0.187）无统计学差异；肿瘤最大径（p=0.030）、K
trans

 （p=0.038）是 PI的独立风险因

素。结论 基于动态对比增强 MRI的药代动力学参数可初步评估 FIGOⅡ期宫颈癌发生 PI的可

能性，可为 FIGOⅡ期宫颈癌术前精准亚分期提供帮助。 

 

 
PO-310 

基于 MRI 纹理分析对宫颈癌淋巴血管侵犯的初步研究 

 
侯佳乐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410005 

 

目的探究纹理分析对于宫颈癌淋巴血管侵犯的价值。材料与方法收集我院 2014年 8月至 2016

年 11月共 39名行手术治疗的宫颈癌患者临床资料、磁共振 T2WI和 DWI图像资料，收集 ADC

值以及纹理参数特征，并比较其对于宫颈癌淋巴血管侵犯的诊断效能。结果淋巴血管侵犯阳性

与阴性组间，在年龄、FIGO 分期及分级中均无统计学差异（P分别为 0.7632、0.269、

0.840>0.05），而肿瘤的最长径在阳性组（3.767 ± 0.5318cm）与阴性组（2.820 ± 

0.1918cm） 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414<0.05）；ADC值在两者之间无明显统计学差

异（0.4977 ± 0.03071mm
2
/s，0.4931 ± 0.02404mm

2
/s，P＝0.9157>0.05），DWI的纹理参

数中 S(3,-3)Correlat和 S(4,-4)Correlat有统计学差异（P值分别为 0.0053、

0.0099<0.05），T2WI的纹理参数中 S(0,5)Correlat、S(5,5)Correlat、S(4,4)Correlat、

S(3,3)Correlat有统计学差异（P值分别为 0.00485、0.0061、0.0086、0.0228<0.05）。分

析上述有差异的常规影像特征、纹理参数及临床资料对 宫颈癌淋巴血管侵犯的预测价值发

现，单独诊断效能曲线下面积由大到小依次是纹理分析参数>肌层浸润深度>最长径，但任意两

组间无明显统计学差异，联合诊断效能曲线下面积由高到低依次是肌层浸润深度＋最长径＋纹

理参数>纹理参数＋最长径>纹理参数＋肌层浸润深度。进一步对比分析单独与联合诊断效能差

异，仅有纹理参数＋最长径和纹理参数+最长径+肌层浸润深度这两种的联合诊断效能与最长径

这种单独诊断效能间有统计学差异，其余均无明显统计学差异。结论基于 T2WI和 DWI的纹理

参数，可能对宫颈癌淋巴血管侵犯有一定预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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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311 

In Vivo Imaging Markers for Prediction of 

Radiotherapy Response in Patients with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RESOLVE DWI versus DKI 

 
Huang Wei-yuan,Li Jian-jun,Chen Feng,Chen Wang-sheng,Yang Kai 

Hainan General Hospital 570311 

 

In this prospective study, we compared the performance of readout segmentation of 

long variable echo trains of 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 (RESOLVE DWI) and 

diffusion kurtosis imaging (DKI) for the prediction of radiotherapy response in 

patients with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NPC). Forty-one patients with NPC were 

evaluated. All patients underwent conven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RESOLVE DWI and DKI, before and after radiotherapy.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response (RG; no residual tumors; 5/41 patients) and no-response (NRG; residual 

tumors; 36/41 patients) groups based on MRI and biopsy results 1 year after 

radiotherapy. DKI (mean of kurtosis value, Kmean; mean of kurtosis corrected 

diffusion coefficient, Dmean) and RESOLVE DWI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ADC) 

parameters were calculated. Parameter values at both the pre-treatment period, 

post-treatment period, and the percentage change between these 2 periods were 

obtained. All parameter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between the 2 groups 

except for the pre-treatment Dmean and ADC.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the Kmean-post was an independent predictor of local 

control. ROC curve analysis: The optimal Kmean-post threshold for distinguishing 

RG from NRG was 0.30 with 87.5% sensitivity and 91.3% specificity (AUC: 0.924; 95% 

CI, 0.83-1.00). Kmean-post values of DKI have the potential to be used as imaging 

biomarkers for the early evaluation of treatment effects of radiotherapy on NPC.  

 

 
PO-312 

正常人 3D-pCASL 不同标记后延迟时间下 脑血流量与年龄的

相关性研究 

 
吴江

1
,朱丽娜

1
,牛衡

1
,杨朝慧

1
,张霞

1
,张辉

2
 

1.山西省心血管疾病医院 

2.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目的 应用三维动脉自旋标记（3D-pCASL）技术，探讨正常人脑血流量（CBF）与年龄的相关

性，并分析两种标记后延迟（PLD）时间对不同年龄段人群 CBF值的影响。方法 将 90 名志愿

者按年龄分为青年组、中年组、老年组，分别行常规 MRI及双 PLD(1525ms、2525ms)3D-pCASL

扫描，测量双侧额叶、顶叶、颞叶、枕叶、小脑半球皮层、尾状核头、半卵圆中心的 CBF 值，

三组间各脑区 CBF值的比较采用方差分析，并探讨 CBF与年龄的相关性，采用 wilcox秩和检

验分析两种 PLD对三组内各脑区 CBF值的影响。结果 PLD1525ms 时不同年龄组间各脑区 CBF

值有统计学差异，且 CBF与年龄呈负相关，2525ms时三组间除右侧额叶、顶叶、枕叶皮层 CBF

差异不显著，其余各脑区 CBF均有统计学差异，但 CBF与年龄相关性不明显。不同 PLD 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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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F值比较显示青年组 1525ms 各脑区 CBF均值大于 2525ms，且左侧额叶、左侧顶叶、双侧颞

叶、双侧小脑半球皮层、左侧尾状核头、双侧半卵圆中心 CBF有统计学差异；中年组、老年组

各脑区 1525msCBF均值小于 2525ms，且老年组各脑区 CBF均有统计学差异，中年组差异不明

显。结论 3D-pCASL可以无创定量正常人与年龄相关的 CBF的变化，PLD1525ms时各脑区 CBF

随年龄的增加而减小，不同 PLD对青年人和老年人 CBF的测量影响较大。 

  

 

 

PO-313 

磁共振黑血延迟增强成像在心肌梗死中的应用 

 
纪可姗

1
,程赛楠

1
,尹刚

1
,范阳

2
,赵世华

1
 

1.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 

2.通用电气医疗系统（中国）有限公司 

 

目的：心脏磁共振传统亮血延迟增强成像中，心内膜下强化往往会由于多种原因显示不佳，本

研究拟对比磁共振黑血与传统亮血延迟增强在心肌梗死患者心内膜下强化中的成像效果，探索

黑血延迟增强成像在临床诊断中的价值。 

方法：收集 2017年 2月至 6月于我院经血管造影（DSA或冠脉 CTA）及临床评估证实的心肌梗

死患者 42例，所有患者在 3.0T MR 设备上依次进行传统亮血延迟增强及黑血延迟增强序列扫

描。将采集的传统亮血及黑血延迟增强图像进行分析，分别采用 Likert四级评分评估图像总

体质量以及梗死心肌、正常心肌、血池之间的对比，并分别测量计算梗死心肌、正常心肌、血

池三者之间对比噪声比（contrast to noise ratio，CNR）。分别采用配对符号秩和检验及配

对 t检验分析等级变量与连续变量。 

结果：42例患者均存在心内膜下和/或次全透壁、透壁梗死，总体图像质量在两种成像方法中

无明显统计学差异（p=0.26）。黑血延迟增强成像中梗死心肌与血池视觉对比明显优于亮血延

迟增强成像（Likert评分 3.81±0.46 vs. 2.95±0.70，p﹤0.01），但梗死心肌与正常心肌

视觉对比劣于亮血延迟增强成像（Likert评分 3.10±0.85 vs. 3.79±0.47，p﹤0.01）。黑

血延迟增强成像中，梗死心肌与血池 CNR明显高于亮血延迟增强成像（166.30±127.72 vs. 

38.71±50.23，p﹤0.01），而梗死心肌与正常心肌 CNR 明显低于亮血延迟增强成像

（73.12±50.96 vs. 125.39±97.94，p﹤0.01）。两种成像方法中正常心肌与血池视觉对比

及 CNR均无显著性统计学差异（p=0.09，p=0.67）。 

结论：黑血延迟增强成像中梗死心肌与血池对比明显提高，但梗死心肌与正常心肌对比不如传

统亮血延迟增强成像，因此，两种方法结合使用能够明显提高梗死心肌的检出效率及准确性。 

  

 

 

PO-314 

胎儿硬脑膜窦畸形的 MRI 表现 

 
李晓兵,王鸿强,王蓓,俞冬叶,李洁,钟琰,陶咏,王雷 

上海市奉贤区中心医院 201400 

 

目的 探讨胎儿硬脑膜窦畸形的 MRI表现。方法 分析我院 2009年 9月至 2015年 12月间，产

前超声检查怀疑胎儿颅脑异常，并经胎儿 MRI确诊为硬脑膜窦畸形，结合引产胎儿的尸检结

果，总结胎儿硬脑膜窦畸形的 MRI影像特征。结果 三例胎儿经产前超声检查提示颅内异常回

声区，胎儿颅脑结构发育异常。一周内行 MRI检查发现，三例胎儿颅内发现类圆形异常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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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位于右侧后颅窝窦汇区、右侧颞枕部、及左侧后路窝窦汇区，呈 T1等信号、T2等信号，

2例病灶中心可见类圆形 T1 高信号血栓影，病灶边界清晰，外缘与颅板紧贴，相邻 

脑组织可见受压表现；3例均行引产。结论 胎儿硬脑膜窦畸形具有较为典型的 MRI表现，MRI

可在产前做出明确诊断。 

  

 

 
PO-315 

Diagnostic of Metastatic Lymph Nodes of Pancreatic 

Cancer by 3.0T magnetic resonance 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 

 
Fang Xu,Bian Yun,Wang Li,Lu Jianping 

Changhai Hospital of Shanghai 200433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preoperative diagnostic value of 3.0T MR 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DWI) for metastatic lymph nodes in pancreatic cancer. 

Methods Thirty patients with pancreatic cancer who underwent preoperative 

routine MR DWI examination were enrolled in the study, Metastatic and non-

metastatic lymph nodes were confirmed by pathology．compared with were treated by 

pancreatic cancer resection plus lymph node dissection. The locations,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ADC) values, maximum short axis diameter (MSAD) of lymph 

nodes were analyzed.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curve was used to 

assess the diagnostic efficacy of ADC and MSAD for differentiating metastatic 

lymph nodes from non metastatic lymph nodes. 

Results The number of lymph nodes was 63 by DWI and pathological diagnosis, 54 

metastatic lymph nodes and 54 non-metastatic lymph nodes. The metastatic lymph 

nodes most commonly occurred in group 13, 16, 17 in pancreatic head cancer and 

group 16 in pancreatic body and tail cancer. The ADC values of metastatic lymph 

nodes [(1.51±0.28)×10
-3
 mm

2
/s] was lower than non-metastatic lymph nodes 

[(2.08±0.35)×10
-3
 mm

2
/s]. The MSAD of metastatic lymph nodes [(7.03±2.49)mm] was 

longer than non-metastatic lymph nodes [(4.40±0.97)mm]. There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P<0.05). The areas under the ROC curve of ADC values and 
MSAD were 0.894 ,0.876, respectively. Optimal cutoff values for ADC were 1.78×10

-

3
mm

2
/s, 5.65mm, respectively, and the corresponding sensitivities and specificities 

were 85.2% and 68.5%, 85.2% and 90.7%. 

Conclusions 3.0T MR DWI have a high diagnostic value for metastatic lymph nodes in 

pancreatic c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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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316 

常规弥散加权成像在局部进展期直肠癌新辅助放化疗疗效评

价中的应用价值 

 
胡飞翔,童彤,彭卫军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200032 

 

目的：常规弥散加权成像（DWI）在评价局部进展期直肠癌患者新辅助放化疗疗效中的价值。 

材料与方法：56名局部进展期直肠癌（T3、T4期和/或淋巴结阳性）患者，新辅助放化疗前后

各行一次 3.0T磁共振检查，DWI序列分别取 4个 b值（0,700,1400 和 2100s/mm
2
）。手工画取

整个肿瘤的 ROI，避开直肠病灶周围伪影及肉眼可见的囊变坏死区，以 T2加权图像为参照在

ADC图上画 ROI，从而获得治疗前 ADC值、治疗后 ADC值及 ADC比值。分别采用病理完全缓

解、肿瘤退缩分级及肿瘤降期作为评判标准。用配对 t检验比较治疗前后 ADC值的差别，采用

ROC特征曲线评价各参数的诊断效能，截断值采用最大约登指数公式：约登指数=敏感度-（1-

特异度），从而计算出各参数对于疗效评价的灵敏度、特异度、阳性预计值、阴性预计值及准

确度。 

结果：ADCpost（1.31 ±0.13×10
-3
mm

2
/s）及 ADCratio（0.64±0.34）在病理完全缓解组中

（n=14）要明显高于非病理完全缓解组（n=42）（分别为：1.12±0.16×10
-3
mm

2
/s，

0.33±0.27）（p值均小于 0.001）。同样地，ADCpost及 ADCratio在肿瘤退缩分级和肿瘤降期的

鉴别上也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治疗前 ADC值在鉴别 pCR组（0.82±0.11×10
-

3
mm

2
/s）与 non-pCR组（0.86±0.15×10

-3
mm

2
/s）中并无明显统计学差异（p=0.332）。ADCpost

及 ADCratio的诊断准确度分别为：73.2%和 75%，ADCpost具有更高 ROC曲线下面积 0.823，而

ADCratio为 0.793。 

结论：ADCpost及 ADCratio在预测及评价局部进展期结直肠癌患者新辅助治疗后的疗效中具有较高

的诊断效能，并可以有效的区别缓解组与非缓解组。 

  

 

 

PO-317 

Initial experience of correlating parameters of IVIM 

and DCE-MRI for distinguishing borderline ovarian 

tumors from ovarian cancers in rodent model 

 
Cai Song-QI,Qiang Jin-Wei,Li Yong-Ai,Li Xin,Wang Li 

Jin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201508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ability of parameters derived from intravoxel 

incoherent motion (IVIM) in distinguishing serous ovarian borderline tumors (SBOT) 

from serous ovarian cancer (SOC) by comparing them with dynamic contrast-enhance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DCE-MRI)-derived parameters and to evaluat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se quantitative parameters. 

Materials and methods: Conven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IVIM and 

DCE-MRI were applied to 40 chemical induced rats. According to histopathologic 

results, the tumors were divided into 20 SBOT and 20 SOC. Depending on T1WI、T2WI 

and enhanced images, the region of interest were the solid component or thick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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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tum and cystic wall. Parameters derived from IVIM (D，D
*
, f and D*f) and DCE-

MRI (Ktrans, Ve, Kep and IAUC) were investigated and their relationship were 

analysed. 

Results: Compared with SBOT, D value of SOC decreased: 1.200±0.20×10
-3 
mm

2
/sec vs 

1.015±0.10×10
-3 
mm

2
/sec, P=0.001. D*

 and f values of SBOT, which were the 

perfusion parameters derived from IVIM,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SOC.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P > 0.05). Ktrans value, Ve value, and IAUC of SOC 
increased (0.10±0.04 min

-1
 vs 0.13±0.06 min

-1
; 0.22±0.08 vs 0.28±0.10； 

11.98±4.64 mmol.kg
-1
.s vs 16.51±6.49 mmol.kg

-1
.s)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OC 

and SBOT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31). There was no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ameters derived from IVIM and DCE-MRI. 

Conclusions: The perfusion parameters derived from IVIM cannot distinguishing SBOT 

from SOC. DCE-MRI is helpful in reflecting the pharmacokinetic difference between 

SBOT and SOC. IVIM can not replaced DCE-MRI. 

  

 

 
PO-318 

脑出血磁共振扩散加权成像的时间-信号模式研究 

 
汤敏,张小玲,缪星宇,张东升,高洁 

陕西省人民医院 710068 

 

目的：探讨脑内血肿、血肿周围磁共振扩散加权成像的时间-信号特征及 ADC值变化对预后的

影响。 

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 144 例原发性脑出血患者，所有患者符合 2015年中国脑出血诊治标

准，排除血管畸形、脑外伤等所致脑出血患者 43例。所有患者均经 DWI、T1WI、T2WI 及

FLAIR序列检查，于入院后 24h内对急性期和超急性期患者行脑出血 olCH评分和 3个月后行

mRS评分，依据发病时间、磁共振影像学特点将血肿分为：超急性期（17例），急性期（12

例），亚急性早期（23例），亚急性晚期（31例）和慢性期（18例）。观察脑出血血肿、血

肿周围信号特点，测量脑内血肿、血肿周围及对侧正常白质 ADC值变化，各组间 rADC

（ADClesion/ADCnormal）正常白质）值采用 ANOVA分析；依据 mRS评分将各期脑出血患者分

成预后较好（<4分）和预后较差两组（≥4分），分别将各期不同预后的脑内血肿、血肿周围

rADC值化进行独立样本 t检验（P≤0.05，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1、超急性期和亚急性晚期脑内血肿 DWI呈高信号，急性期、亚急性早期及慢性期 DWI

呈低信号；2、超急性期、急性期及亚急性早期脑出血周围 DWI呈高信号，亚急性晚期及慢性

期脑出血周围呈低信号；3、慢性期脑内血肿和血肿周围 rADC值与其它各期比较有统计意义

（P<0.05）, 脑出血 olCH评分、血肿周围 rADC 在超急性期、急性期、亚急性早期预后较好

与较差组之间有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1.随着时间变化，脑内血肿及血肿周围信号特点 DWI呈一定规律的变化；2.血肿周围

ADC值可以作为评价脑出血严重程度和预后的一个重要的生物学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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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319 

The study of ADC value and nADC in differentiating 

between borderline and malignant ovarian tumors 

 
pi shan,Li Yongai,Qiang Jinwei 

Jin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200540 

 

【Objective】To evaluate the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ADC) and normalized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nADC) in differentiating between borderline 

ovarian tumor (BOT) and malignant ovarian tumor (MOT), compare the diagnostic 

performance of nADCs with the different references and explore the effect of b 

factors on nADC. 

【Materials and Methods】From December 2010 to May 2014, MRI data of 34 BOTs and 

50 MOTs proved by surgery and histology were retrospectively reviewed. The group 

used the b factor of 800 and 1000 s/mm
2
 in DWI sequence; 2. Patients did not 

receive any interventional or chemotherapy prior to MRI scanning. The ADC values 

of the solid component of tumor, bladder urine, iliopsoas muscle and gluteus 

maximus were measured using a round region of interest (ROI). The areas of ROIs 

were ranging from 30-1550mm
2
 (as large as possible in homogeneous solid area) in 

tumor and 50-150mm
2 
in bladder urine, iliopsoas muscle (IM) and gluteus maximus 

(GM), respectively. The nADC was calculated as follow: tumor ADC/ADCreference (nADCurine, 

nADCIM and nADCGM)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analysis was used to 

compared the diagnostic performance of ADC value, nADCurine, nADCIM and nADCGM in 

differentiating between BOT and MOT. The diagnostic performance of ADC value and 

nADC between b factors of 800 s/mm
2
 and 1000 s/mm

2
 were compared. 

【Results】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ADC values (b factor of 1000 

s/mm
2
 and 800 s/mm

2
) of bladder urine, iliopsoas muscle and gluteus maximus between 

BOT and MOT groups (all P> 0.05). The ADC values and three nADC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ll P> 0.05). When the b factor was 1000 

s/mm
2 
in first group, an ADC threshold of 1.104×10

-3
mm

2
/s yielded a diagnostic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and AUC of 92.0%, 91.2% and 0.970; an nADCurine threshold 

of 0.445 yielded a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and AUC of 92.0%, 85.3% and 0.959; an 

nADCIM threshold of 2.125 yielded a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and AUC of 82.0%, 

85.3% and 0.916; an nADCGM threshold of 1.565 yielded a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and AUC of 88.0%, 91.2% and 0.928. When the b factor was 800s/mm
2
 in first group, 

an ADC threshold of 1.200×10
-3
mm

2
/s yielded a diagnostic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and AUC of 86.0%, 82.4% and 0.930; an nADCurine threshold of 0.388 yielded a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and AUC of 86.0%, 94.1% and 0.963; an nADCIM threshold of 

1.935 yielded a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and AUC of 92.0%, 70.6% and 0.889; an 

nADCGM threshold of 1.416 yielded a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and AUC of 88.0%, 

85.3% and 0.907.. 

【Conclusion】ADC value and nADCs are valuable in the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BOT and MOT. The diagnostic performance of nADC is better in urine as a reference 

than in iliopsoas muscle and gluteus maximus, and is not independent by the b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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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320 

PI-RADS v1 与 PI-RADS v2 对前列腺临床有意义癌诊断效能间

的初步对比分析 

 
居敏昊

1
,赵文露

1
,沈钧康

1
 

1.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2.无锡市锡山人民医院 

 

目的 对比分析 PI-RADS v1 与 PI-RADS v2评分对不同阅片医师前列腺临床有意义癌的诊断效

能间的差异。材料和方法 回顾性分析 175例均行 1.5T 前列腺 mp-MRI扫描（轴位高分辨率

T2WI、DWI和 DCEI）和经直肠超声引导下前列腺系统穿刺活检且病理证实为前列腺癌患者的临

床、病理和 mp-MRI资料。由两位医师按盲法应用 PI-RADS v1与 PI-RADS v2评分标准，独立

分析入组病例的 mp-MRI图像，分别对外周带、移行带病灶进行诊断评分，与穿刺活检病理结

果相对照，采用 ROC曲线评价两位医师分别采用 PI-RADSv1/v2 对前列腺临床有意义癌进行评

分的诊断效能。结果 Reader1对外周带和移行带临床有意义癌诊断时，前列腺同一带区采用

PI-RADS v1/v2评分的诊断效能间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Reader2仅在诊

断外周带临床有意义癌时，PI-RADS v2较 PI-RADS v1的 AUC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91）。采用 PI-RADS v1 进行诊断评分时，Reader1 与 Reader2仅对移行带临床有意

义癌诊断效能间存在统计学差异（P＝0.0431）。采用 PI-RADS v2进行诊断评分时，Reader1

与 Reader2对前列腺临床有意义癌的诊断效能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结

论 本组研究发现较高年资阅片医师采用 PI-RADS v2对外周带临床有意义癌的诊断效能高于

PI-RADS v1。与 PI-RADS v1相比，PI-RADS v2并不能提高低年资阅片医师对前列腺临床有意

义癌的诊断效能，但 PI-RADS v2 简化了诊断流程，可操作性更强，提示 PI-RADS v2的临床适

用性可能高于 PI-RADS v1。因此在 1.5T MR设备和非直肠内线圈条件下，推荐在前列腺 mp-

MRI 评分诊断中采用 PI-RADS v2。 

 

 
PO-321 

Tumor volume at MRI association with lymph node 

metastasis and lymphovascular space invasion in 

resectable cervical cancer: study in surgical 

specimens 

 
Chen Xiao-li

1
,Ren Jing

1
,Li Zhen-lin

2
,Li Hang

3
 

1.Sichuan Cancer Hospital and Institute & Cancer 

2.West China Hospital of Sichuan University 

3.Sichuan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and Sichuan Provincial People's Hospital 

 

Objective: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gross tumor volume (GTV) and the maximum 

diameter of resectable cervical cancer at MRI could predict presence of lymph node 

metastasis (LNM) and lymphovascular space invasion (LVSI). 

Materials and methods: 315 consecutive patients with cervical cancer who underwent 

surgery in 1 week after contrast-enhanced MRI were retrospectively identified. GTV 

and the maximum diameter of tumor were evaluated on MRI. Univariate analyses were 

performed to determine whether GTV could predict the presence of LNM and LV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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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pathologic LNM and LVSI in large surgical specimens as the reference standard, 

cutoffs of GTV and the maximum diameter of tumor were first investigated in a 

cohort of 255 patients (group A) and then validated in an independent cohort of 60 

patients (group B) by means of area under the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AUC) analysis for predicting presence of LNM and LVSI. 

Results: Univariate analysis showed GTV and the maximum diameter of tumor could 

predict presence of LNM (all P<0.0001). Multivariate analyses indicated GTV as an 
independent risk factor of LNM and LVSI (all P<0.0001). In the group A, GTV and 
the maximum diameter of tumor could help identify the presence of LNM (AUC, 0.813 

and 0.741, respectively; accuracy, 75.7% and 67.0%, respectively) and LVSI (AUC, 

0.806 and 0.751, respectively; accuracy, 76.0% and 66.3%, respectively).  In the 

group B, GTV and the maximum diameter of tumor could help identify the presence of 

LNM (AUC, 0.902 and 0.825, respectively; accuracy, 83.3% and 71.6%, respectively) 

and LVSI (AUC, 0.771 and 0.748, respectively; accuracy, 75.0% and 74.8%,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GTV and the maximum diameter of resectable cervical cancer at MRI 

demonstrated capability in predicting presence of LNM and LVSI.  

 

 
PO-322 

全身磁共振成像在多发性骨髓瘤分期中的应用：影像学分期

与临床分期相关性研究 

 
王勤,薛华丹,金征宇,李烁,孙照勇 

北京协和医院 100730 

 

目的：全身磁共振成像（WB-MRI）在多发性骨髓瘤（MM）疾病分期中有重要作用，本研究探讨

基于 WB-MRI的影像学分期与临床分期之间的相关性。 

方法：前瞻性收集 MM初诊患者 61名，所有患者进行 WB-MRI(3.0T)检查，成像序列包括全脊

柱矢状位快速自旋回波(FSE)T1WI 序列、全身冠状位短时反转恢复（STIR）T2WI序列、全身弥

散加权成像（WB-DWI）。记录 WB-MRI所示局灶病变（FL）数、弥漫浸润程度（正常型、“椒

盐”型、轻度弥漫浸润、重度弥漫浸润），测定中轴骨 ADC值均值，根据 FL数及弥漫浸润程

度进行影像学分期，即 Durie-Salmon PLUS（DS-PLUS）分期。所有患者均进行标准临床基线

评价，包括骨髓穿刺及血清学检查（M蛋白、β2微球蛋白、血钙、血清肌酐、血红蛋白、血

清白蛋白等），据此进行临床分期，即 International Staging System（ISS）分期及 Durie-

Salmon（DS）分期。对上述影像学分期指标及临床分期指标进行 Spearman相关性分析，计算

相关性系数 rs ，P<0.05认为显著相关。 

结果：基于 WB-MRI的 DS-PLUS分期与临床 ISS分期（rs=0.395，P=0.002）、DS分期

（rs=0.353，P=0.005）及骨髓浆细胞比例（rs=0.278，P=0.030）均显著正相关。中轴骨 ADC

均值与临床 ISS分期（rs=0.378，P=0.003）及骨髓浆细胞比例（rs=0.403，P=0.002）显著正

相关，而与 DS分期（rs=0.230，P=0.075）无显著相关性。 

结论：WB-MRI能较好反映 MM瘤负荷及疾病分期。影像学分期（DS-PLUS分期）、中轴骨 ADC

值与临床分期之间具有良好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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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323 

深部浸润型子宫内膜异位症的 MRI 诊断与腹腔镜手术病理的

对照研究 

 
王曼頔,陆菁菁,戴毅,夏宇 

北京协和医院 100730 

 

目的：探讨磁共振成像（MRI）对诊断不同部位深部浸润型子宫内膜异位症（DIE）的临床应用

价值。 

方法：回顾性分析 57例经手术病理证实为 DIE的患者，将其术前的 MRI诊断情况与腹腔镜手

术病理结果进行对照，评价 MRI对不同部位 DIE的诊断效能。 

结果：57例患者中，42例术前 MRI发现 DIE病灶，诊断总准确性为 73.7%。其中 MRI诊断子

宫直肠凹粘连、封闭的敏感性最高，为 78.9%（15/19），其特异性为 76.3%（29/38），准确

性为 77.2%（44/57）；诊断膀胱 DIE的特异性最高，为 100%（50/50），其次为直肠阴道隔，

其特异性为 94.7%（18/19），膀胱及直肠阴道隔 DIE的诊断敏感性、准确性分别为 71.4%

（5/7）、96.5%（55/57）及 60.5%（23/38）、71.9%（41/57）。诊断子宫骶骨韧带 DIE的敏

感性为 45.0%（18/40），特异性为 87.8%（65/74），准确性为 72.8%（83/114）。MRI对发现

直肠、乙状结肠 DIE病灶有一定局限性。 

结论：MRI检查在诊断不同部位子宫内膜异位症方面有较高的准确性，尤其适用于膀胱、直肠

阴道隔的 DIE病灶，可以在术前对病变进行准确定位与评估，同时对于评价子宫直肠凹粘连、

封闭有较高敏感性，为临床手术治疗提供更多信息。 

  

 

 
PO-324 

前列腺肉瘤的 MRI 表现 

 
郭亚飞,程敬亮,张勇,张春艳,汪卫建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探讨前列腺肉瘤的 MRI特征表现。 方法：回顾性分析 9例经病理证实的前列腺肉瘤的

临床、病理及影像学资料。结果：9例前列腺肉瘤中团块状病变 7例，结节状病变 2例，病变

T1WI呈等或稍低信号，T2WI 呈稍高信号，DWI弥散受限，平均 ADC值为（0.90±0.17）×10
-

3
 mm

2
/s，内部可有液化、坏死。增强扫描 8例中 6例明显不均匀强化、2例较均匀强化，时

间-信号曲线 5例呈流入型、3例呈平台型。  结论：前列腺肉瘤的 MRI表现有一定特征，

MRI有助于该病的诊断、鉴别诊断及治疗方案的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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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325 

体素内不相干运动成像在食管鳞癌新辅助化疗疗效评估及预

测中的应用 

 
宋涛,曲金荣,张宏凯 

河南省肿瘤医院 450003 

 

目的  探讨体素内不相干运动成像（IVIM）在食管鳞癌新辅助化疗疗效评估及预测中的临床

应用价值。方法  收集 47 例经病理证实为食管鳞癌的患者，分别于新辅助化疗前及化疗结束

后行 MRI常规扫描及 IVIM检查，测量标准 ADC值、扩散系数 D值、灌注系数 D*值及灌注分数

f值。采用实体瘤疗效评价标准（RECIST）1.1版本及肿瘤退缩分级（TRG）对入组患者进行疗

效评价，分析新辅助化疗前后以及不同疗效组间各参数值的差异。结果 47例患者新辅助化疗

后标准 ADC值及 D值较化疗前明显升高，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D*值及 f值化疗前

后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根据 RECIST1.1版本将 47例患者分为部分缓解（PR）组

29例，稳定（SD）组 18例，两组间化疗后各 IVIM参数值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PR组新辅助化疗前标准 ADC 值、D值、f值均明显低于 SD组(P＜0.05)；新辅助化疗后又行手

术的 31例患者病理标本根据 TRG标准分为 TRG2级（轻度缓解）14例，TRG3级（未缓解）17

例，两组间化疗前各参数值无统计学差异(P＞0.05)，两组间化疗后 D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以 D值为 1.68×10

-3
 mm

2
/s为阈值评价新辅助化疗疗效的诊断效能最高，敏感性和

特异性分别为 85.7％和 70.6％。结论  IVIM可作为一种评估及预测食管鳞癌新辅助化疗疗

效的新的影像学方法，其中 D值是最有价值的参数。 

 

 

PO-326 

Differentiation of High-Grade Astrocytomas from 

Solitary Brain Metastases: Comparing Diffusion 

Kurtosis Imaging and Diffusion Tensor Imaging 

 
Tan Yan,Zhang Hui,Wang XIaochun 

The first hospital of Shanxi medical university 030001 

 

Objectiv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compare MRI diffusion kurtosis 

imaging (DKI) and diffusion tensor imaging (DTI) in the differentiation of high-

grade astrocytomas from solitary brain metastases 

Methods: This study was approved by the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and patient 

consent was obtained. Twenty-one high-grade astrocytomas and nineteen solitary 

brain metastases were retrospectively identified. The DKI parameter values (MK, Kr 

and Ka) and DTI parameter values (MD and FA) were measured from the tumoral 

enhanced part and peritumoral edema. All data were normalized to the values in the 

contralateral normal-appearing white matter (NAWM) at the same level, which was 

used for correction.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ere analyzed using one-

way ANOVA test, and ROC curves were used to test for the best parameters. 

Results: There was no age difference between high-grade astrocytomas and solitary 

brain metastases (P=0.580), while the Kr and Ka values in the contralateral NAWM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in high-grade gliomas (P=0.022). The DKI values (MK, 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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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Ka) and DTI values (MD and FA) in tumoral enhanced parts did not show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wo groups (P＞0.05). MK, Kr and Ka values in 

peritumoral edema with or without correction by NAWM were higher in high-grade 

astrocytomas than solitary brain metastases (P＜0.05), and MD values without 

correction was lower in high-grade astrocytomas than solitary brain metastases (P
＜0.05). Ka (1.000) with correction by NAWM had the highest AUC, followed by MK 

(0.889), Kr (0.861), MD (0.793), the AUC of MK, Kr and Ka values were higher than 

that of MD value (P＜0.05). The optimal threshold for MK, Kr, Ka and MD with 

correction by NAWM for differentiating high-grade astrocytomas from solitary brain 

metastases were 0.369, 0.405, 0.483 and 2.067,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DKI resulted in better differentiation of high-grade astrocytomas 

from solitary brain metastases than DTI. 

  

 

 
PO-327 

脑星形细胞瘤磁共振 SWI 成像与 VEGF 的相关性研究 

 
谭艳,张辉*,王效春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030001 

 

目的：探讨 MRI磁敏感加权成像（SWI）在脑星形细胞瘤分级中的应用价值，及其与血管内皮

细胞生长因子(VEGF)的相关性研究。方法：42例经手术病理证实的脑星形细胞瘤患者，低级

别组（I-II级，15例）和高级别组（III-IV级，27例），术前行 MRI常规扫描（T1WI、CE-

T1WI、T2WI和 T2FLAIR）及 SWI扫描（SWI、CE-SWI）。计算每个序列上肿瘤横断面小血管数

目及出血面积。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组间各序列小血管数目及出血面积差异；应用

Spearman相关分析研究 SWI 与 VEGF的相关性。结果：SWI序列比 MRI各常规序列在观察脑星

形细胞瘤内小血管及出血灶更加敏感；CE-SWI比 CE-T1WI在区分肿瘤内部结构更有优势；SWI

示高级别组较低级别组有更多的瘤内小血管及出血灶；脑星形细胞瘤肿瘤血管数目 (r=0.834; 

P=0.01) 与 VEGF表达水平呈显著正相关。结论：SWI在脑星形细胞瘤分级中有非常重要的作

用，其可以反映 VEGF的表达水平；和 CE-T1WI比较，CE-SWI在区分肿瘤组织结构更有优势。 

  

 

 
PO-328 

Glioma: Application of Histogram Analysis of 

Diffusion Kurtosis Imaging to Tumor Grading and 

Tissue Heterogeneity 

 
Gao An Kang,Bai Jie,Cheng Jing Liang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450000 

 

Purpose: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evaluate the significance of diffusion 

kurtosis imaging (DKI) parameters in grading glioma. 

Materials and Methods: The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approved this prospective 

study, and informed consent was obtained from all patients. Every patient u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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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ting state underwent diffusion kurtosis imaging (541s) and conventional 

sequence at 3.0 T MR scanner (Prisima Siemens Healthcare, Erlangen, Germany). 64 

channel of head-neck coil was used for signal reception. DK imaging acquires data 

with 5 b values (500,1000, 1500, 2000, and 2500 sec/mm
2
) and uses diffusion 

encoding in 30 directions for every b value. DKI was scanned using a spin-echo 

echo-planar imaging sequence and the parameters were: FOV = 220×220 mm
2
, slice 

thickness = 5 mm, slices = 20, TR/TE = 3500/78 ms. Matlab platform was used to 

calculated diffusion parameters Kapp and Dapp value based on 5 b value TRACEW 

parameter image. Regions of interest (ROIs) were manually drawn around the solid 

part of the tumor. Histogram analysis (minimum, maximum, mean, standard deviation, 

25th percentile, 50th percentile, 75th percentile, 95th percentile, kurtosis and 

skewness coefficients) from these parameters were correlated with glioma grades. 

According to the result of Kolmogorov-Smirnov (K-S) test, Independent-samples T 

test or Mann - Whitney - Wilcoxon test was used to distinguish glioma high-from 

low-grad glioma. The parameters with the best percentile from cumulative 

histograms were identified by analysis of the area under the curve (AUC) of the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analysis. 

Results: 74 glioma patients were observed, including 25 low grad gliomas and 49 

high grad gliomas. Kapp values increased with increasing glioma grade, but the 

Dapp values decreased with increasing glioma grade.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high and low grade glioma groups on the Kapp value of maximum, 

mean, standard deviation, 75th percentile, 95th percentile, and the Dapp value of 

minimum, mean, 25th percentile, 50th percentile, 75th percentile, 95th percentile, 

skewness coefficients. According to the ROC , the highest AUC were found at Dapp 

minimum value (AUC,0.829;cut-off value,0.62×10
-3
 mm

2
/s), Kapp 75th percentile 

value  (AUC,0.819;cut-off value,0.52). 

Conclusion: Histogram analysis of DKI parameters from solid part of the tumor data 

can be a useful method for glioma grading and Tissue Heterogeneity. 

  

 

 

PO-329 

前列腺癌 DWI、DCE-MRI 参数与 Gleason 评分的相关性研究 

 
马培旗 

皖南医学院附属医院/皖南医学院弋矶山医院 241000 

 

摘要   目的: 探究前列腺癌 DWI及 DCE相关参数与病理 Gleason评分的相关性。方法: 选取

我院经 MRI检查及最终病理证实的前列腺癌患者 45例，获取 DWI、DCE相关参数，分析其与

Gleason评分的相关性；采用独立样本 Welch-t检验比较中高危组（Gleason评分≥7）与低危

组（Gleason评分≤6）病灶间 DWI、DCE相关参数。结果：1.前列腺癌灶 ADC值与 Gleason 评

分呈负相关，相关系数 r为-0.568，ADC值比率值与 Gleason评分呈正相关，相关系数 r为

0.663；前列腺癌灶 Ktrans、Kep值与 Gleason评分均呈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 0.577、

0.564。2.中高危组与低危组癌灶 ADC值、ADC值比率、Ktrans 值、Kep值间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t’ADC=-3.286，t’ADC 值比率=5.801，t’Ktrans=5.639，t’Kep=5.715，P＜

0.05）。3、ROC曲线分析 DWI及 DCE相关参数鉴别两组的曲线下面积分别为：AUC(ADC

值)=0.865、AUC(ADC值比率)=0.906、AUC(Ktrans)=0.863、AUC(Kep)=0.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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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1.前列腺癌灶 ADC 值、ADC值比率、Ktrans值、Kep值与病理 Gleason评分相关性

均较高，ADC值比率相关性最高。2.中高危性前列腺癌灶与低危性前列腺癌灶间 ADC值、ADC

值比率、Ktrans值、Kep值差异均具有显著性。 

  

 

 

PO-330 

Noninvasive Fractional Flow on 3D Time-of-Flight MRA 

Indicates the Degree of Cerebral Perfusion 

Insufficiency in Ischemic Stroke Patients with 

Intracranial Atherosclerosis 

 
ge xiaoqian,Liu Xiaosheng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Ren Ji Hospital，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127 

 

 

Purpose—To prospectively verify whether noninvasive fractional flow (FF) measured 

on 3D time-of-flight (TOF) MRA could assess the degree of cerebral perfusion 

insufficiency in patients with intracranial atherosclerosis (ICAS), as well as to 

assess the ability of FF for discriminating between normal and impaired cerebral 

perfusion caused by ICAS. 

Materials and Methods—Symptomatic ICAS patients who volunteered for a 

conventional brain MRI (T1-weighted, T2-weighted, FLAIR and DWI), 3D-TOF MRA and 

brain CT perfusion (CTP) were consecutively recruited. Patients with single ICAS 

of ≥50% luminal stenosis, which locating at intracranial internal carotid artery 

(ICA) or middle cerebral artery (MCA), were included. FF were calculated on 3D-TOF 

MRA. Parameters (relative [affected / contralateral side] TTP, rMTT, rCBF, rCBV) 

of CT perfusion were measured. According to CTP parameter maps, patients were 

graded to three stages (normal stage, stressed autoregulation compensated stage 

and stressed autoregulation decompensated stage). Correlations between FF and CTP 

parameters and degree of cerebral perfusion insufficiency, as well as ability of 

FF for discriminating between normal and impaired cerebral perfusion were 

assessed.  

Results—Totally 73 participants (67.1% male; mean age 59.5 ± 9.3 years) were 

included. FF was significantly and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rTTP, rMTT, and 

degree of cerebral perfusion insufficiency (r=-0.410, p<0.001; r=-0.365, P=0.024; 

ρ=-0.325, P=0.005; respectively). Normal and impaired cerebral perfusion could be 

potentially be distinguished by FF (sensitivity 90.0%, specificity 66.1%) with a 

cut-point value of 0.91.  

Conclusions—FF measured on 3D-TOF MRA, as an easy-to-perform and noninvasive 

method, can preliminarily evaluate the severity of cerebral ischemia downstream to 

the ICAS and determine the hemodynamically significant IC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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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331 

Investigation of diffusion kurtosis imaging for 

discriminating tumors from inflammatory lesions after 

treatment for bladder cancer 

 
wang fang,Jin Di,Hua Xiaolan,Zhao Zizhou,Wu Guangyu,Chen Xiaoxi,Chen Haige 

Ren Ji Hospital，School of Medicine，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Shanghai，China 200127 

 

Objectives To investigate whether diffusion kurtosis imaging (DKI) could 

discriminate recurrent or residual bladder tumors (RBT) from post-therapy bladder 

inflammatory lesions. 

Methods Fifty patients underwent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including 

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 (DWI) with multi-b-values after transurethral 

resection (TUR) or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The DKI 

parameters, including the mean diffusion coefficient (MDa, MDb, and 

MDc) and mean kurtosis (MKa, MKb, and MKc), were obtained from three different 

measurement methods. The region of interest (ROI) was placed (a) to encompass 

the entire portion of the thickening bladder wall or to portions that were the 

most restricted with b-values ranging from (b) 0-2000 s/mm
2
 or (c) 0-1000 s/mm

2
. 

Differences in DKI parameters between RBT and inflammatory lesions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In patients with RBT, the MD value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and the MK 

value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in patients in the inflammatory-

lesions group (both p<0.01). The area under the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AUC) of MKb (0.934) was significantly larger than that of 

MDb, MKa and MKc (0.793, p<0.05; 0.694, p<0.01; 0.719, p<0.01,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MK obtained from DKI could provide better performance than 

conventional DWI in distinguishing RBT from inflammatory lesions after treatment 

for bladder cancer.  

  

 

 
PO-332 

The Study of the Intervertebral Disc Microstructure 

in matured rats with Diffusion Kurtosis Imaging 

 
li li,Zhu Wenzhen 

Tongji Hospital， Tongji Medical College，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Hu Bei， China 430030 

 

Objectives: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use DKI and DWI to detect the 

microstructural change of the discs in matured rats. 

Methods: ADC in DWI, FA, MD, Da, Dr, MK, Ka and Kr in DKI and T2-image were 

obtained for 24 SD rats (12 males/12 females) with a 3T MRI scanner. The discs in 

the t2-images were analyzed using a five-grade degeneration grading system.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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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ight of the discs and the parameters in DWI/DKI were measured to compare between 

the different grades and sexes. 

Results: Compared with grade 1, decreased ADC, increased FA and MK values were 

observed in Grade 2 (P < 0.05). By the ROC analysis, there was low diagnostic 

accuracy in ADC value, while FA and MK showed higher accuracy. In grade 1, there 

were lower ADC value, lower Dr, higher MK, Ka and Kr in male’s group than them in 

female’s group. There were no differences in the parameters except the ADC value 

in the two sexes in grade 2.  

The DWI and DKI imaging are the noninvasive methods in vivo to evaluate the 

microstructural change of the discs in matured rats. Some discs in the normal 

matured SD rat tails were found light degeneration. In order to get the precise 

statistical analysis, T2-MR scans should be done in the observational 

intervertebral discs of all the rats for grade assessment before the experimental 

management. There was microstructural difference on the nucleus pulposus in the 

intervertebral discs in grade 1 and 2. DKI-FA and DKI-MK showed higher diagnostic 

accuracy. The microstructure of the normal discs weren’t the same in the male and 

female rats. For making animal models, the rat should be the same sex for making 

animal models. 

 

  

 

 
PO-333 

BOLD-fMRI 与 DTI 技术在脑肿瘤外科治疗中的联合应用 

 
王乐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030001 

 

目的：探讨联合应用 BOLD-fMRI与 DTI技术在脑肿瘤外科治疗中的价值。 

方法：收集我院 25例脑肿瘤位于或邻近手运动皮层功能区的右利手患者（包括星形细胞瘤 11

例、脑膜瘤 8例、转移瘤 6例），采用 GE公司 HDx 3.0T 超导磁共振扫描仪于患者手术前行

常规磁共振扫描、DTI及 BOLD-fMRI 扫描，分别采用 SPM及 Functiontool软件对 BOLD-fMRI

和 DTI原始数据进行后处理，得到相应的功能区激活图、FA图及 DTT图。功能区相对激活范

围(rV)及相对激活强度(rT)值采用 SPSS16.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1、就功能区激活强度而言，不同种类的肿瘤与正常人之间差异无显著统计学意义，不

同部位的肿瘤与正常人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2、就功能区激活范围而言，不同种类及部位

的脑肿瘤与正常人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3、所有患者均成功重建皮质脊髓束，根据与肿瘤

的关系可以分为移位、浸润、破坏，其中表现为单纯移位 10例，移位+浸润 10例，移位+破坏

5例。 

结论：1、手运动功能区的 BOLD-fMRI图可以清楚的显示肿瘤侧与健侧的激活情况，不同种类

和部位的脑肿瘤之间存在差异；2、结合 FA伪彩图，DTI可以清楚地显示皮质脊髓束的走行和

完整性变化，3、DTI和 BOLD-fMRI的联合应用，可以清楚显示脑功能区、皮层下白质纤维束

以及脑肿瘤三者之间的关系，从而为脑肿瘤的外科治疗提供重要信息。 

关键词：磁共振功能成像；血氧水平依赖性磁共振功能成像；扩散张量成像；脑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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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334 

复发缓解型多发性硬化默认与背侧注意网络的内在同步性 

 
黄木华,周福庆,曾献军,龚洪翰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30006 

 

目的 探讨复发缓解型多发性硬化（RRMS）静息态网络中的背侧注意网络（DAN）和默认网络

（DMN）脑区内和脑区间的功能连接与驱动连接变化，评估 RRMS患者网络的连接性和完整性。 

方法 采集 33例缓解期 RRMS 患者和与之相匹配的健康控制组（HCs），采用基于 Matlab 

2012a静息态 fMRI数据处理助手 DPABI和组独立成分分析（ICA）工具箱进行数据预处理，提

起 DAN和 DMN网络的独立成分（IC），运用两样本 T检验分别比较 IC间组内和组间差异性，

进行功能连接和功能网络连接分析，同时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GCT）分析两组 IC间的驱动连

接关系。另外使用一般线性评估临床指标与功能连接系数间关系。 

结果 相比 HCs，RRMS中功能连接分析发现，DAN IC09（左侧中央后回），DMN IC12（右侧

角回、右侧额上回）、IC23（右侧颞上回）功能连接显著降低，同时存在 DMN IC23（右侧海

马旁回）功能连接增加。功能网络连接分析发现，DAN与 DMN的 IC23-IC12, IC23-IC15, 

IC23-IC38, IC12-IC15, IC12-IC38, IC09-IC15, IC09-IC38, 和 IC15-IC38显著的正相关

性，但两组间未见明显统计学差异。GCT分析发现，DAN与 DMN（IC15）的驱动连接增加。另

外还发现，右侧颞上回 ICA 系数与 MFIS分数（ρ = 0.379, p = 0.036）显著的正相关性。 

结论 缓解期 RRMS中存在维持 DAN-DMN内在稳定性的适应性机制。 

  

 

 
PO-335 

用定量磁敏感图来量化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脑铁沉积并探究

其与认知之间的相关性 

 
李晓欣,董俊伊,韩亮,苗延巍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6000 

 

目的：用定量磁敏感图（QSM）来量化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脑铁沉积，进一步探讨脑铁沉积与

认知水平之间的相关性。 

方法：经临床确诊的 9例糖尿病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2男 7女, 平均年龄 73.33±7.48 岁)和

21例非糖尿病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9男 12女, 平均年龄 71.10±8.94 岁)参与此次研究。所有

的参与者均接受了 MMSE和 MoCA测评及磁共振常规序列和 QSM序列扫描。分别测量双侧前额叶

灰质、颞叶灰质、海马、尾状核头、壳核、苍白球和丘脑的磁敏感值，人为测量三次并以平均

值作为最终结果。通过配对样本 t检验来检测所有参与者各部位的左右侧差异。使用独立样本

t检验来比较糖尿病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和非糖尿病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各感兴趣区的磁敏感值的

差异性。考虑到空腹血糖、血压、甘油三酯、胆固醇、年龄、病程和文化水平等因素对认知水

平的影响，因此用偏相关分析法来分析 MMSE和 MoCA评分与各部位磁敏感值之间的相关性。  

结果： 

1、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海马和苍白球的磁敏感值左侧低于右侧(P<0.05)。 

2、与非糖尿病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相比，糖尿病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前额叶灰质、颞叶灰质、海

马的磁敏感值普遍较高，尤其是在左侧颞叶灰质(P=0.02)，但是深部核团的磁敏感值却较低。 

3、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 MMSE 和 MoCA评分与右侧颞叶灰质的磁敏感值呈负相关(rMMSE=-0.92, 

P=0.001; rMoCA=-0.92,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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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从这项研究中我们得出，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脑铁沉积受糖尿病的影响，且阿尔茨海默

病患者的脑铁沉积与认知水平呈负相关。 

  

 

 

PO-336 

应用 1H-MRS、3D-TIWI 评价复发缓解型多发性硬化丘脑损伤 

 
匡洋莹,余晖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影像科 550004 

 

目的：利用 MRS、3D-TIWI技术评价复发缓解型多发性硬化丘脑代谢物及体积变化，并探讨代

谢物浓度及体积变化与 EDSS 评分之间的相关性。 

方法: 选择 RRMS患者 33例，年龄和性别相匹配的健康自愿者 33例为对照组进行 MRI扫描，

获取双侧丘脑 MRS数据、全脑 3D-T1WI数据。比较组间丘脑 NAA浓度值、Ins浓度值、Glu浓

度值及体积差异，并对 RRMS 患者丘脑 NAA浓度值、Ins浓度值、Glu浓度值及体积与扩展残疾

量表(EDSS)得分之间的相关性进行分析。 

结果：1、与对照组比较，RRMS患者双侧丘脑 NAA定量浓度值升高（p<0.05），左侧丘脑 Ins

定量浓度值升高（p<0.05），右侧丘脑 Ins定量浓度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双侧

丘脑 Glu定量浓度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RRMS 患者双侧丘脑 NAA定量浓度值与

EDSS评分呈负相关（左侧丘脑 r=-0.669，p<0.05；右侧丘脑 r=-708，p<0.05），左侧丘脑

Ins定量浓度值与 EDSS评分之间呈负相关（r=-0.708，p<0.05），右侧丘脑 Ins、双侧丘脑

Glu定量浓度值与 EDSS评分无相关性（p＞0.05）。2、与对照组比较，RRMS患者双侧丘脑体

积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RRMS患者双侧丘脑体积与 EDSS评分无相关性（p＞
0.05）。 

结论：1、RRMS患者丘脑 NAA 定量浓度值的降低和 Ins定量浓度值的升高可能是监测 RRMS 患

者的神经功能状况的指标。2、RRMS患者丘脑体积不能作为监测 RRMS患者神经功能状况的指

标。 

  

 

 
PO-337 

DCE-MRI 定量灌注参数评价直肠癌转移淋巴结的应用研究 

 
杨心悦,陈琰,文自强,余深平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510080 

 

目的 采用 DCE-MRI定量灌注参数评价直肠癌区域淋巴结，以探究各参数鉴别良恶性淋巴结的

临床应用价值。材料与方法 回顾性分析本院 2015.01~2016.08 行术前 DCE-MRI扫描且未经新

辅助治疗行直肠癌根治术患者 122例，纳入术前 DCE-MRI与术后病理相对应淋巴结 203枚（阳

性 95枚，阴性 108枚），测量各淋巴结短径（S）、长径（L）并计算二者比值（S/L），测算

各淋巴结定量灌注参数[对比剂容积转换常数（Ktrans）、速率常数（Kep）、单位体积组织细胞

外血管外间隙（EES）容量（Ve）]。比较分析良恶性淋巴结各相关参数，并以 S=5mm为界值，

进一步分组比较不同短径下良恶性淋巴结各定量灌注参数；绘制相关定量灌注参数的 ROC 曲

线，获取诊断界值。结果 转移淋巴结的短径（S）及长径（L）较非转移淋巴结高，S/L 及

Ktrans、Kep则较非转移淋巴结低，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两组间 Ve则无统计学差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401 

 

异（P=0.308），Ktrans鉴别良恶性淋巴结的诊断界值（曲线下面积，敏感度，特异度）为

0.088min
-1
（0.69，58.3%，78.9%）。分组分析显示，当 S≥5mm 时，转移淋巴结 Ktrans、Kep较

非转移淋巴结低（P＜0.001），Ve则较非转移淋巴结高（P=0.039），Ktrans鉴别二者的诊断界

值（曲线下面积，敏感度，特异度）为 0.088min
-1
（0.675，57.1%，77.9%）；当 S＜5mm 时，

转移淋巴结 Ktrans较非转移淋巴结低（P=0.001），其诊断界值（曲线下面积，敏感度，特异

度）为 0.087min
-1
（0.732，60.5%，81.5%），而两组间 Kep、Ve则无统计学差异（P＞0.1）。

结论 DCE-MRI定量灌注参数 Ktrans可用于鉴别直肠癌区域淋巴结的良恶性，且 Ktrans在鉴别短径

较小（S＜5mm）的淋巴结方面具有一定优势。 

 

 

PO-338 

The clinical and radiologic features of  

endolymphatic sac tumors 

 
徐玉芸

1
,娄昕

2
,何晓东

1
,丁忠祥

1
,袁建华

1
 

1.浙江省人民医院 

2.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OBJECTIVES: This study describes clinical features, radiological findings 

including CT and MRI features and management of ELST and the clinical outcome of 

treatment.  

METHODS:Retrospective analyses were conducted for 15 cases with auditive 

complaints. They were confirmed pathologically as endolymphatic sac tumor with 

complete MRI/CT records.  

RESULTS:ELST occurred predominantly in adults. There were 6 males and 7 females 

with a median age of 35 years.Twelve patients with an isolated ELST and 2 patients 

with VHL disease MR scanning revealed hyperintensity on T1- and T2-weighted 

images.T1-weighted post-gadolinium scans showed heterogeneous enhancement. 

CONCLUSION: Endolymphatic sac tumours are rare lesions of the petrous temporal 

bone in the general population with much higher prevalence in VHL disease.Although 

benign, they can be locally destructive.Radiological diagnosis can be considered 

for its localization 

 

 
PO-339 

Application of IVIM in fetal brain development in the 

2nd and 3rd trimester of pregnancy 

 
yuan xiao,Yu Mei,Liu Jin,Du Pang,Cui Guang-Bin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Tangdu Hospital， Fourth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710038 

 

 

Introduction Intra-voxel incoherent motion (IVIM) parameters in the developing 
fetus may be used in diagnosing prenatal brain pathologies by reflecting the brain 

perfusion status. Before its clinic applic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reveal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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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in perfusion and its temporal alterations in normal fetal brain. We thus 

measured the regional D and D* values of the normal fetal brains in the 2nd and 

3rd trimester of pregnancy. 

Methods IVIM was performed on a MAGNETOM Aera 1.5T MR scanner (Siemens Healthcare) 
with the following sequence parameters: TR/TE=5300/78 ms, phase resolution=112*112; 

b values are 0, 50, 100, 150, 200, 300, 500, 700, 800 s/mm
2
; 63 non-sedated 2nd 

and 3rd trimester fetuses were involved in this study. IVIM post-processing were 

performed with a MITK software. D and D* values reflecting the cerebral perfusion 

were measured in white matter (frontal, parietal, temporal and occipital lobes), 

basal ganglia, pons and cerebellum. Regional D and D* values were compared using 

one-way ANOVA. Gestational age related changes in regional D and D* values were 

analysed using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D values was revealed among varied brain 
regions. The D value was highest in the frontal white matter, followed by the 

parietal lobe, and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in the cerebellar hemisphere, while the 

lowest one was observed in hypothalamus. There were no statistic difference on 

both sides ( left and right hemispheres ). Beside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D* 

value was also revealed among varied brain regions, the D* value was significantly 

high in the right basal ganglia, followed by the left frontal white matter, while 

the lowest one was observed in the right frontal white matters,There was a 

significant statistic difference on both sides. The regional difference of D or D* 

values was consistent in both 2nd and 3rd trimesters. Furthermore, no close 

correlation between gestational age and D or D* values was revealed. 

Conclusion In the normal fetal brain, there exist significant D and D* value 
difference in varid brain regions at 2nd trimester and the regional difference was 

stable till the 3rd trimester. 

 

 
PO-340 

Cardiac Diastolic Dysfunction Evaluated by Ultrasound 

and Cardiac MRI in Early-Stage Spontaneous T2DM 

Rhesus Monkey 

 
Chen yushu

1
,Zeng Wen

2
, Smita Sampath

3
,Gao Fabao

1
 

1.West China Hosptial of Sichuan University 

2.Sichuan PriMed Shines Bio-tech Co.， Ltd. 

3.Translational Biomarkers， Merck Research Laboratories， MSD， Singapore 

 

Purpose 

To quantify the cardiac diastolic dysfunction in early-stage spontaneous type 2 

diabetes rhesus monkeys with ultrasound (US) and cardiac MRI phase-contrast image. 

Methods 

8 adult T2DM monkeys (male; 14.5 ± 2.39 years old; Kg=2.85 ± 0.99mmol/L; 

AIR=47.37 ± 8.23μU/ml/min) and 4 age-matched normal rhesus monkeys were examined. 

All monkeys were experienced the US and CMR under the anesthesia and breathing 

control artificially. The diastolic function parameters (Early diastolic mit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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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ve blood flow peak velocity E, E deceleration Time EDT, Late diastolic mitral 

valve blood flow peak velocity A, E/A, Peak early diastolic mitral valve ring 

motion velocity E’, Peak late diastolic mitral valve ring motion velocity A’, 

E/E’, E’/A’) obtained by US and (DT; Mitral inflow velocity) obtained by CMR 

phase-contrast measurements with in turn 3 directions: right to left, anterior to 

posterior and through plane in a heart 4-chamber view . 

Results 

Significant decrease of E’ was found between T2DM and normal (6.31 ± 1.25 vs 

10.11 ± 0.98; p <0.001), the E/E’ which reflect the left ventricular filling 

pressure increased in T2DM (12.47 ± 2.74 vs 8. 37 ± 0.61; p<0.05). While to the 

results of E, EDT, A, E/A, A’, E’/A’, there were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s. 

The   CMR-PC results showed the mitral inflow velocity were reduced compared to 

normal (30.71 ± 9 vs 42.97 ± 5.31; p<0.05); and DT were prolonged (215.08 ± 

51.88 vs 128.3 ± 13.23; p< 0.05). 

Conclusion 

The cardiac diastolic dysfunction is detected in an early-stage spontaneous T2DM 

rhesus monkey. The alteration of E’ and E/E’ are more sensitive than the other 

parameters in US. And the mitral inflow velocity and DT from CMR-PC are more 

sensitive than US. 

  

 

 
PO-341 

DCE-MRI、IVIM 在肺结节血管生成的相关性研究 

 
杜永浩,牛刚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710061 

 

目的：通过磁共振方法（DCE-MRI、IVIM），评价反应灌注的定量参数与肺结节组织标本中血

管生成（微血管密度，MVD）的相关性，进而在活体状态下评估组织的血供及灌注情况，为临

床诊断及治疗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本次研究共收集 34例有病理结果的肺结节病例，其中良性 16例，恶性 18例。 均在行

CT引导下肺穿刺前行 3.0T（GE，HDXT，USA）磁共振检查，扫描 DCE-MRI和 IVIM。IVIM扫

描，ｂ值为 0、5、10、15、20、25、50、80、150、300、500、800s/mm
2
。DCE-MRI扫描基本

参数，LAVA序列，连续扫描 40期，时间分辨率 7.4s；图像处理，原始图像通过 3D非刚性配

准的方法进行配准，降低运动位移伪影。模型选择 Extended Tofts Linear model；AIF选取

降主动脉。对比剂：欧乃影（GE Healthcare），0.1 mmol/kg，高压注射 2.0 ml/s。ROI 选

择：对应患者 CT引导下肺穿刺部位选取，IVIM与 DCE-MRI相一致。MVD计数按照 Weidner 的

方法并加以改进：先在 100 倍光镜下寻找肿瘤中血管密度最高的 5 个区域( hot spot) ，然

后在 200 倍光镜下通过计算机图象分析系统在监视器上计数微血管的数目。统计学分析： 

SPSS 18.0，使用 Searman等级相关系数 r计算 DCE-MRI、IVIM定量参数与免疫组化指标 MVD

的相关性。 

结果：DCE-MRI中的参数 Ktrans、IVIM的参数 fastADC与肺部肿块 MVD有相关性，Ktrans 相

关系数（r=0.72，P=0.0001）高于 fast ADC（r= 0.44，P=0.005＜0.05 ）。 

结论：DCE-MRI参数 Ktrans、IVIM参数 fast ADC与肺部肿块 MVD有相关性，可间接反映肺部

肿块血管生成情况，为临床诊断、疗效评估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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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342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Surface-Based Regional 

Homogeneity and Age in Bipolar Disorder Patients and 

Healthy Controls : A resting state fMRI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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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ground: In the previous volume-based 3-dimensional regional homogeneity 

(3dReHo),  voxels close to the boundaries between gray and white matter show 

remarkable partial volume effects. In the present study, surface-based 2-

dimensional regional homogeneity (2dReHo) was used to compare the local 

functional synchronization of spontaneous neuronal activity between patients 

with bipolar disorder (BD) and healthy controls (HC). Methods: Seventy-one 

BD patients and one hundred and thirteen healthy controls participated in 

structural and resting-state fMRI scans. All subjects were rated with Young Mania 

Rating Scale (YMRS) and the Hamilton Depression Rating Scale (HDRS). Results: 
It demonstrated a decreasing pattern of functional regional homogeneity during 

brain development both in BD patients and HC, especially 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ce at the global level. Additionally, BD patients exhibited an even 

greater downward trend of local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with age compared with 

HC either at the global or the cluster level, especially 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ce at the global level. Conclusion: It demonstrated that patients with 
BD may suffer more cognitive impairment with age than HC. 

  

 

 
PO-343 

高级弥散 MRI 技术（NODDI 和 DKI）在肝豆状核变性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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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深圳市南山区人民医院 

 

目的 本研究旨在应用高级弥散 MRI（dMRI）技术，包括神经突起方向离散度与密度成像

（NODDI）与扩散峰度成像（DKI）评估脑型肝豆状核变性（Wilson’s disease，WD）深部灰

质核团的微结构改变及两种技术的各参数与神经症状量表评分的相关性。 

方法 收集 25例未经治疗的脑型肝豆状核变性患者，另招募 30名性别及年龄相匹配的健康志

愿者。所有被试者行常规 MRI及 dMRI扫描，WD患者均于扫描前行神经症状量表评分。经体素

相关分析（VBA）提取双侧尾状核、苍白球、壳核及丘脑四组感兴趣区的 dMRI参数，其中

NODDI参数包括神经突内体积分数（Vic）、神经突方向离散度（ODI）和脑脊液体积分数

（Viso），DKI参数包括平均扩散峰度(MK)、轴向扩散峰度（Ka）和径向扩散峰度（Kr）。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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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R语言通过 Mann-Whitney-Wilcoxon检验比较 WD组与对照组间各参数的差异，通过

spearman相关性分析研究各参数与量表评分的相关性，并采用随机森林分类方法评估最重要

的预测参数和两种方法的诊断效能。 

结果 与对侧相比，双侧核团间的各 dMRI参数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双侧核团各参数

取均值后，与对照组比较，WD组各组核团的 Vic、ODI、MK、Ka和 Kr值降低，而 Viso值升

高，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尾状核、壳核和苍白球的 Vic和 Ka值与量表评分呈

负相关，尾状核的 MK、Kr值与量表评分呈负相关。壳核的 Vic值是所有参数中对诊断贡献最

大的参数（Gini系数为 13.29），NODDI和 DKI对疾病的预测准确度分别为 90.62%、87.36%。 

结论 NODDI和 DKI均能有效评价肝豆状核变性的铜沉积过程中的微观结构和代谢变化, 且

具有较高的诊断价值，壳核的 Vic值或许可以成为临床监测驱铜治疗效果和评估病程预后可供

参考的指标。 

  

 

 

PO-344 

不同分化程度直肠癌 DCE-MRI 直方图分析与 Her-2 和 Ki-67

表达的相关性研究 

 
程佳荣

1,2
,黄刚

1
,张丽

1,2
 

1.甘肃省人民医院 

2.甘肃中医药大学 

 

目的 

探讨不同分化程度直肠癌 MRI动脉期直方图参数的特点与免疫组化指标 Her-2和 Ki-67阳性表

达的关系。 

方法 

对 65例经病理证实为直肠腺癌的患者均行 MRI常规及动态对比增强扫描，根据肿瘤分化程度

分为高分化组(n=4)、中分化组(n=37)、低分化组(n=24) 的 DCE-MRI图像，包括弥散加权成

像（b=50,1000s/mm²），对表观弥散系数(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ADC)和动脉期

强化率图像进行直方图分析，获得相关参数包括均值、标准差、中位数、偏斜度、峰度及百分

位数(1st、10th、50th、90th、99th百分位数)；由病理报告中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结果统计

Her-2及 Ki-67的阳性表达情况，根据 Her-2阳性表达结果，将患者分为 Her-2( 0)、Her-

2( 1 + )、Her-2( 2+ )、Her-2( 3+ ) 四组，ki-67增殖指数以 50%为界，将患者分为低表

达组（Ki-67指数<50%）和高表达组（Ki-67指数≥50%）。分析不同分化程度直肠癌 DCE-MRI

直方图参数指标的差异及相关参数指标与预后因子 Her-2和 Ki-67阳性表达的相关性。    

结果 

不同分化程度直肠癌动脉期强化率图像直方图分析显示：低分化组均值和 10th、90th百分位

数高于高分化组并且差异具有明显统计学意义（P<0.05），低分化组偏斜度和 ki-67的表达之

间有明显统计学意义（P<0.05）。Ki-67 的表达在不同分化组有明显统计学意义（P<0.05），

并且行相关性分析发现，Her-2与 Ki-67二者在直肠癌中的表达无明显关联性（P>0.05）。 

结论 

基于 DCE-MRI动脉期强化直方图参数值特点并联合 Ki-67在直肠癌中的阳性表达结果对判断直

肠癌的分化程度、恶性程度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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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345 

DRD4 基因多态性与 ADHD 患儿的静息态脑功能的相关性研究 

 
王美豪,钱安丹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25100 

 

目的：运用局部一致性（ReHo）和功能连接两种静息态功能磁共振研究方法，探讨多巴胺 D4

受体基因（DRD4）第 3外显子 48 bp数目可变重复串联序列多态性对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

儿童静息状态下脑功能的影响及其意义。 

材料与方法：经精神卫生科门诊收集 49例 ADHD儿童，所有儿童均由 2名主治以上临床精神科

医师根据《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 4版（DSM-IV）诊断为 ADHD。应用 GE 3.0T 磁

共振对 49名 ADHD儿童行静息态 fMRI检查，均进行基因型检测，根据基因检测结果分为两

组，DRD4 4次重复纯合子等位（4R/4R）基因型的 ADHD儿童组 30名以及 DRD4 2次重复杂合

子等位（2R）基因型的 ADHD 儿童组 19名。扫描所得静息态 fMRI数据先后采用 ReHo、功能连

接的分析方法计算两组患儿静息状态下脑功能的变化情况，功能连接选取 ReHo结果中有意义

的脑区-左侧角回作为感兴趣区，将其与全脑其余体素的时间序列做相关性分析。ReHo与功能

连接分析所得结果分别进行两样本 t检验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DRD4 4R/4R基因型的 ADHD患儿组与 DRD4 2R基因型的 ADHD患儿组比较静息状态下

ReHo值升高的脑区主要有：两侧小脑后叶、舌回，右侧枕叶、枕颞内外侧回；ReHo值降低的

脑区主要有：左侧缘上回、角回、中央前回。DRD4 4R/4R基因型的 ADHD患儿组与 DRD4 2R 基

因型的 ADHD患儿组比较静息状态下与左侧角回功能连接增强的脑区主要有：两侧小脑前叶、

中脑，右侧额下回、颞中上回、楔前叶；功能连接减弱的脑区主要有：两侧枕叶，左侧额上

回、额内侧回、直回、顶上小叶，右侧楔叶。 

结论：本研究表明静息状态下 DRD4 4R/4R基因型的 ADHD 患儿存在脑区异常以及脑网络异常。

这些异常脑区部分参与组成某些复杂脑网络通路，部分参与调控注意力和执行功能。 

 

 
PO-346 

影像组学在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稳定性预测中的应用 

 
陈思涵 

湖北省人民医院 430061 

 

摘要 

目的：目前脑血管病已成为我国城市和农村人口的第一位致残和死亡原因，且发病率逐年递

增。动脉粥样硬化（atherosclerosis, AS）是缺血性脑卒中的主要病理基础，动脉粥样硬化

斑块的诊断主要依赖于影像诊断。国内外日益增加的研究表明，斑块的稳定性与颈动脉斑块风

险具有相关性。准确的诊断鉴别稳定型斑块和不稳定性斑块，临床上才能及时针对病人采取个

体化的治疗方案，防止缺血性急性心脑血管疾病的继发。影像组学又称放射组学，是深度挖掘

图像信息，从海量的医学影像数据中提取大量的定量特征，并通过量化分析来提高诊断准确率

并进行预测。 

方法：本课题组拟对入院 120 名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并行颈动脉斑块剥脱术患者，行术前

HRMRI 检查，采用 T1WI-C、T2WI、3D-TOF、PDWI 序列进行磁共振扫描成像。利用 90 名颈动

脉粥样硬化斑块并行颈动脉斑块剥脱术患者构建影像组学模型，提取磁共振图像影像组学信

息，采用 ICCs评估各特征组间组内一致性，并保留 ICCs大于 0.75的特征；对各特征进行 U

检验，保留 P值小于 0.05的特征。并同生物力学信息、斑块成分、斑块病理学检测结果使用

LASSO方法进一步选择预测能力强的特征组合，建立影像组学标签多参数模型。利用 30 名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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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脉粥样硬化斑块进行斑块稳定性验证，采用 ROC曲线评价各参数和模型的分类性能；使用校

正曲线评估模型输出与实际 IAC风险之间的一致性。 

结果：目前根据本组课题的筛入筛出标准对纳入研究小组的病人行术前 HRMRI检查，采用

T1WI-C、T2WI、3D-TOF、PDWI 序列进行磁共振扫描成像，每个病人的 HRMRI图像均利用影像

组学软件提取共计 300个纹理参数。 

结论；本课题组目前处于病患 MRI纹理参数提取中。 

 

 

PO-347 

DTI 定量评估慢性肝炎的实验研究 

 
卢欣,舒健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646000 

 

目的：探讨 DTI对慢性肝炎早期诊断和分期的价值。 

方法：选用 6~7周雄性 Sprague-Dawley大鼠 70只，体重 150~200g。实验组（n=60）大鼠利

用 40%的 CCl4腹部皮下注射法诱导慢性肝炎，对照组（n=10）大鼠腹部皮下注射生理盐水。选

用飞利浦 3.0T磁共振 DTI序列，b值选取 0和 800s/mm
2
，15个正交方向施加扩散梯度。利用

后处理工作站得到平均扩散系数（ADC值）、各向异性分数（FA值）。所有数据运用

SPSS22.0统计软件处理，线性回归分析 MR参数与肝炎症活动度（G）、纤维化程度（S）、脂

肪分度(F)的相关性，并计算出偏相关系数 r。若有多个相关因素，采用多因素方差分析

（MANOVA）；若仅一个相关因素，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组间两两比较采用 LSD

法。P<0.05被认为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1. 磁共振定量指标的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肝脏 ADC 值与纤维化程度、炎症活动度负相关

（r=-0.392，P=0.008）、（r=-0.359，P=0.015），ADC值与脂肪分度无关

（P=0.452）。肝脏 FA值和纤维化程度呈正相关（r=0.409，P=0.005），与其他因素

无关（P值均>0.05）。 

2.磁共振定量指标在不同病理组间的差异：MANOVA分析发现肝脏 ADC值在 S0~S4期及 G0~G3

期各组间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1.250，P=0.309）、（F=1.487，P=0.236）。ANOVA分析发

现 FA值在 S0~S4期各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4.750，P=0.003）。 

3.FA值在纤维化程度的组间两两比较：肝脏 FA值的 S4期与 S0~S3期各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P值均<0.05），而 S0~S3各期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 

结论：肝脏 FA值能区分出早期肝硬化（S4期），但在正常及轻中度 S0~S3期的肝纤维化鉴别

中意义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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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348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of Diagnostic Value of 

Ultra-high b-value 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 in 

Prostate Cancer 

 
zhang ???

1
,Shi Lijing

1
,Guo Yong

1
,Zhang Yun

1
,Shen Yanguang

2
,Ye Huiyi

2
 

1.Navy General Hospital 

2.PLA General Hospital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value of ultra-high b-

value DWI and the diagnostic cutoff point in prostate cancer. 

Methods: According to inclusion and exclusion criteria, 78 consecutive examinees 

were prospective screened. Written informed consent was obtained from all patients. 

T2WI, Conventional DWI with b-value of 1000 s/mm
2
 and ultra-high b-value DWI with 

2000 s/mm
2
 and 3000 s/mm

2
 were performed in each examinee. 12-core ultrasound 

guided prostate systematic biopsy interval less than 3 weeks after MRI examination. 

The suspicious prostate lesions were selected on DWI images in maximum level, and 

the same region of interest (ROI) corresponding ADC values were measured in 

different b value DWI images. Reference biopsy as the gold standard, the ADCs of 

each b value DWI image was analyzed by nonparametric Friedman test. According to 

different b values ROC curves, determining the ADC diagnostic cutoff point value 

of prostate cancer. Consistency between conventional DWI and ultra-high b-value 

DWI were analyzed using were analyzed using Bland-Altman method. Corroboration of 

observations made by the two readers was achieved with the 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ICC). 

Results: 57 cases of prostate cancer, benign prostatic hyperplasia in 19 cases, 2 

cases of normal in 78 examinees. 154 lesions were identified as prostate cancer 

including 103 in peripheral zone and 51 in transition zone. Two radiologists’ 

measurement ADC values in conventional DWI and ultra-high b-value DWI with 2000 

s/mm
2
 and 3000 s/mm

2
 of the ICC were greater than 0.90, showed excellent agreement 

in peripheral zone and transition zone. The consistency of ADC values measured by 

conventional DWI and ultra-high b-value DWI with 2000 s/mm
2
 were 97.1% in 

peripheral zone and 94.1% in transition zone respectively; and were 95.1% in 

peripheral zone and 96.1% in transition zone between conventional DWI and ultra-

high b-value DWI with 3000 s/mm
2
. They have shown good agreement. The ADC values 

for conventional DWI and ultra-high b-value DWI with 2000 s/mm
2
 and 3000 s/mm

2
 were 

1.097×10
-3
mm

2
/s（1.040 - 1.153），0.809×10

-3
mm

2
/s（0.766 - 0.851）and 0.622×10

-

3
mm

2
/s （0.591 - 0.652） in peripheral zone; were 1.085×10

-3
mm

2
/s（1.022 - 

1.147），0.815×10
-3
mm

2
/s （0.770 - 0.861）and 0.651×10

-3
mm

2
/s （0.617 - 0.685）in 

transition zone. ADC values of prostate lesion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in 

different b value images（P < 0.05）. The AUCs with ultrahigh b value DWI ( 2000 

s/mm
2
 and 3000 s/mm

2
 )of the ADC values were 0.824 and 0.852 in peripheral zone, 

and with ultrahigh b value DWI (3000 s/mm
2
) of the ADC values was 0.905 in 

transition zone. The values of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conventional DWI 

with a b-value of 1000 s/mm
2
 (p<0.05). The AUCs was comparable with ultra-high b-

value DWI at 2000 s/mm
2
 and conventional DWI (P＞0.05) in transition zone.,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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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ipheral zone, the ADC diagnostic cutoff point value of prostate cancer were 

0.75×10
-3
mm

2
/s and 0.685×10

-3
mm

2
/s in ultra-high b-value DWI with 2000 s/mm

2
 and 

3000 s/mm
2
 respectively. For the diagnosis of transition zone cancer were 0.8×10

-

3
mm

2
/s and 0.634×10

-3
mm

2
/s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The ADC value of ultra-high b-value DWI showed better consistency and 

higher diagnostic efficacy in the diagnosis of prostate cancer. The b-value of 

3000 s/mm
2
 DWI is more valuable in transition zone prostate cancer diagnosis. 

  

 

 

PO-349 

3D-ASL 灌注成像及 IVIM-DWI 技术在早期高血压脑病中的血液

动力学评价研究 

 
魏梦绮,赵海涛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应用无创 MRI灌注成像 3D-ASL技术及 IVIM-DWI成像技术对早期高血压患者脑血流动力

学改变进行动态评价，探讨其在早期高血压患者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材料与方法：①对临床疑为早期高血压患者和正常对照组分别行 3.0TMR 常规 MR成像检查及

3D-ASL、IVIM-DWI成像检查，测量两组受检者双侧尾状核、豆状核、额上回、颞上回、丘脑

和楔叶的血流平均通过时间(MTT)、局部脑血容量(rCBV)及局部脑血流量(rCBF)。②应用 MR图

像软件对图像进行测量分析，从不同方面测量病变的血流动力学参数，可无创检测高血压导致

脑小血管病 CSVB，测量 CBF 等参数，可检测早期高血压脑病，同时联合 3D高分辨成像，对核

团进行图像匹配测量灰质、白质区域的 CBF。 

结果：早期高血压组双侧尾状核、额上回、颞上回、丘脑和楔叶的 MTT与正常对照组相比更低

(P<0.05)，但豆状核的 MTT 与对照组比较无显著差异。与对照组相比，早期高血压显示额上

回、颞上回和楔叶灰质，以及尾状核、豆状核的 ROI的 rCBV及 rCBF显著降低 (P < 0.05)，

但在胼胝体膝部、扣带回、苍白球、壳核、丘脑的 ROI的 rCBV及 rCBF降低不明显(P>0.05)，

同时轻、中度高血压患者中没有组间差异。 

结论：无创 MRI灌注成像 3D-ASL及 IVIM-DWI成像技术可以检测到早期高血压患者颅脑不同部

位细微的血流动力学异常，不同部位 rCBV及 rCBF的降低提示脑小血管疾病风险的增加，可以

提高 MRI对高血压脑病诊断的敏感度。 

 

 

 

 
PO-350 

Altered intrinsic neuronal activity correlates with 

GABA levels in the auditory region of patients with 

presbycusis 

 
gao fei,Wang Guangbin,Zhao Bin,Ren Fuxin 

Shandong Medical Imaging Research Institute 25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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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pose: Presbycusis is the most common sensory deficit in the ageing population. 

Patients with presbycusis suffer not only from hearing loss, but also from poor 

speech discrimination, which reflects functional changes of the auditory cortex. 

Decreased levels of gamma-aminobutyric acid (GABA), the main inhibitory 

neurotransmitter in the central auditory system, have been found in the auditory 

cortex in patients with presbycusis using magnetic resonance spectroscopy (MRS).1 

Previous studies have demonstrated that GABA is involved in modulating intrinsic 

neural activity.2 However, to date there has been a paucity of studies exploring 

correlation between intrinsic neuronal activity and GABA levels in the auditory 

cortex of patients with presbycusis.  

In this study, therefore, J-difference edited MRS and resting-state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will be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neurochemical mechanism 

of presbycusis.  

Methods: Fifteen patients (right-handed) with presbycusis (5 males/10 females, 

mean age 63.2 ± 2.6 years) and thirteen age- and gender-matched healthy controls 

(5 males/8 females, mean age 62.2 ± 1.9 years) were recruited in this study. All 

experiments were performed on a 3T scanner (Philips ‘Achieva’ TX, Best, The 

Netherlands) equipped with a 8-channel head coil. The hearing abilities of all 

subjects were evaluated using pure tone audiometry and tympanometry. The MEGA-

PRESS sequence was used to measure GABA levels in 4 x 3 x 3 cm3 volumes centered 

on the left and right Heschl’s gyri (HG), as shown in Fig. 1. The MEGA-PRESS data 

were analyzed using 'Gannet' (GABA-MRS Analysis Tool) in Matlab with Gaussian 

curve fitting to the GABA peaks.3 The rs-fMRI data was analyzed with SPM and REST 

in Matlab. The fALFF within the MRS voxel was obtained using the ratio of power 

spectrum in a given frequency band (0.01–0.08 Hz) to the total power in the 

entire detectable frequency range (0.009–0.25 Hz).  

Results: For healthy controls, there were no correlations between GABA levels and 

fALFF in the left (r = 0.315, p = 0.295) and right MRS voxel (r = -0.13, p = 

0.672); For patients with presbycusis,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s were 

observed between GABA levels and fALFF in the left MRS voxel (r = 0.633, p = 0.011) 

(Fig. 2); there was no correlation between GABA levels and fALFF in the right MRS 

voxel (r = 0.095, p = 0.737).  

Discussion: In our study,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s between GABA levels 

and fALFF were observed in the left auditory region of patients with presbycusis, 

while these correlations were not found in healthy controls. GABA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modulation of small scale synchrony of microcircuits, which 

correlates with the level of whole-brain distributed networks.2 Previous studies 

have demonstrated there is a dysfunctional GABAergic neurotransmission in the 

central auditory system in presbycusis.
1, 4

 Our results indicated that abnormalities 

in GABAergic neurotransmission may underlie resting-state functional deficits in 

presbycusis.  

Conclusion: It is believed that our findings could be important for exploring 

associations of regional GABA levels with intrinsic neural activity. The 

multimodal resting-state neuroimaging technique served as a useful tool for 

functional-biochemical investigation of presbycu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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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351 

心脏磁共振对肥厚型心肌病患者心脏舒张功能评价的价值 

 
张晓洁,张艺,邓立刚,曹佳鑫,杨正汉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100050 

 

目的 心脏左心室舒张期充盈率（PFR）及左心室心肌 T1值是心脏磁共振（CMR）评价舒张功能

的潜在指标，比较肥厚型心肌病（HCM）与正常人之间的 PFR、T1值及左心室心肌质量

（Mass）的差异及 HCM患者的 PFR、T1值与 mass的相关性。 

材料与方法 入选连续的 35 例 HCM的患者及 17例正常志愿者进行 CMR检查（心脏电影左心室

短轴序列、Smart T1序列），应用 GE公司 Cardiac VX StarMap 软件进行后处理。比较 HCM

组与正常人之间 PFR、T1与 mass的差异及三者之间相关性。 

结果 HCM组与正常人之间比较，PFR降低（F=41.4, P=0.00; 均值分别为 363±35；

789±54）；T1值与 mass升高，T1值（F=4.1, P=0.03; 均值分别为 1497±68；

1105±36）；mass（F=1693, P=0.00; 均值分别为 151.6±63.3；96.6±15.2）。PFR 与 mass

间呈负相关（r=－0.51，P＝0.00），PFR与 T1值极 mass与 T1值之间无相关性（P＞

0.05）。 

结论 HCM患者的 PFR较正常人低，但 T1值与 mass均较正常人升高；而且 PRF与左心室 mass

呈负相关。 

  

  

 

 
PO-352 

Phase Contrast Cine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in 

Evaluating the Effect of Endoscopic Third 

Ventriculostomy for the Treatment of Different Age 

Groups of Patients with Obstructive Hydrocephalus 

 
Deying Wen,Sun Jiayu 

West China Hospital of Sichuan University 610041 

 

Purpose: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endoscopic third ventriculostomy for the 

treatment of different age groups of patients with obstructive hydrocephalus by 

using phase contrast cine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PC cine MRI),and asses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postoperative efficacy and age groups . 

Materials and Methods: 60 patients （male 35,female 25）at different age 

groups(≤6years 20，6-14years 20,≥14years 20) with obstructive hydrocephalus and 

20 healthy volunteers(≤6years 4，6-14years 7,≥14years 9) (Between June 2016 and 
June 2017) underwent brain routine MR and pulse-gated monitoring of multi-site 

phase contrast cine (PC cine) MR imaging pre-and-postoperation with a 

clinical 3.0-T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system．Qualitative evaluation 

of  cerebrospinal  fluid (CSF) flow was made, and quantitatively 

analyze dynamic indicators within a cardiac cycle,including peak velocity,mean 

flow velocity, average flow rate, pressure gradient,flow pattern through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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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rebral aqueduct, fourth ventricle,fourth ventricle outflow 

tract,prepontine cistern,foramen magnum,and the fistula of the third 

ventriculostomy.Paired t-test was used to do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in the 

different age groups of patients with obstructive hydrocephalus pre-and-

postoperation and compared with the healthy volunteers.Meanwhile, the dynamic 

parameters of the patients postoperation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each two 

groups to observe whether they were statistically different. 

Results: In the research groups, cerebrospinal fluid flow decreased or 

disappeared, and the waveform was irregular at all the monitoring sites before the 

operation. The CSF flow in the fistula of the third ventriculostomy of research 

group was unobstructed and presented bidirectional pulsate postoperative, which 

was similar to the cerebral aqueduct zone of control group.The mean flow velocity 

and average flow rate in the fistula area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erebral 

aqueduct area,whos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0.05);The 

postoperative parameters of the prepontine cistern were higher than those before 

operation (P <0.05),and presented bidirectional pulsate;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postoperative dynamic parameters at all the monitoring 

sites between the each two experimental groups (P> 0.05). 

Conclusion:PC cine provides reliable imaging methods to qualitatively and 

quantitatively analyze changes in cerebrospinal fluid dynamics and provide an 

objective basis for assessing the efficacy of endoscopic third ventriculostomy 

(ETV),which can be used as an effective method to evaluate its efficacy. 

  

 

 

PO-353 

Altered regional spontaneous neural activity in 

Professional Pingju Opera actors 

 
zhang weitao 

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general hospital 300052 

 

Background: Recent resting-state fMRI studies have found neuroplastic alterations 

after long-term training; however, whether changes are present in spontaneous 

neural activity in Pingju opera actors, remains largely unclear. 

Methods: Twenty professional Pingju opera actors and 20 age-, sex-, handedness-, 

education-matched layman were recruited. Resting-state fMRI was obtained by using 

an echo-planar imaging sequence and two metrics, regional homogeneity (ReHo), were 

utilized to assess the spontaneous neural activity during resting state. Two-

sample t-test was used for statistical analyses. 

Results: Compared to the layman, professional Pingju actors exhibited 

significantly stronger ReHo in the bilateral anterior insula and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In addition, weaker ReHo in bilateral occipitotemporal lobe and 

the middle occipital gy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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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Background: Recent resting-state fMRI studies have found neuroplastic 

alterations after long-term training; however, whether changes are present in 

spontaneous neural activity in Pingju opera actors, remains largely unclear. 

  

 

 

PO-354 

Brain White Matter and Hippocampal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alteration in T2DM without MCI patients: 

A DTI and rs-fMRI study 

 
Sun Qian,Chen Guan-Qun,Yu Ying,Zhang Xin,Yang Yang,Wang Wen,Yan Lin-Feng,Cui Guang-Bin 

Tangdu Hospital，The Fourth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710038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white matter integrity and hippocampal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in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T2DM) without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MCI) by using diffusion tensor imaging (DTI) and resting-state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rs-fMRI), respectively. 

Methods: Twelve T2DM patients and twenty-four age, sex, and education matched 

normal control subjects were recruited. The corresponding clinical and 

neuropsychological data were obtained. DTI and rs-fMRI data were subsequently 

acquired with a 3.0 T MR scanner. Tract-based spatial statistics (TBSS) combining 

region of interest (ROI) analysis and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FC) measurement 

were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alterations of DTI metrics (FA, MD, λ1, and λ23) and 

FC in T2DM patients. Brain volume and cognition were also evaluated among these 

participants. 

Results: DTI analysis revealed WM disruptions, especially in the whole corpus 

callosum, posterior thalamic radiation (PTR). Significant decreases of hippocampal 

FC with the caudate and bilateral frontal gyri. Furthermore, the decreased FA in 

left PTR and increased MD in the splenium of corpus callosum (SCC) were closely 

related with the decreased hippocampal FC. 

Conclusions: T2DM patients without MCI showed widespread WM disruptions and 

abnormal hippocampal FC. Disruption of the PTR and SCC may play a vital role in 

causing hippocampal FC loss of T2DM patients. 

 

 
PO-355 

DWI 单指数和双指数模型在前列腺癌 Gleason 分级中的应用：

基于三维立体直方图分析 

 
张配配,王良,闵祥德,冯朝燕,康振,李拔森,可赞,游慧娟 

解放大道 1095 号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 基于三维立体直方图分析，比较 DWI单指数和双指数模型定量参数在前列腺癌 Gleason

分级中的应用价值。 材料和方法回顾性纳入 57例前列腺癌根治患者，术前均行 MRI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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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WI图像包含 14个 b值（0-1500 s/mm
2
）。在 DWI原始图像上围绕全肿瘤病灶逐层手动绘制

ROI，并生成单指数和 IVIM 模型定量参数 ADC、D、D*、f的直方图指标 10th、25th、50th、

75th、90th、mean、min、kurtosis、skewness，其与 Gleason评分（GS）的相关性采用

Spearman相关分析。将患者分成 GS≤3+4 与 GS≥4+3 组，两组间参数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检

验。采用 ROC曲线分析评价各参数对低高级别前列腺癌的鉴别能力。P <0.05为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 结果 GS≤3+4 组 23例，GS≥4+3 组 34例。ADC、D各直方图指标与 GS呈负相关

（ρ= -0.239~ -0.411），其中 90th ADC的相关系数最大。低级别组 ADC、 D值大于高级别

组（p >0.05）。90thADC、90thD的 AUC（分别为 0.735和 0.739）大于均值 ADC和均值 D，但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ADC、D的 kurtosis与 GS呈中等正相关（ρ分别为 0.357

和 0.350， p <0.05），skewness 与 GS无相关性。D*、f各直方图参数与 GS无相关性，两组

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肿瘤体积与 GS呈中等正相关（ρ=0.419，p=0.001），AUC（0.783）大

于 90thADC、90thD，但各参数 AUC两两相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 结论  

ADC、 D各直方图参数对低级别和高级别前列腺癌有鉴别诊断价值，二者效能相当。D*、f不

能预测前列腺癌的侵袭性。肿瘤体积有望成为前列腺癌病理分级的良好预测因子。 

 

 
PO-356 

运用多模态影像技术进行非酒精性脂肪肝定量 

分析的可行性研究 

 
李小虎,纵然,张玉娇,钱银锋,刘斌,王啸,余永强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30022 

 

目的：探讨运用双能量能谱 CT及 3.0T磁共振 IDEAL-IQ(磁共振成像定量非对称回波的最小二

乘估算法迭代水脂分离序列，技术进行非酒精性脂肪肝定量分析的可行性。 

方法： 50只雄性 SD（Sprague-Dawley）大鼠给予高脂饲料喂养，从第 6周起，每隔两周随机

取 10只大鼠进行 MRI和双能量能谱 CT扫描。使用 GE ADW（Advantage Workstation）4.6工

作站测量 MRI IDEAL-IQ图像肝脏的脂肪分数，将 MRI IDEAL-IQ所测脂肪分数定义＜5%为 A

组，5%-10%为 B组，＞10%为 C组，根据 MRI IDEAL-IQ分组使用双能量能谱 CT工作站 GSI软

件分析对应 0.625mm和 1.25mm下不同基物质对（脂/水、水/脂）下所测脂含量，并获取与之

对应的能谱曲线，以上述测量选定 ROI层面为参考取相应区域大鼠肝脏做病理检查，行 HE染

色（苏木精-伊红染色，hematoxylin-eosinstaining）作为脂肪含量测定的金标准。 

结果：各组间脂肪细胞计数、MRI IDEAL-IQ所测脂肪分数以及能谱 CT所测数值之间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水/脂基物质对所测脂质含量与 HE染色结果之间呈负相关性（r水/脂

1.25=-0.879，r水/脂 0.625=-0.876）；不同层厚能谱 CT 60KeV 下 CT值与 MRI IDEAL-IQ所

测脂肪肝脂质含量之间的相关性为 rCT1.25=-0.872，rCT0.625=-0.870。脂肪含量越高，能谱

衰减曲线弓背弧度越大。 

结论：雄性 SD大鼠经高脂饲料喂养一段时间后可形成非酒精性脂肪肝。能谱 CT与 MRI 

IDEAL-IQ均可无创、准确的定量测量非酒精性脂肪肝的脂肪含量，其中，MRI IDEAL-IQ所测

脂肪分数准确性较高。能谱 CT脂、水基物质对所测脂含量、单能量 CT值与 MRI IDEAL-IQ所

测脂肪分数也有一定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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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357 

3D-pCASL 技术评估单侧 MCA 重度狭窄性 TIA 患者静息状态脑

血管储备能力 

 
唐小平,肖新兰,龚良庚,尹建华,黄少武,黄江龙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30006 

 

目的 应用三维假连续式动脉自旋标记（3D-pCASL）技术评估单侧大脑中动脉（MCA）重度狭

窄 TIA患者静息状态下脑血管储备能力，评估 MCA重度狭窄患者短期内发生缺血性脑卒中的风

险。方法 经 3D -TOF MRA 检查发现单侧 MCA粥样硬化重度狭窄（70%~99%），对侧 MCA狭窄

率＜50%患者 107例。根据临床症状及颅脑磁共振平扫结果分为 TIA组 62例及梗死组 45例。

采用 3.0T MRI扫描仪对患者行颅脑 3D-pCASL技术下两个不同标记延迟时间（PLD：

T1=1525ms、T2=2525ms）的脑血流灌注检查，测得前外分水岭、后外分水岭及基底节区及丘脑

的脑血流量（CBF），根据脑血管血流储备能力的计算公式：ΔCBF=CBF2－CBF1，比较 TIA组与

梗死组静息状态下脑血流储备能力。结果 TIA组重度狭窄侧前外分水岭及丘脑ΔCBF 分别为

（11.27±2.82）、（5.43±2.37）ml/min/100 g，梗死组重度狭窄侧前外分水岭及丘脑

ΔCBF 分别为（8.68±10.53）、（5.92±2.63）ml/min/100 g，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值均>0.05)；TIA组重度狭窄侧后外分水岭及基底节区ΔCBF 分别为（6.26±3.52）、

（12.23±3.31）ml/min/100 g，梗死组重度狭窄侧后外分水岭及基底节区ΔCBF 分别为

（2.61±6.51）、（5.38±4.72）ml/min/100 g，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 0.05)；

提示梗死组后外分水岭及基底节区ΔCBF 明显减低。结论  3D-pCASL检查使用双标记延迟

时间可较全面反映单纯 MCA 狭窄性 TIA患者脑组织血流灌注的储备能力, MCA狭窄侧部分区域

（后外分水岭及基底节区）ΔCBF 减低，该区域的脑血管血流储备能力较差, 未来发生缺血性

脑卒中事件的可能性较大。 

  

 

 
PO-358 

MRI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Orbital Structures in 

Hyperthyroid Rhesus Monkeys  

 
Zhang Hui,Yang Jian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i'an Jiao University 710061 

 

Purpose Graves’ orbitopathy (GO) is a complication in Graves’ disease (GD) but 

the role of autoimmunity to TSHR in GO remain unresolved, hampered by lack of 

animal model. Our previous study has successfully established a 

nonhuman primate model of experimental Graves’ disease, which exhibit greater 

similarity to patients with GD in physiology and metabology. In current study, 

we demostrate that orbital structure changes of 

hyperthyroid rhesus monkeys were more closely approximates human Graves’ 

orbitopathy through the measurement of hyperthyroid rhesus monkeys of 

exophthalmos values , short and long diameters of extraocular muscles, R value and 

the optic nerve diameters on MRI. 

Methods  Animals Eighteen female rhesus macaques (Macaca mulatta) , 3 

years old and 3–4 kg in weight, were divided into model group (twelve monke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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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control group (six monkeys). The model group rhesus macaques were injected 

intramuscularly with 6×10
10 
particles A-sub-Ad eight times at 3 weeks intervals, 

and the control group rhesus macaques were given the same dose of null-Ad 

injected. 4 weeks after the eighth injection, all the monkeys were undergone 

MRI. MR Protocols All MR examinations were performed using a 3T scanner (Achieva 

TX) with an 8-channel head coil. The protocols included sequences: T2-weighted 

TSE sequence (TR/TE, 2.5s/80ms; FA, 90
o
; slice thickness, 3mm; FOV, 150mm; matrix, 

416×320) Data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All the images of GD mode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were transferred and managed in the work station and PACS system. 

The values of exophthalmos, short and long diameters of extraocular muscles and 

the optic nerve diameters were measured on T2WI axial or coronal images, R values 

of extraocular muscles were calculated.  

All statistical analysis were performed by using SPSS 17.0 (SPSS, Chicago, IL, 

USA); p<0.05 was considered 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Results The exophthalmos value of GD model group (10.12±1.13 mm) was larger than 

that of control group (8.31±0.79 mm)．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se two groups in exophthalmos value, with P＜0.001(Fig 1)．The short diameter 

of extraocular muscles(medial rectus, MR; lateral rectus, LR; superior rectus, SR; 

inferior rectus, IR) in GD model group was long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 .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se two groups in the short diameter of 

MR and LR, with P<0.05.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GD mode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in the long diameter of extrocular muscles except for 

SR(6.18±0.55mm VS. 6.87±0.21mm, p<0.001). The R value of extraocular muscles in 

GD model group was larg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 There was statistic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GD mode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in the R values of LR and 

IR(table1). The mean diameters of optic nerve measured in GD mode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were 1.10±0.13 vs. 1.15±0.10 (mm, p＞0.05)(Fig 2). 

Discussion In the present study, we successfully quantitatively measured the 

values of exophthalmos, short and long diameters of extraocular muscles, R values 

and the optic nerve diameters in GD rhesus monkeys and compared with that of 

normal values in order to analyze the histological basis of this new animal model. 

In keeping with previous clinical studies, we foun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resented in exophthalmos values and the short diameters of medial rectus. 

Through the comparison of the orbital structures, this stable preclinical GD model 

exhibited pathologies reminiscent of human disease characterized by orbital 

remodeling by inflammation and adipogen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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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359 

宫内胎儿内囊后肢-丘脑腹侧白质发育与孕周相关性 

的 DTI 定量研究 

 
肖连祥

1
,林祥涛

2,1
,谢辉辉

2
,王光彬

1
 

1.山东省医学影像学研究所 

2.山东大学 

 

目的：通过 DTI定量研究宫内胎儿内囊后肢-丘脑腹侧白质发育的 FA和 ADC动态改变及其与孕

周的关系。 

方法：2016年 1月 1日至 12月 16日于山东省医学影像学研究所行胎儿 MR常规检查及 DTI检

查的 18名单胎妊娠孕妇，平均 31.07+4.54孕周（22~39.43 孕周），均为超声测量脑结构处

于临界值的或怀疑脑发育异常但 MR检查结果未见明显结构性异常的胎儿。采用 1.5T磁共振扫

描仪，常规序列 T2WI选择 HASTE或 TRUEFISP序列扫描，包括轴位、矢状位及冠状位；轴位

T1WI为 STARVIBE序列；DTI 序列：TR/ TE（2900 /93ms），扩散梯度方向（6），层厚/间隔

（4.0/0.4mm）。以 T2WI与 DTI序列融合，定位内囊后肢，描绘感兴趣区（图 1）。测量胎儿

双侧内囊后肢-丘脑腹侧白质 ADC及 FA值，取平均值，利用 SPSS 21，描述其分布趋势，并计

算其与孕周的 Pearson 相关系数，绘制散点图。 

结果：胎儿内囊后肢-丘脑腹侧白质的 ADC值为 1.4±0.17（95%CI：1.34~1.47）；FA 值为

0.32±0.05（95%CI：0.30~0.33）。ADC值随孕周增长逐渐降低，与孕周呈高度负相关

（r=0.669，p=0.000）；FA 值随孕周增长逐渐升高，与孕周发育呈中等程度正相关

（r=0.532，p=0.002）（图 2）。 

结论：DTI可以定量评价宫内胎儿白质发育情况，其变化一定程度上反应了胎儿脑白质髓鞘化

进程。 

  

 

 
PO-360 

Selective effect of cognitive status and APOE ε4 

allele on the hippocampal subfield volume as well as 

AD-signature cortical thickness in non-demented 

elders 

 
Liang Xue

1
,Yin Zhenyu

1
,Liu Renyuan

1
,Zhao Hui

1
,Wu Sichu

1
,Lu Jiaming

1
,Qing Zhao

1
,Wei Yongyue

2
,Yang 

Qinxian
3
,Zhu Bin

1
,Xu Yun

1
,Zhang Bing

1
 

1.Affiliated Drum Tower Hospital of Nanjing University Medical School， Nanjing， China 

2.Ministry of Education Key Laboratory for Modern Toxicology，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Nanjing， China 

3.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College of Medicine， Hershey， Pennsylvania 

 

Purpose There is no consensus on the effect of APOE ε4 allele on the hippocampal 

subfield volume as well as Alzheimer’s disease (AD)-signature cortical thickness 

in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MCI) patients and normal cognition old subjects, and 

there is also no evidence about the APOE ε4 allele's effect o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neuropsychological scale and hippocampal subfield volume as well as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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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ature cortical thickness in non-demented elders. This study used an automated 

volume analysis technique to (1) investigate patterns of hippocampal subfields 

volume loss and AD-signature cortical thinning in MCI patients and APOE ε4 

carriers, (2) explore the significantly associations between neuropsychological 

scale and hippocampal subfield as well as cortical thickness, (3) find out whether 

these significant associations were modified by APOE ε4 gene and cognitive status. 

Materials and Methods A cohort of 45 participants included 22 MCI patients and 23 

normal cognition old subjects were recruited at the memory clinic of geriatrics 

department in Nanjing Drum Tower Hospital. The Freesurfer software was used for 

automated segmentation of bilateral hippocampal subfields and the “AD-

signature’’ cortical thickness. Hippocampal subfield volume and cortical 

thickness were analyzed firstly by using a general linear model procedure, along 

with adjusting for age, gender, education and eTIV(estimated total intracranial 

volume) as covariates. Linear regression analyze was used to explore the 

associations between neuropsychological scale and hippocampal subfield volume as 

well as AD-signature cortical thickness, with age, gender, education and eTIV as 

covariates. We created interaction terms (cross-products)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whether APOE ε4 allele and cognitive status modified the significant associations, 

used age, gender education and eTIV as covariates as well. 

Results. There was a reduced tendency in MCI patients compared with normal control 

group in bilateral hippocampal subfield volume and some AD-vulnerable regions of 

cortical thickness. The left presubiculum volume, left superiorparietal and 

bilateral precuneus cortical thickness were different significantly between two 

groups (P≤0.05), but differences in other regions did not reac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ce. Only the left subiculum volum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Montreal 

Cognitive Assessment (MOCA) score (P=0.002), adjusting for age, gender, education 

and eTIV as covariates. And this association could be modified by cognitive status, 

but not by APOEε4 status. The left subiculum volum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MOCA score only in MCI patients (P=0.018). 

Conclusion. The atrophy of the left presubiculum volume may be the more powerful 

biomarker for MCI than other hippocampal subfields and AD-signature cortical 

thickness. And the deficits in total cognition (MoCA) were associated with reduced 

left presubiculum volum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MoCA score and the left 

subiculum volume could be modified by cognitive status and this association could 

be found only in MCI patients, which provided a window on objective understanding 

the mechanism of the AD pathological proce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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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361 

Spatial navigation impairment is associated with 

alterations in subcortical intrinsic activity in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a resting-state fMRI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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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pose: 

Deterioration of spatial navigation (SN) skills is often present early in the 

course of Alzheimer disease (AD), at least at the stage of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MCI), and has a serious impact on the quality of patients’ daily life 

[1-5]. Therefore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neural mechanisms of SN impairment in 

AD and MCI might aid the timely diagnosis and intervention in patients within MCI 

and AD. 

Based on an extensive work in animals and humans, two basic strategies of SN have 

been widely recognized; egocentric (self-based) and allocentric (world-based) [2, 

6], and investigated their association with brain regions [7-9]. The subcortical 

regions may play a critical role in the SN [3, 6, 10, 11]. The allocentric SN has 

been mainly associated with hippocampus, especially the right and posterior 

hippocampus [3, 6, 8, 11] whereas striatum and caudate have been involved in 

egocentric SN processing [3, 6, 12, 13]. Moreover, an altered activation during 

spatial navigation task within these areas have been found in AD and MCI patients, 

and have been associated with the SN impairment [14].  

The intrinsic brain activity consumes over 95% of the brain's energy and is 

believed to play a critical role in brain function [15, 16]. Therefore, the 

resting-state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rs-fMRI) may be a useful tool 

to detect brain dysfunction associated with AD and MCI. To date, alterations in 

the intrinsic brain activity have been associated with cognitive impairment in 

both AD and MCI [17-19]. The aberrant intrinsic activities in the subcortical 

regions in MCI and AD patients have been previously reported [20-22]. However, the 

studies investiga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ubcortical intrinsic activity 

and the SN impairment in AD or MCI are still lacking.  

In the current study, our primary objective was to assess whether the subcortical 

intrinsic activity is associated with the SN impairment in patients with MCI. We 

hypothesized that the SN impairment would be related to abnormal intrinsic brain 

activity within subcortical areas. 

Methods & Results: 

In order to evaluate intrinsic activity in the subcortical regions that may play 

role in SN, we measured ALFF, fALFF and ReHo derived from resting-state fMRI 

within 14 subcortical regions (defined by FSL_FIRST). We observed reductions of 

intrinsic activity in MCI patients as reported before. After controlling for 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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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der, education and scanner type, only the ReHo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in MCI 

group in right thalamus (t=2.24, p=0.03), right hippocampus (t=2.75, p=0.01), 

right pallidum (t=2.13, p=0.04) and right amygdala (t=2.98, p=0.01) compared to NC 

group. However we also demonstrated that the MCI vs. NC group difference can 

modulate activity–behavior relationship, i.e., the correlation slopes between 

ReHo and allocentric SN task total errors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NC 

and MCI groups in right hippocampus (interaction F=4.44, p=0.05), pallidum (F=8.97, 

p=0.005) and thalamus (F=5.95, p=0.02), which were negative in NC (right 

hippocampus, R=-0.49; right pallidum, R=-0.50; right thalamus, R=-0.45, all p<0.05) 

but absent in MCI (right hippocampus, R=0.21; right pallidum, R=0.32; right 

thalamus R=0.28, all p>0.2). 

Conclusion: 

The current study demonstrated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subcortical brain 

intrinsic activity and spatial navigation impairment in NC patients but not in MCI. 

Subcortical ReHo measure could be a potential predictor of MCI, and revealed the 

new sights into the neural mechanism of SN impairment. 

 

  

 

 

PO-362 

三叉神经痛术前 MR 评价的价值探讨 

 
马恩森,王武 

中日友好医院 100029 

 

 探讨 3.0T磁共振三维稳态进动快速成像(3D-FIESTA)序列对三叉神经痛(TN)的诊断价值。方

法 106例临床确诊 TN患者在我院 3.0T MRI进行横断面 3D-FIESTA扫描，对原始数据分别采

用斜冠状面和斜矢状面重建，研究原发性和继发性三叉神经痛的 MR表现特征。结果 106例

TN患者中，原发性 TN88例(83%)，表现为三叉神经萎缩 2例(2%)或三叉神经受压迫或紧密接

触 86例(81%)；继发性三叉神经痛 18例(17%)，包括桥小脑角区占位 14例(13%)，表现为包绕

或推压三叉神经；三叉神经脱髓鞘改变 4例(4%)，MR表现为神经根肿胀，呈长 T1长 T2异常

信号。结论 3D-FIESTA能清晰显示三叉神经与毗邻血管及桥小脑角区占位相互关系，有助于

准确判断 TN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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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363 

NOE(-1.6) as a sensitive saturation transfer effect 

to rat brain regions and physiological conditions 

 
Zhang Xiaoyong

1,2
,Zu Zhongliang

2
 

1.Fudan University 

2.Vanderbilt University 

 

Purpose: To quantify and evaluate the variation of a new relay nuclear Overhauser 

enhancement (rNOE)-saturation transfer effect at around -1.6 ppm (NOE(-1.6)), in 

different rat brain region and physiological conditions. 

Methods: Chemical exchange saturation transfer (CEST) Z-spectra were measured on 

rat brains. A fitting approach was performed to quantify several known saturation 

transfer effects from amide, amine, NOE at -3.5 ppm (NOE(-3.5)), and semi-solid 

component. The NOE(-1.6) was obtained by removing those known effects from Z-

spectra and quantifying the residual signal. Multiple-slice sagittal imaging and 

one-slice coronal imaging were performed to study its distribution. Experiments on 

live and postmortem rats, and live rats after long-time scanning were also 

performed to evaluate its sensitivity to physiological conditions. 

Results: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1) NOE(-1.6) can not be clearly observed on Z-

spectra, but can be found after removing other non-specific effects; (2) NOE(-1.6) 

varies significantly in different brain region, postmortem, and after long-time 

scanning. 

Conclusion: The NOE(-1.6) has a broad peak close to water resonance and thus is 

more susceptible to direct water saturation than other saturation transfer effects; 

The NOE(-1.6) is a sensitive effect to brain region and physiological conditions. 

This may explain why it was not reported in many previous publications. 

 

 
PO-364 

NaLuF4 for Spectral CT in the diagnosis of 

Osteoscarcoma 

 
jin yingying,Zhang Jiawen,Han Fang,Gao Lu,Lv Yi 

Hua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200040 

 

PURPOSE 

To investigate the potential of spectral computed tomography (CT), used in 

combination with a Lutecium-based upconversion nanoparticles (UCNPs), for 

characterization of osteosarcoma and bone. 

METHOD AND MATERIALS 

Spectral CT which can enrich conventional CT images with the capability to image 

and quantify certain elements based on their distinctive Kedge energies was chosen 

as a powerful tool. Lutecium-based upconversion nanoparticle (UCNPs) had higher 

spectral CT performance compared with clinically used iohexol. Spectral CT 

performance was investigated by testing gradient concentration of these contr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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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nts (CAs) in vitro. Balb/c nude mice were used as model for imaging 

osteosarcoma in vivo. Cellular uptake of Lutecium-based UCNPs was further 

evaluated by using confocal microscopy. Toxicity tests were also carried out 

including cellular toxicity tests, blood routine examinations, hepatorenal 

function, body weight and some other indexes. 

RESULTS 

Spectral CT enabled differentiation of Lutecium-based UCNPs, iohexol and bone. 

Different materials were presented as colorized voxels against the normal 

grayscale X-ray background, distinguishing the high attenuation of calcium from 

the osteosarcoma tumor tissues that contained the Lutecium-based CAs. The results 

of in vivo and in vitro experiments demonstrated that Lutecium-based CAs had 

higher spectral CT performance and could still be obviously observed at higher KeV 

(120-140 KeV) images while the signals of iohexol and bone were relatively weak. 

The toxicity was proven to be low which made it potential for clinical application 

in the future. 

CONCLUSION 

Spectral CT imaging, combined with Lutecium-based CAs, provided a promising 

opportunity for effectively distinguishing bone and osteosarcoma in vivo. 

 

 

PO-365 

AQP4 在大鼠脑挫伤后损伤侧与镜像侧脑组织的表达 

与病理改变 

 
鲁宏 

重庆市第七人民医院 400054 

 

目的 探讨水通道蛋白 4（aquaporins-4，AQP4）在脑挫伤后损伤侧与非损伤侧脑组织中的表

达与脑组织病理之间的关系。 

方法 健康成年 SD大鼠 120 只，制作脑挫伤模型，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假手术组（A）与挫伤

组，挫伤组选择损伤侧（B）与非损伤侧（C），各组又分为 1h、6h、24h、48h、72h、7d 6个

时相点，共 12组，每组 10 只大鼠。假手术组除不撞击外其余操作同挫伤组。观察脑组织的病

理变化，并采用免疫组织化学及免疫印迹检测 AQP4表达。 

结果 假手术组的双侧脑组织结构正常，AQP4主要分布于胶质细胞、血管内皮细胞。损伤区在

挫伤后的病理表现为血管源性水肿，和细胞内水肿参与的混合性水肿，并可见组织坏死、大量

炎性细胞浸润、胶质瘢痕样改变，B组的胶质细胞、血管内皮细胞的 

AQP4表达丰富，在 1 h表达下调，6 h最低，之后升高至 24 h达峰值，48 h缓慢下调,72 h

出现第二个高峰值，随后下降至 7 d。除 1 h组外各时间点与假手术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C组的病理表现在挫伤后 1 h未见异常，6 h 出现细胞水肿，24 h为细胞水肿

为主的混合性脑水肿，至 48 h细胞水肿持续存在，血管源性水肿缓解，72 h仍有明显的细胞

水肿，7 d细胞水肿减轻。C组的胶质细胞、血管内皮细胞 AQP4表达上调，在 1 h半定量为

（1.313±0.01），6 h开始上调缓慢上升至 72 h达高峰（2.662±0.02），之后下降至 7 d，

接近正常；6 h、24 h、48 h 及 72 h组与假手术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1 h

及 7 d组与假手术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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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损伤侧病理改变早于非损伤侧，首先出现血管源性水肿，然后是和和细胞内水肿共存的

混合性水肿。实验发现血管源性水肿时 AQP4表达下调，细胞水肿时 AQP4表达升高。AQP4 的

表达水平与创伤性脑水肿的形成密切相关。 

 

 

 

PO-366 

Assessment of brain development in children with 

developmental delay using amide proton transfer 

weighted (APTw) MRI 

 
Tang Xiaolu,Zhang Hong,Kang Huiying,Hu Di,Peng Yun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Beijing Children's Hos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National 

Center for Children's Health 100045 

 

 

Background and Aims 

Amide proton transfer weighted (APTw) MRI as a novel molecular MRI technique that 

can noninvasively detect endogenous mobile proteins and peptides have been widely 

employed to study brain developments in children. However it is not well known to 

brain developments in children with developmental delay using APTw MRI. The aim of 

our work is to explore the brain development in children with developmental delay 

(DD) using APTw MRI. 

Methods 

Pediatric neurologists evaluated the children with DD according to Gessell test 

(The scores lowered 75). There was no any specific etiology. 30 cases of DD 

patients with delayed myelination in MRI (10 girls, 20 boys; age range: 1 to 8 

months; median age: 4 months). 30 age-matched normal children were adopted. All DD 

and normal subjects were imaged on a 3Tesla Philips MR system. APTw MR imaging 

data were acquired at multiple frequency offsets: from -6 to 6 ppm. The saturation 

time and power were 800 ms and 2 μT respectively. Three transverse slices of the 

head, including pons, basal ganglia and centrum semiovale (CS) were acquired for 

APTw imaging. 10 ROIs were measured: pons, middle cerebellar peduncle (MCP), genu 

of corpus callosum (GOCC), splenium of corpus callosum (SOCC), frontal white 

matter (FWM), occipital white matter (OWM), head of caudate nucleus (HOCN), 

putamen, thalamus and CS. 

Results 

Compared to normal control, MTR values of DD control show obviously lower levels 

in all regions, yielding significant positive differences (p=0.004～0.033) . APTw 

values of DD control show higher levels than normal control in all regions. 

Although no clearly differences  (p=0.086～0.267) are exhibited in the caudate, 

the putamen, and the thalamus, the other structures exhibited obviously 

differences (p=0.004～0.04 for the pons, the corpus callosum, the frontal and 

occipital white matter, as well as the centrum semiovale) for APTw values between 

children with DD and normal group. 

Conclu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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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children with delayed myelination in MRI, MTR and APTw can quantify the mobile 

cytosolic endogenous mobile protein and peptides in molecular level, providing new 

way for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developmental delay. The value remained to be 

explored for children with DD and normal myelination in M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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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MSC 在肿瘤微环境下演进分子影像的示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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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解放军南京总医院放射科 

 

摘要：BMSC的分子影像示踪技术是干细胞的基础研究，BMSC的示踪技术包括两部分：BMSC迁

移、分布、定位的示踪和 BMSC分化示踪技术。BSMC的标记技术是实现 BMSC示踪的核心技

术，标记技术包括直接标记和间接标记。通过 BMSC标记可以实现 BMSC迁移、分布、定位的示

踪。BMSC分化示踪技术的难点是活体示踪，一种方法是体外对 BMSC进行基因改造，使之可控

表达成像靶分子，控制 BMSC 表达成像靶分子的时间和水平。另一种方法是通过 BMSC分化前后

基因的差异分析，筛选成像分子靶蛋白，并对靶蛋白进行标记实现分化示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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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精神分裂症脑功能异常的 MRI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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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研究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症部分脑区的低频振幅(Amplitude of Low-

frequency Fluctuation, ALFF)及低频振幅比率(the fractional ALFF , fALFF)的特

点及差异，以了解两者的脑功能状态改变的差异。方法：研究 10例首发精神分裂症、10例抑

郁症和 10例健康志愿者。运用 3.0T静息状态脑功能磁共振成

像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 fMRI)，分别计算各组的 ALFF、

fALFF,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症患者前额叶皮质、眶额叶皮质及海马的

ALFF及 fALFF值显著减低。结论：脑功能异常可能提示疾病的早期诊断，以及疾病的神经生

物学基础，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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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369 

A bioluminescence orthotopic model of human ovarian 

cancer in nude rats 

 
Zhao Shuhui 

Xinhua Hospital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00092 

 

Objective To establish an bioluminescence orthotopic ovarian cancer model in nude 

rats. 

Material and Method First we established a SK-OV-3 cell line that stably expressed 

firefly luciferase gene (SK-OV-3-Luc). Then twenty-four nude rats underwent left 
ovary subcapsular injection of SK-OV-3-Luc cells. Tumor growth were monitored by 
in vivo bioluminescence and ultrasound at 4 time-points (2 weeks, 3 weeks, 4 weeks 
and 5 weeks after cells inoculation). Histopathology and immunochemistry was used 

to confirm the diagnosis of ovarian adenocarcinoma. 

Result Ovarian adenocarcinoma developed in half of the 24 nude rats. 

Bioluminescent imaging detected tumors as earlier as 2 weeks after cells injection. 

Left lateral position is the best positon for in vivo bioluminescent imaging. mean 
bioluminescent signal intensity of the tumors in the four time-points were 

7.65±5.39, 115.0±95.07, 168.90±104.76, 119.33±85.86 respectively. The mean 

size of the tumors in the four time-points were 0.41±0.12cm, 0.50±0.15cm, 

0.64±0.09cm, 0.70±0.12cm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An orthotopic ovarian cancer rat model monitored by bioluminescent 

imaging is feasible. It may be a useful model for ovarian cancer research in 

future. 

  

 

 

PO-370 

失眠障碍患者多巴胺神经通路多巴胺 D2 

受体 PET/CT 显像初步研究 

 
尤阳,徐俊玲 

郑州大学人民医院 450003 

 

目的：讨论失眠障碍患者脑内是否存在内源性多巴胺的异常改变及其改变特点。 

方法：利用 11C- Raclopride PET/CT 分析比较 15例失眠障碍患者与 15例健康志愿者左右两

侧伏隔核、尾状核、壳核多巴胺 D2受体结合力差异及 15例患者和志愿者同侧伏隔核、尾状

核、壳核受体结合力差异，同时比较两组临床量表差异及量表得分与受体结合力之间相关性。

结果：失眠障碍患者与正常志愿者 PSQI、HAMD、瞬时记忆、图形记忆得分有显著差异。实验

组双侧伏隔核、双侧壳核、双侧尾状核多巴胺 D2受体结合力较对照组双侧伏隔核、双侧壳

核、双侧尾状核多巴胺 D2受体结合力降低。实验组左右两侧伏隔核、尾状核、壳核受体结合

力与失眠病程存在显著负相关。结论：失眠障碍患者睡眠相关多巴胺神经通路，包括伏隔核、

尾状核、壳核，多巴胺 D2受体结合力降低，且多巴胺 D2受体结合力下降与失眠障碍病程相

关，初步提示失眠障碍患者存在脑内多巴胺神经递质系统异常且可能在失眠障碍的发病中具有

一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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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371 

化疗中期 18F-FDG PET/CT 显像能提升国际预后指数（IPI）

对弥漫性大 B 细胞淋巴瘤的预后评估效能 

 
江茂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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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新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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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全师

2
 

1.宁波市第一医院 

2.南方医院 

 

 

目的 探讨化疗中期
18
F-FDG PET/CT能否提升国际预后指数（IPI）对 DLBCL的预后评估效能。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4年 1月至 2014年 1月经病理确诊为 DLBCL的 185例患者(男 116例，女

69例；平均年龄 49岁)资料,所有患者化疗前及化疗后 4 个疗程均行
18
F-FDG PET/CT检查，并

行 IPI评分（0~2分为低风险，3~5分为高风险）。采用 Deauville五分法将患者分为
18
F-FDG 

PET/CT显像阴性组和阳性组，评估不同 IPI风险的 PET/CT 显像阴性组和阳性组的生存差异。

采用 Kaplan-Meier生存曲线、Cox回归、log-rank分析评价 PFS期及 OS期。 

结果 中位随访时间 27（2~146）个月，2年 PFS率和 OS率分别为 60%和 81%。IPI低风险组

（114例）与高风险组（71 例）2年 PFS率（72%与 37%）和 OS率（90%与 63%）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χ2值：20.86和 13.39，均 P<0.01）。化疗中期 PET/CT显像阴性（113例）与阳性

（72例）组间 2年 PFS率（82%与 24%）和 OS率（90%与 5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 值：

66.66和 33.11，均 P<0.01）。IPI低风险组中，PET/CT显像阴性（85例）和 PET显像阳性

（29例）间 2年 PFS率（88%与 31%）和 OS率（96%与 66%）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值：

35.52和 11.88，均 P<0.01）。IPI高风险组中，PET显像阴性（28例）和 PET显像阳性（43

例）2年 PFS率（64%与 19%）和 OS率（86%与 49%）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值：17.33 和

9.95，均 P<0.01）。 

结论 IPI和化疗中期
18
F-FDG PET/CT均能有效评估 DLBCL患者预后，后者可进一步提高 IPI

对 DLBCL患者的预后评估效能。 

 

 
PO-372 

近红外纳米荧光分子靶向探针 BD-NGR 在评价胰腺癌 

预后中的应用价值 

 
唐言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200233 

 

 

[摘要] 目的：研究近红外纳米荧光分子靶向探针 BD-NGR在胰腺癌荷瘤鼠皮下移植瘤的活体荧

光成像以及主要脏器的分布规律，并评价其在胰腺癌肿瘤模型中的靶向成像能力。方法：以

BD荧光为对照组，通过荧光显微镜验证探针体外靶向结合能力；通过细胞毒性实验验证探针

的安全性；通过尾静脉注射探针对 PANC-1细胞种植的荷瘤鼠皮下移植瘤进行活体荧光成像。

结果：BD-NGR靶向探针具有生物安全性，同时较非靶向探针 BD对 PANC-1细胞具有更高的结

合能力；尾静脉注射探针于 4~6h在肿瘤、肝脾富集，24h成像后探针在肿瘤部位明显减少，

主要位于肝脏和肾脏。各器官病理组织学注射探针前后无明显差异。结论： 近红外纳米荧光

分子靶向探针 BD-NGR主要被肝脾等网状内皮系统吞噬，最后通过肝脏和肾脏代谢体外。而

且，BD-NGR在胰腺癌裸鼠皮下移植瘤模型中可靶向胰腺癌细胞进行胰腺肿瘤活体荧光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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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R是胰腺癌预后的重要的独立因子之一，这为预测胰腺肿瘤预后提供了一种有效的监测方

法。 

 

 

 
PO-373 

靶向 EGFR 相关结直肠癌光学／磁共振双模态成像的研究 

 
李媛

1
,杜洋

2
,薛华丹

1
,王怡宁

1
,雷晶

1
,田捷

2
,金征宇

1
 

1.北京协和医院 

2.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 

 

目的：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在结直肠癌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西妥昔单

抗与 EGFR靶向结合，可通过阻断细胞内 EGFR的信号转导，抑制癌细胞的增殖，诱导细胞凋

亡，阻碍血管发生，发挥抗肿瘤作用。本研究目的构建靶向 EGFR具有近红外荧光成像技术

（NIRF）和磁共振成像（MRI）双模态成像功能的分子探针，评估其靶向肿瘤成像效果。 

方法：采用纳米载体组装技术将 IRDye800CW近红外染料、DOTA-Gd及西妥昔单抗或 IgG连接

在硅质体载体上，构建荧光/MRI靶向 EGFR双模态探针 Gd-EGFR @Cerasome-IRDye800cw（Gd-

EGFR-PCI）及非靶向探针 Gd@Cerasome-IRDye800cw（Gd-PCI）探针。体外进行 NIRF及 MR成

像。取 12只 Babl/c雄性小鼠，建立 CT26结直肠癌皮下肿瘤模型，完全随机方法分为实验组

和对照组，每组 6只。分别通过尾静脉注射相同质量的 Gd-EGFR-PCI及 Gd-PCI双模态探针。

于注射前及注射后多个时间点进行活体 NIRF及 MR成像监测。观察体内的荧光分布及 MR 图

像，分别计算对比噪声及信号降低百分比。注射探针 48 h 后，处死各组小鼠，分离皮下移植

瘤及器官行离体荧光成像和病理检查。 

结果：体外实验表明，Gd-EGFR-PCI及 Gd-PCI双模态探针具有较高的弛豫率。体内试验，在

静脉注射靶向及非靶向双模态探针后，两组肿瘤荧光轻度明显高于背景，且靶向组高于非靶向

组，MRI成像信号降低百分比靶向组高于非靶向组。 

结论：本研究表明 Gd-EGFR-PCI可选择性聚集于结直肠癌，可用于结直肠癌 NIRF /MRI双模态

成像技术进行检测。 

 

 
PO-374 

MCI 患者选择性记忆损害机制的 fMRI 研究 

 
赵小虎,王湘彬 ,江虹,王培军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200065 

 

目 的 人脑默认网络（DMN）与记忆密切相关，该网络可能存在负责记忆和注意功能的两个子

系统。本研究利用静息态 fMRI技术，旨在探讨 MCI患者是否选择性损害 DMN的记忆子系统。 

方 法 33例 AD病人和 20名健康老年志愿者参加实验。简易智能状态检查和 Mattis痴呆评定

量表（DRS）测试，评估受试者认知水平。采集静息态 BOLD-fMRI数据。首先利用 rest软件，

分析两组受试者的 BOLD信号低频振幅差异脑区，检验 MCI患者低频振幅异常是否选择性出现

在 DMN的记忆子系统。随后提取每个低频振幅异常区域内所有体素的 BOLD信号平均值，计算

每两个区域之间的相关系数，构建功能网络，检验 MCI患者脑功能连接异常是否选择性出现在

DMN的记忆子系统。 

结 果 行为学结果：MMSE平均分值，AD组和正常对照组分别为 20.60±2.30、28.20±1.80。

DRS 平均分值 AD组和正常对照组分别为 96.00±10.82、123.22±13.74。MMSE和 DRS 平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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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两组差别均具有统计意义。与正常对照组比较，MCI患者低频振幅异常区域主要出现在前额

叶中内侧、海马及颞叶等与记忆密切相关的 DMN子网络：进一步的功能连接分析发现，MCI患

者功能连接降低也主要出现在 DMN记忆子网络，而不是整个 DMN网络。 

结 论 本研究表明 MCI患者选择性损害了人脑默认网络（DMN）的记忆子系统，而不是整个网

络。这对深刻认识 DMN的功能，阐明 MCI记忆障碍脑机制，探讨早期诊断和治疗 MCI的可能效

方法具有重要意义。 

  

 

 
PO-375 

水通道蛋白 1、4 表达、定位与肝纤维化诊断、分析 

的相关性研究 

 
张强

1
,郭启勇

2
 

1.葫芦岛市中心医院 

2.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目的：水通道蛋白(aquaporins, AQP)是一组对水有高度选择性的细胞膜跨膜转运蛋白，在水

的分泌吸收、细胞内外水平衡等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本文探讨慢性乙型肝炎患者 AQP1、

AQP4和α-SMA在肝脏组织表达与病理肝纤维化分级、炎症分期之间相关性，以及与肝脏 AQP 

MR相关性。 

研究方法：1、选取临床进行肝组织活检的慢性乙型肝炎患者 61例，对肝脏穿刺活检组织进行

常规 HE染色，应用 Scheuer 系统评估病理纤维化分期分为 S0，S1，S2，S3，S4期。2、应用

Leica Bond-Max 全自动免疫组化机，采用免疫组化方法测定肝穿组织中 AQP1、AQP4和α-

SMA表达、定位。3、采用尼康 BR4.0软件对所有免疫组化切片进行平均光密度值（OD值）半

定量分析。4、采用 SPSS 22.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以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不同纤维

化分级的 IOD值均数比较采用秩和检验，相关性分析采用 spearman相关。 

结果：在纤维化进展中，AQP1 部分表达在肝血窦内皮细胞，大量表达在增殖的动脉毛细血管

内皮细胞、胆管上皮细胞，与肝再生结节形成密切相关。AQP4在肝星状细胞也有表达，随肝

星状细胞激活其表达增加。同时，在细胞水平发现 AQP4在肝星状细胞表达，在细胞壁呈强阳

性。AQP1、AQP4和α-SMA 的表达随肝组织病变分级、分期上升而渐增强(P<0. 05)，与肝纤

维化分级呈明显正相关（P<0.05）。AQP1、AQP4在纤维化不同分期表达有统计学差异(P<0. 

05)。 

结论：AQP1、AQP4和α-SMA 的表达与肝组织病变纤维化分级、炎症分期密切相关，并随着纤

维化进展其表达量增加。AQP1 主要表达在新生毛细血管内皮细胞，参与肝纤维化新生血管形

成，而 AQP4可见表达在肝星状细胞，并随着肝星状细胞活化其表达量增加，故 AQP1、AQP4有

可能成为治疗、调控肝纤维化的一个重要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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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376 

Orthotopic Hepatic Cancers: Optical Imaging-Monitored 

Intratumoral Radiofrequency Hyperthermia-Enhanced 

Direct Oncolytic Virotherapy  

 
Song Jingjing

1,2
,Ji Jiansong

1
,Zhang Feng

2
,Zhao Zhongwei

1
,Fan Xiaoxi

1
,Wu Fazong

1
,Liu Lu

1
,Yang 

Xiaoming
2
 

1.Interventional Radiology， The Fifth Affliated Hospital of We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Zhejiang University Lishui Hospital 

2.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Radiology 

 

Purpose: To investigate the feasibility of using molecular imaging-guided 

intratumoral radiofrequency hyperthermia (RFH) to enhance the direct oncolytic 

virotherapy of orthotopic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in rats. Materials and 

Methods: This study included in-vitro confirmation experiments using luciferase-

labeled rat hepatic cancer cells (McA-RH7777) and in-vivo validation experiments 

on orthotopic hepatic cancers in nude rats. Both cells and hepatic cancers in four 

groups (n=6/group) were treated by: (i) combination therapy with intratumoral 

oncolytic virotherapy (T-VEC) plus RFH at 42 degrees Celsius; (ii) oncolytic 

virotherapy alone; (iii) RFH at 42 degrees Celsius alone; (iv) phosphate buffered 

saline (PBS). For in-vitro confirmation, confocal microscopy and bioluminescence 

optical imaging of cells in agarose 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 cell viabilities and 

apoptosis among different treatment groups. For in-vivo validation, oncolytic 

viruses were directly infused into the margins of hepatic cancers through the 

injection needles of a multipolar RF probe, followed by RF hyperthermia at 42 

degrees Celsius for 30 minutes. Optical imaging and ultrasound imaging were used 

to follow up bioluminescence signal and size changes of tumors among different 

groups over two weeks, which were correlated with subsequent histology 

analysis. Results: Of in-vitro experiments, confocal microscopy showed the lowest 

number of viable cells, as well as a significant decrease of bioluminescence 

signal intensity of cells in the combination therapy group, compared to other 

three control groups (0.27×10
7
±0.02 vs 0.48×10

7
±0.02 vs 0.93×10

7
±0.03 vs 

0.97×10
7
±0.02, P < .001). Of in vivo experiments, optical imaging demonstrated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bioluminescence signal intensity in the combination 

therapy group, compared with three treatment groups (0.62×10
7
±0.1 vs 

1.65×10
7
±0.28 vs 3.13×10

7
±0.53 vs 3.25×10

7
±0.24, P < .05). Ultrasound images 

showed the smallest tumor volumes of the combination therapy group, in comparison 

to other control groups (0.63±0.1 vs 1.8±0.33 vs 2.82±0.64 vs 3.1±0.14, P 
< .05). Imaging findings were well correlated with the decreased apoptosis in the 

combination therapy group, compared to other three treatment groups 

(Figure). Conclusion: We have validated the feasibility of using intratumoral RFH 

to enhance oncolytic virotherapy of HCC, which is effectively monitored by optical 

imaging and ultrasound imaging techniques. This new concept may open new avenues 

for eradicating the residual tumor at the margins of RF ablated HCCs when 

combining RF hyperthermia-enhanced direct oncolytic viro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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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377 

探讨多次重复扫描中 MRS 的可重复性 

 
张敏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200065 

 

目的 磁共振波谱技术作为一种无损伤探测技术在临床应用中具有重要价值，包括疾病的诊

断、疗效评估等。在对疾病进行长期的跟踪研究中，需要在多个不同时间点对患者病变区域进

行波谱扫描，根据结果分析病情进展或进行疗效评估，因此在多次的扫描中，波谱结果的变化

是否真实的反映疾病的发展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问题。本研究通过两种方式对被试同一脑区进行

两次重复扫描，探讨重复扫描所得波谱结果的可重复性。 

方法 选取 30名健康志愿者分为 A、B两组，每组 15人，以大脑右侧前额叶作为目标脑区。利

用 3.0T磁共振成像扫描仪，采用点分辨波谱（PRESS）序列对每位志愿者进行两次扫描，其中

A组在定位后进行两次连续扫描，B组在定位后先进行一次扫描，然后将扫描床移出磁场中

心，隔三分钟再进床至原来的位置，间隔期间确保被试不动，严格按照第一次的定位并扫描得

到第二次的数据，将两次扫描所得结果的差异性系数（CV）作为衡量两组波谱结果可重复性的

指标，并将 A、B两组数据进行比较。 

结果 利用各个代谢物的含量及含量比值，将 A、B两组数据进行配对样本 t检验，发现对于不

同代谢物及代谢物比值，除了 B组 Cho/Cr（0.001<P<0.05）外，利用两种方法所得结果的差

异性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除了 B组 Cho/Cr外，两种方式所得的连续扫描数据结果没有显著差异，但是差异性系数

却有较大差别，且 B组的差异大于 A组，提示在长期跟踪研究中，多次重复扫描所得代谢物分

析结果的变化不完全代表被试真实生理状态的改变，并且具有时间间隔的重复扫描会受到更多

因素的干扰，在进行长期的跟踪研究时应将这种结果的差异性考虑进去。 

 

 

 
PO-378 

体外间歇性低氧对胰腺癌干细胞干性维持作用研究     

 
陈芳芳 

安徽省立医院 230001 

 

 目的  建立体外间歇性低氧细胞培养体系，观察间歇性低氧对胰腺癌细胞干性维持作用及

相关机制。方法  将培养在 DMEM-F12培养基的胰腺癌细胞系（Panc-1）分为两组：A组细

胞培养在正常含氧的培养箱中培养，作为对照组, B组细胞培养在间歇性低氧环境中，反复缺

氧—再给氧，持续 4个循环，每个循环时间间隔为 12 h；。荧光显微镜下观察两组细胞的形

态学变化；免疫荧光检测细胞表面干细胞相关蛋白（CD133）表达的变化；Western Blot 检

测 CD133、抗凋亡蛋白（Bcl-2）及自噬相关蛋白（LC3-II）的表达差异。皮下成瘤实验检测

成瘤情况。结果  Panc-1细胞在正常培养条件下呈梭形贴壁生长，在间歇性低氧环境中部

分细胞形态逐渐向间充质样细胞形态转变，免疫荧光显示，随着时间延长，B组细胞中 CD133

表达阳性细胞数量逐渐增多，而 A组细胞中 CD133表达阳性细胞数量极少。Western Blot检

测显示，B组细胞中 CD133 及 Bcl-2蛋白表达含量均呈先减低后逐渐升高的趋势；而 LC3-II

蛋白在 48 h含量最高，而后逐渐降低。A组细胞中 CD133蛋白表达含量较低，且一直处于低

表达水平，Bcl-2蛋白表达含量较高，随着时间延长未见明显变化，LC3-II蛋白呈低表达及不

表达。两组之间存在明显统计学差异(P<0.05)。成瘤实验显示将 B组经间歇性低氧处理 96 h

的胰腺癌细胞注入裸鼠后，在 3周后即可见肿瘤块形成，而注射其他类型胰腺癌细胞的裸鼠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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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第 5周仍未形成明显瘤体。结论  体外间歇性低氧条件下，Panc-1细胞内具有干细胞特

性的细胞数量明显增高，并且获得了抗凋亡的特性。胰腺癌的未来治疗方向既要针对肿瘤细

胞，同时也要破坏其生存所依赖的微环境。 

 

 
PO-379 

In vitro evaluation of anti-MMP14-targeted magnetic 

nanoparticle-aptamer probe for targeted MR imaging of 

pancreatic carcinoma 

 
Huang XuFang,Zhong JinMan,Ren Jing,Wen DiDi,Huan Yi 

Xijing Hospital， Fourth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710032 

 

Objective  

We performed a protein systematic evolution of ligands by exponential enrichment 

(SELEX) experiment to isolate the aptamers against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 

14(MMP14) which were overexpressed in pancreatic carcinoma. And we synthesized 

the diagnostic nanoprobe (Apt-M-Fe) that combines the imaging capability of DMSA 

Coated Fe3O4 Nanoparticles and specific capability of cancer-specific molecule 

(DNA-based MMP14 aptamer) . 

Methods 

Aptamers for MMP14 were isolated from DNA library through SELEX in 12 rounds. The 

specificity of aptamers was measured by flow cytometry and confocal images. The 

relaxivity of Apt-M-Fe was measured by using a Phillips 3.0T MRI scanner in vitro. 

Results 

We have successfully identified DNA aptamers (M17) that selectively bind human 

recombinant MMP14 protein. The aptamers can specifically recognize the PANC-1 

cells but not bind to MMP14-negative cells. Flow cytometry analysis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M17 aptamer was able to recognize the PANC-1 cells, MMP14-293T 

cells (MMP14-positive cells) up to 83.4%, 96.2 % cancer cell capture efficiency, 

while the HeLa cells, PSMA-293T cells (MMP14-negative cells)up to 11.6%, 7.81%. 

Confocal images indicated that the MMP14-positive cells displayed high 

fluorescence signals after incubating with the FITC-labeled M17 aptamer, while the 

MMP14-negative cells displayed no obvious fluorescence signal. The Apt-M-Fe probes 

successfully bind the PANC-1 cells and observably induce a signal reduction for 

the T2-weighted image in vitro. 

Conclusions 

In summary, our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SELEX screened a defined membrane 

protein could produce a group of cell specific DNA aptamers. Using this strategy, 

we have successfully obtained aptamer M17 that specially bind to MMP14-positive 

cells. Moreover, we have developed a novel diagnostic nanoprobe Apt-M-Fe that can 

be utilized for pancreatic carcinoma MR imaging in vitro. The probes have some 

benefits, including high binding affinity, low toxicity, small size, and uniform 

hydrodynamic size, highly stable in water and distinct MRI properties. The 

nanoprobe shows great potential as the next generation of pancreatic carcinoma 

diagn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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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380 

Disrupted Structural and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in 

Hippocampus-Prefrontal Circuitry in Parkinson’s 

disease patients with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chen boyu,Liu Yi,Wang Ci,Fan Guoguang 

The First Hospital，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110001 

 

Objective: Evidence implicates abnormalities in hippocampus-prefrontal neural 

circuitry in Parkinson’s disease(PD) patients, and these abnormalities are 

associated with cognitive impairment. In this study, we use diffusion tensor 

imaging(DTI) and resting state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RS-fMRI) to 

investigates the potential disruptions in hippocampus-prefrontal structural and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as well as their relationship in PD patients with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PD-MCI). 

Methods: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was performed on a GE Signa HDX 3.0T MRI 

scanner with a standard head coil. Diffusion tensor imaging(DTI) and resting-state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RS-fMRI) data were acquired from 41 

idiopathic PD patients and 35 healthy controls (HC) matched for age, gender and 

education. Participants gave written informed assent, and their parent/legal 

guardian provided written informed consent after receiving a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the study. According to the cognitive status, 41 PD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22 PD patients with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PD-MCI) and19 PD patients with 

normal cognitive function (PD-NC). DTI data were processed by PANDA software, and 

obtain the FA values of fornix and hippocampus. SPSS were used to compare group 

differences in FA values. The fMRI data were processed with Statistical Parametric 

Mapping 8 (SPM8). The bilateral hippocampus was defined as ROI and the prefrontal 

cortex（PFC）was defined as mask, using resting state functional connectivity(RSFC) 

to assess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of  Hp-PFC. One-way ANOVA was used to explore 

between group differences in RSFC.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FA value of fornix 

and the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strength of the hippocampus-PFC region. 

Result: 

(1) Compared with healthy controls, MDD group values Compared with HC, PD-MCI and 

PD-NC group showed significant lower FA values in the fornix. PD-MCI compared with 

PD-NC group showed no significant FA difference in the fornix. In PD-MCI, PD-NC 

and HC groups, there are no FA values difference of bilateral hippocampus and 

fornix were found correlation with MoCA score. 

(2) Compared with the HC group, the PD-NC group showed enhanced Hp-FC in the right 

orbitofrontal cortex and 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Compared with PD-NC group, PD-

MCI showed a decrease Hp-FC in the left orbital frontal lobe and bilateral medial 

frontal lobe. Compared with the HC group, PD-MCI showed reduced Hp-FC in left 

orbital frontal gyrus and middle cingulate cortex. In HC group, Hp-FC strength of 

bilateral medial frontal and orbital frontal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MoCA scores. In PD-MCI group, Hp-FC strength of left orbital frontal cortex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MoCA scores. In the PD-NC group,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was found between Hp-FC strength and MoCA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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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In HC group, fornix FA value and right orbital lobe, anterior cingulate 

gyrus (the BA 47/32) showed a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strength of Hp-FC. In 

PD-MCI group, fornix FA value and right orbital frontal gyrus (BA 11) showed a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strength of Hp-FC  However, there was no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fornix FA value and the strength of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within PD-NC group. 

Conclusion: 

Combined DTI and RSFC technologies, we found that the fornix FA decrease, and 

orbital prefrontal and medial frontal regions and bilateral hippocampus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decreased associated with cognitive impairment in PD patients. In 

addition, the Hp-PFC  function decline in patients with PD-MCI associated with 

lower FA value, the functional connection damage were based on anatomical 

connections damage. Our findings suggest that alterations in anatomical and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of the Hp-PFC neural circuit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neuropathophysiology of PD-MCI. 

  

 

 

PO-381 

胶质母细胞瘤靶向性新型树枝状大分子纳米探针的 

制备与表征 

 
蔡婷婷

1
,张莹

3
,杜加伟

1
,缪凤琴

1
,张建琼

1,3
,滕皋军

2
 

1.东南大学 

2.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江苏省分子与功能影像重点实验室 

3.东南大学医学院 病原生物与免疫学系 

 

胶质母细胞瘤（GBM）是侵袭性最强、恶性程度最高（WHO IV级）的 CNS肿瘤
[1,2]

，年发病率

5~6/10万人，中位生存期仅近 1年
[3,4]

。而现有影像学手段对微小病灶检出率低
[5]
。开发 GBM

特异性分子成像探针对其早期诊断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本研究旨在以 G5 PAMAM为骨架，

NRP-1受体特异性归巢肽 tLyP-1
[6]
为靶向分子，Cy5.5、Gd剂为造影剂，构建 NIRF/MRI 双模态

分子探针，实现 GBM的实时、无创、精细成像。 

     首先利用 Western Blot 评估 NRP-1(一种跨膜蛋白受体)在各胶质瘤细胞系的表达水

平。将罗丹明 (Rho.)、PEG、tLyP-1偶联至 G5 PAMAM，核磁共振氢谱(
1
H NMR)检测各组分是

否偶联成功，制备靶向纳米探针 Rho-PAMAM-PEG-tLyP-1。动态光散射法（DLS）检测探针水合

粒径及分散性，相位分析光散射法(PALS)评估 Zeta电位；并在体外细胞水平通过免疫荧光染

色法评估该探针的细胞靶向性。 

    人胶质母细胞瘤细胞系 U87MG高表达 NRP-1受体，且具有统计学差异(Figure 1)。
1
H 

NMR结果显示 Rho.(7.7ppm)、PEG(3.7ppm)、靶向多肽 tLyP-1(7~9ppm峰消失)均偶联成功

(Figure 2)。靶向纳米探针水合粒径 230nm左右，对照探针为 70nm，偶联多肽后探针粒径明

显增加；靶向纳米探针 Zeta 电位为 39mv左右，高于对照探针 19mv；PDI（多分散性指数）均

在 0.2左右，分散性良好(Figure 3,Table 1)；免疫荧光染色(Figure 4)结果显示偶联归巢肽

tLyP-1的靶向纳米探针与 U87 MG细胞结合明显强于对照探针。 

    成功制备 Rho-PAMAM-PEG-tLyP-1靶向纳米探针，并在细胞水平初步验证了其结合特异

性。随后我们将进一步偶联 Cy5.5、Gd剂，进行双模态活体成像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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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382 

Disrupted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and Topological 

Reorganization of the Default Mode Network in the 

Patients with Obstructive Sleep Apnea 

 
chen liting,Peng Dechang,Li Haijun,Gong Honghan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cha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06， Jiangxi Province， China 330006 

 

Abstract  

Objective Obstructive sleep apnea (OSA) is a common sleep-disordered breathing 

which is associated with cognitive dysfunction, including attention, memory, 

psychomotor function, executive functions, visuospatial function, and language 

ability. Converging findings from previous studies, and found that OSA patients 

had extensive regional abnormalities in DMN, nevertheless, previous studies were 

limited to spontaneous abnormalities in local brain regions, cannot directly 

provide important topological changes in DMN of OSA patients. We applied the graph 

theoretical approaches to analyzed the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and the topological 

organization of DMN in untreated male patients with severe OSA, and we sought to 

examin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ur neuroimaging measures and cognitive 

performance.  

Methods Forty-six newly diagnosed untreated severe male OSA patients (38.15 ± 

9.65) and 46 male good sleepers (GSs, 38.33 ± 11.72) were recruited and their 

resting-state fMRI data were obtained. We specifically selected 20 subregions of 

DMN and rs-FC across all pairs was computed to construct the DMN architecture. The 

topological properties of abnormal inter-regional FC of DMN were characterized by 

graph theoretical approaches. The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euroimaging 

measures and cognitive performance were examined. 

Results OSA patients showed signifcantly decreased rs-FC in anterior-posterior 

brain connections involving the prefrontal and temporal regions. Signifcantly 

decreased rs-FC primarily in located in PCC, HF, and the temporal regions, and 

increased inter-regional rs-FC between the right TempP and the right PHC, the 

right HF and the lefts HF relative to GSs.In both OSA and GS groups, the DMN 

exhibited efficient small-world topology. Compared to GSs, OSA patients showed a 

decreased Cp ( t = -2.2, p = 0.03), Eloc ( t = -1.94 p=0.05). OSA patients showed 

decreased nodal centralities in the left PCC and dMPFC, and increased nodal 

centralities in vMPFC and the right PHC relative to GSs. The DMN inter-regional FC 

was significant related to Cp, Lp, Eglob and even MoCA score. The abnormal DMN FC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the MoCA score, the clustering coeffcient Cp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the Stage 1, Stage 2 and language function, the 

characteristic path length Lp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the average SaO2, 

delay memory, the global effciency Eglob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the average 

SaO2, name function, the local effciency Eloc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the 

name function and total sleep time. 

Conclusion OSA patients showed disrupted rs-FC and topological reorganization of 

the DMN. Disrupted rs-FC may contributed to the topological reorganization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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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N. Both disrupted rs-FC, impaired local and global network properties of DMN may 

providing further evidence of cognitive deficit in OSA patients. 

 

 

PO-383 

高 BMI 成人脑功能连接-血糖变化的 fMRI 初步研究 

 
陈娟,容鹏飞,王维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410013 

 

目的：探索血糖变化时，高 BMI成年人双侧眶额皮层与全脑其它体素间功能连接的改变情况；

分析这种改变与体重指数（BMI）、血糖及胰岛素水平之间的相关性。 

材料与方法：给予 11名高 BMI成年人及 9名正常体重志愿者口服 75g葡萄糖或等量的清水，

并在喝糖（水）前后对所有志愿者进行常规功能磁共振及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成像扫描，计算双

侧眶额皮层与全脑其它体素间的功能连接值，并进行自身喝糖（水）前后比较以及组间比较，

选取组间具有显著差异的脑区，并计算其功能连接的平均值，与临床指标做相关性分析。 

结果： 

高 BMI组右侧眶额皮层内侧后部与左侧岛叶、左侧苍白球、左侧壳核、左侧尾状核、左侧额下

回功能连接强度较正常组减低；其中，与左侧岛叶之间的功能连接强度值与胰岛素水平、体重

指数呈负相关（t=-3.51 P=0.01、t=-3.83 P=0.012）；与右侧额下回之间功能连接强度值与

胰岛素、体重指数呈负相关（t=-3.13 P=0.017、t=-3.27 P=0.014）；与左侧壳核之间功能连

接强度值与体重指数呈负相关（t=-3.24 P=0.023）；与左侧尾状核之间功能连接强度值与体

重指数呈负相关（t=-2.62 P=0.047）。 

结论：血糖上升后，高 BMI 成年人多个脑区功能连接情况存在异常，以奖赏通路中的脑区为

主。其中额叶、岛叶等多个脑区与眶额皮层间的功能连接强度改变与 BMI、胰岛素存在相关

性，说明肥胖可能损伤了奖赏环路的相关通路。 

 

 
PO-384 

异氟烷麻醉下猴脑功能网络的 fMRI 研究 

 
段俊宏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410013 

 

目的： 麻醉药物在临床及动物实验中广泛使用，然而麻醉药物对于脑部功能结构的影响仍有

待研究，本课题旨在利用恒河猴为模型，研究不同浓度异氟烷麻醉状态下，灵长类脑功能网络

结构的改变，探索麻醉的神经网络机制。 

方法： 本课题使用 6 只恒河猴（雄：雌=6:0），恒河猴使用氯胺酮肌注麻醉，进行气管插管

后接入麻醉呼吸装置，由氯胺酮诱导阶段转入异氟烷麻醉诱导阶段，完成常规头部磁共振成

像，全脑 3D T1 结构像扫描；使用 3 个浓度（1.5%、 2.0%、 2.5%，随机挑选原则）麻醉并

对猴脑进行 BOLD 扫描，获取 3 个不同异氟烷浓度的 BOLD 数据。采用独立成分分析 ICA 对 

3 个不同浓度异氟烷下脑功能网络改变进行研究，分析各个脑区功能连接 的动态变化过程。 

结果： 1）异氟烷对分量具有显著抑制性作用，存在剂量相关依赖性影响，浓度越高，分量范

围越小，同源脑区越分散，当浓度处于 2.50%状态下部分脑区仍能观察到活动，其网络的核心

区域相对保留； 

2）异氟烷对所有分量均有不同程度抑制作用 3）不同脑区对于异氟烷的敏感性存在差异，异

氟烷对于高阶网络结构较之低阶网络结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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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显著的影响。 

结论： 麻醉对脑部的抑制作用是一个动态演变过程。麻醉是对全脑均有不同程度的抑制作

用，不同区域对异氟烷的敏感程度存在差异，高阶网络比低阶网络更敏感。静息态功能磁共振

能够对麻醉药物在脑部的作用进行动态观察。 

 

 

PO-385 

多模态示踪内皮靶向传递 siRNA 对于增强抗肝癌血 

管生成的初步研究 

 
李雪,张雪宁,吴梦琳,郭琪,王嘉慧 

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300211 

 

目的：抗血光生成治疗对于提高恶性肿瘤的远期疗效具有重大意义
1,2
。目前临床常用的血管生

成阻断剂多属于小分子蛋白类药物，存在毒副作用大，单一用药疗效差，缺乏灵敏有效的疗效

评估手段等科学问题。如 RNA 干扰技术（RNA interference，RNAi）
3,4
具有级联放大效应，

通过少量 RNA（ Small interfering RNA，siRNA）就能特异地诱导 VEGF 同源信使 RNA

（ Messenger RNA， mRNA）降解，但裸露的 RNA极易被降级，难以到达肿瘤部位。同时，现

有手段缺乏对靶向传递 siRNA 的实时动态监测手段，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我们利用纳米材料的

多功能模块化特性，将 RNA 干扰技术与功能化的纳米金靶向基因载体进行有机结合
5,6
，构建一

种新生血管内皮靶向传递 siRNA的多功能纳米诊疗系统，通过联合抗血管生成和放疗，实现减

小药物剂量，提高治疗效果；同时通过多模态成像技术从多个角度深入分析治疗效果，并进行

实时的动态监测。 方法： 基于纳米效应和 siRNA 作用原理， 将 cNGR、 VEGF-siRNA、 AIE 

功能化的纳米金载体、 Gd-DTPA 等组件进行多功能组装，研制同时具有内皮靶向、 抗血管生

成基因治疗、放疗增敏、 MR/ CT/荧光多模态示踪等多功能高协同纳米诊疗系统。 结果：成

功制备出具有具有内皮靶向、 抗血管生成基因治疗、放疗增敏、 MR/ CT/荧光多模态示踪等

多功能高协同纳米诊疗系统，并在一系列体外安全性、稳定性、靶向性、多模成像实验及肝癌

模型鼠活体治疗实验的水平，验证了该多功能纳米高协同诊疗系统的实际功效。 结论：为最

大程度地提高肝癌的治疗效果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 

 

 
PO-386 

PET 联合 MR 对发作间期癫痫致病灶的诊断价值 

 
杜名,辛军,孙洪赞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探讨
18
F-FDG PET联合 MRI对癫痫致痫灶定侧的诊断价值【方法】对我院 2015-2017

年具有完整资料的癫痫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纳入的患者均进行过 MR、PET扫描。请两位经验

丰富放射科医师，通过视觉观察对患者 MR图像癫痫病灶进行定性诊断；同样，请两位核医学

医师，对同一患者，在双盲的情况下，进行 PET定性诊断。最终以病理结果为金标准，对 MR

及 PET在癫痫病灶的检出准确率进行比较分析，评价各自诊断价值，使用卡方检验检验其统计

学意义【结果】纳入患者病理证实，癫痫病灶共 54例，行 MR检查，发现病灶 34例，影像表

现为信号异常，海马、颞叶等结构不对称，诊断准确率为 62.9%；PET检查，发现病灶 42例，

影像表现为脑功能区局灶或广泛的代谢减低：诊断准确率 77.8%，两者联合诊断，发现病灶 47

例，准确率为 87.0%，经卡方检验分析结果，总体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PET定性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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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准确率高于常规 MRI，然而两者联合诊断准确率较任何一种单独方法均显著提高，因此建议

临床癫痫患者进行
18
F-FDG PET、MR联合检查，可显著提高癫痫致痫灶定侧检出准确率。 

 

 

PO-387 

联合扩散峰度成像和 3D 动脉自旋回波标记鉴别桥小脑角区不

典型前庭神经鞘瘤与脑膜瘤 

 
陈晓丹,陈韵彬 

福建省肿瘤医院 350014 

 

目的：桥小脑角区的脑膜瘤和前庭神经鞘瘤可出现不典型表现，常规影像学难以鉴别，而术前

正确的鉴别诊断对患者临床决策和预后评估存在重要意义。本研究评价扩散峰度成像 DKI

（Diffusion Kurtosis imaging）和 3D动脉自旋回波标记（3D-ASL）在鉴别桥小脑角区

（cerebellopontine angle area，CPA）不典型前庭神经鞘瘤和脑膜瘤中的价值。 

方法：连续收集 CPA脑膜瘤(CPA meningioma，CPAM) (n = 28) 与前庭神经鞘瘤（vestibular 

Schwannoma，VS）(n =24)患者，在手术前行磁共振 DKI 和 3D-ASL扫描。在肿瘤实性部分的最

大层面，运用半自动定量法描绘感兴趣区域，获取 MK，Ka，Kr，FA，MD，ADC和 CBF值。CPAM

和 VS的扩散和灌注参数差异使用独立样本 t检验进行比较。运用受试者操作特征(ROC)曲线来

分析扩散和灌注参数的鉴别诊断价值，寻找最佳影像学标记。 

结果：CPAM和 VS的 MK，Ka，Kr， MD，ADC，CBF值均存在显著性差异(P值< 0.001)。ROC曲

线分析显示, 当 KA值为 0.766时，鉴别 CPAM和 VS的检验效能最高(AUC 0.980；敏感性 

100.00%，特异性 92.86%)。 

结论： 联合 DKI和 3D-ASL 能评价桥小脑角区脑膜瘤和神经鞘瘤的扩散和灌注情况，对两者的

术前鉴别诊断具有良好的临床应用价值。 

  

 

 

PO-388 

Magnetic resonance molecular imaging with RGD-PAA-

USPIO evaluate the losartan antifibrotic effect on 

rat fibrosis model: an experimental study 

 
Zhang Caiyuan,Wang Dengbin 

Xinhua Hospital，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00092 

 

Purpose: To investigate the feasibility of evaluating losartan antifibrotic effect 

on liver fibrosis using magnetic resonance molecular imaging with injection of 

RGD-PAA-USPIO targeting αvβ3 expressed on hepatic stellate cell (HSC). 

Methods and materials: All experimental procedure was carried out in strict 

accordance with the recommendations in the Guide for the Care and Use of 

Laboratory Animals of 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Thirty male Sprague-

Dawley rats (225±22g)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normal control group (ten rats), 

fibrosis group (ten rats) and treated group (ten rats). Fibrosis and treated group 

was intraperitoneally injected with a 40% mixture of CCl4 and olive oil at a d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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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0.15ml/100g body weight for six weeks, twice a week. At the same time, the 

treated group was administrated losartan (10mg/Kg) for six weeks. All experimental 

rats were intraperitoneally injected with 0.4ml/100g 10% chloral hydrate.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with T2* mapping sequence was performed before and after 

injection of RGD-PAA-USPIO at the time point of 4 hours. R2* value was obtain 

before and after administration of contrast medium, and the abstraction of them 

was defined as ΔR2*. Western blot and real time PCR analysis evaluate the 

integrin αvβ3 and α-SMA protein and mRNA expressed on HSC. HE and Sirius red 

staining was used to assess the fibrosis stage by two pathologists according to 

Ishak scoring system. All data was expressed with mean ± standard deviation. 

Analysis of variants was used to compare the means. P<0.05 was considered as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Results: The rat liver fibrosis model was successfully obtained. In fibrosis group, 

the fibrosis score was 4.1±0.60; in treated group, the value was 2.5±0.53. The 

score between these two group was shown statistic significance (P<0.001). The mean 
value of ΔR2* showed statistic significance among fibrosis, treated, and control 

group after administration of RGD-PAA-USPIO (P<0.001). Meanwhile, it has a 
decreased trend among these three groups. Western blot and real-time PCR revealed 

that the integrin αvβ3 protein and mRNA expressed on HSC in treated group was 

decreased in compared with fibrosis group, and increased in comparison with normal 

group. 

Conclusion: The integrin αvβ3 protein expressed on HSC in treated group was 

decreased in comparison with fibrosis group. The use in RGD-PAA-USPIO targeted to 

HSC has potential to evaluate the antifibrotic effect on liver fibrosis. 

  

 

 
PO-389 

cMET 靶向探针对裸鼠原位胶质瘤生长作用的影响研究 

 
樊奇

1
,诸晋煜

1
,吴颖为

1
,李聪

2
,陶晓峰

1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2.复旦大学药学院 

 

 

目的： 

cMET是参与肿瘤细胞生长、侵袭、转移和血管生成的重要受体。本研究旨在建立裸鼠 U87胶

质瘤模型肿瘤实验，并观察 cMET靶向探针对于肿瘤的大小、裸鼠生存期以及相关蛋白表达的

影响。 

方法： 

本实验首先明确裸鼠胶质瘤模型 cMET蛋白表达模式。利用针对 cMET受体短肽 cMBP肽、G4纳

米基座、相关功能基团合成了靶向诊疗一体化探针 Den-cMBP2以及对照探针 Den-PEG.同时建

立裸鼠 U87胶质瘤模型肿瘤并分为三组：靶向探针治疗组、对照探针治疗组以及对照组。利用

7T磁共振观察裸鼠原位胶质瘤生长情况，评价其体重变化、生存期。并且观测 cMET在三组裸

鼠体内表达情况。 

结果：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439 

 

cMET在 GBM小鼠原位模型中高表达，在肿瘤的边缘表达更强。Den-cMBP靶向探针抑制裸鼠原

位胶质瘤的生长，并延长生存期。与体外实验结果类似的是，Den-cMBP对 cMET总蛋白表达几

乎没有影响，cMET及其下游蛋白的磷酸化被抑制了。 

结论： cMET靶向诊疗一体化探针对于裸鼠原位胶质瘤有抑制其生长的作用，并可以显著延长

荷瘤鼠的生存期。作用调控机制可能是通过抑制 cMET蛋白及其下游蛋白磷酸化来实现的。 

 

 
PO-390 

18F-FDG PET/CT 对粘膜相关淋巴组织淋巴瘤的 

诊断价值及影响因素的研究 

 
陈怡楠,于红 

上海市胸科医院 200000 

 

【目的】 

    探讨
18
F-FDG PET/CT 对粘膜相关淋巴组织淋巴瘤的诊断价值，影响肿瘤组织对

18
F-FDG

摄取的影响因素。 

【材料与方法】 

回顾性分析 54例经病理证实的粘膜相关淋巴组织淋巴瘤（胃 37例，甲状腺 7例，肺 5 例，鼻

咽部 3例，腮腺 2例）的临床资料、病理资料及
18
F-FDG PET/CT 图像。分析 PET/CT诊断的敏

感性，并将病人按性别、年龄、部位、分期、病灶形态进行分组，统计各组间 FDG亲和性有无

差异。并且分析不同部位的 SUVmax有无差异，FDG亲和性不同组间的 Ki-67表达是否有差

异， SUVmax与肿瘤增殖指数 Ki-67的表达是否具有相关性。 

【结果】 

54个原发病灶中，24个(44.4%，24/54)病灶为 FDG高亲和性，胃部的粘膜相关性淋巴瘤的

FDG亲和性(24.3%，9/37)明显低于非胃部(88.2%,15/17)FDG 亲和性，P＜0.001。肿块型病灶

的 FDG亲和性（91.7%,22/24）明显高于粘膜型(6.7%,2/30)，P＜0.001，并且胃部肿块型病灶

的 FDG亲和性(87.5%, 7/8)明显高于粘膜表浅型病灶(6.9%, 2/29), P＜0.001。不同年龄阶段

(按联合国年龄划分规定青年组(≤44岁，37.9±5.1)，中年组(45至 59岁,49.2±3.5)，老年

组(≥60 岁,66.2±4.7)),不同性别（男 25例，女 29例）,早期(I和 II)和晚期(III和 IV)间

的 FDG摄取阳性率无明显统计学差异。不同部位的 SUVmax 无统计学差异，FDG高亲和性组的

Ki-67表达明显高于 FDG低亲和性组(t=7.451, P＜0.001)。SUVmax与 Ki-67无明显相关性。 

【结论】 

本研究表明，粘膜相关性淋巴组织淋巴瘤的 FDG亲和性根据病灶位置、形态有所不同，非胃部

的结节肿块型病灶的 FDG亲和性较高，而大多数胃粘膜型病灶对 FDG亲和性较差。 

 

 
PO-391 

首发抑郁症患者脑纹状体多巴胺 D2 受体结合力与脑功能局部

一致性改变的多模态影像研究 

 
孙萌萌,徐俊玲 

河南省人民医院 450003 

 

目的 探讨静息状态下抑郁症患者脑多巴胺 D2受体结合力(BPND)和脑功能局部一致性(ReHo)改

变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方法 20例首发抑郁症患者（男 8例，女 12例，中位年龄 30岁）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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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静息状态下脑
11
C-Raclopride PET/CT和 fMRI多模态扫描，20例生物学特征相匹配的健康

志愿者作为对照。应用基于 MATLAB的 MIAKAT软件及 Rest 1.8 软件计算受试者全脑多巴胺 D2

受体 BPND及 ReHo值，分析抑郁症患者脑多巴胺 D2受体 BPND及 ReHo值改变以及两种改变之间的

相关性。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抑郁组双侧尾状核及双侧壳核 D2受体 BPND减低（t=3.13～
4.41，P<0.05）、ReHo值增高，且 D2受体 BPND与 ReHo值间呈显著负相关（r=-0.56～-0.81，

P<0.05）；抑郁组双侧内侧前额叶 ReHo值增高，与同侧尾状核及壳核 D2受体 BPND呈显著负相

关（r=-0.52～-0.86，P<0.05）。另见右侧丘脑 ReHo值增高、左侧额中回、左侧前扣带回、

左侧海马及右侧杏仁核 ReHo 值减低，这些异常与纹状体区 D2受体 BPND均无显著相关性（r=-
0.27～0.39，P＞0.05）。结论 首发抑郁症患者存在脑纹状体区多巴胺递质水平异常及多巴

胺奖赏环路相关脑区神经元活动性异常，且两种异常间具有一定相关性。 

  

 

 
PO-392 

弥漫型轻度脂肪肝 CT 定量测定与血脂的相关性研究 

 
李琼,王嵩,徐冰,马国骏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200032 

 

目的：探讨弥漫性轻度脂肪肝患者肝脾 CT值比值和血脂在病程演变中的相关性。 

方法：回顾性分析 60例脂肪肝患者。所有患者均行上腹部 CT平扫和血脂检查。测量同层肝脏

和脾脏的 CT值，并计算肝脾 CT值的比值。同时行血脂检查，包括 TC、TG和 HDL-C。根据肝

脾 CT值的比值分为 3个等级。采用 SPSS16.0软件包，3 个等级的各项指标行方差齐性检验、

方差分析以及组间方差分析（SNK法、LSD法、Duncan法和 Dunnett法）。 

结果：弥漫型轻度脂肪肝 3个等级肝脾 CT值比值、TC、TG、HDL-C的均数分别为

0.962±0.03、5.50±1.15、2.56±1.32、1.23±0.32；0.86±0.03、5.01±1.15、

3.24±4.59、0.98±0.21；0.77±0.03、5.58±1.11、3.39±4.13、0.97±0.19；95%可信区

间分别为 0.95~0.97、5.06~5.94、2.06~3.06、1.13~1.35；0.84~0.89、4.45~5.57、

1.03~5.45、0.88~1.10；0.75~0.79,、4.49~6.29、0.77~6.02、0.85~1.10。各等级的肝脾 CT

值的比值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各等级的 TC值、TG值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第 1等级分别与第 2、第 3等级的 HDL-C值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03，P 

=0.008，P＜0.01），第 2、3等级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936）。 

结论： 

弥漫型轻度脂肪肝的 CT定量测定与血脂相关性较好，可作为反映肝脂肪变的敏感指标之一。

弥漫型轻度脂肪肝的肝脾 CT值的比值在 0.9~0.8水平及以下时，血清 HDL-C含量减低，间接

提示肝内脂肪聚集有增加趋势，在临床治疗和随访中对此类患者应予以重视。 

 

 
PO-393 

影像学结构化报告对胰腺癌术前评价的质量提高 

 
边云,方旭,汪剑,陆建平,费嘉闻 

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 200433 

 

目的  通过对比胰腺癌（PC）影像学非结构化报告和结构化报告，探讨影像学结构化报告 PC

术前评价的质量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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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102例 PC患者的影像学非结构化报告。结构化报告分为

四部分：胰腺实质、胰周动静脉、其它相关方面、诊断结果。胰腺实质评价包括肿块密度、大

小、位置、胰胆管。胰周动脉评价包括腹腔干（CA）、肠系膜上动脉（SMA）及第一分支、肝

总动脉（CHA）及其有无变异血管、肠系膜上静脉（SMV）及空肠引流支。胰周静脉评价包括肠

系膜上静脉（SMV）及空肠引流支、门静脉（PV）、下腔静脉（IVC）。其它评价包括肝脏、腹

膜或网膜、淋巴结、胰周其它结构。对非结构化报告进行 12个要素提取，包括：肿块大小、

位置、密度、强化情况、胰胆管、SMA、CA、CHA、PV、SMV、淋巴结、胰周情况。对两类报告

质量进行打分：每个要素 1分，0分～4分，一般；5分～8分，良好；9分～12分，优秀。外

科医生评价内容包括：是否可进行 T和 M分期、是否能做可切除评价并制定治疗计划、信息提

取难易度。 

结果  102份非结构化报告质量优秀、良好、一般的分别为 4（3.9%）、53（52.0%）、45

（44.1%），结构化报告质量优秀、良好、一般的分别为 95（93.1%）、7（6.9%）、0 份；两

类报告质量有统计学差异（x2
=163.91，P=0.0001）。外科医生通过阅读 102份报告可进行 T

和 M分期、是否能做可切除评价并制定治疗计划、信息提取难易度的报告分别为：非结构化报

告 37（36.2%）、1（1.0%）、28（27.5%）、24（23.5%）、36（35.4%）；结构化报告 100

（88.2%）、6（5.9%）、90（88.2%）、101（99%）、101（99%）；上述两类报告间均有统计

学差异。 

  

 

 

PO-394 

MRI 钆对比剂：环状螯合物和链状螯合物在 

乳腺纤维腺瘤增强效能的对比研究 

 
李建鹏,邹玉坚,郑晓林 

东莞市人民医院 523059 

 

【摘要】目的：对比研究 MRI钆对比剂：钆特酸葡胺（环状螯合物），钆喷酸葡胺、钆双胺、

钆喷酸双葡甲胺（链状螯合物）对乳腺纤维腺瘤增强效能。方法：收集本院 2016年 12月～

2017年 4月经病理确诊的 120例乳腺纤维腺瘤的 MRI资料，随机分为 4组，每组 30例，钆对

比剂分别使用钆特酸葡胺、钆喷酸葡胺、钆双胺、钆喷酸双葡甲胺。记录各个病例每个时期的

MRI SI值，并算出最大对比增强率（MCER）。SI值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MRCE比较采用

Kruskal-Walls检验。结果：使用钆特酸葡胺纤维腺瘤的 TIC曲线持续上升型 26例，上升平

台型 4例；起始 SI值 138.78±23.47，终末 SI值 349.74±90.67，MCER1.37±0.53。使用钆

喷酸葡胺纤维腺瘤的 TIC曲线持续上升型 24例，上升平台型 6例；起始 SI值

137.21±21.48，终末 SI值 410.36±130.52，MCER1.77±0.85。使用钆双胺纤维腺瘤的 TIC

曲线持续上升型 28例，上升平台型 2例；起始 SI值 141.29±24.85，终末 SI值

396.20±85.72，MCER1.66±0.51。使用钆喷酸双葡甲胺纤维腺瘤的 TIC曲线持续上升型 28

例，上升平台型 2例；起始 SI值 153.12±26.59，终末 SI值 381.92±92.42，

MCER1.49±0.58。经过统计学分析，各组的起始 SI值、终末 SI值、MRCE差别无统计学意

义。结论：钆特酸葡胺的分子类型是大环状，钆喷酸葡胺、钆双胺、钆喷酸双葡甲胺的分子类

型是线性，基于分子结构方面考虑，钆特酸葡胺要优于其余三种钆造影剂。通过本研究，对于

乳腺纤维腺瘤的 MRI动态增强，钆特酸葡胺、钆喷酸葡胺、钆双胺、钆喷酸双葡甲胺在增强效

能方面无明显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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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395 

七种碘对比剂静脉注射的合理应用及其不良反应分析 

 
王军大 

重庆市中医院 400011 

 

[摘要]目的：探讨七种碘对比剂静脉注射的临床诊疗中的合理应用，总结不良反应相关因素及

最佳处理方法。方法：依据对比剂含碘浓度、渗透压、剂量、价格、患者性别、年龄、BMI、

血压、Ccr（umol/L）、基础疾病史、CT增强扫描部位及对比剂不良反应（ADR）发生情况，

初步制定碘对比剂合理应用方案；总结七种碘对比剂所致急性、晚发性及超晚发性不良反应发

生率、发生特点及相应临床处理方法。结果：①七种类型碘对比剂临床应用情况不同；②碘对

比剂 ADR共 128例，其中急性 94例、晚发不良反应 31例、超晚发不良反应 3例，发生率在正

常范围内；皮肤过敏最常见，共 83例（64.8%）、胃肠道反应 19例（14.8%）、呼吸系统 17

例（13.2%）、心血管系统 4例(3.1%)、中枢神经系统 3例（2.3%）、泌尿系统 1例

（0.7%）、多系统症状至死亡 1例(0.7%)；③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年龄

（OR=0.96，P =0.021)、使用前加热（OR=1.74，P =0.028）、注射流速（OR=1.28，P 

=0.001）、扫描部位（OR=0.73，P =0.041）是不良反应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年龄、使用

前加热、注射流速、扫描部位是非离子型碘对比剂不良反应的独立危险因素；正确合理使用碘

对比剂能够为患者疾病诊断提供最佳的检查手段并有效的降低不良反应发生率，提高医务工作

者对碘对比剂不良反应处理的意识. 

 

 

PO-396 

中医经典方剂五皮袋泡中药饮片水化法防治对比剂肾功能损

害临床对照研究 

 
王军大 

重庆市中医院 400011 

 

摘要: 目的: 评价中医经典方剂五皮袋泡中药饮片水化法对于上腹部 CT增强扫描引起对比剂

肾病(CIN) 的保护作用。方法: 选择本院上腹部增强扫描年龄 30-45岁、体重 50-70Kg患者

200例，随机分为两组各 100 例，对照组常规给予临床常规传统 1500ml水化治疗法，治疗组

患者采取五皮中药饮片制剂 1500ml水化。比较两组患者上腹部增强后首次及第二次排尿时间

及尿量、CIN的发生率，增强后 24h内的血肌酸酐（Scr) 、内生肌酐清除率（Ccr）、尿微量

白蛋白、估算的肾小球滤过率(eGFＲ)的变化情况，并比较两组急性、晚发性及超晚发性不良

事件（ADR）的发生情况。结果: 治疗组在 Scr、内生肌酐清除率（Ccr）、尿微量白蛋白及肾

小球滤过率上均明显优于对照组（P < 0.05）；治疗组较对照组的首次及第二次排尿时间及尿

量、CIN发生率、ADR发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结论：对于对比剂引发的急性

肾损伤及 ADR，中医经典方剂五皮袋泡中药饮片水化法较传统水化法对于肾功能具有保护作

用，可以有效降低对比剂肾病及 ADR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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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397 

MRI-guided glioma chemo-photodynamic therapy with 

porphyrins 

 
Wu Bo,Li Xiaoqi,Lu Shuting,Xu Haibo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Zhongnan Hospital of Wuhan University， Wuhan University 430071 

 

Objective: To further utilize the ability of metal complex of porphyrin in MR 

imaging, we here report the synthesis of theranostic tetraplatinated porphyrin 

Gd(III) complexes (Gd/Pt-P1) for MRI-guided chemo-PDT cancer therapy (Fig. 1), 

which simultaneously conjugate the cisplatin and Gd (III) to tetra (4-pyridyl) 

porphyrin (P1). 

Methods: Gd/Pt-P1 was prepared from tetra(4-pyridyl) porphyrin (P1) via step by 

step coordination with cisplatin and gadolinium ( Gd (III)). 

Result: Gd/Pt-P1 showed particularly high synergetic chemo-photodynamic antitumor 

effect in vivo with a tumor inhibition rate (TIR) of 96.6% and excellent MR 

imaging performance. Coordination of Gd(III) with Pt-P1 (Gd/Pt-P1) retained the 

synergetic chemo-photodynamic anti-tumor characteristic. In contrast, Gd/Pt-P1 

only showed chemotherapeutic effect on inhibiting tumor growth with a TIR of 79.5 

% in the absence of laser irradiation. The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the 

introduction of Gd(III) into Pt-P1 not only slightly increased the anti-tumor 

ability, but also provided the possibility for MR imaging. 

Discussion: we have successfully developed Gd/Pt bifunctionalized porphyrin as a 

multifunctional theranostic agent. Platinum component in Gd/Pt-P1 served as 

chemotherapeutic and Gd(III)-P1 complex in Gd/Pt-P1 played dual roles in both MR 

imaging and photodynamic therapy. The excellent MR imaging performance and 

synergetic chemo-photodynamic antineoplastic ability of Gd/Pt-P1 in vitro and in 

vivo demonstrated its great potential in MRI-guided cancer therapy. 

  

 

 
PO-398 

高浓度对比剂在低剂量、低辐射条件下 

冠状动脉 CTA 扫描的可行性 

 
赵兴汉 

山东省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272000 

 

目的 

探究高浓度（400mgI/ml）对比剂在低 kVp、降低 25%碘总量条件下行冠状动脉扫描的可行性以

及优势。 

方法 

将 60名病人平均分成两组（每组 30人），两组的对比剂用量及扫描参数、重建方式分别为，

A组：400mgI/ml，100kv，210mgI/kg，SAFIRE迭代重建；B组：350mgI/ml，120kv，

280mgI/kg，滤波反投影法重建。测量主动脉根部（AR）、左冠状动脉主干（LMA）、右冠状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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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RCA）、回旋支（LCX）以及胸壁肌肉的 CT值。计算得到辐射剂量、信噪比（SNR）、对比

噪声比（CNR）。两位有经验的放射医师用 5分法评价图像质量。 

结果 

两组的碘摄入量（A：15.0±1.54, B:19.7±3.0,P<0.01）、注射速率(A：3.4±0.35, 

B:5.1±0.78 , P<0.01)相比，A组明显小于 B组。A组的辐射剂量比 B组降低

48.5%(A:6.45±1.07, B:12.53±2.27, P<0.01)。除 RCA的信噪比（SNR）以外，其余血管各

段的 CT值、信噪比（SNR）以及对比噪声比（CNR）没有明显差异（P＞0.05）。两组间图像质

量主观评分没有明显差异(P＞0.05)。 

结论 

利用高浓度对比剂(400mgI/ml)在降低 25%碘对比剂用量、100kv管电压结合迭代重建的方案能

够在保证图像质量的前提下，降低碘总量、辐射剂量的同时明显降低注射速率。 

 

 
PO-399 

不同用量对比剂在能谱 CT 肾脏增强扫描中的应用价值 

 
陈晓侠,任占丽 

陕西中医学院附属医院 712000 

 

目的：探讨不同用量对比剂在能谱 CT肾脏增强扫描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收集需肾脏增强

的患者 60例，随机分为对照组 A、研究组 B和 C三组各 20例，对比剂用量为 A组：

600mgI/kg体重，B组：450mgI/kg 体重，C组:300mgI/kg体重。对比剂种类为 350mgI/ml,流

速(ml/s)=对比剂总量÷30s,扫描延迟时间：注射对比剂后 40s扫描皮质期，70s扫描髓质

期。A组采用常规扫描：管电压 120kVp,smart mA,NI12；B、C组采用能谱扫描，扫描协议根

据患者常规 120 kVp、NI10-5 mm的平均毫安秒进行个性化选择。扫描后 A组皮质期、髓质期

重建 1.25mm、40%ASIR图像，B、C组分别重建 65keV、50keV单能量、层厚 1.25mm、40%ASIR

图像。分别测量皮质期双肾皮质、双肾动脉、腹主动脉及同层面竖脊肌的 CT值及 SD值，髓质

期双肾髓质、双肾静脉、下腔静脉及同层面竖脊肌的 CT值及 SD值，并计算其信噪比和对比噪

声比。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对三组图像的 CT值、SD值、SNR、CNR进行统计分析，P＜0.05具

有统计学意义。结果:三组患者基本资料及辐射剂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对比剂用量 B、C组比

A组分别降低了 31%和 5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图像客观参数比较：CT值：皮质期 A 组双肾

皮质 CT值最高，C组双肾动脉及腹主动脉 CT值最高，髓质期 C组的双肾髓质、双肾静脉及下

腔静脉 CT值均高于 A、B组。SD值：除了皮质期 B组腹主动脉外，其余 B组各目标参数在皮

质期和髓质期的 SD值均低于 A、C组。SNR、CNR：B组各目标参数在皮质期、髓质期的 SNR、

CNR均高于 A、C组。结论 在能谱 CT肾脏增强扫描中，450mgI/kg体重和 300mgI/kg体重的对

比剂用量可达到诊断标准，除皮质期的肾皮质 CT值稍低于对照组外，B、C组的 SNR、CNR均

高于常规剂量的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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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400 

冠状动脉 CTA 中基于瘦体重的对比剂注射方案与基于体重方

案的比较 

 
刘忠啸,谢丽响,徐凯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221003 

 

目的 探讨基于瘦体重的对比剂注射方案在冠状动脉 CT血管造影中血管增强效果是否优于基于

体重的方案。 

方法  200例进行冠状动脉 CT血管造影扫描的患者随机分成两组，分别采用不同的对比剂用

量计算方案：体重组采用体重乘以系数计算，瘦体重组利用测量得到的瘦体重乘以标准化的系

数计算，每例患者对比剂注射持续时间等于扫描时间＋8秒。测量四两组间冠状动脉开口处的

升主动脉、左冠状动脉主干、左前降支、左回旋支及右冠状动脉的血管内 CT值，比较四两组

间各血管内 CT值离均差绝对值的差异，并分析各组内升主动脉 CT值和计算对比剂剂量的体型

参数的相关性。 

结果  1、两组各血管内 CT 值的平均值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2、体重组各血管内 CT值的离均

差绝对值显著瘦体重组。3、体重组肥胖患者中各血管内 CT值的平均值显著大于瘦体重组。 

结论  利用瘦体重计算 CCTA 检查中对比剂的用量的方案，其血管增强效果的均一程度优于根

据体重确定对比剂用量的方法。 

 

 
PO-401 

多层螺旋 CT 小肠造影不同口服对比剂的对照研究 

 
蒲红

1
,蔡思墁

2
 

1.四川省人民医院 

2.成都体育学院附属医院放射科 

 

目的：对服用 3种不同口服对比剂后的小肠充盈度进行评价及比较，探讨适合多层螺旋 CT小

肠造影的口服对比剂。材料与方法：受检者 45名，其中男 23例，女 22例，年龄 30岁—75

岁，平均年龄 56.82±11.67 岁。将检查者随机分成 3组，采取口服三种不同对比剂充盈小肠

的方法，第一组 15例，口服 500ml 20%等渗甘露醇+1000ml 清水；第二组 15例，口服 1500ml

清水；第三组 15例，口服 500ml阳性对比剂+1000ml清水。扫描前 10分钟注射 654-2针

20mg，所有受检者行全腹平扫+增强（静脉期）扫描。扫描后采用 1.5mm的层厚在工作站上进

行重建获得 MPR、MIP图像,由两位经验丰富的副主任医师以上腹部影像诊断专家通过协商一致

的方式对图像进行分析。结果：等渗甘露醇溶液能使小肠较好的扩张（充盈度评分

3.47±0.64）与其它两组相比有差异，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00）。结论：等渗甘露

醇口服液是较好的口服小肠对比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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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402 

碘对比剂特性对肾脏的影响 

 
王志强

1,2
,任克

1
 

1.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北华大学附属医院 

 

随着医学影像设备和技术的飞速发展，碘对比剂在经皮心脏介入、动脉介入和 CT对比增强扫

描的应用越来越广泛。但碘对比剂可引发急性肾损伤（CIAKI），特别是原有肾功能不全患

者，内皮功能障碍和/或糖尿病和未充分预水化的患者。对比剂诱导的急性肾损伤发生在多达

30%的患者接受碘造影剂，通常被认为是医院获得性 AKI 最常见的第三个常见原因，仅次于肾

灌注不足和肾毒性药物。但是碘对比剂对肾脏的损害机制尚未完全阐明。本文详细介绍碘对比

剂本身及临床使用碘对比剂对肾脏的影响，以及对比剂肾病检查的研究进展和发展方向进行综

述。 

  

 

 
PO-403 

能谱 CT 单能量图像结合团注测试法在低对 

比剂用量肺动脉成像中的应用 

 
陈晓侠,韩东 

陕西中医学院附属医院 712000 

 

目的 探讨能谱 CT单能量图像结合团注测试法在低对比剂用量肺动脉成像中的应用。方法 60

例临床疑诊肺动脉栓塞患者随机分为 A、B两组，每组 30例。A组行常规 120kVp扫描，对比

剂用量 60ml，采用团注追踪触发技术（smartprep)，监测层面设置在肺动脉主干层面，对比

剂注射 4秒后开始监测，阈值设定为 60HU，触发后延迟 5-6秒开始扫描；B组行能谱(GSI)扫

描模式，对比剂用量 25ml，采用小剂量团注测试技术(Test Bolus)：用对比剂 8 ml，后续 20 

ml生理盐水，以 4.0 ml/s 流速注射，对比剂注射后 2秒开始在肺动脉主干层面监测扫描，获

取肺动脉主干的时间密度曲线，峰值时间加 3秒经验值作为检查的延时时间。扫描后 A组重建

层厚 1.25mm，50%AsiR序列，B组重建单能量 65keV、层厚 1.25mm、50%ASiR序列轴面图像,传

入 AW4.6工作站重建分析。由两名有经验的医师进行双盲法主观评分；测量主肺动脉

（MPA）、右肺动脉（RPA）、左肺动脉（LPA）、右下肺动脉（RLPA）及左下肺动脉（LLPA）

的 CT值和 SD值以及同层面背部肌肉的 CT值，计算信噪比（SNR）、对比噪声比（CNR）。记

录 CTDI、DLP值，计算有效辐射剂量（ED）。采用两独立样本 t检验比较两组患者的平均 CT

值、噪声(SD)、信噪比（SNR）对比噪声比（CNR）、有效辐射剂量。结果：两组图像测量段

CT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平均 SD差异有统计学差异；除 MPA的 SNR差异无统计学差异外，其

余目标血管 CNR及 SNR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主观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辐射剂量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B组较 A组对比剂用量减少了 45%。结论 能谱 CT65keV单能量图像结合小剂量团

注测试法，在减少对比剂用量条件下，可获得 SNR、CNR高于常规扫描的肺动脉图像,且辐射剂

量未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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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404 

CT 检查中预热造影剂对相关不良反应影响的研究 

 
刘然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100020 

 

摘要 目的 探讨 CT增强扫描检查中预热造影剂与造影剂相关不良反应发生的相关性，为减少

影像检查造影剂相关不良反应发生提供参考。方法 选择 2015年 7月至 2016年 8月某院 1786

例行多层螺旋 CT检查的患者随机分为实验组(n=910)及对照组(n=876)，实验组将造影剂提前

预热至 37℃后进行造影剂注射剂 CT增强检查，对照组则常温处理，比较两组不良反应事件的

发生率。 

结果 实验组发生不良反应事件共 8例，其中轻度、中度、重度分别为 6、2、0，发生率为

0.88%，药物外渗 0例；而对照组发生不良反应事件为 26例，其中轻度、中度、重度分别为

21、4、1，发生率为 2.97%，药物外渗 2例；实验组的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有统计学差异

p＜0.05。 

结论 预热造影剂至 37℃能明显降低 CT增强扫描中的不良反应事件发生，可在临床应用中广

泛推广。 

  

 

 

PO-405 

256 排宽体探测器胰腺一站式灌注增强成像研究 

 
池萌,万娅敏,蔡明珠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探讨 256排宽体探测器一站式灌注增强技术在胰腺疾病诊断中的应用方法。 

方法：对我院 50例经临床或病理证实的胰腺疾病患者(其中男性 34例，女性 16例，年龄 27

岁一 78 

岁，平均 52岁)行胰腺一站式灌注增强检查。应用双筒高压注射器以 5ml／s的速度经右肘静

脉团注碘海醇(浓度 350 mg iodine／m1)70ml，继而以相同速度静脉注射生理盐水 40ml。使用

GE Revolution 256排螺旋 CT同步采集灌注数据，灌注扫描参数：管电压 lOOkv，管电流：

lOOmA，增强扫描参数：管电压 lOOkv，管电流：3OOmA， 扫描范围 160mm，每 2 s(曝光 0.5 

s，间隔 1.5s)采集 1次，共采集 21期图像．总灌注时间 55 s。并对采集的容积数据进行灌注

分析，获取感兴趣区的时间一密度曲线、血流灌注图、血流量、血容量等灌注参数。 

结果：50例均成功完成胰腺灌注扫描，包括胰腺癌 17例；急性胰腺炎 14例，其中 5例伴有

胰头坏 

死灶形成；慢性胰腺炎伴囊肿形成 4例；胰岛细胞瘤 10例；正常胰腺 5例。扫描全过程 X射

线的总剂量约为 14.9 mSv到 17.8mSv。 

结论：在患者进行充分的检查前准备与呼吸训练，合理应用对比剂浓度、剂量及团注时间的基

础上，合理运用扫描参数和后处理软件，胰腺的一站式灌注增强会取得良好的成像结果，可望

为胰腺疾病的血流动力学改变做出有价值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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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406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chronic hepatitis with the 

sequence of DCE-MRI 

 
lu xin,Shu Jian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outhwest Medical University 646000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value of Gd-EOB-DTPA dynamic contrast-enhance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DCE-MRI) in early diagnosis and staging for chronic hepatitis. 

Methods : Seventy male Sprague-Dawley rats of 6~7 weeks were selected, and their 

weight was 150~200g. Chronic hepatitis was induced in experimental 

group (n=60) by 40% carbon tetrachloride subcutaneous injections,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n=10) received saline injections. MRI was performed after 

injection for 5 weeks. PHILPS 3.0T MRI and 8 channel knee coil used as scanning 

equipment. The high resolution isotropic volume (THRIVE) T1WI was performed in 

enhancement scanning. The fast DCE-MRI scanning selected 8.3 seconds in each 

period and a total of 50 periods. All images were transferred to the 

postprocessing workstation of PHILPS to measure MR parameters, and the related 

parameters included the value of wash in rate (WIR), time to peak (TTP), maximum 

relative enhancement (MRE) and relative enhancement degree (RE) of hepatobiliary 

phase. All data processed by SPSS22.0 statistical software. The 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ICC) and paired t test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reliability of the measured data, and these data were performed test of 

normality (Shapro-Wilk test) and variance homogeneity (Leven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used to study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MR parameters and hepatic 

inflammatory grade(G), fibrosis stage(S), the degree of steatosis(F). The 

regression equation was established and the partial correlation coefficient（r） 

was calculated. When these data accord with normal distribution and homogeneity 

of variance, and if there are multiple related factors, multivariate analysis of 

variance (MANOVA) is used, and if there is only one related factor, one way 

analysis of variance(ANOVA) is used. The groups were compared by least-

significant difference(LSD). When these data not accord with normal distribution 

or homogeneity of variance, the nonparametric rank sum test (Kruskal-Wallis H 

test) is performed. P<0.05 was found to b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Results: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of MR quantitative date: 

There was positively correlations between TTP value and fibrosis stage

（r=0.511，P=0.011）, and which had no correlation with other factors(P values 
were >0.05). There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ions between hepatic WIR value and 

inflammatory grade, MRE value and inflammatory grade（r=0.448，P=0.028）、

（r=0.486，P=0.016）, and they had no correlation with other factors(P values were 
>0.05). There were correlations between hepatic RE value and fibrosis stage, RE 

value and inflammatory activity（r=-0.515，P=0.010）、（r=0.726，P=0.000）.There 

was no correlation between RE value with steatosis（P=0.669）.The correlation 

between RE value and hepatic inflammatory grade was hig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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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fference of MR quantitative indicators in different pathological 

groups: ANOVA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fibrosis each group about TTP values(F=9.179, P=0.000), and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inflammatory each group about WIR and MRE values 

(F=3.531, P=0.032), (F=4.130, P=0.018). MANOVA was used to analysis the 

values of RE.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inflammatory each group about 

RE values (F=9.802, P=0.001)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fibrosis each group about RE values (F=2.868, P=0.067). 
Comparing each group in different pathological by MRI quantitative date：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TTP value between ≤S1 and ≥S2 each group 

(P values were>0.05), and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S0~S1 and 

S2~S4 each gooup (P values were>0.05), which suggested that the TTP value 
could distinguish the hepatic fibrosis stage between ≤S1 and ≥S2 each 

gooup. The hepatic WIR and RE values could not be well in identifying 

G0~G3 each group (P values were>0.05). The hepatic MRE 
value could differentiate between G0 and G1~G3 each group (P values were<0.05), 

and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G1~G3 each group (P values were>0.05), 
which suggested that the MRE value could distinguish the liver without 

inflammatory activity. 

Conclusion:.1.The TTP value could distinguish hepatic fibrosis between ≤S1 and 

≥S2 each group. 2. The hepatic WIR, MRE and RE values were all related to 

inflammatory activity, and with the aggravation of inflammation activity 

increasing. However, the WIR and RE values could not distinguish 

inflammatory grade in G0~G3 each group, while the MRE value could only 

distinguish hepatic without inflammatory activity. 

 

 
PO-407 

CT 脑灌注联合减影法血管成像对颈内动脉支架置入术后的评

价分析 

 
王正 

山西晋城煤业集团总医院 048006 

 

[摘要]目的  研究 CT脑灌注联合减影法血管成像在颈内动脉支架置入术后评价分析的意

义。方法  36例颈内动脉支架置入术患者于术后行 64排螺旋 CT脑灌注联合减影法 CT血管

成像，以容积再见、多平面重组、曲面重建等多种方式重建，对支架置入术后的情况进行观

察、评估。结果  36例患者支架置入术后支架段颈内动脉均通畅，其中 1例支架形态略显

扭曲变形，2例支架内可见低密度斑块形成，其再狭窄程度分别为 30%和 10%。36例患者术后

患侧 CTP各项指数较术前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善。  结论  螺旋 CT血管成像作为一种方

便、快捷、无创的检查方法能够较客观地评价颈动脉支架置入术后的情况，在颈内动脉支架置

入术后随访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减影法 CT血管成像可有效避免部份骨质伪影，其与 CTP

的联合应用可以更加全面的了解颈内动脉支架置入后的脑血流动力学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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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mperature dependence of T1 and T2 relaxivities with 

Gd-base contrast agents diluted in human whole blood 

at 3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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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pose: 

The goal of this study was to determine T1 and T2 relaxivities of eight Gd-base 

contrast agents (GBCAs) diluted in human whole blood as functions of temperature 

at 3 Tesla. 

Methods and Materials: 

Eight commercially available GBCAs were serially diluted in pooled human whole 

blood, at 5 concentrations from 0.25 to 4mM.  A custom-built phantom held the 

dilutions in air tight cylindrical tubes immersed in water that was used to adjust 

the temperature. The samples were evaluated using a 15 channel transmit/receive 

knee coil at 3Tesla MR scanner (Verio, Siemens Healthcare, Erlangen, Germany). 

Inversion recovery sequences with TIs from 30ms to 3200ms were used to acquire T1 

and multi-echo sequences with TEs from 20ms to 600ms were used to acquire T2. T1 

and T2 were simultaneously measured at the same temperature range, with 

temperature adjusted from 25 to 43 (25, 32.5, 37, 39, 43±0.5℃) via a circulating 

water bath and monitored in real time by a MR fiber optical probe (Essential, In 

vivo). A custom Matlab program was used to automate signal intensity measurements 

in the phantom. SigmaPlot 12.0 was used to calculate T1 and T2 relaxation times 

and relaxivities (r1 and r2). Temperature dependency of relaxivities was calculated 

based on the equation proposed by Reichenbach. 

Results: 

Relaxivities (r1 and r2) we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emperature in all GBCAs. 

Relaxivities(r1 and r2) in GBCAs which had weak transient protein reaction(Gd-EOB-

DTPA and Gd-BOPTA) decrease quickly than the other  GBCAs. 

Conclusions: 

Temperature dependence of relaxivities with eight GBCAs diluted in human whole 

blood were confirmed at 3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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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409 

钆塞酸二钠短 T2 效应对胆道结构和结石显示的影响 

 
吴建伟,杨凤娇 

解放军第八十一医院 210002 

 

目的：探讨高浓度钆塞酸二钠短 T2效应对 T2WI和 MRCP显示胆道系统解剖结构以及结石的影

响。材料与方法：66例肝硬化病人（CP A=33，CP B=24，CP C=9）行 MR钆塞酸二钠增强前及

肝胆期 10、15和 20分钟轴位 SSFSE T2WI和 MRCP检查，记录对比剂在肝管、胆总管以及胆囊

在 T2WI、MRCP上出现时间以及表现，分析其对胆道结构和病变显示影响。结果：对比剂引起

T2WI上胆管信号降低（n=62），胆汁和对比剂分层（n=21），形成点状“充盈缺损”

（n=6），在较宽大的胆管内对比剂形成浮云状低信号（n=2）。低信号的对比剂沿胆囊内侧壁

充盈，在胆囊底部似充盈缺损（n=35），浮云状低信号（n=18），线样低信号沿胆囊长轴直达

胆囊底部（n=1）。在 T2WI 上肝胆期肝外胆道各部分显影程度和时间与 CP 分级相关（肝管延

迟 10分钟 r 为﹣0.393,p=0.001；胆总管延迟 10分钟 r 为﹣0.416,p=0.001，延迟 15分钟﹣

0.485,p<0.001；胆囊延迟 10分钟 r为﹣0.365,p=0.004，15分钟为﹣0.329,p<0.001，延迟

20分钟为﹣0.483,p=0.011），在 MRCP上胆管显影也与 CP分级相关（延迟 10分钟 r为﹣

0.555，p<0.001，20分钟为﹣0.372,p=0.002）。3例胆囊结石和 1例肾盂结石与对比剂难以

区分。[1]1结论：钆塞酸二钠短 T2效应影响胆道解剖结构在 T2WI和 MRCP上显示，而且与肝

硬化程度相关，与胆道结石难以区分，建议这些序列安排在增强前进行。 

  

  

 

 
PO-410 

靶向乳腺癌的新型诊疗一体化探针研究 

 
吴琬璐 

无锡人民医院 214023 

 

目的： 

1、合成兼具磁共振 T1成像和光热转换性能的新型靶向乳腺癌的诊疗一体化探针（anti-CD44 

Fab-NaxGdWO3@mSiO2，CD44-WCMSNs)并具有靶向药物治疗的潜能。 

2、选择乳腺癌模型，对此探针进行材料性能表征及体内外的生物安全性评估。研究探针在细

胞水平和荷瘤鼠模型上的成像敏感性、特异性和光热治疗效果。 

方法: 

采用改进的热解法、水相生长法及酰胺反应，构建乳腺癌主动靶向的分子探针，并对其进行材

料学表征。用 MTT法评估探针对 MDA-MB-231细胞、HeLa细胞生长的影响，观察对昆明鼠生长

的影响。探针修饰 FITC，利用激光共聚焦显微镜研究其被 MDA-MB-231细胞的吞噬情况，并利

用抗体封闭实验观察靶向结合能力。将探针经尾静脉注入小鼠体内，研究其在体内的分布情

况。在德国 SIEMENS公司磁共振成像仪上，研究探针在水溶液、人乳腺癌荷瘤鼠模型上的 T1-

MRI成像的敏感性和特异性。 利用探针对 MDA-MB-231细胞行光热治疗并用 MTT法评估细胞存

活率。在活体上瘤内注射探针，研究探针活体光热治疗效果。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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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表征证实成功合成了 CD44-WCMSNs诊疗一体化探针。 MTT法结果显示其对 MDA-MB-231 细

胞、HeLa细胞的及昆明鼠没有明显毒性。共聚焦显微镜观察到靶向组材料被肿瘤细胞吞噬最

多。水溶液探针弛豫率可达 50.07mM
-1
•s

-1
。探针瘤内注射后，瘤区 T1信号升高至 2.2倍；尾

静脉注射后，瘤区内的 T1信号增高至 1.23倍。细胞经光热治疗后存活率下降至 40%左右，乳

腺癌荷瘤鼠光热治疗组的肿瘤完全消灭  

结论: 

成功合成了兼具乳腺癌主动靶向性、T1-MRI影像和光热治疗功能的新型诊疗一体化探针 CD44-

WCMSNs，探针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并兼具靶向药物治疗的潜力。 

  

 

 
PO-411 

口服甘露醇盐水和水灌肠肠道充盈法联合应用 

下的 MSCTE 研究 

 
李旭,沈霞,曾俊杰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430071 

 

目的：小肠是胃肠道中最长的一段肌性管道，近年来多层螺旋 CT的出现及广泛应用，拓宽了

肠道病变检查的范畴。通过口服等渗甘露醇盐水、水灌肠及两者联合应用充盈肠道后，使用多

层螺旋 CT造影（MSCTE）显示肠道，进而评估肠道扩张度及疾病诊断价值。 

方法：将 95名志愿者（60 例患者，35例健康志愿者），分别采用 45-60min内口服 1500-

2000ml等渗甘露醇盐水（2.5%甘露醇+0.7%氯化钠）、扫描前 10min静脉肌注 20mg山莨胆碱

注射液（患者 30例，健康 15例），水灌肠（患者 15例，健康 10例），双重法（口服甘露醇

盐水和水灌肠联合应用，患者 15例，健康 10例）充盈肠道，20min后多层螺旋 CT小肠造影

（MSCTE）；将原始数据 2次重建后在图像工作站上进行多平面容积重组（MPR）、最大密度投

影（MIP）重建，结合横断面图像，分析患者及健康人的 MSCTE表现，并与临床诊断或手术病

理结果对照。 

结果：95例志愿者中，5例有腹泻，其余 90例都顺利完成了 MSCTE检查。口服了口服甘露醇

盐水法回肠充盈良好，水灌肠法大肠充盈良好，双重法回肠及大肠均充盈良好。口服甘露醇法

小肠充盈优于水灌肠法，与双重法无显著差异，大肠充盈状态水灌肠法明显优于口服甘露醇

法，与双重法无显著差异，MSCTE成像可清楚显示小肠梗阻位置、肿瘤、肠粘连、Crohn 病及

肠系膜血管等情况。 

结论：口服甘露醇盐水法是小肠疾病检查的一种简便、可靠的全面显示小肠的方法，和水灌肠

联合应用可以在 MSCTE同时较好的充盈显示小肠和大肠。而两种方法单独使用则仅能分别充盈

显示小肠和大肠，需要根据显示目的选择相应的充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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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ground and Purpose: New researches have suggested that individuals with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HIV) have central auditory processing deficits, which may 

reflect central nervous system damage caused by HIV infection.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changes of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of auditory network 

(AN) in HIV positive individuals by using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Resting-state fMRI). 

Materials and Methods: A reduced ability to understand speech in noise despite 

otherwise normal hearing determined by audiometry was used as a marker of a 

central auditory deficit. We enrolled 10 HIV+ outpatients (8 male, 2 female, 

average age 46), with cognitive deficits (Montreal Cognitive Assessment (MoCA) 

scores <25) and speech-in-noise detection deficits (composite speech reception 

threshold (SRT) > -6 dB) from the Shanghai Public Health Clinical Center in 

Shanghai, China. Their results where compared to 10 HIV- subjects (9 male, 1 

female, average age 26) with normal MoCA and SRT scores. All subjects had normal 

hearing determined by audiometry. The subjects underwent resting-state fMRI, and 

the auditory network was identified via independent component analysis (ICA). 

Results: The ICA results of Resting-state fMRI showed, compared with healthy 

controls, the HIV+ group showed abnormal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FC) within AN. 

Specially, FC of the AN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in the left superior temporal 

gyrus (involving brodmann area 41, 42 and 22) and precentral gyrus (brodmann 4), 

(AlphaSim corrected, P<0.05). 

Conclusions: Compared to normal HIV- controls, this preliminary study shows 

reduced activity in auditory relevant areas on RS-fMRI in HIV+ individuals with 

cognitive and central auditory deficits. These data suggest that the central 

auditory findings in HIV+ have a function correlate on neuroimaging, which 

supports the potential use of central auditory tests as a way to assess central 

nervous system effects of H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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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413 

水痘肺炎的影像学表现 

 
姚升娟 

天津市第二人民医院 300192 

 

摘要：水痘是一种由水痘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一般多见于婴幼儿。由于水痘疫苗在

婴幼儿中的普遍应用，婴幼儿的水痘发病率大幅下降；但随着水痘病毒的变异和成人机体水平

的下降，以及水痘病毒极强的传染性，成人水痘病例日益增多。水痘的并发症较多，以肺炎最

常见。我们回顾性分析本院 82例临床确诊的水痘肺炎的患者，所有患者均有发热、皮疹，并

伴有不同程度的咳嗽咳痰，严重时出现气急、进行性呼吸困难等。所有患者均经过胸部 CT平

扫检查，分析其 CT影像表现特征，我们发现水痘肺炎影像改变以双肺野内出现结节状高密度

影，周边边界不清楚，多见磨玻璃样高密度影，双肺野分布无特异性，且婴幼儿和成人的水痘

肺炎的影像表现无差异性。 

  

 

 
PO-414 

艾滋病合并颅内结核的 MRI 表现 

 
李春华,吕圣秀,王惠秋,刘雪艳,舒伟强,杨长萍 

重庆市公共卫生医疗救治中心 400036 

 

目的 分析艾滋病合并颅内结核的 MRI表现，提高对该病的认识。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4年 1月至 2017年 5月收治的 89例艾滋病合并颅内结核住院患者的影像学资料，所有患

者均做了平扫Ｔ1WI、 FSE-T2WI、T2FLAIR及 DWI 序列，及 T1WI增强扫描，对比剂使用钆贝

葡胺。对其 MRI表现进行分析。 结果 脑膜结核 53例，表现为基底池脑膜、侧裂池、软脑

膜增厚 53例，室管膜增厚 6例，伴有脑膜结核瘤 15例，脑膜结核瘤呈均匀强化 12例，环形

强化 5例。大脑中动脉不规则 11例，伴腔隙性脑梗塞 6 例，脑实质结节/结核瘤 67例，Ｔ1WI

呈等低信号，T2WI及 T2FLAIR 呈等高信号，22例 DWI呈中心高信号，结节周围伴水肿 46例。

增强后呈结节状强化 56例，环形强化 47例，粟粒样结节 32例。结核性脑炎 45例，T1WI呈

低信号，T2WI及 FLAIR呈高信号，DWI呈低信号，增强后无强化。结论 艾滋病合并颅内结核

以结核性脑膜炎及脑实质结核结节/结核瘤为主要表现形式，头颅 MRI平扫及增强检查对其诊

断有重要作用。 

  

 

 

PO-415 

艾滋病相关肺部非霍奇金淋巴瘤的 CT 表现 

 
王惠秋,吕圣秀,李春华 

重庆市公共卫生医疗救治中心 400036 

 

目的 探讨艾滋病相关肺部非霍奇金淋巴瘤的 CT表现，提高对艾滋病相关肺部非霍奇金淋巴

瘤的 CT诊断水平。方法 回顾性分析 7例艾滋病相关肺部非霍奇金淋巴瘤的 CT表现，结合穿

刺病理结果，分析其 CT表现特点。结果 7例艾滋病相关肺部非霍奇金淋巴瘤表现为肺部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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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团块影 3例，肺部多发结节影 2例，肺部实变伴多发结节影 1例，纵隔淋巴结肿大 3例，肺

门淋巴结肿大 2例，腋窝淋巴结肿大 2例，伴腹股沟淋巴结肿大 1例，伴肺不张 2例，伴空洞

1例，伴支气管扩张 1例。增强扫描：病灶均匀轻度强化 3例（CT值增加 10HU） ，不均匀轻

度强化 2例，边缘强化 2例，血管造影征 2例。穿刺活检病理结果 7例均为非霍奇金淋巴瘤。

结论 艾滋病相关非霍奇金淋巴瘤常累及任何部位的淋巴结及淋巴组织，肺部也是其中之一，

该病肺部 CT影像学表现具有多灶性，多形态性，多强化方式等特点，我们应该进一步认识及

了解其特点，以提高该病的诊断准确率。 

 

 
PO-416 

弓形虫脑病的影像表现与诊断 

 
鲁植艳,丁勋,李航,汪明月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430071 

 

12例弓形体脑病临床及影像学资料，并结合文献。弓形体脑病发生逐渐升高，其典型 MR表

现：颅内多发异常信号，多位于大脑半球皮髓质交界处、基底节区、小脑、脑干及侧脑室，部

分可累及脑膜｡病灶可呈结节状、片状、平扫 T1 WI表现为等、低信号,T2 WI呈不均匀高

信号,周围绕以水肿带;有的病变内见 T1 WI斑点状高信号、T2 WI呈低信号灶,增强后可呈

明显结节状､环状或分层样强化,累及脑膜者可有脑膜强化，可有占位效应及伴有脑积水。结合

临床资料及影像学检查可以诊断获得性弓形体脑病,MRI可作为首选影像学检查方法｡ 

  

 

 
PO-417 

基于套索回归的多变量模式分析方法对 HIV 

患者脑白质损伤的 DTI 研究 

 
李瑞利,李宏军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100069 

 

摘要：以往大多数关于 HIV 脑白质损伤的 DTI研究都是采用传统的单变量统计分析方法，研究

结果不一致，缺乏共识。近年来，多变量模式分析越来越多地应用于 DTI的研究，该方法将

DTI指标作为评估临床变量或预测诊断状态的特征，进而揭示与疾病相关的 DTI指标的变化。

多变量模式分析将区域间相关性考虑在内，检测细微神经病理变化的敏感性增加，已成为一种

较流行的神经影像分析方法，该方法可能有助于解决之前单变量分析研究 HIV结果不一致的问

题。本研究基于套索回归的多变量模式分析方法（LASSO），对未用抗逆转录病毒治疗的 HIV

患者的脑白质损伤进行识别，排除了药物可能对脑白质完整性造成的影响。结果显示 HIV 感染

会导致下行运动通路的白质受损（左侧内囊后肢、左侧大脑脚、右侧皮质脊髓束），在之前单

变量分析的研究中这 3个区域被分别报道过，但是没有报告说这三个区域同时与艾滋病毒感染

有关，我们认为这可能是由于多变量模式分析在检测细微的神经病理变化时有更高的灵敏度，

从而检测了先前研究中未观察到的白质完整性变化。除此之外发现胼胝体和额叶白质损伤最为

明显。为了进一步确定这些区域与 HIV感染确实相关，基于受损纤维束内的 DTI指标，利用支

持向量机（SVM），构建了 HIV病人和正常人的分类模型。结果显示该模型可以很好的将病人

和正常人区分开来，分类的准确性（ACC）为 83.08% (P=0.002)，ROC曲线下面积（AUC）是

0.9110，进一步说明基于套索回归的多变量模式分析方法可以有效的识别出 HIV感染导致的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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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损伤。我们也发现白质损伤与 HIV的临床数据间有显著的关系。胼胝体膝的神经退行性变与

患者当前的 CD4计数、CD4/CD8、病毒载量有显著相关性，说明 HIV患者胼胝体白质微结构更

容易受 HIV感染的免疫功能障碍和病毒复制影响。 

 

 
PO-418 

DTI 对脑实质型囊虫病分期诊断的研究价值 

 
李信响

1
,张承志

2
,董江宁

1
 

1.安徽省肿瘤医院 

2.大理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摘要】目的 研究 DTI参数 FA值和 DCavg值对脑实质型囊虫病的分期诊断价值；在 DTT中观

察病灶对脑白质纤维束受压或破坏的情况。方法 收集本院 2015年 1月到 2016年 12月经临床

确诊的 48例脑实质型囊虫病，男 30例，女 18例，其中亚临床期 8例，水样囊泡期 13例，胶

样囊泡期 15例，肉芽肿结节期 12例。通过对以上各期 FA图和 DCavg图的病灶测量值，利用

SPSS22.0软件进行各期病灶 FA值和 DCavg值以及各期病灶镜像对照正常脑实质 FA值和 DCavg

值统计分析，比较其对脑实质型囊虫病的分期诊断。再进行 DTT成像，观察脑囊虫病灶对脑白

质纤维束的影响。结果 （1）脑实质型囊虫病各病理时期 FA值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各期 FA值分别为：亚临床期（0.0747±0.0035）,水样囊泡期（0.1058±0.0065）,

胶样囊泡期（0.1273±0.0051）,肉芽肿结节期（0.1593±0.0040）。（2）脑实质型囊虫病各

病理时期 DCavg值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各期脑实质型囊虫病 DCavg值分别

为：亚临床期 （1.3124±0.0820）×10-3mm2/s,水样囊泡期（1.5141±0.0084）×10-

3mm2/s，胶样囊泡期（1.1121±0.0056）×10-3mm2/s,肉芽肿结节期（1.0932±0.0104）

×10-3mm2/s。（3）各时期 FA值和 DCavg值与其相应镜像对照正常脑实质有统计学差异（P＜

0.05）。（4）本研究病例中 1例位于额叶和 3例位于颞叶皮髓交界区肉芽肿结节期脑实质型

囊虫病灶邻近的钩束和上纵束在 DTT上未见显示，余 44例未见明显异常。结论 （1）DTI参

数 FA值及 DCavg值对脑实质型囊虫病分期诊断有重要临床意义。（2）脑囊虫病肉芽肿结节期

病灶可影响脑白质纤维束在 DTT上的显示。 

 

 
PO-419 

间质型肺孢子菌肺炎的 HRCT 表现 

 
李航,鲁植艳,汪明月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430071 

 

【摘要】 目的：探讨以间质改变为主的肺孢子菌肺炎（Pneumocystis jirovecii 

Pneumonia，PjP）的 HRCT表现特征，提高此类型 PJP的认识。方法：回顾性分析经临床诊断

的 18例 AIDS合并间质改变为主的、肺孢子菌肺炎的影像学资料，所有患者 HRCT以间质改变

为主，总结其影像学表现及特征。结果：间质型 PJP以双肺弥漫、对称分布为主（74%）,间质

病变以间隔间质增粗最常见（100%），常伴有周围间质增粗（35%），而中轴间质较少累及

（17%）。结论：以肺间质改变为主的肺孢子菌肺炎 HRCT表现具有一定特征性, 有助于早期诊

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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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420 

布氏杆菌性脊柱炎的 MRI 诊断优势 

 
彭琨

1
,王峻

2
,景辉

1
,牛金亮

2
 

1.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总医院 

2.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目的：研究 MRI在布氏杆菌性脊柱炎中的诊断优势。 

资料与方法：收集本院已通过病理证实的 20例布氏杆菌性脊柱炎行常规 MRI扫描及静脉注射

Gd-DTPA后的增强扫描，扫描序列分别为 T1WI、T2WI、STIR压脂序列,分析 MRI在本病中的诊

断优势。 

结果：研究发现，布病累及椎体以腰椎最常见，但是受累椎体正常形态未受影响，个别椎体边

缘可见确定骨质增生甚至轻微的骨质破坏。病灶在 T1WI呈低信号,T2WI呈等高信号或混杂高

低信号，压脂像呈高信号。静脉注射 Gd-DTPA后的增强扫描，病灶一般呈明显强化。所有病例

中，5例 T2WI像呈高信号，椎间盘共有 10例变窄，信号并无明显变化。8例病灶呈长 T1长

T2信号,压脂像呈不均匀高信号。有不同程度硬膜外脓肿，静脉注射 Gd-DTPA后的增强扫描显

示脓壁厚薄不均明显强化。15例椎旁软组织受累，呈不均匀长 T1长 T2信号，界欠清，压脂

像呈不均匀高低混杂信号，其内信号不均匀，内见多发大小不等的脓腔。静脉注射 Gd-DTPA后

的增强扫描示脓腔壁呈不均匀环形强化。 

结论：布氏杆菌性脊柱炎的 MRI表现有一定的特征性表现,MRI对布氏杆菌性脊柱炎的诊断较

其他影像学手段具有明显优势。 

  

 

 
PO-421 

Comparative study between swine influenza H1N1 

infection and the Pneumonia of Human infection with 

H7N9 subtype avian influenza in the initial stage of 

a disease 

 
Yang Chen,Zhou Li,Cheng Bingxue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chang University 330006 

 

Objective：To analyze clinical features in the initial stage of viral pneumonia 

due to avian influenza H7N9 and Swine influenza H1N1, so as to provide help for 

clinical treatment. Methods: The materials of age of onset, epidemiology,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basic diseases and CT findings of the pneumonia in 22 

patients with influenza H1N1 and 18 patients with influenza H7N9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Results: The median age of H7N9 patients is 23-year-old , 

and that of H1N1 patients is 59.5-year-old . The percents of the basic diseases of 

H7N9 patients is 78 , and that of H1N1 patients is 23 . The age of H7N9 patients 

were older and they had more basic diseases . The onset symptoms of dyspnea and 

shortness of breath in H7N9 infections were more observed than that in H1N1 . 

Morever , both of 2 groups might be accompanied by running nose , fatigue , 

vomiting and expectoration . In both two groups , the major pathology was inva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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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pulmonary parenchyma and interstitial tissue .The fundamental pulmonary CT 

findings were pulmonary ground-glass opacities and consolidations, air bronchogram, 

interlobular septum thickening , lymph lode enlargement could also be revealed . 

The pulmonary ground-glass opacities and consolidations appeared simultaneously in 

H7N9 group were more observed than that in H1N1 group , as well as the 

interlobular septal thickening appearence of lung . In addition , pleural 

thickening and thin-walled cavity were observed in H7N9 group , howerer , none 

found in H1N1 group . Conclusion : Compared with influenza H1N1 patients , 

older in age of onset and more underlying diseases wer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of the patients with H7N9 avian influenza pneumonia CT could 

objectively display the lung’s imaging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wo 

disease for differential diagnosis, it has important guiding meaning in the 

initial clinical treatment. 

  

 

 
PO-422 

Radiological characterization of disseminated 

tuberculosis in patients with AIDS 

 
Feng feng

1
,Xia Ganlin

1
,Shi Yuxin

2
,Zhang Zhiyong

2
 

1.Nantong Tumor Hospital 

2.Shanghai Public Health Clinical Center 

 

 

Objective 

This study aimed to analyze and characterize the radiological manifestations of 

disseminated tuberculosis in patients with AIDS and to improve its diagnostic 

accuracy. 

Materials and methods 

The radiological images of disseminated tuberculosis in 40 patients with AIDS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with special focus on the distribution, location and 

enhancement pattern of the lesions. 

Results 

The lesions were shown with involvement of lungs (87.5%), lymph nodes (72.5%), 

spleen (27.5%), liver (12.5%), CNS (7.5%), pleura (15%), ileocecal junction (7.5%), 

soft tissues (7.5%), peritoneum (7.5%), kidney (5%), and bone (5%). CT 

manifestations were characterized by military nodules at lungs (27.5%), spleen 

(22.5%), liver (7.5%); focal lesions with rim enhancement in the CNS (12.5%), soft 

tissues (7.5%), spleen (5%), and liver (5%); intrathoracic lymphadenopathy with 

rim enhancement (62.5%) and those in abdomen (68.8%). Intrathoracic 

lymphadenopathy dominantly distributed in 4R (79.3%), 7 (72.4%), and 2R (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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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le abdominal lymphadenopathy dominantly distributed in the portacaval space 

(87.5%), peripancreatic region (87.5%), and hepatoduodenal ligament (81.3%). 

Conclusions 

Disseminated tuberculosis in patients with AIDS affects multiple sites, and the 

most commonly affected region is lungs, followed by lymph nodes, spleen and liver, 

CNS, and others. The radiological features include miliary pattern in lung, spleen, 

and liver, with dominant distribution of lymphadenopathy and rim enhancement. The 

focal lesions with rim enhancement at multiple sites highly suggest the diagnosis 

of disseminated tuberculosis in patients with AIDS. 

 

 
PO-423 

艾滋病合并耶式肺孢子菌肺炎的 CT 特点及与预后的关系 

 
史东立

1
,陈龙华

2
 

1.北京佑安医院 

2.南阳医专一附院影像科 

 

目的:探讨艾滋病合并耶式肺孢子菌肺炎的影像特点及与预后的关系。方法:回顾性分析 2014

年 8月至 2015年 8月佑安医院临床或病理确诊为艾滋病合并耶式肺孢子菌肺炎的患者 55例，

总结其 CT影像学特点，并探讨与预后的关系。结果:最常见的影像特征为磨玻璃密度影，共

55例，其次为网格影 25例、结节 19例、实变 12例、肺气囊 9例；少见表现：胸腔积液 2

例，心包积液 1例，气胸、纵隔气肿、皮下气肿 1例。常见分布类型：弥漫不均匀型 26 例，

弥漫均匀型 14例，肺门旁型 10例；少见分布：胸膜下型 5例，未见单一大叶或小叶分布型。

上述影像特征动态变化呈多样性。单一磨玻璃密度组和多种征象混合组的治愈率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结论:艾滋病合并耶氏肺孢子菌肺炎具有一定的影像学特点，这些能够为临

床诊断及评价预后提供一定的依据。 

  

 

 
PO-424 

黄色肉芽肿性胆囊炎 CT 表现 

 
姜红丽,李为民 

牡丹江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原:牡丹江铁路中心医院) 157000 

 

目的：探讨黄色肉芽肿性胆囊炎的 CT表现，对其 CT表现与胆囊癌 CT表现进行观察，旨在提

高两者之间鉴别诊断的准确性。材料与方法：回顾性分析 2014年-2017年影像考虑黄色肉芽

肿性胆囊炎患者 8例，经手术证实 4例为黄色肉芽肿性胆囊炎患者，其中 2例为胆囊息肉合并

胆囊炎症，1例为胆囊癌，1例为胆囊结石合并脓肿形成。选取经手术证实为胆囊癌患者 15

例，且影像表现以胆囊壁增厚为特征性表现。结果：CT诊断为黄色肉芽肿性胆囊炎患者中胆

囊增大 5例，胆囊大小未见异常 1例，胆囊形态不规则 2例。胆囊壁增厚 8例，壁内可见小低

密度结节 4例，胆囊结石 7例，肝脏局部受累 5例。将厚壁性胆囊癌 CT表现与黄色肉芽肿性

胆囊炎 CT表现进行对比观察。结论：壁厚型胆囊炎与黄色肉芽肿性胆囊炎鉴别困难，但是胆

囊壁强化方式有助于两者鉴别。增厚的胆囊壁内低密度结节对于诊断黄色肉芽肿性胆囊炎具有

特征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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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425 

军团菌肺炎的影像学表现及其诊断价值 

 
任红健 

天津市泰达医院 300450 

 

目的 探讨军团菌性肺炎的影像学表现及其影像诊断价值，提高对本病的认识。方法  回顾

分析经临床综合诊断 35例军团菌性肺炎的临床及系列影像资料，并总结其影像学特征。 

结果 军团菌性肺炎的主要影像学表现为：多形态病变 31例；多叶多段病变 25例；胸腔积液

10例；肺脓肿 6例；临床症状与影像学表现不一致 21例；影像学改变吸收缓慢（时间大于 2

周者）30例；伴有纤维索条、网状影或蜂窝影者 28例。因此，军团菌性肺炎的征象主要以多

形态病变、多叶多段病变以及多伴有纤维索条、网状影或蜂窝影等纤维化为特征；而其动态影

像学主要是以影像学改变吸收缓慢和影像学改变与临床症状不一致为特征。 

结论 军团菌性肺炎的影像学表现虽较复杂，但也有一定特征性，结合病史、体征及实验室检

查可提示诊断。 

 

 

 
PO-426 

EB 病毒相关噬血细胞综合征的肺部 CT 表现 

 
陈疆红,钟朝辉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100050 

 

目的：研究临床确诊的 EB病毒相关噬血细胞综合征患者的肺部影像表现，了解此疾病肺部受

累的情况。 

方法：回顾性分析了 41例在我院治疗的 EB病毒相关噬血细胞综合征患者，分析这些患者发病

及治疗过程中肺部受累的情况。 

结果：41例患者中男 30例，女 11例，平均发病年龄 28.0 岁（6岁~65岁）。入院时表现片

状磨玻璃密度灶 17例（15 例局灶、2例弥漫），斑片实变灶 2例、小叶中心结节 3例；胸腔

积液 10例；心包积液 4例。共 15例诊断为肺部感染（感染率 36.6%，15/41），2例诊断为肺

水肿（发病率 4.9%，2/41）。治疗过程中，14例（34.1%）肺部病变加重，主要表现为多发片

状实变、磨玻璃密度灶、多发结节、胸腔积液等；其中 8例诊断真菌感染、4例诊断肺结核、

2例出现肺水肿。肺部无明显受累患者的病情较肺部多叶、多段受累患者的病情稳定

（P<0.05）。 

结论：EB病毒相关噬血细胞综合征发病初期肺部易受累，在治疗过程中出现机遇性感染率较

高（29.3%），及时诊治会利于患者病情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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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427 

累及骨骼的播散性隐球菌病的影像学表现 

 
陈淑香

1
,韩芳

2
,张惠娟

1
,杜瑞宾

1
 

1.福建省立金山医院 

2.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目的 探讨累及骨骼的播散性隐球菌病的影像特征及相关临床动态病程特点，提高诊断水平。 

方法：回性顾分析经临床确诊，以骨骼、肺、脑为靶器官的播散性隐球菌病患者（男 4例，女

1例）的临床影像学资料。结果：5例中，2例血隐球菌乳胶凝集试验确诊（其中 1例脑脊液

隐球菌乳胶凝集试验亦阳性），2例淋巴结活检、1例脑内病灶活检确诊；肺部 CT分别表现为

双肺弥漫性粟粒状微结节影、左肺上叶前段不规则类结节、左肺下叶斑片状渗出影各 1例，余

2例肺部未见明显活动性病灶。头颅 MRI示 2例软脑膜强化（其中 1例伴脑积水且 10年前曾

有结核性脑膜炎病史）；1 例双侧额叶、右侧颞叶多发类环形占位伴周围片状水肿带， MRS提

示肿瘤性病变，误诊为转移瘤；1例颅内未见明显病灶，但颈 2-3水平脊髓略肿胀，延髓、上

颈髓及上胸髓表面软脊膜强化。脊柱骨骼受累情况：2例累及椎体伴附件及椎间盘受累和周围

软组织肿块形成；2例双侧股骨骨髓见异常信号；还有 1例骨骼系统未见明显受累但双侧颈部

多发淋巴结肿大（部分坏死呈环形强化）、双侧腮腺及项背部皮下多发结节。上述病灶经抗真

菌治疗后复查有不同程度缩小、好转，病人仍在治疗和随访中。结论：播散性隐球菌病可累及

全身各系统，免疫功能正常者累及骨骼较少见，病程长且错综复杂，影像表现多样,缺乏特异

性,误诊率高，需与其他病原体感染及肿瘤性病变鉴别，确诊需结合临床和病理，影像特征分

析有助于提高诊断与鉴别诊断水平，为该病临床诊断、治疗及评估提供影像学依据。 

 

 
PO-428 

宫颈癌患者 MRI 图像纹理特征与 HPV 感染的相关性研究 

 
童永秀 

福建省立医院南院 350008 

 

目的 通过研究 HPV感染和非 HPV感染宫颈癌患者磁共振成像的纹理特征，从影像组学上探讨

宫颈癌发生与 HPV感染的相关性。方法 选取经病理证实的 150例宫颈癌患者为观察对象，结

合临床 HPV（人乳头状瘤病毒）检测，分为 HR-HPV感染组（+）和非 HR-HPV感染组（—）；

HR-HPV（+）组根据感染程度可分为单型、双重感染和多重感染。所有患者均进行 MRI 检查，

并将所得的 ADC及 DCE图像输入程序进行纹理分析，提取纹理特征参数。分析不同 HR-HPV感

染组以及不同感染程度组间的纹理特征参数。结果 HR-HPV 阳性组和阴性对照组的磁共振成像

纹理特征参数存在显著性差异；不同感染程度组间的纹理特征参数也存在差异性，尤其是单型

与双重感染以及多重感染组间存在显著差异性。结论 宫颈癌患者的 MRI成像纹理特征与 HPV

感染密切相关，而且与 HPV 感染程度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可以为早期临床干预治疗提供帮助。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462 

 

PO-429 

恶性疟疾的 CT 表现及其受累组织器官的分布特点 

 
张笑春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400038 

 

目的：探讨恶性疟疾的 CT表现与其受累组织器官分布特点。材料方法：回顾性分析经临床证

实的恶性疟疾 25例，观察分析各组织器官的 CT表现，并评价其关系。结果 肝脾最易受累，

包括脾大 12例、巨脾 7例、脾梗死 3例、肝脏肿大 7例和肝内淋巴瘀滞 1例。肺受累居第 2

位，肺水肿 8例、其中肺泡性水肿 6例（实变 4例和磨玻璃密度影 2例）和间质性肺水肿 2

例，增殖性炎变 2例和双侧胸腔积液 10例。脑受累居第 3位，水肿 5例、侧脑室出血 1例和

脑内多发低密度灶 2例。肠道受累居第 4位，结肠壁水肿 1例、小肠壁水肿 2例和腹水 3例。

肾脏受累 2例，表现为双肾密度减低、皮髓质分界不清、实质内低密度灶。淋巴结肿大和广泛

皮下水肿各 1例。结论 恶性疟疾的 CT表现主要是组织器官水肿和缺血性改变，且受累气管优

势分布顺序为肝脾、肺、脑、肠、肾、淋巴结和皮下组织。 

  

 

 
PO-430 

急性胰腺炎累及 PPRS 的 CT 表现及解剖学特点 

 
王雅琴

1
,王倩倩

1
,杨春波

2
,涂颖珊

1
,董鹏

1
 

1.潍坊医学院 

2.潍坊医学院附属医院 

 

目的：肾筋膜的外侧附着分型Ⅰ型、Ⅱ型、Ⅲ型，根据肾筋膜间平面的解剖特征，探讨分型为

Ⅱ型的急性胰腺炎患者侵及肾旁后间隙（PPRS）的方式和 CT特点。 

方法：搜集 97例符合研究标准的患者资料。其中，有 23例患者的肾筋膜外侧附着分型为Ⅱ

型，单双侧不一，且均有 PPRS 受累。分析 23例患者的 PPRS 受累的解剖学基础和 CT表现特

点。 

结果：(1) 所有病例中，双侧 PPRS 均受累者 8例，左侧 PPRS 受累者 22例，右侧 PPRS 受累者

9例；（2）同侧 PPRS 受累，肾后筋膜后层增厚，与锥侧筋膜相连，呈条索状、斑片影、条状

以及片团状积液影；（3）PPRS 受累的途径有三种，分别为：a.肾后筋膜后层的筋膜间平面先

被肾旁前间隙的炎症侵犯，然后直接侵犯 PPRS；b.肾后筋膜后层增厚有薄弱处，肾旁前间隙

的炎症通过此薄弱处直接侵犯 PPRS；c.肾旁前间隙和/或肾前筋膜间平面的炎性积液向下进入

锥下间隙，然后反折而上侵犯 PPRS。 

结论：基于肾筋膜间平面的解剖学基础，肾筋膜外侧解剖附着分型为Ⅱ型的急性胰腺炎患者的

PPRS 的受侵途径可经过 CT 良好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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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431 

艾滋病相关淋巴瘤的 CT 影像表现及病理特点 

 
胡天丽,刘晋新 

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 510060 

 

【摘要】 目的 分析 AIDS合并淋巴瘤的 CT影像表现及病理结果，探讨其影像表现及病理特

点，提高对 AIDS相关淋巴瘤的认识。 方法 回顾分析 39例经临床活检病理确诊为 AIDS合并

淋巴瘤患者的影像资料，总结分析 AIDS合并淋巴瘤的影像表现及特点。 结果 39例艾滋病合

并淋巴瘤的病理类型均为非霍奇金淋巴瘤(Non-Hodgkin 's lymphoma, NHL)；影像学表现中

结内病变共 39例，以淋巴结肿大为主，其中腋窝淋巴结肿大 16例，颈部淋巴结肿大 9 例，纵

隔及肺门淋巴结肿大 7例，腹腔淋巴结肿大 6例，腹股沟淋巴结肿大 1例；结外病变 34 例，

以占位性病变为主，累及部位广泛，包括软组织肿块 20例，发生于肝 12例，骨骼/软骨 10

例，消化道 8例，肺 6例，肾上腺 4例，肾及脾各 3例，胰腺及肌肉各 2例，腮腺、胆囊、前

列腺及精囊腺、膀胱各 1例。 结论 艾滋病相关淋巴瘤主要以 NHL为主，广泛累及淋巴结及淋

巴结以外器官，淋巴结外病变发生率高、且常多脏器受累是其影像学特点，艾滋病相关淋巴瘤

的影像表现与病理符合度高，但确诊仍需结合其病理结果。 

 

 

 

 
PO-432 

肝脏异常灌注在肝脏炎性病变中的诊断价值 

 
刘棠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16027 

 

目的：探讨肝脏炎性病变伴肝脏实质异常灌注的表现及机制。 

方法：回顾分析有异常灌注的 20例肝脏炎性病变的 CT增强表现, 所有病例均经手术病理、

特征性影像学表现及病情随访确诊, 包括肝脓肿 6例、急性胆囊炎 10例、急性胆管炎 4例。 

结果：肝脓肿的异常灌注以肝叶、多段型为主，呈楔形、片状或节段性；急性胆囊炎异常灌注

位于邻近胆囊床的肝实质内；急性胆管炎异常灌注表现为肝段或肝叶异常强化。 

结论：正确认识肝脏灌注异常对肝脏炎性病变疾病的诊断和鉴别诊断具有重要意义, 从而指导

临床治疗。 

  

 

 

PO-433 

多排螺旋 CT 对于儿童支原体肺炎的诊断及治疗价值 

 
赵萌 

江苏省人民医院 210029 

 

目的：肺炎支原体(Mycoplasma pneumoniae，MP)是儿童社区获得性肺炎重要的病原之一，以

学龄前期和学龄期儿童最为多见。近年来，随着耐药性支原体肺炎，难治性及复杂性支原体肺

炎的增多，早期诊断及治疗效果的评估越来越重要，利用多排螺旋 CT低剂量扫描，总结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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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部炎症的分布及影像特征，期望对儿童支原体肺炎，尤其是难治性支原体肺炎的早期诊断及

治疗有一定价值。方法：分析 2011年至 2017年期间 58名经临床实验室检查证实的支原体肺

炎， 均行低剂量扫描，其中男 37例，女 21例，年龄 2 个月到 14岁，中位年龄 4.5岁。小于

4岁的患儿水合氯醛镇静睡熟后扫描，扫描范围自喉至肺底，扫描后进行最小密度投影

（MinIP）及 VR重建评估气道是否狭窄，阻塞。如大片状实变，其内可见低密度影，增强评价

坏死性肺炎及血管情况。结果：多发两个肺叶以上（93.5%），肺部出现片状及阶段状实变影

（72.9%），实变周围网结影（89。1%），实变内充气支气管狭窄狭窄症（98.9%），小叶中心

结节（71.2%），支气管壁增厚（75.3%）；分别根据常规 CT图像的影像特征做出支原体肺炎

的诊断，诊断准确率达 92.9%。并根据薄层及最小密度投影判断支气管是否狭窄，如狭窄，需

做支气管肺泡换洗，本组有 16例；并同时根据实变的范围，是否坏死性肺炎，是否合并气囊

及胸腔积液，提示临床难治性支原体肺炎的可能，本组有 7例。结论：多排螺旋 CT低剂量扫

描，有助于早期诊断儿童支原体肺炎，并提示难治性支原体肺炎的可能，为临床的早期诊断及

治疗提供支持。 

  

 

 
PO-434 

18F-FDG PET/CT 在发热待查的应用价值 

 
王憬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50086 

 

发热待查（FUO）是一种被定义为住院病人经过 3天或者门诊病人经过 2周的合理检查后仍未

确诊的疾病。近年来，随着诊断技术的提升，FUO仍是临床亟待攻克的难题，因为发热是一种

潜在疾病的非典型临床表现。FUO的病因大致上可以概括为四大类：肿瘤、感染性疾病、非感

染性炎症疾病(noninfectious inflammatory disease, NIID)和不明原因，未确诊率达到

53%。FUO标准的诊断方法包括重复的实验室检查，传统的影像学成像以及其他创伤性检查，

其过程往往耗时又充满不确定。在临床诊疗过程中，FUO及时、精准的病因学诊断对疾病的诊

疗预后是非常重要的，随着医学分子学的发展及诊断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PET/CT作为高灵

敏度、高分辨率的最具代表性的显像技术之一出现，给广大 FUO的患者带来了福音。PET/CT

是一种在注射示踪剂后几个小时内就可以做出诊断的快速检查技术，既具备 PET的功能显像，

同时也有 CT的高密度分辨率和空间定位能力。而且，PET/CT应用的显像剂
18
F-FDG，将功能性

显像与解剖学显像恰当融合，同时兼顾了诊断图像高灵敏度和分辨率。
18
F-FDG PET/CT拥有独

到的病因学诊断优势，能显示隐匿病灶以及全面显示病灶的分布情况，在 FUO患者的早期诊断

中具有重要意义。因此，
18
F-FDG PET/CT对发热待查患者病灶的检出更具优势。 

 

 

PO-435 

布鲁氏菌病脊柱炎 CT、MRI 表现及对比研究 

 
张鹏,杨军妍,宋继业,戴越 

沈阳市第六人民医院沈阳市传染病医院 110006 

 

 

【摘要】 目的：探讨布鲁氏菌病脊柱炎 CT、MRI表现和两种检查方式对该病诊断检出率差

异，为临床检查、疾病的早期诊断及治疗提供一定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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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选取沈阳市第六人民医院 2015年 1月至 2015年 12月布鲁氏菌病脊柱炎住院患者 133

例,采用回顾性分析方法，对其影像学特征及诊断检出率进行收集、整理、分析。 

结果：布鲁氏菌病脊柱炎患者 133例，腰椎发病最多，共计 101例（75.94%），以 L4椎体发

病率最高；胸椎发病者 8例(6.02%)；颈椎发病 3例（2.26%），骶椎发病患者 1例

（0.75%）；腰、骶椎发病者 18例（占 13.53%）；胸、腰椎发病患者 1例（0.75%）；颈、腰

椎发病者 1例（0.75%），累及椎旁者 62例（46.62%），椎管受累者 15例（11.28%），多个

椎体受累多于单个椎体受累，2个椎体受累发病率最高 74 例（55.64%）。CT主要表现为骨破

坏小而多发，多局限于椎体边缘，周边见增生、硬化，累及椎旁可见椎旁软组织肿胀或脓肿形

成，MRI表现骨破坏区长 T1、长或混杂 T2改变，椎旁及椎管受累者可表现椎旁或椎管内异常

高信号改变，压脂序列呈高信号改变，增强扫描病变部位可不均匀强化。经检验 CT、MRI 诊断

布病脊柱炎准确度无统计学差异（P>0.05），诊断布病脊柱炎累及椎旁准确度上有统计学差异

（P<0.05）。 

结论：布鲁氏菌病脊柱炎以腰椎发病多见，L4椎体发病最高，多个椎体发病高于单个椎体，

CT 平扫、重建技术有较高的密度分辨率，对显示骨质破坏及修复情况较直观，MRI有较好的

组织分辨率，应用多序列扫描可显示椎体、椎旁及椎管内异常改变，MRI对椎旁、椎管脓肿观

察敏感性要高于 CT。 

  

 

 
PO-436 

某医院影像平台系统的设计与应用 

 
王正,李振涛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100044 

 

 

目的：当前，医院多个影像相关科室（放射、超声、核医学、病理、心电、介入等）已上线信

息系统。然而，不同科室使用不同时期、不同厂家的信息系统，相互独立且无法直接交互。随

着医院业务的发展和医技科室之间数据共享需求的逐步增加，建立医院级别影像平台系统用以

实现不同影像科室数据的相互集成与影像检查结果的集中发布，具有重要意义。 

方法：分析国内外现状，提出用集成平台来集成医院的影像信息系统的建设思路，介绍集成平

台在集成与通讯中采用的相关协议、标准；对医院影像平台系统进行功能需求与性能需求分

析，阐述业务功能与业务流程；在需求分析的基础上，从系统构架、接口设计、患者标识的统

一管理、影像及报告数据的统一储存、结果集中统一发布等方面对影像平台系统进行设计。 

结果：截至目前，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影像平台系统共接入了 6个科室，6个系统，超过 37台

设备。完成总计病人数：717935人，总计检查数：1841383 次，总计报告数：1683346 次。 

结论：对于临床医生，使用平台前仅可浏览提供临床发布功能的放射科的影像检查结果，现在

可以浏览所有影像科室的各类影像资料；对于就诊患者，以前需要待获取全部影像检查结果

(包括纸质报告)后，才能继续诊疗，现在所有影像科室的检查结果及时在院内网上发布，加速

诊疗速度作为便民措施，对于急诊及重症病人，临床还可以在报告为完成前先查阅检查影像结

果；对于医院信息中心，以前面临多样备份方法、系统间接口繁杂、“动一发牵全身”等维

护、管理难题，现在影像平台采用集中备份，统一发布的方式，便于 系统维护；可简化接

口，逐渐完善集成规范；当科室内部更换影像系统，不影响其他科室内业务；操作数据记录齐

全，可追溯管理；对于门诊 HIS及住院 EMR厂商，在采用影像平台前需要与多个厂商分别集

成，开发多个接口且系统不稳定，采用影像平台后系统集成更规范，接口简单且应用更稳定可

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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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437 

DIAGNOSING LUNG NODULES ON VARIOUS MRI IMAGING: 

COMPARISON OF T1-WEIGHTED-3D VIBE-DIXON SEQUENCE AND 

T1-WEIGHTED 3D STAR VIBE SEQUENCE 

 
Yang Chuangbo,Yu Nan,Duan Haifeng,Ma Guangming,Jia Yongjun,He Taiping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haanx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712000 

 

PURPOSE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has been suggested in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lung lesion detection with multiple advantages including improved soft-tissue 

contrast and the reduced radiation exposure. In patients with lung nodules, it is 

extremely important to detect the presence of nodules and display their morphology 

correctly for treatment decision. The T1-weighted-3D VIBE-dixon sequence produced 

thinner image slices and a higher resolution than conventional MR sequences is 

reported to be used in lung nodules detection. However, there is still significant 

number of false positive diagnoses. T1-weighted 3D star vibe sequence in obtaining 

scan under free breathing can also provide high-resolution imaging. Therefore, the 

study was to assess the accuracy of various MRI sequences for the diagnosis of 

pulmonary nodules and to estimate the ability of MRI for display the morphology of 

pulmonary nodules. 

  

METHODS AND MATERIALS 

Ten patients with 327 nodules diagnosed by CT underwent lung MRI for follow-up 

observation was enrolled in this study. Exclusion criteria were contraindications 

to MR imaging such as pacemakers, metal implants and younger than 18 years. 

The MRI protocol ((Magnetom 3.0T MR scanner, Siemens healthcare, Erlangen, 

Germany)) included a T2-weighted-tirm HASTE sequence (TE/TR：106 ms/∞, slice 

thickness 5mm), T1-weighted-3D VIBE-dixon sequence (TE1、TE2/TR：1.29、2.52/3.97 

ms, slice thickness 3mm) and a T1-weighted 3D star vibe sequence（TE/TR：

1.39/2.79，slice thickness 1.2mm）. 3D VIBE and star vibe data were analyzed 

independently by two radiologists. Each MRI sequence was evaluated for the 

detection of pulmonary nodules and the ability of display the morphology of 

pulmonary nodules (edge, profile, and internal structure, speculation, sign of 

lobulation, pleural retraction). The ability of display the morphology of 

pulmonary nodules was evaluated by 4 point scale (4=very clear, 3=clear, 2=unclear, 

1=invisible). 

  

RESULTS 

A total of 327 nodules were detected on star vibe sequence image, while only 222 

nodules were detected on 3D vibe sequence image. The overall detection rate of 3D 

vibe was 67.9% when served the star vibe as a reference sequence. According to the 

nodules size: the detection rate was 93.8% for nodules≥5mm, and the detection 

rate was 47.2% for nodules＜5mm (table1,figure1). The ability of display 

morphology of pulmonary nodules was evaluated in 13 nodules (≥5mm) detected in 

both 3D vibe image and star vibe image. The ability was significantly dif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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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ween 3D vibe image and star vibe image in each signs (p=0.000, edge: 4.6±0.6 

VS 3.1±1.2; profile: 4.3±1.0 VS 3.5±1.4；internal structure：3.5±0.3 VS 

1.5±1.6；speculation 4.2±1.5 VS 1.5±0.4；sign of lobulation 4.3±1.8 VS 

1.1±0.3; pleural retraction 3.8±2.0 VS 1.0±0.8,table2).  

Conclusion 

T1-weighted 3D star vibe sequence allow for identification of patients with 

pulmonary nodules with high detection rate. It can also provide more information 

of nodules than T1-weighted 3D star vibe sequence dose. 

  

 

 
PO-438 

Force CT 超大螺距一站式头颈心血管联合扫描的可行性探讨 

 
张小勇, 唐滢,曾宪春,王荣品,喻石光 

贵州省人民医院 550002 

 

[摘要] 目的  探讨 Force CT超大螺距 Turbo Flash模式一站式头颈心血管联合扫描的临床

应用价值。方法  按时间顺序先后分为 3组：A组（30 例）采用 Turbo Flash模式行头颈心

血管联合扫描；B组（29例）采用回顾性心电门控模式行冠状动脉成像；C组（30例）采用数

字剪影模式头颈血管 CT扫描。评估不同扫描方案的辐射剂量、扫描时间、图像感兴趣区的 CT

值、SNR、CNR及图像质量主观评分等。结果 与（B+C）组比较，A组的扫描时间明显加快且

提高了 85.3%，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A组辐射剂量与（B+C）组比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A组较（B+C）组辐射剂量降低约 83.2%；A组与 B、C两组对应图像的 CT

值、SNR、CNR及图像质量评分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结论 Force CT超大螺距模式一

站式头颈心血管联合扫描能提高扫描速度保证检查成功率、能降低辐射剂量减少辐射损害，还

能保证图像质量满足诊断要求，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PO-439 

Effect of model-based iterative reconstruction on 

computer-aided detection for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airway tree in routine dose chest CT:Comparison with 

adaptive statistical iterative reconstruction 

 
jia yongjun,Yu Nan,He Taiping,Yu Yong,Zhang Xirong,Duan Haifeng,Yang Chuangbo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haanxi Chinese Medicine University 712000 

 

Objective: The pulmonary airway display can reflect the image quality of the chest 

CT.this retrospective study comparative evaluation of model-based iterative 

reconstruction (MBIR),adaptive statistical iterative reconstruction (ASIR) with 

lung kernel on the performance of computer-aided detection (CAD) for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airway in routine dose chest 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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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30 patients were included who were scanned for pulmonary disease using a 

clinical routine dose MDCT system (Discovery CT750 HD,GE Healthcare).Data were 

reconstructed with MBIR,ASIR(40% ASIR and 60% FBP mix).Airway dimensions from 

three reconstruction algorithm images were measured using automated, quantitative 

software that was designed to segment and quantify the bronchial tree,and a 

skeletonization algorithm to extract the center-line of airway trees automatically 

(Figure 1).For each patients and reconstruction algorithm chose the right middle 

lobe bronchus as a representative for the trip straight and bifurcation less. 

Measured the bronchial length of the matched airways from the tracheal bulge by 

this scheme.Two radiologists used a semiquantitative 5 scale (from -2 for inferior 

to +2, for superior; -1 for slightly inferior to +1 slightly superior ; and 0, 

equal with ASIR) to rate subjective image quality of airway trees about MBIR 

images.Measurements for ASIR and MBIR were compared using paired t-test and 

Wilcoxon signed-rank tests. 

Results: Algorithm impacts the measurement variability of bronchus length (P<0.05) 

(Table1,Figure 2), And MBIR was better than ASIR for the airway trees being 

subjective assessed algorithm(P<0.05) (Table 2,Figure 3). 

Conclusions: The quantification accuracy of airway is strongly influenced by 

reconstruction algorithm.The MBIR algorithm potentially allows the desired airway 

quantification accuracy to be achieved. which may enable a wider clinical use of 

low-dose Chest MDCT. 

 

 
PO-440 

新生儿头颅磁共振成像序列讨论 

 
黄子栋 

江西省儿童医院 330006 

 

新生儿头颅磁共振成像序列讨论 

     磁共振成像具有比较高的软组织分辨率，可以提供非常好的三平面解剖结构图像，

对医生观察新生儿脑部生长发育情况非常有利。笔者应用不同的扫面参数对新生儿.早产儿颅

脑进行磁共振检查来探讨其在新生儿头颅磁共振检查中的临床价值。 

     检查方法  新生儿在检查前半小时口服 0.5ml/Kg水合氯醛使其达到深度睡眠（必

要时安定灌肠）；开始检查是于外耳道塞入棉塞带上耳罩。MRI检查使用美国 GE 1.5T Signa 

HDxt MRI扫描仪，8通道头颅专用线圈。轴位 T1FLAIR成像采用重复时间（TR）1750ms，反转

时间（TI）750ms，扫面视野（FOV）190mm，激励次数（NEX）2次 层厚 5mm 层间距 1mm；轴

位 T2WI快速自旋回波（FSE）（TR 2500ms,TE 110ms FOV 190mm NEX 2次 层厚 5mm 层间距 

1mm）；矢状位 Sag T1FLAIR（TR 2100ms TI 750ms FOV 210mm NEX 2次 层厚 5mm 层间距 

1mm）；冠状位 T2 FLAIR采用反转恢复序列（TR 8000ms TI2000ms FOV 210mm NEX 1次 层厚

5mm 层间距 1mm）；DWI采用单次激发平面回波成像（EPI）技术（TR 4200ms TE 160ms FOV 

190mm NEX 4次 层厚 5mm 层间距 1mm）。 

     结果显示  T1FLAIR序列对新生儿早期皮层出血.室管膜下出血比较有优势；

T2FLAIR序列能反映新生儿脑髓鞘化进程 ；DWI序列对新生儿早期脑白质损伤.早期细胞毒性

水肿具有很强的敏感性。所示，新生儿成像序列优化组合为 T1FLAIR(轴位).T2WI(轴

位).T1FLAIR(矢状位).T2FLAIR(冠状位).DWI。如需要鉴别 T1FLAIR高信号是否为出血性，可

加扫磁敏感 SWI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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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441 

基于多模型的迭代重建（ASIR-V）算法结合双低技术在头颈 

CTA 中的应用研究 

 
常丽阳,岳松伟,吕培杰,高剑波,王会霞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 探讨基于多模型迭代重建算法（ASiR-V）联合低对比剂剂量和低管电压在（GE 

Revolution CT）头颈 CTA 的可行性。 方法 将 30 例拟行头颈 CTA 的患者随机分为 A、B 

两组，每组 15 例。A 组采用 315 mg I/Kg 、120 kVp 、前置 40%ASiR-V及后置 40%ASiR-V

进行图像重建，B 采组用 245 mg I/Kg 、80 kVp 、前置 40%ASiR-R及后置 60%ASiR-V 进行图

像重建。分别对两组患者头颈部血管及其部分分支的 CT 值及背景 CT 值、噪声值、CT 容积

剂量指数（CTDIvol）、剂量长度乘积（DLP）进行记录，并计算和比较总碘剂量、有效辐射剂

量（ED）、对比噪声比（CNR）、信噪比（SNR）。两位放射科医师采用盲法对图像质量进行评

估（5 分制）。 结果 B 组血管平均 CT 值、CNR、SNR 值均高于 A 组（P<0.05），而 A 组 

CTDIvol 、 DLP 值、ED值及碘负荷均高于 B 组（P<0.05）。A、B两组噪声值无统计学差异

(P=0.084)，且两组主观评分无统计学差异(P=0.578)，图像质量均能满足诊断要求。 结论 

双低技术结合 ASiR-V算法进行头颈 CTA 扫描，不仅降低患者辐射剂量和碘剂量，而且能保证

图像质量，满足诊断需要。 

 

 
PO-442 

 70KV+前置 Asir-v 与常规 80KV ASIR 重建技术对小儿胸部疾

病中图像质量及低剂量的对比研究 

 
黄瑞,王小鹏,高飞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利用 70KV联合前置 A-sir V（多模型迭代重建算法）技术对比 80KV A-sir（自适应性

统计迭代重建算法）小儿胸部扫描所受剂量，评价图像质量，探讨研究辐射剂量及图像噪声比

的差异。 

方法：搜集 2016.11月至今 GE revolution CT上行胸部检查的患者，年龄 0-6，经本院伦理

委员会同意，均采用自动管电流技术（10-350mA）。实验组（A组）70kvp+前置 60% Asir-v

技术，螺距 0.992，转速 0.8/s，采用宽体探测器（80cm）。对照组（B组）80kvp+前置 60% 

Asir技术，螺距 1.375，转速 0.8/s，重建厚度为 1.25mm。每组各搜集 25例，A组年龄 1月-

5岁，平均年龄 1.83岁，B组年龄 2月-6岁，平均年龄 2.56岁。2组图像分别由两名资历深

厚的影像科医生采用 4分制方法主观评价图像质量。测量数据：①所有病例 CT值及 sd值：分

别测量左心室、背部肌肉、皮下脂肪、肺实质（避开血管、支气管），计算 SNR值

（CT/SD）。②计算辐射剂量（ED）：记录各患者 CT 容积剂量指数( CT does index 

volume，CTDIvol) 、剂量长度乘积( dose length product，DLP)。所得数据采用 t检验做统

计学分析。 

结果：图像质量主观评分，A组图像质量较 B组稍好。A组的 SNR与 B组的 SNR值两组间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A组的 ED值：0.193±0.513，B组的 ED值：0.498±0.271，两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A组的 CTDI值：0.3925±0.427，B组的 CTDI值：

0.988±0.393，与 B组相比，A组的辐射剂量降低了，两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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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70KV扫描条件不仅大大降低了辐射剂量，同时前置 Asir-v 技术降低了噪声，提高了图

像质量。 

 

 

PO-443 

层面及感兴趣区的选择对直肠癌扩散峰度成像测量值一致性

的影响：单中心临床研究 

 
孙轶群, 童彤,顾雅佳,信超,彭卫军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200032 

 

目的：探讨不同层面及兴趣区对直肠癌扩散峰度成像测量值一致性的影响。 

方法：回顾性分析本中心 66例病理证实为直肠腺癌患者治疗前的 DKI图像。2名医师分别在

ADC map图像上采用肿瘤中心法及轮廓法勾画 ROI，肿瘤轮廓法采用手动勾画模式，沿肿瘤轮

廓将肿瘤实性部分勾入 ROI。肿瘤中心法使用圆形 ROI工具最大可能的将肿瘤实性部分圈入。

以上两种方法均需避开病变内坏死或囊变区。共三种层面选择法，分别是肿瘤最大层、肿瘤最

大层及其上下两层即“三层法”、肿瘤全层法。两名医师采用两种 ROI法及三种层面间隔 2周

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法比较肿瘤最大层面、“三层法”及全部层面所得各 ADC，MK及 MD

值差异。中心法及轮廓法测量所得各 ADC，MK及 MD值的比较使用配对 t 检验。评价两名医师

及同一医师前后两次测量的 ADC，MK及 MD值一致性使用相关系数(The 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ICC)评价。 

结果：不同层面间 ADC，MK 及 MD测量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轮廓法测量的 ADC及

MD值均大于肿瘤中心法的测量值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轮廓法测量的 MK值小于中心法的测量

值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肿瘤全层-中心法测量 ADC，MK及 MD值，组内及组间

ICC分别可达到 0.913，0.803；0.927，0.903；0.931，0.860。肿瘤全层-轮廓法测量 ADC，

MK及 MD值，组内及组间 ICC 分别可达到 0.954，0.822；0.942，0.931；0.941，0.879，肿瘤

全层-轮廓法所得测量值一致性略高于肿瘤全层-中心法。 

结论：层面选择对直肠癌扩散峰度成像测量值的影响不大，而 ROI对测量值影响大。肿瘤全层

-中心法较轮廓法测得 ADC，MK及 MD值一致性略差，但操作简便节省时间；肿瘤全层-轮廓法

所得测量值一致性最高且能反映肿瘤整体情况，但操作较费时。 

  

 

 
PO-444 

CTA 和 CE-MRA 诊断糖尿病下肢动脉狭窄间接比较的 meta 分析 

 
杨晓风

1,2
,何秀超

1,2
,刘海峰

1,2
,史小男

2
,辛文龙

2
,李云和

1,2
,雷军强

2
,郭顺林

2
 

1.兰州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 

2.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目的  通过 Meta分析和间接比较方法评价 CT血管成像（CTA）和增强 MR血管成像（CE-

MRA）在糖尿病下肢动脉狭窄诊断中的临床价值。方法  检索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中国

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万方数据库、PubMed、Embase、Web of 

Science、Cochrane Library，按照纳入标准筛选关于 CTA和 MRA对糖尿病下肢动脉诊断的研

究，检索时间均由建库至 2017年 4月。由 2名研究人员独立根据纳入、排除标准筛选文献、

提取资料。采用 STATA 12.0 软件对数据进行 Meta分析，计算诊断的敏感度（SEN）、特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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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阳性似然比（+LR）、阴性似然比（-LR）、诊断比值比(DOR)进行合并分析和间接比

较，并进行异质性检验，绘制出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SROC），并计算曲线下面积（AUC）。

结果  共纳入 15篇符合标准的文章(均为回顾性研究)，合计 7124个血管节段。Meta分析结

果示，CTA诊断糖尿病下肢动脉狭窄大于 50%的 SEN 合并=0.97[95%CI（0.95,0.98）]，SPE 合并

=0.97 [95%CI （0.94,0.99）]，DOR 合并=1178.14[95%CI

（288.65,4808.70）],AUC=0.99[95%CI（0.98,1.00）]。CE-MRA诊断的 SEN 合并=0.93[95%Cl

（0.86,0.96)]，SPE 合并=0.90[95%CI（0.80,0.95）]，DOR 合并=116.32[95%CI

（41.40,329.22）]，AUC=0.97[95%Cl（0.95,0.98）]。间接比较结果显示 CTA和 DE-MRA的

RDOR=10.13 [95%CI (1.76,58.13)]。结论 CTA对于糖尿病下肢动脉狭窄大于 50%的诊断效能

高于 CE-MRA。但仍需大样本的研究进一步加以证实。 

 

 
PO-445 

基于体质量的婴幼儿无线小 DR 板床边机胸片剂量优化研究 

 
吴雨萌 

上海市儿童医院、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00333 

 

目的 探讨无线小 DR板结合普通床旁机数字化改造婴幼儿胸部床旁摄影新进展；前瞻性研究床

边摄片时基于患儿体重量化曝光参数可行性及临床价值。方法 2016年 10月至今，使用柯尼

卡美能达公司生产的 10×12 英寸 AeroDR P-31小尺寸无线平板探测器结合普通床边机对我院

ICU病区 45例婴幼儿进行胸部床边数字化 DR摄影检查，源图距 SID为 100cm，以体重分组分

为 5组，曝光参数如下：1500g以下 45KV，0.6mAs；1500g-2500g为 48KV，0.8mAs；2500g-

3500g为 51KV，1.0mAs；3500g-4500g为 54KV，1.2mAs；4500g以上 57KV，1.4mAs。记录曝光

参数 KV、mAs值；5组所得图像由 3名以上医师双盲评价打分，每组选出符合诊断标准的所有

甲级片；量化计算所有甲级片 KV/kg以及 mAs/kg值，组内分别进行统计学检验；求得每组甲

级片 KV/kg、mAs/kg平均值，组间进行统计学分析；求得 5组 KV/kg、mAs/kg最终平均值。对

12月份需胸部床边摄片检查的婴幼儿，以此最终量化 KV/kg、mAs/kg平均值为基数乘以患儿

相应体重，所得 KV、mAs作为曝光剂量参数，对此患儿进行胸部床旁数字化无线小 DR板摄片

检查，收集图像；对一周内需要重复摄片的同一患儿再使用 IP板进行胸部床旁 CR检查，曝光

参数：45kV-55kV，2-3mAs，SID100cm，对比 DR、CR图像质量。结论 小尺寸无线平板探测器

成功实现了婴幼儿普通移动 X 线仪床旁胸片的数字化改造，基于患儿体重计算曝光参数有利于

减少患儿胸片检查辐射剂量。 

 

 

PO-446 

EOS X 射线影像采集系统中微剂量扫描协议(μdose)在青少年

特发性脊柱侧弯病例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徐嘉旭,朱宏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200025 

 

目的   探讨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 EOS成像系统中微剂量扫描协议在 AIS患者中的可行性及应

用价值。 

方法   应用 EOS成像系统对我院 2017年 5月至 7月的 13例 AIS患者进行检查，年龄在 8岁

至 22岁之间。体位设计：患者双脚并拢自然站立，双手轻轻握拳置于脸颊两侧，眼睛平视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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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保持不动。首先，根据扫描出来的定位相缩小照射野以达到减少辐射剂量的作用、并确定

扫描范围（外耳廓上缘至大腿中上段）。然后，分别采用低剂量协议和微剂量协议对患者进行

扫描，并记录下低剂量组和微剂量组正侧位的剂量面积乘机（DAP）（DAP反应该次摄影中给

予患者的 X线总量）最后，由两位高年资观察者对 2组图像的密度、层次、对比度、颗粒度等

因素进行主观评价；并由笔者行“fast spine”建模模式对低剂量组和微剂量组的图像进行建

模处理，对重要参数 Cobb角的一致性进行客观评价。 

结果  （1）图像质量方面：所有 case中，微剂量组的图像相对于低剂量组的图像对比度有

所提高，但颗粒度即噪声有所增加，标志性骨结构均可被识别，完全不影响诊断。（2）辐射

剂量方面：低剂量组 正位 DAP为 191.25±42.56、侧位 DAP为 229.50±92.98、总 DAP 为

420.74±103.59。微剂量组 正位 DAP为 30.74±8.47、侧位 DAP为 48.53±19.31、总 DAP为

79.27±27.38。综上数据，微剂量扫描协议比低剂量扫描协议的平均辐射低了 5~6倍左右。

（3）建模后参数方面：同一患者的低剂量图像和微剂量图像建模后，Cobb角差异在 3~6°。 

结论   在获得一幅合适的影像前提下，EOS X射线影像采集系统中微剂量扫描协议的辐射剂

量可比普通常规低剂量扫描协议的辐射剂量低 5~6倍，这一点尤其适合 AIS患者的检查、复查

与术后跟踪，充分符合国际“ALARA”理念，证明了微剂量扫描协议在 AIS患者中的临床应用

价值及其可行性。 

 

 

PO-447 

扫描探针声学显微镜观察人体肝癌细胞的形态特征 

 
陈晓惠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430071 

 

目的 扫描探针声学显微镜（Scanning probe acoustic microscope, SPAM）是在原子力显微

镜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原子力显微镜，它不仅可以获得表面形貌图像，也可以通过超声

波无损地获取材料内部结构的声学图像。近年来，SPAM已成为航天、材料、医学、生物工

程、纳米制造、微电子、能源等科学研究和工业应用的重要显微科学仪器。但到目前为止，国

内相关活细胞成像的报道较少，且成像质量并不理想。国外虽有一些报道，但对成像技术的描

述不够详细，无法获得较好的活细胞图像。因此，如何利用 SPAM观察不同类型的人体肝癌细

胞的形态差异与超微结构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用 SPAM观察在硅片和玻片上培养的四种类型的

肝癌细胞，获得它们的形貌像和声学像，探究不同类型的肝癌细胞的细胞形态差异与超微结

构。方法 用扫描探针显微镜观察细胞前，先用光学显微镜观察玻片上的细胞形态，作为硅片

上细胞形态的对照，再用扫描探针声学显微镜分别对 HepG2 cPLA2α过表达干细胞和 HepG2 

cPLA2α降表达干细胞、HepG2 cPLA2α过表达细胞和 HepG2 cPLA2α降表达细胞四种类型的肝癌

细胞进行观测成像。实验时先用最大扫描范围 26µm×26µm 进行扫描以发现细胞，然后不断缩

小扫描范围以获取完整清晰的细胞图像，并对图像进行分析。结果 通过对比玻片和硅片上的

肝癌细胞图像，发现肝癌细胞更易在玻片上生长出伪足；通过对比采集图像上的 4种肝癌细胞

的形态，我们发现 HepG2 cPLA2α降表达细胞更易聚集在一起，单个 HepG2细胞的形态边缘更

清晰。结论 扫描探针声学显微镜提供了一种可视化的方法用来观察癌细胞的形貌像和内部的

结构。分析实验得到的图像知道，肝癌细胞更易在玻片上生长出伪足，因为细胞在双面抛光的

硅片上不易贴壁；扫描探针声学显微镜下的 HepG2 cPLA2α降表达细胞更易聚集，HepG2干细

胞的图像更易产生漂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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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448 

ASIR-V 重建低剂量上腹部 CT 图像最优百分数研究 

 
杨炎炎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530021 

 

目的：通过不同 ASIR-V重建百分数重建低剂量上腹部图像的主、客观评价，探讨 ASIR-V降低

腹部图像噪声，优化图像质量最优的百分数。方法：选择临床怀疑上腹部病变的病人 21例，

行上腹部增强检查，扫描管电压 100KV，管电流范围 100~250mA，噪声指数为 10。采用 ASIR-

V0%（FBP图像）、10%...100%重建出 11组图像，测正常肝实质、腹主动脉、脾脏、胰腺、右

侧腰大肌及前腹壁上方空气 CT值及其标准差，定量计算图像的背景噪声、信噪比、对比信噪

比；对各组图像的主观噪声、总体质量按 1-5分（1分表示最差，5分表示最优）予以评分；

记录患者完成一次上腹部多期扫描 DLP，计算有效辐射剂量。计数资料采用随机区组设计的方

差分析，SNK检验进行多重比较，等级资料采用完全随机设计的多个样本的比较的秩和检验。

结果：1.除动脉期，正常肝实质不同迭代权重的 CNR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腹主动脉、脾脏、

胰腺不同迭代权重的 CNR值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其余各期，正常肝实质、腹主动脉、脾脏、

胰腺不同迭代权重的 CNR、SNR值差异均存在统计学意义。2.主观评价：ASIR-V90%、100%重建

的上腹部各期的图像比 FBP 图像质量差，评分均小于 3；ASIR-V10%、20%、80%重建图像与 FBP

图像对比无统计学差异，其余百分数重建图像质量优于 FBP图像，且以 50%图像质量评分最

高。3.21例患者上腹部扫描的平均 DLP为 525.96±104.00，有效辐射剂量

ED=7.89±1.56mSv。结论：1.随着迭代权重的增加，增强扫描各期图像的 SNR值、CNR值逐渐

增大，背景噪声逐渐降低。2.除迭代权重 90%、100%，其他 ASIR-V迭代重建百分数优化低剂

量上腹部图像是可行的，迭代权重为 40%、50%、60%较常规 FBP图像相比能明显改善低剂量上

腹图像质量，推荐 ASIR-V50%重建低剂量上腹部图像。 

  

 

 
PO-449 

下肢 CTA 优化扫描技术对糖尿病足患者的应用研究 

 
刘衡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野战外科研究所 400042 

 

目的：探讨 ct下肢动脉造影 CTA在对糖尿病足患者中扫描优化方案对图像质量的改善及临床

的意义。方法：使用 64排 ct对 75例糖尿病足部溃疡患者行下肢动脉血管造影（CTA），将患

者随机分为 A,B,C三组。A 组 25例，扫描方法为：对比剂注射总碘量=体重（Kg）*450mg,碘

流量（流速）=注射总碘量/24/s。ROI监测髂动脉，动脉 ct阈值达到 300触发，移床准备时

间 8秒后开始扫描，参数 Rotation time1s Pitch0.9，扫描下肢全程时间大约 30秒左右。B

组 25例：扫描方法为：第一次对比剂注射碘量=体重（Kg）*450mg*60%，碘流量（流速）=第

一次注射碘量/14/s 第二次对比剂注射碘量=体重（Kg）*450mg*40%，碘流量（流速）=第二次

注射碘量/14/s。ROI监测髂动脉，动脉 ct阈值达到 300触发，参数 Rotation time1s 

Pitch0.9。C组 25例：扫描方法为：第一次对比剂注射碘量=体重（Kg）*450mg*60%，碘流量

（流速）=第一次注射碘量/14/s 第二次对比剂注射碘量=体重（Kg）*450mg*40%，碘流量（流

速）=第二次注射碘量/14/s。监测腘动脉，动脉 CT阈值达到 90触发，参数 Rotation time 

0.7s Pitch0.9，扫描下肢全程时间大约 21秒左右。结果：用 EBW工作站后处理图像，A组 25

例患者图像 18例满足诊断需求，其中 7例图像双侧下肢远端动脉显示不清。B组 25例患者图

像 21例满足诊断需求，其中 4例图像双侧下肢远端动脉显示不清。C组 25例患者图像均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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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满足诊断需求。结论： CT下肢动脉优化扫描方案，根据患者的体重、年龄、远端足坏

疽程度制定个性化的碘流量、碘流率、监测部位、扫描时间、注射对比剂方案，不但能提高糖

尿病足患者下肢血管远端的图像质量，还能提供更加丰富的诊断信息。 

  

 

 

PO-450 

Generalized q-sampling imaging in posterior visual 

pathway: evaluation the treatment effect of 

personalized adaptive visual field defect treatment 

system to hemianopia 

 
Yang Zhian 

Beijing Chao-yang Hospital，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100020 

 

Purpose: To investigate whether generalized q-sampling imaging (GQI) can be used 

to evaluate the treatment effect of hemianopia caused by posterior visual pathway 

abnormalities using personalized adaptive visual field defect treatment system. 

Materials and Methods: Ten patients with hemianopia (4 males and 6 females; mean 

age 38.0±11.6 years)  were enrolled  and underwent MRI scanning at a 3 Tesla 

(Siemens Healthcare, Erlangen, Germany) with a 64 channels head coil before and 

after 3 months treatment. The including criteria were as follows: (1) no lesion or 

disease in brain was observed; (2) no disease about anterior visual pathway was 

found; (3) no contraindication about MR imaging. The protocols included the EPI q-

space、T1-MPRAGE and 3D-FIASTA sequence in order to evaluate the conditions of the 

participants. EPI q-space data were reconstructed with GQI model and were analysed 

using DSI studio software. The ROIs of the following regions in posterior visual 

pathway include Brodmann 7 Somatosensory Association Cortex, 17 Primary Visual 

Cortex, 18、19  Visual Association Cortex, 20 Inferior Temporal gyrus, 21 Middle 

Temporal gyrus, 37 Fusiform gyrus39 Angular gyrus, AAL:Cuneus_L, Cuneus_R, 

Lingual_L, Lingual_R, Occipital_Sup_L, Occipital_Sup_R, Occipital_Mid_L/R, 

Occipital_Inf_L/R,  Fusiform_L/R, Angular_L/R, Parietal_Inf_L/R, Temporal_Mid_L/R, 

Temporal_Pole_Mid_L/R, Temporal_Inf_L/R. A pairet t was used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 of GQI parameters between this two time points. 

Results: The number and the volume of tracts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after 

treatment in Parietal_Inf_L, Temporal_Pole_Mid_L and Temporal_Pole_Mid_R regions 

(P<0.05), but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in Temporal_Mid_L, Temporal_Inf_L, 

Temporal_Inf_R, Brodmann 7 and 20 regions. The qa, nqa value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after treatment in Parietal_Inf_L, Temporal_Pole_Mid_L and 

Temporal_Pole_Mid_R regions (P<0.05), but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Temporal_Mid_L, Temporal_Inf_L, Temporal_Inf_R, Brodmann 7 and 20 regions. 

Conclusion: GQI demonstrated potential value to evaluate the treatment effect of 

the personalized adaptive visual field defect treatment system in hemianopia 

caused by posterior visual pathway abnorma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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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451 

CT 后处理技术在肝段精准划分及三维可视化的应用 

 
任福欣,高飞,齐耀东,巩若箴 

山东省医学影像学研究所 250021 

 

目的：①通过 CT后处理技术，对肝段进行精准划分，为肝脏外科手术提供兴趣区与毗邻结构

的细致解剖关系的三维展示，提高手术治疗效果及安全性。②利用彩色胶片进行平面或三维伪

彩打印，直观展示肝内兴趣区的毗邻关系。③实现肝脏的多彩化透明化 3D打印实物输出，为

临床提供最直观的实物展示。 

方法：①利用 SIEMENS syngo.via CT VB10 工作站中新开发 Liver Analysis软件，对肝脏的

多时相强化 CT数据进行分析，通过肝门静脉各分支所支配区域或肝静脉各属支引流区域的计

算分析进行半自动阈值分割，从而实现基于肝门静脉或肝静脉的肝段精准划分。②将划分数据

融合在 MPR及 VRT图像上，将不同肝段、肿瘤及管道等感兴趣区赋予不同伪彩，利用彩色胶片

打印机进行平面或三维伪彩打印。③将分割后的肝段、肿瘤、血管等数据进行通用 3D打印数

据转换，或利用开源软件直接分割 DICOM数据的方式，实现与桌面型 3D打印机的匹配和连

通，从而输出多彩实物，实现影像到物像的跨越。 

结果：①Liver Analysis 软件可以根据肝门静脉及肝静脉的走行分析出肝段的实际范围，其

准确性远高于传统的影像学的“直线法”肝段划分，准确度由之前的 60%提高到 90%以上。②

彩色胶片的伪彩展示能基本满足临床对三维观察的需求。③研制的模具打印+明胶灌注等的 3D

打印方案能够做到高精准、多彩色、透明化、可切割、低成本的 3D实物打印输出。 

结论：本研究通过分析肝门静脉及门静脉的支配区域实现肝段的精准划分，回归到肝段的解剖

基础，明显提高了划分准确度。肝段分割配以 CT三维后处理技术及伪彩技术，可以将更直观

的肝脏三维影像交付临床。通过数据转换与 3D打印机匹配，可以实现 3D多彩透明化肝脏的实

物输出，对展示病灶或感兴趣区与周围血管、胆管等比邻关系，对术前方案制定、入路模拟等

提供个体化术前评估和指导提供帮助。并以此将放射科提供给临床的影像资料扩展为物像资

料。 

  

 

 
PO-452 

甲状腺结节 CT 及 MRI 及临床意义探究 

 
芦佳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六三医院 110042 

 

目的：研究探讨 CT及 MRI诊断甲状腺结节的临床意义。方法：选取我院收治的甲状腺结节患

者 100例作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治疗前均接受 CT及 MRI诊断，观察不同方法诊断甲状腺结

节的影像学特征，并将术后病理诊断结果作为金标准，计算、比较 CT、MRI诊断鉴别良恶性甲

状腺结节的符合率。结果：100例甲状腺结节患者经术后病理诊断确定，89例为良性，11例

为恶性，其中，CT和 MRI的诊断良性甲状腺结节的符合率分别为 68.54%和 79.78%，诊断恶性

甲状腺结节的符合率分别为 63.64%和 72.73%，均有 MRI显著高于 CT的情况，总的诊断符合率

比较也有相同结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CT和 MRI都是诊断甲状腺结节的

有效手段，但在结节良恶性的鉴别中，其各有其优缺点，实践中可以协同运用两种方法，获得

理想的诊断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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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453 

肺栓塞的影像学诊断 

 
王彩云 

五寨县第一人民医院 036200 

 

【摘要】 肺栓塞是内源性或外源性栓子堵塞肺动脉或其分支引起肺循环障碍的临床和病理生

理综合征,它包括肺血栓栓塞症、脂肪栓塞综合征、羊水栓塞、空气栓塞等。由于 PE突发率

高、易误诊和漏诊等原因,病死率极高。在我国,以往由于受到检查手段等方面的限制,肺栓塞

病变的检出率不高。 

近年来,随着检查能力的改进,病变检出率得到提高,肺栓塞逐渐引起国内临床医师的高度重

视。药物抗凝、溶栓和手术清除栓子等治疗方法上的进展已使肺栓塞患者的病死率由早期的

20%～30%降至目前的 8%,这就使得及时、准确的诊断在改善此类患者临床转归及预后方面的重

要性变得更为突出。 

    

   

 

 
PO-454 

宫颈鳞癌低剂量容积 CT 灌注成像参数影响因素初探 

 
董瑞彤,董越 

中国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110042 

 

目的 探讨宫颈鳞癌低剂量容积 CT灌注图像参数的稳定性及其影响因素。方法 对 43例宫颈鳞

癌患者行低剂量全子宫容积 CT灌注扫描，2名医师分别对灌注图像多个参数进行测量，采用

ICC评价 2名医师间测量结果的一致性；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比较宫颈鳞癌与正常宫体 AF值

的差异，未绝经患者与绝经患者间宫颈鳞癌及正常宫体 AF值的差异性；不同 FIGO分期、不同

病理分级的宫颈鳞癌 AF值的比较采用秩和检验；采用 Pearson或 Spearman分析进行相关性分

析。结果 两名医师间各参数的 ICC值为 0.844~0.988，组间一致性良好；宫颈鳞癌 AF 值高于

正常宫体 AF值，宫颈鳞癌及正常宫体 AF值在未绝经患者与绝经患者间有差异（p＜0.05）；

不同 FIGO分期和病理分级的宫颈鳞癌病灶 AF值间无统计学差异（p＞0.05）；宫颈鳞癌病灶

及正常宫体 AF值与患者年龄呈负相关，宫颈鳞癌病灶 AF值与正常宫体 AF值正相关，而与患

者 BMI值、髂外动脉 AF值、FIGO分期和病理分级无相关性。结论 低剂量容积 CT灌注成像参

数在评价宫颈鳞癌中具有很好的稳定性，患者年龄、是否绝经是影响宫颈鳞癌病灶及正常宫体

血供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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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455 

One-stop CT examination with combined head and neck 

angiography and thoracic and abdominal angiography 

 
Wang Ziwei,Shuai Tao,Li Zhenlin 

West China Hospital， Sichuan University 610041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feasibility of combining head and neck CT angiography 

(CTA) with thoracic and abdominal CTA to reduce contrast dose and simplify 

workflow.  

Methods  This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approved study included 60 patients who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group A and group B. Group A (n=30) used one-stop CT 

examination combining head and neck CTA with thoracic and abdominal CTA after one 

contrast injection at 1.5ml/kg dose and injection rate of 4.5ml/s. Group B (n=30) 

used the conventional method of head and neck CTA first with 45ml contrast dose, 

followed by thoracic and abdominal CTA after 48hours with 1.5ml/kg contrast dose 

and injection rate of 4.5ml/s. Scan parameters for group A were 80mm detector 

coverage, 100kV，smartmA with 100-500mA for noise index (NI) of 13HU, 0.5s 

rotation time. Scan was triggered with 100HU at the descending aorta. The thoracic 

and abdominal CTA scanning parameters of group B were the same;Scan parameters for 

head and neck CTA of group B were 80mm detector coverage, 100kV，smartmA with 100-

500mA for noise index (NI) of 4.5HU, 0.5s rotation time. CT values and standard 

deviation (SD) in the common carotid artery and abdominal aorta were measured and 

SNR and CNR were calculated. Radiation dose and contrast dose were recorded. Two 

experienced Radiologists also subjectively rated image quality using a 5-point 

scoring. Measurements from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patient BMI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adiation 

dose in Group A was statistically lower than that in Group B.Comparing SNR，CNR 

and subjective evaluation of group A and group B, the middle part of the common 

carotid artery of both side and abdominal aorta. The SNR and CNR in group A of 

abdominal aorta and left common carotid artery was statistically the same as in 

Group B, The SNR and CNR in group B of right common carotid artery was 

statistically higher than that in Group A. The subjective evaluation in abdominal 

aorta of group A was statistically the same as in Group B, and in group B of 

common carotid artery was statistically higher than that in Group B.  

Conclusions  The one-stop examination of combining head and neck CTA with 

thoracic and abdominal CTA provides satisfactory images in both areas with reduced 

contrast dose and patient examination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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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456 

动脉自旋标记技术在视神经脊髓炎疾病中的应用研究 

 
孙峥 

北京宣武医院 100053 

 

目的 应用动脉自旋标记技术（ASL）探索视神经脊髓炎（NMO）患者的脑血流灌注情况，及其

与临床指标的相关性。方法 对经临床确诊的 36例 NMO患者和 20例性别、年龄匹配的健康志

愿者行 ASL检查，应用 MRICRO软件获得 14个感兴趣区（ROI）的脑血流量（CBF），ROI 包括

双侧的尾状核、壳核、丘脑、额叶、顶叶、颞叶、枕叶的脑白质。应用独立样本的 t检验比较

NMO和健康对照组的 CBF值差异，应用 Pearson相关分析 CBF值与患者临床病程、扩大残疾程

度量表（EDSS）以及听觉连续加法测试（PASAT）的相关性。 结果 与健康对照组相比，NMO

患者双侧尾状核、壳核、额叶呈现高灌注；双侧丘脑、顶叶、枕叶、颞叶呈现低灌注；其中左

侧丘脑、双侧枕叶低灌注具有显著性差异（t=-2.176，-2.957;P=0.038,0.005）；枕叶低灌注

与 EDSS呈负相关（r=-3.25，P=0.03）。结论 ASL能检测到 NMO患者的脑血流灌注异常，为

判断脑区损伤和预后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PO-457 

 宽体探测器 CT 自由呼吸状态下冠脉成像应用价值探讨 

 
帅桃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610041 

 

摘要：目的：与冠脉造影金标准作比较，探讨宽体探测器在自由呼吸状态下冠状动脉成像的应

用价值。 

方法：搜集 40例同时做冠脉 CT和冠介入造影的病人，对冠状动脉的所有节段狭窄程度进行分

析评价，将冠状动脉狭窄度分为无狭窄、轻度狭窄、中度狭窄、重度狭窄及完全狭窄五个组。

将冠脉 CT组分析结果与金标准分析结果做比较。同时分析其准确性、敏感度、特异度、阳性

预测值、阴性预测值等。 

结果：在 CCTA组，无狭窄为 548/656例，轻度为 51/656例，中度狭窄为 28/656    例，

重度狭窄为 24/65例，完全闭塞为 5/656例。在 CCA组，无狭窄为 545/656例，轻度为

64/656例，中度狭窄为 20/656例，重度狭窄为 25/65例，完全闭塞为 2/656例。两者对病变

的检出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与冠脉介入造影比较，宽体探测器在自由呼吸状态下冠状动脉 CT成像具有可行性。 

  

 

 
PO-458 

目的:探讨磁共振扩散峰度成像(DKI)在肺结节良恶性病变鉴

别诊断中的价值。 

 
陈庭宇,陈旭全,宋文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610041 

 

目的:探讨磁共振扩散峰度成像(DKI)在肺结节良恶性病变鉴别诊断中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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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回顾性分析经 CT穿刺活检，纤维支气管镜或手术病理证实的 50例肺结节病变患者的病

例资料。50例患者共 53个病灶,其中良性病灶 20个,恶性病灶 33个，所以肺结节患者都行胸

部增强磁共振全序列扫描及 DKI序列扫描,通过后处理工作站获得肺结节良、恶性病变组织的

平均峰度(MK)、轴向峰度(AK)、径向峰度(RK)值。通过曼-惠特尼 U检验比较 MK、AK及 RK值

在肺结节良、恶性病变中的统计学差异。采用受试者操作特性(ROC)曲线评价上述参数对肺结

节良、恶性病变的诊断效能。 

结果:肺恶性结节的 AK、MK 及 RK值均明显高于良性结节,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均

<0.001)。AK、MK、RK的 ROC 曲线下面积(AUC)分别是 0.8、0.89、0.81;良恶性诊断界值分别

为 0.48、0.74、0.35;敏感度分别为 94.5%、87.3%、89.9%;特异度分别为 64.5%、88.1%、

68.5%。 

结论:DKI获得的 MK、AK、RK在肺结节良恶性病变的鉴别诊断中具有一定的价值。 

  

 

 

PO-459 

双能量能谱扫描联合金属伪影削减算法在 CT 引导肺结节微弹

簧圈定位中的应用价值 

 
刘卓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100044 

 

目的  

评价双能量能谱 CT(dual-energy spectral CT，DESCT)扫描获得的虚拟单色谱（virtual 

monochromatic spectral, VMS）图像联合金属伪影削减算法（metal artifact reduction，

MAR）抑制金属伪影的效果，及在肺结节 CT引导下微弹簧圈定位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51例肺内结节患者接受电视胸腔镜手术术前 CT引导下微弹簧圈定位。微弹簧圈置入后，行双

能量能谱 CT扫描以评价定位效果。选择最佳光子能量水平，标准是该能量水平虚拟单色谱图

像中弹簧圈金属伪影不影响诊断且肺结节 CT值最接近 120kVp扫描所得图像中肺结节 CT值。

在最佳能量水平重建虚拟单色谱图像（VMS）及经过金属伪影削减算法处理的虚拟单色谱图像

（VMS+MAR）。采用 3分制评价图像质量：1=优，伪影不明显；2=良，伪影较轻；3=差，伪影

严重。比较 VMS、VMS+MAR图像质量主观评分。 

结果  

最佳光子能量水平范围：60-83keV，平均：74±5.7keV。74keV与高于 74keV(90、110、

140keV)的 VMS+MAR图像之间主观评分无明显差异（P＞0.05）。74keV VMS与 VMS+MAR 图像主

观评分分别是 2.11±0.87、1.35±0.59（P=0.005）。与 VMS相比，VMS+MAR图像中金属伪影

程度明显减小。两位观察者主观评分一致性较好（K=0.78）。 

结论  

74keV虚拟单色谱图像联合金属伪影削减算法可有效抑制微弹簧圈金属伪影且不影响肺结节 CT

值，有利于对定位效果的评价。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480 

 

PO-460 

双向法下肢深静脉 CT 成像在髂静脉受压综合征诊断中的应用 

 
王利伟,殷信道,卢铃铨,顾建平 

南京市第一医院 210006 

 

目的 探讨双源 CT双向法下肢静脉血管造影（CTV）诊断髂静脉受压综合征（IVCS）的临床应

用价值。方法 43例患者中 22例（A组）实施了双向法 CTV 检查；21例（B组）实施了常规间

接法 CTV检查。双向法 CTV 是经肘静脉快速注入未稀释的对比剂 80ml，注射速率 4ml/s，在

注射开始后 1分钟时经足背静脉注入已稀释的对比剂 60ml，速率 1.5ml/s。对比剂稀释配比为

1:5。踝关节上方扎止血带，在第 1次注射对比剂 2.5分钟后启动下肢静脉扫描。结果  CTV

共诊断 IVCS患者 32例。27 例 IVCS伴有左侧髂静脉及下肢静脉 DVT形成，左侧髂总静脉平均

直径为 3.23±1.45mm，受压程度在 50%-70%之间者 11例，受压程度 70%以上者 16例，总平均

受压率为 67%。5例患者没有 DVT形成，左侧髂静脉平均直径为 4.10±0.68mm，受压程度在

50%以下 4例，受压程度在 50%以上者 1例（62%），总平均受压率为 33%。11例非 IVCS 患者

的左侧髂静脉平均直径 7.23±1.30mm。伴有 DVT的 IVCS患者（n=27）左侧髂静脉平均直径大

小与非 IVCS患者（n=11）的直径大小差异有显著性意义（t=-11.07，df=36，p=0.00），与不

伴有 DVT的 IVCS患者（n=5）的直径大小差异有显著性意义（t=-2.72，df=30，p=0.01）。双

向法 CTV的图像质量优秀率高于间接法，两者的分级资料差异有显著性意义。结论 本研究设

计的双向法 CTV技术改进了对比剂的注射方案，优化了数据采集参数，有效克服了现有方法的

缺陷，提高了 IVCS检查的成功率，采集的图像质量更佳，髂静脉及周围病变得到了良好的显

示，值得向相关研究者推荐。 

  

 

 
PO-461 

256 层 iCT O-MAR 技术在下肢金属内固定术后 

血管成像的应用价值 

 
于军成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226001 

 

目的：探讨 256层 iCT金属伪影迭代重建后处理技术（O-MAR）在下肢金属内固定术后血管成

像术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对 30例检查部位中存在金属内固定或支架的患者行 CT下肢血管成像术，扫描参数：管

电压 100Kv,管电流 250mAs，层厚 1mmm，层间距 1mm，螺距 0.765，球管转速 0.75s，扫描范围

自肾动脉至足尖。对比剂为碘佛醇（350mgI/ml）, 采用 OptiVantage DH双筒高压注射器，先

以 5.0 ml/s速度经肘静脉注射对比剂 50ml，再以 2.5ml/s速度注射对比剂 50ml,然后以

5.0ml/s注射生理盐水 50ml。选取降主动脉为兴趣区，当 CT值达到 120Hu时自动触发扫描。

对所得到的原始数据分别采用常规 iDose
4
重建（A组）和 iDose

4
+ O-MAR（B组）重建，并将

重建后的两组图像分别使用最大密度投影（MIP）、多平面重组（MPR）、容积重建（VR）等后

处理。由 2名资深放射科医师以原始图像为参照，遵循盲法原则独立比较去伪影前后图像质

量。采用 Mann-Whitney U秩和检验比较两组主观评价，主观评价标准：①存在金属内固定或

支架区域内下肢动脉血管等级：0级：金属伪影严重，血管未显示；1级：血管尚能显示，但

存在明显伪影或变形；2级：血管显示较清晰，有轻度伪影或变形；3级：血管显示清晰；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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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金属内固定或支架区域内下肢动脉血管分支数。采用配对样本 t检验比较两组客观指标，

客观评价标准：①伪影的长度；②目标血管平均 CT值；③目标血管平均噪声值。 

结果：（1）B组主观评分显著高于 A组（U=0.00，P<0.01）。（2）伪影长度 B组较 A 组明显

缩短（t=6.97，P＜0.01）；目标血管平均 CT值和平均噪声值 B组均优于 A组（P＜0.01） 

结论：O-MAR技术能够明显抑制下肢血管成像区域中金属内固定或支架的伪影，使目标血管图

像质量明显提高，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PO-462 

双源 CT 低电压迭代重建联合分次 

 

注射法低辐射泌尿道造影的 可行性研究 

 
李强

1
,胡春洪

2
,郑建军

3
,李盛

1
,童竑章

1
 

1.宁波鄞州人民医院 

2.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宁波市第二医院 

 

目的  评估双源 CT（DSCT）低电压迭代重建联合分次注射法（SBI）行 CT泌尿道造影

（CTU）的辐射剂量、图像质量和影像诊断准确率。方法  连续 80例临床初诊为泌尿道疾病

而准备行 CTU检查的患者依据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试验组两组。对照组 40例采用常规

注射，常规电压（120 kV），滤波反投影法（filtered back-project，FBP）重建，试验组

40例采用分次注射法，低电压扫描（80 kV），正弦迭代重建（sinogram affirmed 

iterative reconstruction，SAFIRE），评估两组的有效剂量 E、图像质量及影像诊断准确

率。结果  共 77例患者顺利完成检查和图像评估，其中对照组 39例，试验组 38例。试验组

的平均有效剂量 E为（3.93±0.85）mSv，低于对照组的（26.68±4.07） mSv（t=–33.78，

P=0.00）。两组图像质量主观评分分别为（4.49±0.79）分和（4.39±1.53）分，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Z=2.71，P=0.10）。试验组的信噪比（SNR）为 127.3±15.9，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109.6±13.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4.49，P=0.00），但对比度噪声比(CNR)分别为

100.84±12.92 和 108.96±14.42，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1.38，P>0.05）。两组最终诊断准确

率分别为 84.62%和 81.58%，差异无统计学意义（c2
=0.19，P=0.66）。结论  双源 CT 低电压

扫描迭代重建联合分次注射法 CTU检查可大幅度降低辐射剂量，但图像质量主观评分、CNR值

和影像诊断准确率未受明显影响。 

  

 

 

PO-463 

基于多目标进化算法的超声随机稀疏面阵设计 

 
肖峰,徐海波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430071 

 

摘要：目的 基于面阵的三维超声成像中，随机稀疏面阵方案可在保证成像质量的情况下降低

探头前端复杂度及改善数据获取速度。在稀疏面阵方案设计时，主要存在以下两个问题：

（1）要求阵列满足一定的空间分辨率，又要求得到的阵列具有较高的对比度分辨率，而阵列

成像的空间分辨率和对比度分辨率往往相互制约；（2）实际应用中面阵阵元数 N通常取值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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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从中选择出最优的 Ne个阵元用于发射接收，选择空间很大，设计难度很大。本文针对以上

两个问题，设计对应的方法在同时兼顾成像空间分辨率和对比度分辨率的前提下以寻找最优的

二维稀疏阵列分布。方法 首先将相互制约的成像空间分辨率和对比度分辨率作为阵列优化设

计的两个目标从而把阵列优化设计问题转化成一个多目标优化问题。然后在此基础上设计了一

套可用于随机稀疏阵列优化的多目标进化算法，该算法采用第二代非支配遗传算法（NSGAII）

框架，并在算法中对阵列进行了特殊的编码设计。在此编码设计基础上，设计了专门的选择、

交叉/重组和变异等遗传算子。 结果 以 25%稀疏度的随机稀疏面阵设计为例，找到了一组的

Pareto最优解，解码后得到了一组稀疏面阵方案。通过对比全连接阵列（全发全接模式）、

25%随机稀疏阵列以及 25%随机稀疏阵列（优化设计后）的-6dB主瓣宽度（空间分辨率评价指

标）及均值旁瓣水平（对比度分辨率评价指标），可以看出，得到的一组最优阵列，有的在空

间分辨率上有所提高，有的在对比度分辨率上有所提高，可供决策者根据需求选择。结论 使

用我们设计的方法可以找到一组同时兼顾空间分辨率和对比度分辨率的 Pareto最优阵列，并

在稀疏阵列优化设计过程中发现：（1）固定参考阵列框架下得到的阵列的有效孔径大小只取

四个值，导致优化得到的解都分布在目标空间四个点上;（2）面阵的横向分辨率是二维的，但

-6dB主瓣宽度只能评价一个方向（维度）上的横向分辨率。 

 

 
PO-464 

不同水平的 ASiR-V 迭代算法在低剂量胸部 CT 成像中图像质

量的比较 

 
赵艳红,张晓文,郝万庆,曹永佩 

宁夏人民医院 750002 

 

目的 比较不同水平的 ASiR-V迭代算法在低剂量胸部 CT成像中图像质量的差异，寻找低剂量

胸部 CT成像的最佳 ASiR-V迭代水平。方法 搜集疑似胸部疾病的患者 30例，采用 GE 

Revolution CT对所有患者进行扫描，所有患者管电压均为 80Kv，管电流均为自动毫安秒

（10-500mAs），噪声指数均为 22，所有患者均分别以不同权重的 ASiR-V（0%、10%、20%、

30%、40%、50%、60%、70%、80%、90%、100%）重建肺窗及纵膈窗图像，由两位有 5年以上胸

部诊断经验的放射医师分别对肺窗及纵膈窗图像质量进行评分，图像质量评分采用 5分制评

分，主观图像质量评分包括图像噪声、伪影、支气管血管束细微结构的显示，测量主动脉、肺

组织及背部肌肉的图像噪声，利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不同权重的 ASiR-V迭代算法下各组肺

窗及纵膈窗主观图像质量及客观噪声的差异。结果 随着 ASiR-V迭代水平的升高，图像噪声均

依次减低，不同权重的 ASiR-V迭代算法下，70%、80%ASiR-V迭代水平下肺窗得分最高，两组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102），60%、70%ASiR-V迭代水平下纵膈窗得分最高，两组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100）。当 ASiR-V迭代重建水平为 40%-90%时，肺窗图像质量评分能够达到

3.5分以上，当 ASiR-V迭代重建水平为 40%-80%时，纵膈窗图像质量评分能够达到 3.5分以

上。 结论 采用 ASiR-V迭代重建技术，可以通过降低图像噪声来提高图像质量，随着 ASiR-

V迭代水平的升高，图像噪声均依次减低，但过高的 ASiR-V算法本身会引起图像的模糊效

应，在低剂量胸部 CT成像中，肺窗 ASiR-V设置为 70%、80%，纵膈窗 ASiR-V设置为 60%、

70%，既可以降低图像噪声，又不会产生明显的模糊效应，图像质量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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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465 

代谢综合征患者应用 256 排 CT 及 64 排 CT 低剂量冠状动脉血

管成像图像质量及放射剂量的比较 

 
张晓洁,钟朝辉,孟化,杨正汉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100050 

 

目的 比较 256排 CT及 64排 CT对代谢综合征患者低剂量冠状动脉 CT血管成像（CCTA）图像

质量及辐射剂量的影响。 

材料与方法 150例连续的可疑有冠状动脉疾病的代谢综合征患者［标准体重指数（BMI）

≥28］入选，按照心率分为两组，其中 49例肥胖患者心率＜75次／分钟，应用 64排 CT进行

CCTA检查（第一组）；另外 101例肥胖患者心率≥75 次／分钟，应用 256排 CT进行 CCTA 检

查（第二组）。64排 CT的 CCTA扫描应用心电门控，屏气扫描，管电压 140KV，2-4个心动周

期。256排 CT的 CCTA扫描应用回前瞻性心电门控，非屏气扫描，管电压 140KV，管电流调制

技术（Smart mA）和自适应统计迭代重建－V技术（ASiR-V）。图像质量的主观评价由两位观

察者应用 4分图像评分法（1分图像质量为非常好；2分为较好；3分可评价；4分为差）对冠

状动脉的 18个节段进行分析；客观评价为分别评价右冠状动脉、前降支、回旋支的信噪比

（SNRrca、SNRlad、SNRlcx）和右冠状动脉、前降支、回旋支与室间隔的对比噪声比

（CNRrca、CNRlad、CNRlcx）。 

结果 两组之间的年龄和 BMI 没有差异，分别为 37.4 ±10.6 与 32.4± 9.3, P > 0.05；

38.4±6.1 与 38.6 ± 6.7, P > 0.05。第一组的辐射剂量明显高于第二组（9.9±2.7 与 3.6 

± 1.3, P < 0.05）。图像质量主观评分没有差异（2.7±0.7与 2.2 ± 0.7, P > 0.05）。

图像质量客观评分，第二组的图像噪声比第一组低，CNRlad、CNRlcx、CNRrca比第一组高。

两组之间的信噪比无差异。 

结论 对于肥胖代谢综合征患者进行 CCTA检查时，256排 CT由于应用了宽探测器、SSF 技术和

ASiR-V技术，比 64排 CT的 CCTA检查 X线辐射剂量明显降低，图像三支冠状动脉的相对噪声

比（CNR）提高，既对比更佳。 

  

 

 
PO-466 

基于胃肠道肿瘤术后 CT 扫描方案优化的辐射剂量控制研究 

 
过川根,廖金生,汪启东,张景峰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310003 

 

目的：比较 CT平扫和/或单期增强、双期增强扫描对胃肠道肿瘤术后病变诊断价值的差异，探

讨单纯静脉期增强检查取代传统 CT平扫+双期增强检查的可行性，从而为胃肠道肿瘤患者术后

CT复查降低辐射剂量、扫描方案优化提供临床依据。材料和方法：选取在我院手术且病理证

实为胃肠道肿瘤（癌或间质瘤）的患者 200例，术后常规 CT平扫+双期增强扫描进行定期复

查。将三期图像分为平扫、动脉期增强、静脉期增强、平扫+动脉期增强、平扫+静脉期增强、

平扫+双期增强扫描 6组，比较 6组图像在显示患者吻合口情况、各种不同密度病变（高密

度、低密度、等密度及混杂密度）和患者的有效吸收剂量的差异性。结果：6组扫描方案受检

患者有效吸收剂量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F=396.034，p =0.000），6组间两两比较除平扫与

动脉期两组之间没有统计学差异（p=0.91）外，其余均有统计学差异（p〈0.001）。与平扫+

双期增强相比，各组图像显示吻合口情况无明显差别；对于高密度病灶，静脉期图像阳性结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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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漏诊率为 21.4%；对于低密度病灶，平扫和/或动脉期图像囊肿的漏诊率为 2.4%，静脉期和

平扫+静脉期图像肝血管瘤漏诊率为 42.9%，平扫图像肝血管瘤漏诊率为 67.9%，与平扫+双期

增强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对于等密度病灶，平扫和/或静脉期图像不能显示肝脏异常灌

注情况，漏诊率为 100%，与平扫+双期增强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对于混杂密度病灶，平

扫显示转移瘤的漏诊率为 62.5%，与平扫+双期增强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胃肠道

肿瘤术后 CT随访复查，单纯静脉期增强扫描在发现低密度病变、高密度病变、混杂密度病变

方面与多期增强扫描能力相当，而对于等密度病变如异常灌注、肝血管瘤的显示，虽然不如平

扫+双期增强扫描，但并不影响患者的预后和随访，且能够明显降低患者接受 CT检查时的辐射

的辐射剂量。 

 

 
PO-467 

Roles of miRNAs in the damage and repair mechanisms 

of X-rays 

 
liu dong,Zhu Wenzhen 

Tongji Hospital， Tongji Medical College，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430030 

 

Introduction: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post-transcriptional regulation of 

miRNAs,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damage and repair mechanisms of cell lines 

at cellular and molecular levels when they were irradiated by X-rays, so as to 

bulid and perfect models of restoration following injury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radiological protection. 

Methods: We selected two lymphocytoblast cell lines –T2 and TK6 which are highly 

sensitive to X-rays. After irradiated by X-rays of different dose, the 

cytobiological alterations of the two cell lines were detected with MTT and FCM 

assay. Then we could establish a time-dependent model of cell cycles, 

proliferation and apoptosis of cells under graded dosage of X-rays. Meanwhile, 

irradiation-related miRNAs would be screened through miRNA expression arrays and 

RT-PCR. And with the help of dual-luciferase reporter gene system and Western Blot, 

we could consrtuct the ideography of feedback regulation between miRNAs and the 

related target genes regarding to radiation damage. 

Results: The expressions of let-7 family miRNAs, miR-103b, miR-142, miR-143, miR-

146ap，miR-155，miR-15a，miR-16，miR-181a，miR-19b，miR-21，miR-22，miR-26a，miR-

378，miR-423，miR-92a，miR-93 were repressed after radiation (P value≤0.05) (0 h). 

While, many hours later(8h, 24h, 48h, 72h), they were time-dependently 

overexpressed (P value≤0.05 ). What’more, there were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a group of miRNAs’ variations, such as let-7 family miRNAs, miR-143, miR-

19b, etc. , and the chages of cell cycles and apotosis (P value≥0.05). Besides, 

the let-7 family miRNAs modulated the process of damage and the 

subsequent  restoration through the HIFs signaling pathway, miR-92a by means of 

VEGF/CD31/Tie2 pathway, miR-143 by CD44v3/HGF pathway, miR-19b with PGC-1a. 

Conclusion: Many kinds of miRNAs may regulate different proteins or signaling 

pathways to control the restoration following injury after X-ray raditaion in our 

bo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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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468 

应用第 3 代双源 CT 行小儿肋骨低剂量扫描术前评估听力障碍

儿童患者耳廓再造 

 
朱元利,陈钰,范欣淼,薛华丹,陈晓巍,王曼,王沄,张竹花,金征宇 

北京协和医院 100730 

 

摘要：目的  评估第 3代双源 CT行小儿肋骨低剂量扫描在听力障碍儿童患者耳廓再造术前评

估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将 38例未满 18岁患有听力障碍的儿童患者随机分为 3组：（1）A

组（n=8）:采用第 2代双源 CT和 100kv和 108 mA及改进的迭代重建（SAFIRE）技术；B组

（n=10）：采用第 3代双源 CT 和 70 kV和 168 mA及第 3代迭代重建（ADMIRE）算法；C组

（n=10）：采用第 3代双源 CT 和 Sn100 kV和 96 mA及第 3代迭代重建（ADMIRE）算法。扫

描范围为双侧第 1-12肋。测量目标结构 CT值及图像噪声（SD），计算信噪比（SNR）。对图

像质量容积重建（VRT）、最大密度投影技术（MIP）三维重建肋软骨和肋骨图像进行盲法评

分，记录机器自动测量的平均容积 CT剂量指数（CT dose index，CTDIvol）和剂量长度乘积

（Dose-length product，DLP）。结果 两组患者各解剖结构间的 CT值、图像噪声和 SNR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三组患者的主观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A

组患者的 CTDIvol和 DLP分别为（1.68±0.39）mGy和(68.66±19.02) mGy·cm；B组患者的

CTDIvol和 DLP分别为（1.54±0.66）mGy和(57.84±30.03) mGy·cm；C组患者的 CTDIvol和

DLP分别为（0.31±0.14）mGy和(12.09±6.43) mGy·cm。C组 CTDIvol和 DLP明显降低，较 A

组分别降低 82％和 82％，较 B组分别降低 80％ 和 79％。 结论  与第 2代双源 CT相比，第

3代双源 CT Sn100 kV及第 3代迭代重建（ADMIRE）算法肋骨扫描可在保证图像质量的前提

下，明显降低辐射剂量。 

 

 
PO-469 

Clinical value of different tube voltage combined 

with adaptive prospectively ECG-gated sequence scan 

for dual-source CT coronary angiography 

 
Azhati Gulina

1
,Pan Cunxue

1
,Liu Wenya

1
,Azhati Gulina

1
,Pan Cunxue

1
,Liu Wenya 

1.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injiang Medical University 

2.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injiang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differences of image quality with different tube 

voltage combined with adaptive tube current modulation technique using 

prospectively ECG-gated coronary angiography with DSCT. 

Methods: 104 patients were prospectively divided into A and B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There were 58 cases in group A and 46 cases in 

group B, prospective ECG gated scanning mode combined adaptive tube current 

modulation technique were selected for treating in both group A and B, 100kV tube 

voltage was selected for group A as low tube voltage group, while 120kv was in 

group B as conventional tube voltage group. The objective image quality, 

subjective evaluation and radiation dose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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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CT values of targeted vessels (P < 0.05) and the noise (P < 0.05) in 100 
kv tube voltage combined adaptive tube current modulation were higher, while the 

radiation dosage (P < 0.05) was lower compared with those in 120 kv tube voltage;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n subjective score (P 
> 0.05). 

Conclusion: Application of dual-source CT prospective ECG gated scan, 100kv tube 

voltage combined with adaptive tube current regulation, can improve the degree of 

enhancement of the target blood vessels, and did not increase the noise compared 

with those of the tube voltage 120kv, so that the image quality could meet the 

diagnostic requirements. 

 

 
PO-470 

An Intelligent Imaging Informatics-based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for Radiation Therapy Treatment 

 
Ruan Zhao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Zhongnan Hospital of Wuhan University， Wuhan University， W

uhan， 430071， P. R. China 430071 

 

Purpose: The aim of this project was to build a web-based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GUI) which displays radiation therapy-relevant patient information for physicians 

to view, evaluate, and modify a specific patient radiation therapy treatment plan 

for prostate cancer treatment. The GUI includes demographic information, exam 

study information, results, isodose contours on the CT series images, and DVH and 

OVH plots. 

Materials & Methods: The web pages were primarily built based on three languages, 

which were CSS, HTML5, and JavaScript. CSS was used for describing the 

presentation semantics (the look and formatting) of the documents which were 

written in a markup language. HTML5 was used for the main structure of the GUI. 

JavaScript was used to build functions events and responses for the web pages, and 

it was used in the GUI to incorporate some specific interactive features. 

Results: One of the web pages was successfully built for one particular patient, 

and it can show all of the patient’s information including demographic 

information, study information, and exam series information. For the image display, 

the series of CT images can be viewed with the interactive feature of scrolling 

via the mouse wheel. Isodose contour information for the rectum, bladder, or PTV, 

were drawn and overlaid on the 2D CT images. Furthermore, each patient’s 

Radiation Therapy Treatment DVH and OVH plot can be viewed in the page in an 

interactive way. 

Conclusion: The resulting GUI from this project includes three web pages that can 

support physicians in the efficient design and evaluation of a Radiation Therapy 

treatment plan. The GUI can be further developed to make the intelligent tools and 

decision based support more robust for applications in the clinical environment 

and to enhance the overall outcomes of Radiation Therapy Treatment for prostate 

cancer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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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471 

基于 MRI 纹理特征的早期肝癌术后复发预测 

 
胡先玲,李传明 

第三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重庆市西南医院 400038 

 

摘要：目的：利用肝细胞癌（HCC）MRI纹理特征预测其术后复发情况。材料与方法：选取第

三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014年 12月~2016年 2月收治的 150例 BCLC（巴塞罗那分期）0-A

级的早期肝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采用 MaZda软件分析早期肝癌 MRI影像学纹理特征，采用

Fisher（F）、POE+ACC（PA）和交互信息（MI）算法对纹理特征进行筛选，再通过人工神经网

络（ANN）算法对筛选的特征数据进行分类识别，对早期肝癌转移复发情况进行预测。结果：

利用 PA算法提取到的 10个纹理特征创建的 ANN模型，可以对 150例早期肝癌患者术后复发转

移情况进行 100%预测。结论：利用软件 MaZda获取 MRI影像学纹理特征，利用创建的 ANN模

型可以有效预测早期肝癌术后复发情况，辅助临床医生制定治疗方案。 

 

 

PO-472 

Smoking Status Discrimination by MRI Images based on 

Deep Learning Method 

 
Wang Shuangkun

1
,Zhang Rongguo

1,2
,Deng Yufeng

1,2
,Xiao Dan

3
,Jiang Tao

1
,Chen Kuan

2
,Peng Pe g

1
 

1.Beijing Chao-Yang Hos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2.Infervision 

3.Tobacco Medicine and Tobacco Cessation Center 

 

Abstract: 

Objectives: To assess the feasibility of using deep learning techniques to predict 

smoking status from brain MRI images. 

Methods: The head MRI 3D-T1WI images of 127 subjects (61 smokers and 66 non-

smokers) were collected. There were 176 image slices for each subject. The 

subjects were aged between 23 and 45, and the smokers had at least 5 years of 

smoking experience. Twenty-five percent of the subjects were randomly selected as 

the test set (15 smokers and 16 non-smokers), and the rest of the data were used 

as the training set. Two deep learning models were developed: (1) a deep 3D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Conv3D), and (2) a convolution neural network 

combined with a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 with long short-term memory architecture 

(ConvLSTM). Each model was trained and tested separately. 

Results: Using both models to predict smoking status on the test data, the Conv3D 

model achieved an accuracy of 80.6% (25/31), a sensitivity of 80.0% and a 

specificity of 81.3%. The ConvLSTM model achieved an accuracy of 93.5% (29/31), a 

sensitivity of 93.3% and a specificity of 93.75%. These accuracy results a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results (<70%) reported in the literature using 

support vector machine (SVM) methods. 

Conclusion: The deep learning methods developed in this study are shown to 

accurately predict smoking status from MRI images, which is a difficult task for 

naked human eyes. In future work, we plan to expand the data size, to fur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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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rease model accuracy and use these models to predict the level of nicotine 

dependence. 

  

 

 
PO-473 

CT 肋骨自动定位软件对外伤患者肋骨骨折阅片效率影响的初

步研究 

 
齐敏 

陕西省人民医院 710068 

 

1 目的：评估分别使用西门子 Syngo.Via 工作站的 CT Bone Reading 软件、CT trauma软件及

常规轴位 8mm重建图像对于肋骨骨折的诊断准确性及诊断效率的影响。 

2 材料与方法：本研究纳入行 CT检查的胸外伤患者 51例。将软组织算法及骨算法两组容积数

据传至西门子公司的 Syngo.Via 工作站，分别使用 CT Bone Reading（自动标识胸椎与肋

骨）、CT trauma软件进行阅片。轴位 8mm重建图像传至 PACS进行阅片。 

3 结果： 

3.1 肋骨的分割质量：在 51例患者中 48例 Bone-reading软件肋骨自动定位成功。1例患者

彻底无法分割肋骨，被排除在本研究之外。最终研究人群由 50名患者组成。 

3.2 诊断准确性：使用 CT bone reading软件时诊断肋骨骨折的灵敏度、特异度、准确度均最

高（95%、99.2%、98.2%）。使用 8mm重建图像、CT trauma 软件、CT bone reading软件时诊

断肋骨骨折的 Az值分别为 0.870、0.954、0.975。使用 CT trauma或 CT bone reading 软件

时 Az值均显著大于使用 8mm 图像时（P＜0.001），使用 CT bone reading和 CT trauma 时 Az

值无显著性差异（P=0.08）。 

3.3 阅片时间：每位患者的平均阅片时间为 268.2±91.3（8mm），409.3±127.7（CT 

trauma）和 286.8±93.3（CT bone reading）。使用 8mm轴位重建图像的平均阅片时间最

短，使用 CT trauma软件的平均阅片时间最长。使用 CT bone reading的平均阅片时间显著短

于使用 CT trauma时（P＜0.001）。 

4 结论：使用 CT bone reading软件的肋骨自动定位功能在确保了肋骨骨折诊断准确性的同

时，显著降低了医生的阅片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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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474 

应用人工智能和放射组学精准诊断胸部 x 线图像和预测疾病

的短期风险 

 
关玉宝

1
,李牡兰

2
,Stefan Jaeger

3
,Fleming Y. M. Lure

2,6
,Vassilios Raptopoul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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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普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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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 Fol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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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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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eer Anta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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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nifer Siegle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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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申文

2
 

1.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深圳市智影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3.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NIH） 

4.哈佛大学医学院 

5.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 

6.德克萨斯大学 

7.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8.Takeda Pharmaceuticals 

 

目的:  多种计算机算法结合人工智能技术集成自动的胸片综合检测系统，精准分析胸部 x光

影像特征和疾病的短期风险。 

方法:  我们开发了多种计算机算法结合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胸部 x光影像特征分析，集成了

自动的胸片综合检测系统。我们的系统通过各影像学特征的精准分析，评估潜在的心脏病、

COPD、结节和肺炎的近期风险（图 1）。我们使用了在中国和美国收集的 2376例胸部 x光图

片验证系统的可行性，所有的病例均有病理学或随访后确诊，超过 400个患者的正常胸部后前

位 x线片用来评估疾病的短期发病风险，这些患者后来随访均被确认疾病。我们应用了一种基

于图像分割的肺区分割算法，并从肺区中分析纹理和形状特征，利用多种人工智能学习算法进

行分类。我们进一步应用了结构检测深度学习的去骨算法将肋骨和锁骨移除，完整的显示了肺

部软组织。我们还应用了时间减法，对老片和新片对比分析。我们还应用和训练一系列的模式

区配技术分析肋膈角、膈面平滑度和脊柱弯曲度。此外，还应用多参数分析法对病史采集数据

和影像学数据综合分析，进一步提高诊断的准确性。如图 2所示，我们利用基于强化学习的马

尔科夫决策法（Markov decision process）将复杂的影像学特征与疾病的临床诊断联系起

来。 

结果：我们的系统对于肺区分割的吻合度为 91%。在体检机构每年一次健康体检胸部 x线检查

中，系统识别出 20%的异常,这比以前提高了 2.5倍的异常检测率，提高了诊断效率，缩短了

诊断时间。识别肺部可疑病变，系统的准确率达到 99.3%，假阳性率为 7%。影像学指标的灵敏

度和特异性分别为 77%和 76%。系统鉴别早期心肌肥大的阈值为心胸比（CTR）> 0.43（图

3），早期 COPD改变阈值为横膈膜平滑度 < 0.7并肋膈角 > 45°，早期肺部炎性改变阈值为

肺纹理达到肺区外带 30%。 

  

 
PO-475 

320 排容积 CT 计算机辅助诊断技术（Nodule Analysis）对

检测孤立性肺结节的应用价值 

 
曲迎午,朱月香,张玉姣,杨飞,朱晓龙,崔书君 

河北北方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075000 

 

目的:近年来肺结节筛查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随着现代医学影像检查技术的发展，计算机辅

助诊断（CAD）也以其独特的优势在 SPN的筛查中受到人们的关注。为了提高影像科医生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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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效率和住院医师的诊断准确率，本文介绍一款半自动的计算机辅助诊断系统—Nodule 

Analysis。方法：收集 2015 年 3月—2017年 3月于我院行 320排容积 CT胸部检查的 596例

体检者，其中男 361例，女 235例，年龄 40-60岁，平均年龄 48岁。所有图像由 2名具有 20

年以上影像诊断经验的主任医师共同阅读及诊断结论达一致作为真性结节参照标准,由 2名住

院医师为一组（A组）和 2 名主治医师为一组（B组）分别进行 CT横断面和 Nodule Analysis

软件进行诊断，每组分别记录俩种方法每位健康体检者检出的结节数、结节大小、结节密度及

诊断时间窗。用卡方检验比较俩种不同方法对 SPN检出率是否存在差异，秩和检验比较不同方

法阅片时间是否存在差异，P＜0.05有统计学差异。结果：根据参考标准检出真性结节 136

个。住院医师横断面组检出肺部结节 108个，住院医师运用 Nodule Analysis软件组检出结节

119个，主治医师横断面组检出肺部结节 117个，主治医师运用 Nodule Analysis软件组检出

肺部结节 128个。Nodule Analysis组对 SPN的检出率明显高于 CT横断面组（P＜0.001），

且其诊断时间窗明显低于 CT横断面组（P＜0.001）。结论：Nodule Analysis作为一种半自

动的计算机辅助诊断系统，在 SPN的筛查与诊断中，不仅提高了有经验的主治医师的检出率，

而且很大程度提高了经验相对匮乏的住院医师的检出率，此项技术还能大大提高影像科医生的

工作效率，因此作为早期肺癌高危人群的筛查手段值得大力推广。 

 

 
PO-476 

基于移动 GPU 的阿尔茨海默病早期预警研究 

 
高建花

1
,李洁兰

2
,贺海武

3
 

1.太原理工大学 

2.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3.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 

 

阿尔茨海默病作为位于心脏病、癌症、脑血管病之后的第四位“死亡杀手”，在近几年来逐渐

引起了大家的重视。对于早期 AD病人来说，通过药物治疗，能够有效缓解疾病症状，而对于

中晚期 AD病人来说，疗效微乎其微，甚至根本就不起作用。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AD的早期

预警研究就显得十分重要了。本研究通过对 AD、CNN和 Caffe深度学习框架的深刻理解，以及

了解当下深度学习的广泛应用现状，提出了基于移动 GPU的阿尔茨海默病早期预警的研究方

案。首先从 ADNI网站上下载了部分 AD和 HC(健康人)人群的 MRI图像，然后通过 MRIcron软

件进行预处理，得到健康人和患者的脑部 MRI切片。在移动 GPU上部署好 Caffe+Digits 可视

化深度学习开发环境，基于健康人和患者的脑部 MRI切片建立数据集，包括训练集和校验集。

然后选取恰当的参数建立训练模型，学习健康人和患者的脑部特征。使用事先准备的校验集进

行测试，通过输入一张脑部 MRI切片来分别预测其是 AD患者和健康人的概率。最后通过对模

型的深度学习网络、解法器、学习策略和激活函数这四个参数进行优化，得到了较为满意的预

测效果，从而实现对 AD的早期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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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477 

磁共振增强序列的影像组学标签对直肠癌生存期的预测价

值：与平扫序列比较 

 
孟闫凯

1
,张雨晨

1
,张红梅

1
,赵心明

1
,周纯武

1
 

1.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2.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 

 

目的  比较基于磁共振平扫、增强序列的影像组学标签对直肠癌生存期预测的价值。方

法  回顾性分析 51例直肠腺癌患者的影像学资料，所有患者均在全直肠系膜切除术前行新辅

助放化疗，患者的随访时间均大于 3年。分别在平扫轴位小 FOV（field of view，FOV）的

T2WI序列及多期动态增强序列静脉期上进行图像分割，采用 LASSO-Cox回归分析提取影像组

学特征，构建影像组学标签。根据每名患者的影像组学评分，将患者分为生存期较短的高风险

组和生存期较长的低风险组。分别在训练集、验证集中比较影像组学标签的高、低风险组生存

期的差异。采用一致性系数（concordance index，C-index）评价模型的预测能力。结

果  增强序列的训练集和验证集上，影像组学标记的高、低风险组的 DFS均有统计学差异，P
值分别为 0.0002和 0.0091，模型的一致性系数分别为 0.904和 0.7，模型具有较好的预测生

存期的能力。平扫序列训练集上，影像组学标记的高、低风险组的 DFS有统计学差异，P值为

0.005，模型的一致性系数为 0.711，验证集上没有统计学差异，P值为 0.767，一致性系数仅

为 0.5。结论  直肠癌新辅助放化疗前增强序列影像组学标签预测生存期优于平扫序列。 

 

 

PO-478 

Quantitative texture analysis on contrast-enhanced CT 

images for small renal masses: differentiation of 

angiomyolipoma without visible fat from renal cell 

carcinoma 

 
Feng Zhichao,Rong Pengfei,Wang Wei 

The Third Xiangya Hospital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410013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diagnostic performance of quantitative texture analysis 

on contrast-enhanced CT images to differentiate small (≤4cm) angiomyolipoma 

without visible fat (AMLwvf) from renal cell carcinoma (RCC). 

Materials and Methods: We retrospectively included 55 patients with single small 

renal mass (14 patients with AMLwvf, 41 patients with RCC). All patients underwent 

preoperative three-phase CT scan (including unenhanced phase [UP], 

corticomedullary phase [CMP], and nephrographic phase [NP]) and subsequently had 

pathological confirmation by surgical removal. Several CT imaging characteristics 

were reviewed by two experienced radiologists with consensus. Texture features of 

the lesions measured on each phase, including mean, median, skewness, kurtosis, 

variance, 10
th
, 25

th
, 75

th
, 90

th
 percentile, energy, entropy, and homogeneity, were 

derived from the region of interest (ROI) on selected images. Pearson c
2
 test or 

Fisher's exact test, Mann-Whitney U test, receiver-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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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ve analysis, and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were used for statistical 

analysis. 

Results: It wa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AMLwvf and RCC groups in patient 

age (P =0.043) and unenhanced attenuation characteristic (P <0.001), but not in 
homogeneity of enhancement (P = 0.410). 15 out of 36 texture features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the two tumour types (all P < 0.05), with the area 
under the ROC curve (AUC) ranging from 0.69 to 0.80. AMLwvf showed higher lesion 

energy and lower lesion entropy on all three phases compared to RCC.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75
th
 percentile on UP and energy on NP 

were the independent predictors for discriminating AMLwvf from RCC, and the AUC of 

the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increased to 0.84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of 

64.29% and 97.56%, respectively). The 75
th
 percentile on UP and energy on NP had 

excellent inter-observer agreement (ICC = 0.992 and 0.987,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Some texture features on contrast-enhanced CT images, particularly the 

75
th
 percentile on UP and energy on NP, can facilitate the accurate differentiation 

of small AMLwvf from RCC. 

 

 

PO-479 

Radiomics Features of DCE-MRI Correlation with Ki67  

Expression of Invasive Breast Cancer  

 
Ma wenjuan 

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Cancer Institute and Hospital 300060 

 

Objectives: To explor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Ki67 expression and radiomics 

features of dynamic contrast-enhance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DCE-MRI) in 

patients with invasive breast cancer. 

Materials and Methods: 53 low-Ki67 expression (Ki67 proliferation index less than 

14%) and 106 high-Ki67 expressions (Ki67 proliferation index more than 14%) were 

used in this study. A systematic approach from automated lesion segmentation and 

radiomics feature extraction was carried out, and 5 morphology, 4 gray-scale 

histograms and 6 texture features were obtained from each lesion. The Mann-Whitney 

test was performed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s in these features of low- and high-

Ki67 expression. 

Results: One morphologic feature (area), three gray-scale histograms features 

(standard deviation, skewness and kurtosis) and three texture features (contrast, 

homogeneity and inverse differential moment) showed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Low-Ki67 expression lesions tend to be smaller, clearer and 
heterogeneous than high-Ki67 expression lesions. 

Conclusion: There are differences between low- and high-Ki67 expressions of 

invasive breast cancer in radiomics features of DCE-MRI. This information could 

provide a noninvasive mean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proliferation of breast 

cancer, which could further assist in optimal pretreatment planning.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493 

 

PO-480 

探讨放射组学对预测早期肺腺癌隐匿性 

淋巴结转移的临床价值 

 
仲艳 

江苏省人民医院 210000 

 

目的：探讨 CT放射组学对预测肺腺癌隐匿性淋巴结转移的临床价值 

方法：回顾性分析术前行胸部 CT平扫的 384例早期肺腺癌患者的临床和病理资料，采用单因

素和多因素回归分析法探讨发生隐匿性淋巴结转移的危险因素。通过 Relief法和支持向量机

（Support Vector Machine, SVM）法从感兴趣区（Volume Of Interest, VOI）中提取出 300

个放射组学特征，包括强度、纹理特征和小波分析特征。采用十折交叉检验法验证，并以

Receiver Operating Curve （ROC）和 Logistic回归分析评估放射组学在鉴别隐匿性淋巴结

转移中的诊断效能。 

结果：病理分型（P=0.000）、患者性别（P=0.024）、病灶位置（P=0.008）和直径

（P=0.000）是隐匿性淋巴结转移的危险因素，采用多相回归分析显示综合临床及病理结果诊

断准确性为 71%。放射组学在预测隐匿性淋巴结转移的准确性高达 91.1%。采用 ROC分析，其

Az值、敏感性、特异性分别为 0.972、94.8%、92.0%。其中预测效能最高的 4个放射组学特征

分别为 Kurtosis、S(0,5)InvDfMom、135dr_GLevNonU和_Area_S(1,1)。 

结论：基于 CT技术的放射组学是一种定量且无创的方法，对预测肺腺癌隐匿性淋巴结转移具

有较高的准确性。 

 

 

PO-481 

DCE-MRI 的 Ktrans、HPI 纹理分析对原发性肝癌和肝转移瘤的

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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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通用电气药业 

 

目的：探讨经定量动态对比增强 MRI获取的渗透性参数 Ktrans（容积转运常数）和灌注性参

数 HPI的纹理分析对肝癌和结直肠癌肝转移瘤的鉴别诊断能力，合理优化及组合以上序列得出

最佳的参数诊断组合。材料和方法：前瞻性收集 2015年 12月-2017年 1月行 DCE- MR，手术

病理证实的肝细胞癌(HCC)15 例（16个病灶），经手术病理证实的结直肠腺癌且影像随诊证实

为肝脏转移瘤(HM)，共 13例(19个病灶)。扫描序列包括双回波 T1WI、T2WI、4个 LAVA 非注射

药物预扫描序列（偏转角的分别 3°、6°、9°、12°）及动态增强 LAVA（采用 3D序列，

TR/TE：3.1ms/1.3ms、偏转角 12°，共采集 30期，每期扫描 6s间隔 1s、扫描时间扫描时间

3.14min）。使用 Omni-Kinetics 软件得到 Ktrans值及 HPI 的灰度共生矩阵参数。采用

Wilcoxon秩和检验比较两者间各参数差异，筛选出 HCC和 HM间有统计学意义的参数，使用

ROC曲线评价各参数的诊断效能，使用二元 logistics回归得到诊断 HCC的最佳参数组合。结

果：HCC的 ktrans均值高于 HM，P=0.02；HCC和 HM间 HPI的均值无差异；灰度共生矩阵参

数：Ktrans值：HCC的聚类萌低于 HM，而能量、熵、惯性矩、相关、逆差矩、聚类突在两组

病变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HPI值：HCC的惯性矩低于 HM，HCC的相关性高于 HM，而能量、

熵、逆差矩、聚类萌、聚类突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当 Ktrans聚类萌与 HPI的相关性联合时

诊断 HCC的效能最高，此时灵敏度、特异度分别为 75.00%、84.21%。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494 

 

结论： Ktrans值的聚类萌、HPI的惯性矩和相关性均能有效鉴别肝癌与肝转移瘤，当 Ktrans

聚类萌与 HPI的相关性联合时诊断 HCC的效能最高，对临床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PO-482 

The value of multimodality radiomics on early-stage 

breast cancer patients with microcalcifications-only  

 
Chen Shujun

1
,Xu Weidong

2
 

1.Zhejiang Cancer Hospital 

2.Hangzhou Dianzi University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potential value of radiomics based on multimodality 
distinguishing on patients appearing as microcalcifications only at mammography 

between early-stage breast cancer and benign lesions. Materials and Methods: The 
patients between october 2012 to november 2016 performed a three-dimensional 

breast X-ray wire positioning,their pretreatment breast MRI and Mammography 

evaluations were collected.81 cases  entered the group, 40 early stage breast 

cancer patients and 41 benign patients were separate to two groups. Using 

radiomics ,from 3 modalities including mammography、DCE-MRI and DWI,128 features 

were extracted totally,and 20 features were chosen eventually. Results: The 
classification accuracy、sensitivity、specificity and AUC are  87.65%、90.00% 、

85.37%and 0.938,are better than any single modality.Conclusions: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radiomics based on multimodality can be used to distinguish 

patients appearing as microcalcifications only at mammography between early-stage 

breast cancer and benign lesions, and show high sensitivity. This could be helpful 

to reduce unnecessary breast local resection. 

 

 

PO-483 

MR Imaging Radiomics: Prediction of Local Recurrence-

Free Survival in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Pretreatment 

 
lu zhang

1
,Changhong Liang

1
,Shuixing Zhang

2
 

1.Guangdong General Hospital 

2.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Jinan University 

 

Abstract 

Objectives: Radiomics revealed tumor phenotype differences based on computer- 

extracted quantitative imaging features. We aimed to build a radiomics signature 

to evaluate local recurrence-free survival (LRFS) in patients with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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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We included two datasets: 80 patients for training and 60 for validation. 

A total of 970 radiomic features were extracted from pretreatment MR images of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patients from May 2007 to December 2015. Radiomics 

prognostic performances were evaluated by using univariate and multivariate 

analyses. 

Results: Fourteen radiomic features were found to be prognostic (CI > 0.60, FDR < 

5%) for local recurrence and 4 for survival. Radiomics signature based on a large 

number of quantitative image features had a prognostic performance for LRFS (CI: 

0.62 (0.51, 0.72); p = 0.020) in the validation dataset. Meanwhile, a combined 

model which combined intratumor heterogeneity and multiple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had a better predictive ability than Radiomics signature alone (CI: 0.67 (0.57, 

0.76); p = 0.020) in validation dataset. 

Conclusions: These data demonstrated that MR imaging Radiomics can provide 

valuable predicting information for LRFS. Radiomics may perform better than 

conventional imaging in clinical practice, and provided an independent biomarker 

to improve tailored treatment toward specific characteristics of individual 

patients. 

  

 

 

PO-484 

Comparison of radiomic biomarker with established 

predictive model based on clinical data 

and radiographic features for discriminating FOP 

from PLC 

 
zhang teng,Yuan Mei,Zhong Yan,Pu Xuehui,Yu Tongfu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210029 

 

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predictive performance of radiomics based on computed tomography 

(CT) scans in discriminating focal organizing pneumonia (FOP) with peripheral lung 

cancer (PLC).The clinical data and relevant radiographic features of all cases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to establish a predictive model. Finally, the 

diagnostic accuracy and prognostic performance of radiomics and the established 

predictive model were analyzed and compared. 

Methods 

A total of 109 patients with PLC and 117 patients with FOP were enrolled in this 

study. All patients received preoperative thoracic plain CT scan and had a 

pathologically confirmed diagnosis. 300 radiomic features quantifying intensity, 

texture and wavelet were extracted from segmented volume of interest (VOI). Twenty 

best features were chosen by using feature weighting algorithms,namely Relief 

method and fed to support vector machine (SVM) subsequently. All 226 cases were 

collected with regard to clinical data including age, sex, smoking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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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mptomatic, weight loss history and radiographic features including emphysema, 

maximum diameter and distribution of lesions, spiculation, necrosis, 

lymphadenopathy, air bronchogram , halo sign, calcification. Univariate analyses 

and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es were performed to screen the 

independent predictors for predicting the probability of malignancy. Diagnostic 

accuracy and prognostic performance of radiomic signatures and established 

predictive model based on clinical data and radiographic features were evaluated 

and compared via receiver operating curve (ROC) analysis and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The accuracy of proposed radiomic signatures for discriminating FOP from PLC 

achieved 83.6% with ROC analysis (Az value, 0.920, sensitivity, 76.7%, specificity, 

90.0%). Univariate analyse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sex, 

smoking history, symptomatic, maximum diameter of lesions, necrosis and halo sign 

between these two groups (P<0.001, =0.013, <0.001, =0.024, <0.001, <0.001 

retrospectively). Subsequently these 6 variables above were fed to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es to produce the predictive model. Sex [odds ratio 

(OR)=0.171, P<0.001, 95% confidence interval (95%CI) 0.084-0.346], symptomatic 

(OR=0.153,P<0.001,95%CI 0.076-0.304),necrosis(OR=0.141, P=0.007, 95%CI 0.034-

0.580) and halo sign(OR=0.342, P=0.034, 95%CI 0.127-0.922) were identified as 

independent predictors to predict the probability of malignancy.The Az 

value,accuracy,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of the predictive model were 0.839, 

75.7%, 82.6% and 69.2% respectively, which showed lower accuracy than radiomic 

signatures(75.7% vs. 83.6%). Regression analysis exhibited that radiomic 

signatures also had better prognostic performance than the predictive model with 

AIC values 73.6% vs. 59.1%,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The radiomic signatures based on CT scans exhibited better diagnostic accuracy and 

prognostic performance than the predictive model we established based on clinical 

data and radiographic features in discriminating FOP from P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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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001 

Targeting HIF-1α and VEGF by lentivirus-mediated RNA 

interference reduces liver tumor cells migration and 

invasion under hypoxic conditions. 

 
Chen Junwei

2
,Huang Mingsheng

2
,Shan Hong

3
 

1.the 3rd affiliated hospital 

2.The 3r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un Yet-sen University 

3.The 5r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un Yet-sen University 

 

Hypoxia-inducible factor-1α (HIF-1α) is a key transcription factor to initiate 

the expressions of distinct pro-angiogenic growth genes, particularly the 

expression of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VEGF).CoCl2 was used in rat 

liver tumor cell line McA RH-7777 to stimulate hypoxia to mimic the hypoxic 

conditions induced by transcatheter 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 (TACE). CCK8 assays 

were performed to examine the effect of hypoxia on cell viability. Real-time qRT-

PCR, western blot and ELISA assays were used to measure the expression of HIF-1α 

and VEGF in McA RH-7777 cells under hypoxic conditions, 

respectively. Lentivirus-mediated HIF-1α and/or VEGF-specific shRNA was used to 

establish single or HIF-1α and VEGF double knocking-down McA RH-7777 cells. 

Transwell assays were performed to examine the effect of HIF-1α 

and VEGF knocking-down on McA RH-7777 cells migration and invasion.The mRNA and 

protein expression level of HIF-1α and VEGF were remarkably up-regulated in McA 

RH-7777 cells under hypoxic conditions, respectively. The knockdown of HIF-1α 

or VEGF significantly reduced the expression of the secreted VEGF. More 

importantly, knockdown of both HIF-1α and VEGF resulted in the best effective 

inhibitory effect in VEGF expression, and in turn remarkably reduced the cell 

migration and invasion activity.Our findings showed that HIF-1α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stimulation of the secreted VEGF expression under hypoxic conditions, 

suggesting that targeting both HIF-1α and VEGF could represent a potential 

therapeutic strategy in combination with TACE in the treatment of liver tumors. 

 

 

EP-0002 

Studies of Factors Affecting Chemical Exchange 

Saturation Transfer on 1.5 T MRI Scanner 

 
Yang Yonggui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iamen Medical College，The 2nd Hospital of Xiamen 361021 

 

To analyze factors affecting chemical exchange saturation transfer, the data 

acquisitions were carried out in vitro model and clinical cases using GE Signa HDe 

1.5T MRI. The data were collected and analyzed from four aspects, including the 

imaging of tissue, equipment, technology, and other factors, such as the origi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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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al, APT signal, Z spectrum analysis. It was carri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different matrix, different NEX, different angle flip, different CEST flip_remt 

imaging contrast analysis, different NEX, and different Z flip_remt spectrum.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CEST signal to noise ratio (SNR) is relatively 

low, and the stability and uniformity of the magnetic field, to a certain extent, 

affect the effect of CEST imaging. In the case of other parameters unchanged, the 

reduction of the matrix and the increase of NEX, turning the corner can increase 

the original image SNR. Flip_angle of magnetic transfer 105ºof CEST effect is the 

best, NEX=2 of Z spectrum can basically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response 

organization Z spectrum. Z spectrum model in magnetization transfer 

frequency ranging -294～-194 Hz can display 30% Glu, I320, H2O, and Cr signal 

differences. The maximum differences is in -244～-214 Hz. The original image 

signal of 30% I320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Glu, H2O, Cr. Cr lower 

than Glu, Cr is slightly lower than Glu in APT imaging. There were 25 cases of 

brain tumor APT imaging showing high signal, 12 cases of cerebral infarction APT 

imaging showing low signal, CEST original imaging can distinguish the lesion area. 

There were 12 cases of failure due to long acquisition time, patient coordination, 

environment and room temperature, etc., which led to failure of CEST imaging. In 

the case of ensuring the stability and uniformity of magnetic field, optimal CEST 

imaging and Z spectral imaging can distinguish the metabolite and its 

concentration. 

  

 

 
EP-0003 

7.0T 多模态磁共振成像监测 AQP4-RNAi 治疗 

脑创伤半暗带的实验研究 

 
鲁宏 

重庆市第七人民医院 400054 

 

目的 探究应用 7.0T多模态磁共振成像、对大鼠脑创伤后 AQP4-RNAi治疗创伤半暗带

（traumatic penumbra,TP）脑组织的改变。 

方法 120只健康成年雄性 Wistar大鼠，按随机数字表随机分为对照组（A）、创伤组（B）、

安慰剂治疗组（C)以及干扰剂治疗组（D），每组 30只；每组内按创伤后时间点（1h，6h，

12h）分为 3个亚组（每组各 10只）。参照 Feeney氏法建立中度脑创伤模型，分别于上述相

应时间点行 7.0T多模态磁共振加权成像【T2WI、弥散加权成像、磁敏感加权成像、并测量表

观弥散系数值、随后观察 TP区脑组织病理变化、Western-blot检测 AQP4表达，最后统计学

分析 AQP4蛋白表达、rs-DWI、rs-ADC及 rs-T2WI的相关结果。 

结果 B组与 A组相比：AQP4 蛋白在 1h表达下调，6小时上升，12h到达峰值。rs-DWI及 rs-

T2WI随时间延长逐渐增大，6h增加最显著。rs-ADC在 1h升高，6h到达最高，随后开始下

降，12h至最低。B组与 C组变化一致，两者 rs-DWI、rs-ADC、rs-T2WI以及 AQP4蛋白表达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B组与 D组相比，AQP4蛋白在 1h表达无统计学意义，在 6h及 12h明显下调。rs-DWI及 rs-

T2WI在 6h及 12h明显缩小。rs-ADC在 6h及 12h回升。 

A组病理学表现未见明显水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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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组及 C组表现相同，1h主要表现为血管源性水肿，伴随少量细胞内水肿；6h则以细胞内水

肿为主。12h表现为混合型水肿，且程度较前加重，水肿于 12h达到高峰。D组 1h血管源性水

肿无明显变化，6h及 12h水肿程度明显减轻。 

结论 AQP4-RNAi治疗可减轻 TP细胞水肿，应用 7.0T多模态磁共振成像监测 AQP4-RNAi治疗

TP后水肿演变过程。 

 

 
EP-0004 

AQP4-RNAi 治疗后脑创伤半暗带脑组织病理 

及分子学改变的实验研究 

 
鲁宏 

重庆市第七人民医院 400054 

 

目的 探究大鼠脑创伤 AQP4-RNAi治疗后脑创伤半暗带（traumatic penumbra,TP）脑组织的病

理及分子学改变。 

方法 选取 120只健康成年雄性 Wistar大鼠，按随机数字表随机分对照组、创伤组、安慰剂治

疗组以及干扰剂治疗组 4组，每组 30只；每组内按创伤后不同时间（1h，6h，12h）分为 3个

亚组，采用改良的 Feeney氏法建立中度脑创伤模型，并对 TP脑组织行病理学观察，通过电子

透射电镜观察 TP区脑组织超微结构。采用免疫双标、Western-blot测量 AQP4表达，对结果

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对照组 TP脑组织结构正常，HE及 AQP4表达未见异常改变，AQP4主要分布在血管内皮细

胞以及星形胶质细胞周围，免疫双标显示 AQP4在胶质细胞周围少量表达。免疫组织化学染色

可见 AQP4在胶质细胞有轻微表达。 

创伤组与安慰剂治疗组表现相同，TP区脑组织 1h主要表现为血管源性水肿，伴随少量细胞内

水肿；6h则以细胞内水肿为主。12h表现为混合型水肿，且程度较前加重，水肿于 12h达到高

峰。 

AQP4蛋白在 1h表达下调，6小时上升，12h到达峰值。免疫荧光及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显示

AQP4表达 1h主要以血管内皮周围为主，6h则以胶质细胞为主；12h则于细胞内弥漫分布。 

干扰剂组与创伤组及安慰剂治疗组相对比，病理显示：1h 血管源性水肿无明显缓解，6h 细胞

内水肿缓解，12h水肿可见轻度缓解。 

AQP4蛋白在 1h表达无统计学意义，在 6h及 12h明显下调，且 6小时更明显。免疫荧光及免

疫组织化学染色显示 AQP4表达 1h无明显变化，6h及 12h分布减少。 

结论 AQP4-RNAi治疗可减轻 TP区的细胞水肿，AQP4与 TP 区的组织水肿密切相关。 

 

 

EP-0005 

早期肝纤维化活化肝星状细胞 MR 分子成像的实验研究 

 
张维 

南京市儿童医院 210008 

 

 

目的：探讨以抗α5β1整合素受体单克隆抗体修饰的超微型超顺磁性氧化铁纳米颗粒作为特

异性分子探针(α5β1-USPIO)，对大鼠早期肝纤维化活化肝星状细胞进行活体内磁共振靶向分

子显像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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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和方法：（1）12只大鼠经腹部皮下注射 CCl4油溶液建立肝纤维化模型。（2）将抗

α5β1整合素受体单克隆抗体与表面包被有羧基的 USPIO偶联形成α5β1-USPIO特异性分子

探针。（3）12只建模组大鼠随机分为三组，分别经股静脉置管注射 100μmol 铁/kg体重的

α5β1-USPIO、单纯 USPIO 和抗α5β1整合素受体单克隆抗体；4只对照组大鼠注射相同剂

量的α5β1-USPIO。（4）分别于注射前及注射后 4h行肝脏 MR扫描，计算并比较各组内及各

组间注射前与注射后 4h大鼠肝脏与肌肉对比噪声比(CNR)。（5）MR扫描结束后处死大鼠，取

肝脏组织进行病理组织学检查。 

结果：（1）大鼠肝脏与肌肉 CNR分析：各组大鼠注射试剂后 4h肝脏与肌肉对比噪声比

（CNR）以α5β1-USPIO 建模组最高，α5β1-USPIO 对照组、USPIO 建模组及α5β1 建模组依次减

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各组间进一步两两比较：α5β1-USPIO 对照组与 USPIO 建模组之间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94），其余各组间比较差异均有明显统计学意义（P均＜0.01）。

（2）大鼠肝脏病理组织学检查：普鲁士蓝染色显示：α5β1-USPIO 建模组大鼠肝脏蓝染的铁颗

粒主要分布于窦周间隙内，与肝星状细胞分布一致；透射电子显微镜检查显示：α5β1-USPIO

建模组大鼠肝脏星状细胞内可见含铁颗粒的溶酶体，而α5β1-USPIO 对照组和 USPIO 建模组大鼠肝

星状细胞内均未见含铁颗粒的溶酶体。 

结论：：应用靶向作用于 HSCs表面α5β1整合素的特异性分子探针α5β1-USPIO，能够实

现活体内早期肝纤维化活化 HSCs的磁共振靶向分子显像。 

 

 
EP-0006 

AQP4 基因干扰脑创伤后非损伤侧 ADC 值及分子病理改变 

 
鲁宏 

重庆市第七人民医院 400054 

 

目的 探究 AQP4基因干扰治疗脑创伤后非损伤侧表观弥散系数值变化及其病理学改变。 

方法 选取 120只健康成年雄性 Wistar大鼠，按随机数字表随机分对照组、创伤组、安慰剂治

疗组以及干扰剂治疗组 4组，每组 30只；每组内按创伤后不同时间（1h，6h，12h）分为 3个

亚组，采用改良的 Feeney氏法建立中度脑创伤模型，各组分别于相应时间点行 7.0T磁共振头

部弥散加权成像（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DWI）检查，观察脑创伤半暗带以及镜相侧脑

组织的表观弥散系数值（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ADC），并对同一部位脑组织行

病理学，采用免疫组织化学以及 Western-blot 测量 AQP4 表达，对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对照组双侧脑组织结构及 DWI及 ADC值未见异常，脑组织病理及 AQP4表达未见异常改

变。创伤组与安慰剂治疗组表现相同，与对照组相比：非损伤侧脑组织 ADC值在 1h轻度减

低，6hADC值有所回升，达到高峰；12hADC值下降；呈倒“V”改变。AQP4表达 1h稍下降，

6h继续下降并达到最低点，之后继续回升，12h升高；呈“V”形改变。HE显示：1h可见轻度

细胞内水肿；6小时细胞水肿继续加重，并开始出现少量血管源性水肿，形成以细胞内水肿为

主的混合型水肿。且两者进一步加重，于 12h达到混合型水肿最高峰。 

干扰剂组与安慰剂治疗组相对比：6h细胞内水肿较前明显缓解，血管源性水肿无明显变化。 

结论 一侧脑组织创伤时，不仅创伤侧脑组织发生一定改变，非损伤侧脑组织也会发生相应改

变，DWI 无明显改变，但 ADC值及 AQP4表达可发生相应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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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007 

AQP4 在大鼠脑创伤半暗带水肿中的表达 

 
鲁宏 

重庆市第七人民医院 400054 

 

目的 探讨大鼠脑创伤半暗带不同时相点的水肿与水通道蛋白-4(AQP4)表达之间的关系。 

 

方法 88只成年雄性 Wistar 大鼠，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11只）和创伤组（77只），

创伤组根据时相点又分 1，6，12，24，48，72 h、7 d共 7个亚组，每组 11只。建立中度脑

创伤模型，组织学观察脑组织水肿，免疫组化半定量 IgG的表达检测血脑屏障（BBB）的变

化，免疫荧光和 Western blotting观察 AQP4表达。 

结果 对照组的病理及 IgG染色未见异常，AQP4表达量较少。创伤 1 h组即在创伤周边出现染

色浅淡的水肿带，之后逐渐增加，12 h组达到最宽，为（1.589±0.020）mm，之后变窄，除

24 h与 48 h和 72 h与 7 d 外，余各时相点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1 h创伤周边呈

血管源性水肿；6 h出现细胞内水肿；12 h血管源性水肿与细胞内水肿均明显加重；72 h细

胞内水肿占优势。IgG染色于 1，12 ，48 h呈 3度强阳性；6，24，72 h及 7 d呈 1度弱阳

性。创伤后 1 h AQP4表达下降为 0.659±0.021，6 h稍回升为 1.257±0.058，12 h达峰值

2.499±0.136，之后又随损伤时间降低，24 h为 2.267±0.068，72 h再次上调为

2.078±0.065，伤后 7 d时基本恢复至基线水平为 1.280±0.065，除 6 h与 7 d(P＞0.05)、

12 h和 24 h（P＞0.05）、24 h和 72 h(P＞0.05)外，余各时相点之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结论 脑组织水肿是 TP主要的病理改变，且水肿类型和程度随时间动态变化。早期 TP显示以

BBB破坏为特征的血管源性水肿，并导致 AQP4表达下调，随后 AQP4表达上调，引起细胞内水

肿，继而加重 TP的发生。AQP4可能参与机体的防御反应。 

  

 

 
EP-0008 

The expression of RGMa in the rat brain and the DTI 

evaluation for CCD 

 
Wang Xiao,Cheng Jingliang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450052 

 

Abstract 

PURPOSE 

Observe the expression of repulsive guidance molecule a (RGMa), the axonal 

regeneration as well as the effect on neural functional recovery in the middle 

cerebral artery occlusion (MCAO) rat model. The 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 (DTI) 

had been used to evaluate for crossed cerebellar diaschisis (CCD) to provide 

experimental foundation and theoretical basis for clinical therapy. 

METHOD AND MATERIALS 

Building MCAO rat modle, every 16 ra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one of the six 

groups as following: Control group, 12h group, 24h group, 48h group, 7d group, 10d 

group. The brain were scanned over the time points above and the rats w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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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crificed for immunohistochemistry staining and RT-PCR after MRI scanning to 

assay the RGMa expression in the cortex, infarction core and cerebellum 

respectively.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RI parameters and molecular biological 

marker had been analysed to evaluate the CCD after cerebral infarction. 

RESULTS 

The ADC and FA value of MCAO rats declined and the peak was at 12h. The 

contralateral cerebellum had the lower parameter than the other side. The 

expression of RGMa was keeping climbing and achieved the maximum at 48h(P <0.05). 

The value of the protein in cerebellum was higher (P <0.05) compared with controls, 

especially the right cerebellum. The expression of RGMa was negative correlation 

to the parameter of MRI and the axonal regeneration. 

CONCLUSION 

The parameters of MRI and pathology after MACO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compared 

to the controls, as well as the bilateral cerebellum, which provided evidence to 

CCD. RGMa was related to the axonal regeneration in the injured brain, so we 

hypothesized it would be a new target to the therapy of cerebral infarction and 

CCD to make the prognosis better. 

CLINICAL RELEVANCE/APPLICATION 

Cerebral infarction is one of the most common diseases and its high morbidity, 

mortality and disability rate are seriously threatening humen’s health and 

quality of life.It is manifested that function inhibition of the remote regions 

after cerebral infarction is a response indicators to a treatment effect in 

patients of functional recovery and prognosis, whereas the regulatory mechanism is 

unclear.How could save the remote regions' function effectively becomes the key to 

the neurological rehabilitation after cerebral infarction.This study will 

certicify the expression pattern of RGMa in the cerebra infarction and the 

mechanism of CCD to provide new target for clinical therapy. 

  

 

 
EP-0009 

RGMb 在 MCAO 大鼠脑组织的表达及与轴突再生的关系 

 
王潇,程敬亮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 以磁共振扩散张量成像为活体动态连续监测手段，分析 RGMb在缺血性脑梗死后大鼠脑组

织的表达变化与轴突再生、突触重塑及磁共振参数的关系，探寻脑梗死发生发展及转归的病理

生理机制。方法 SD大鼠 90 只，随机分为对照组，MCAO 后 12h组、24h 组、48h组、7d组、

10d组，每组大鼠 15只。在相应时间点给予头部磁共振扫描后，测量 ADC值和 FA值。扫描后

取脑组织分别行 RT-PCR和免疫组化方法检测 RGMb表达情况，免疫组化法检测轴突再生和突触

重塑情况，电子显微镜观察细胞超微结构变化。结果 缺血性脑梗死后各组大鼠梗死核心区

ADC值和 FA值较正常组降低(P <0.05)，12h降至最低。术后 12h 起可见 RGMb和突触素阳性

表达并持续增加，48h表达达高峰，而术后各组轴突表达逐渐减少，24h组破坏最为明显。

RGMb蛋白表达与磁共振参数及轴突生长情况呈显著负相关。结论 大鼠幕上脑梗死后，RGMb及

突触素表达上调，NF-200表达减低，磁共振参数 ADC值和 FA值下降，提示 RGMb蛋白可能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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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轴突和突触的再生与重塑，在脑缺血损伤后神经再生障碍、神经元细胞凋亡等病理生理过程

中起着重要作用，活体磁共振可为无创性监测脑梗死区域及神经功能恢复的技术手段。 

  

 

 
EP-0010 

首发抑郁症患者纹状体多巴胺 D2 受体结合力改变及其与行为

学的相关分析 

 
孙萌萌,徐俊玲 

河南省人民医院 450003 

 

目的 应用 11C-Raclopride PET/CT，结合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探讨首发抑郁症患者

纹状体多巴胺 D2受体的受体结合力（BPND）改变及其与行为学改变之间的关系。材料与方

法 以 2014年 12月至 2015 年 12月间收治的首发抑郁症患者及与患者年龄、性别相匹配的健

康志愿者为研究对象进行前瞻性研究，所有受试者均接受脑部 MRI和 11C-Raclopride PET/CT

检查。应用分子影像动态分析工具箱（MIAKAT）软件计算受试者纹状体多巴胺 D2受体的

BPND，分析抑郁症患者纹状体多巴胺 D2受体 BPND的改变，并对 BPND与患者 HAMD评分进行相

关分析。采用卡方检验、配对 t检验、两样本 t检验及 Pearson相关分析处理数据。结果 共

纳入首发抑郁症患者 20例（抑郁组），其中男 8例、女 12例，年龄（32.80±9.76）岁；健

康志愿者 20例（对照组），其中男 9例、女 11例，年龄（29.25±6.93）岁。抑郁组和对照

组受试者脑组织对 11C-Raclopride摄取均主要分布于纹状体区，大脑皮质和小脑分布极微。

抑郁组两侧尾状核、壳核 D2受体 BPND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0.69和 0.35，均 P>0.05）；对

照组两侧尾状核、壳核 D2受体 BPND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0.28和 0.24，均 P>0.05）。抑郁

组两侧尾状核、壳核 D2受体 BPND均分别低于对照组（t=3.13～4.41，均 P<0.05）。抑郁组

双侧尾状核和（或）壳核 D2受体 BPND与 HAMD总分、焦虑/躯体化、认知障碍、迟滞及睡眠障

碍等因子分值均有相关性（r=-0.688~-0.45，均 P<0.05）。结论 首发抑郁症患者纹状体多

巴胺 D2受体 BPND下降，且 D2受体 BPND水平与抑郁症症状相关。纹状体多巴胺受体异常可能

是抑郁症患者中脑-纹状体多巴胺奖赏环路异常的重要分子机制之一。 

  

 

 
EP-0011 

18 例胃肠道间质瘤的 18F-FDG PET/CT 显像及病理对照研究 

 
赵春雷,陈自谦,钱根年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 350025 

 

目的：对胃肠道间质瘤的 18F-FDG PET/CT显像特点及其与相应病理学表现进行初步探讨，以

提高对 GIST的诊断水平。 

方法：对 18例病理证实为胃肠道间质瘤患者的 PET/CT显像进行回顾性分析，记录、总结病灶

特点，并与既往 PET/CT报告及病理报告进行比较、分析。 

结果：本组 18例间质瘤，原发瘤灶均为单发，其中良性 3例、潜在恶性 5例、恶性 10例，3

例良性病变 PET显像均为阴性表现，潜在恶性及恶性间质瘤 15例均表现为均匀或不均匀核素

异常浓聚灶，CT表现 3例良性间质瘤均表现为边界清楚、光滑肿块影，潜在恶性及恶性间质

瘤 CT表现不一，多数病灶内可见坏死、囊变区，部分病灶内可见出血，少部分病灶内密度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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匀,呈软组织密度；大部分病例可准确定位、定性诊断，少数病例定位诊断及病理学分型不明

确。 

结论：PET/CT在对间质瘤的定位及定性诊断方面具有重要价值，可鉴别间质瘤良、恶性，且

一次扫描可判断肿瘤有无转移，但对于间质瘤恶性程度分级上还有一定困难，最后确诊有赖于

病理组织学和免疫组化检查。 

 

 
EP-0012 

双示踪剂 PET 成像在阿尔茨海默病诊断中的价值 

 
段小艺,刘翔,李淼,郭佑民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710061 

 

目的 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AD）是导致老年痴呆最主要的原因，目前仍缺乏

灵敏及相对特异的诊断方法，本研究选择临床诊断 AD患者进行双示踪剂 PET成像，并与健康

者进行对照，进一步证实其用于 AD诊断的有效性，同时希望通过优化检查流程为此成像技术

的推广应用提供依据。 

方法 研究纳入我院 2015年 1 月至 2016年 12月在神经内科诊断为 AD的患者 11例和 7 例年龄

匹配的健康志愿者 1周内先后接受
11
C-PIB 和

18
F-FDG 双示踪剂脑部 PET检查，结果经 CT衰减

校正、迭代法重建后传送至后处理工作站获得横断面、冠状面及矢状面多幅图像及融合图像。

由 2名 PET/CT专业医师采用采用视觉观察法、感兴趣区技术与脑代谢分析软件评价两种示踪

剂在脑区的分布情况并进行统计学分析，P＜0.05为有统计学差异。 

结果 视觉评价发现，与健康对照组比较，后扣带回、顶叶、颞叶、额叶局部 FDG分布减少，

且以左侧为主，相应区域 PIB呈现不同程度滞留，定量分析结果显示，AD组患者双侧上额

叶、下额叶、上顶叶、外侧颞叶与后扣带回均显示出一定程度 PIB滞留，FDG分布减低区主要

集中于上额叶、下额叶、上颞叶、顶颞叶、后扣带回，两种示踪剂 PET成像结果具有具有较好

一致性。HC组个别受试者脑区亦可见 FDG分布减低，与局部脑萎缩有关。 

结论 葡萄糖代谢联合淀粉样蛋白 PET成像对 AD诊断具有较高应用价值，采用平衡期 PIB成像

及脑代谢分析软件可简化成像流程，提高显像精确性与诊断准确性。由于观察病例数较少，仍

需更多研究进一步证实此方法的实用性及有效性。 

  

 

 

EP-0013 

SUVmax of 18F-FDG PET/CT correlates to expression of 

major chemotherapy-related tumor markers and serum 

tumor markers in gastric adenocarcinoma patients 

 
ｂａｉ ｌｕ,Chi hua Guo,You min Guo,Xiao yi Duan 

Department of Medical Imaging，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710061 

 

Aim: The expression of P53 was previously found by us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maximal standardized uptake value (SUVmax) in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 patients. Hence,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clarify the relationship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505 

 

between SUVmax and the status of the chemotherapy-related tumor marker expression 

or serum tumor markers in gastric adenocarcinoma patients. 

Methods: Sixty-four gastric adenocarcinoma patients who underwent 18F-FDG PET/CT 

prior to treatment were enrolled in this study. Immunohistochemistry was performed 

to detect changes of Her-2, P53 and Survivin in lesions, and 

electrochemiluminescence (ECL) method was used to quantify expression of serum 

CA72-4, CA19-9 and CEA of these patients. The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se 

parameters above were assessed by Spearman correlation analysis. Also,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curve was performed to determine the best cut-off 

value of SUVmax for suggesting chemotherapy resistant tumor markers. Besides, we 

identified a linear correlation to estimate the equations between SUVmax and the 

serum tumor markers. 

Rusults: Our results showed that higher SUVmax was detected in patients with 

positive expression of Her-2 and P53, compared with negative groups. The Spearman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SUVmax was associated withHer-2 or P53 with the 

moderate relevant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ROC curve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of SUVmax for suggesting Her-2 or P53-positive, 

when the cut-off value of SUVmax was set at 3.25 or 5.45, respectively. Moreov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Vmax and serum tumor markers were analyzed by linear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serum CA72-4 and CA19-9 could be used as independent 

parameters to establish an equation for SUVmax by th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s. 

Conclusion: These results suggested that SUVmax of  18 F-FDG PET/CT could be used 

to predict and evaluate Her-2 or P53 related chemotherapy resistance of gastric 

adenocarcinoma patients. However, before PET/CT scanning, serum tumor markers 

could be used to calculate the SUVmax approximately. 

  

 

 
EP-0014 

AQP4-siRNA 治疗不同程度脑创伤后非损伤侧脑组织水肿与

ADC 值的变化 

 
陈建强 

海口市人民医院 570208 

 

目的：观察不同程度脑创伤后非损伤侧（CBT）脑组织水肿变化及应用 AQP4-siRNA的治疗效

果，同时探讨 ADC值监测 CBT区水肿变化的可行性。 

方法：大鼠 198只分为假手术组、挫伤组和治疗组，制备轻、重度脑创伤模型，按挫伤后时间

点 1、24、48、72、168h各分为 5个亚组，各组行 MR成像，随后行免疫组化、电镜、WB、脑

水含量测定，分析 CBT脑水肿变化特点、干扰治疗效果以及磁共振表现。 

结果：轻度组 CBT的 AQP4表达、ADC值及病理改变在 48h内正常，72h后 AQP4出现小幅度降

低后于 7d出现明显增高，ADC值 72h出现明显减低，随后 7d增高，病理显示 72h CBT区出现

轻度细胞内水肿,7d出现轻度混合型水肿；治疗组 AQP4于 48h、7d较创伤组出现明显降低

（P<0.05），ADC值 72h明显增高，7d明显减低（P<0.05），病理显示治疗组较创伤组于 72h

及 7d脑水肿明显缓解。重度损伤组 CBT区 1h的 AQP4表达量明显增高，至 72h持续下降，随

后恢复，治疗后 AQP4于 24-72h明显减低（P<0.05），病理显示 1h出现血管源性水肿，48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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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以细胞内水肿为主，随后混合型水肿；治疗组 48h细胞内水肿明显改善，7d混合型水肿明

显减轻，ADC值 1h即明显增高，在 24减低，治疗组 ADC值 1h与创伤组无明显差异，24h 较挫

伤组明显增高。结论：重度挫伤组与轻度挫伤后 CBT区呈现不同的病理水肿改变，重度脑挫伤

后 CBT区早期出现血管源性水肿，随后导致脑组织细胞内水肿和混合型水肿，AQP4-siRNA不

能缓解早期血管源性脑水肿，但可通过降低脑组织内 AQP4 表达减轻随后出现的细胞内水肿和

混合型水肿。轻度损伤组 CBT区于中晚期出现细胞毒性水肿，AQP4-siRNA可减轻脑水肿程

度。ADC值变化与 AQP4表达量和水肿类型具有一定联系，可以为 TBI后脑水肿的诊断及疗效

判定提供有价值的影像信息。 

 

 

EP-0015 

cNGR 修饰的金纳米粒子探针在乳腺癌血管 

生成 CT 成像中的应用 

 
武明豪 

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300211 

 

目的 乳腺癌发病率逐年升高，转移是造成乳腺癌死亡的主要原因。大量研究证实，血管生成

与肿瘤恶变、转移，以及肿瘤患者的预后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肿瘤血管的可视化对早期诊

断和治疗至关重要。分子影像学（molecular imaging）能够克服传统的成像手段在评估肿瘤

血管时存在的的缺陷，比如缺乏特异性、难以定量等。本研究使用一种简单高效的方法，制备

环形多肽（CNGRCGGYC，cNGR）修饰的金纳米球（GNPs-PEG@cNGR），并评估其在乳腺癌新生血

管中的 CT成像效果。  

方法 通过柠檬酸钠一步还原氯金酸的方法合成金纳米球，巯基化的 PEG和半胱氨酸更改的

cNGR分别通过其所含的-SH 通过硫金键（Au-S）偶联到金纳米球表面。使用透射电子显微镜、

傅里叶转换红外光谱仪和临床 CT成像系统等设备检测其粒径等各项表征和性能。使用氨肽酶

N（APN/CD13）阳性的人脐静脉内皮细胞（HUVEC）和人肝癌细胞（HepG2）研究其对于功能化

的金纳米粒子的摄取能力和 CT成像效果。构建 4T1乳腺癌 Balb/c小鼠模型，研究 GNPs-

PEG@cNGR对体内肿瘤新生血管 CT成像效果，并检测其生物相容性。 

结果 成功构建了靶向血管生成的特异性 CT分子探针——GNPs-PEG@cNGR；该探针均匀分散、

粒径均一、稳定性良好；与传统的 CT含碘造影剂如碘海醇相比，其具有更强的 X射线衰减系

数；体外成像所示 GNPs-PEG@cNGR 可特异性的靶向 CD13 阳性的 HUVEC和 HepG2细胞。体内 CT

成像所示其可特异性富集到肿瘤组织部位。 

结论 GNPs-PEG@cNGR可特异性靶向 CD13阳性细胞，可作为 CT对比剂用于肿瘤新生血管成

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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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016 

Novel Gold Nanoclusters Coated Magnetic 

Nanocomposites for Activatable MR/PA/CT Multi-modal 

Imaging of Tumor 

 
yu liu

1
,Guo Yanli

1
,Nie Liming

1,2
 

1.Department of Ultrasound， Southwest Hospital， Thir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2，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State Key Laboratory of Molecular Vaccinology and Molecular Diagnostics & Center for Molecular 

Imaging and Translational Medicine，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China 

 

Purpose To evaluate the feasibility of MnO@Au nanocomposites (MnO@Au NCs) for 

tumor microenvironment responsive MRI/PAI/CT multi-modal imaging. 

Methods Mesoporous-like gold nanoclusters stabilized manganese monoxide 

nanocomposites (MnO@Au NCs) were synthesized through the reduction of gold in the 

presence of hydroxylamine hydrochloride. The as-prepared MnO@Au NCs were 

characterized using various techniques. Cell viability assay was performed on 

human liver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epG2 cell line. The capacity of MnO@Au NCs 

for PA/MR/CT multi-modal imaging of HepG2 tumor were evaluated both in vitro and 
in vivo. 
Results The synthesized MnO@Au NCs exhibited pH-activatable T1 MRI contrast 

enhancement, benefitting from their on-off stability under low pH condition, with 
an augmented r1 relaxivity of 4.68 mM

-1
S
-1
 under acidic condition. After incubation 

with HepG2 cells at 50 ug Au/mL, the NCs were significantly internalized by cells, 

confirmed by PA/MR/CT imaging in vitro. After intravenous injection of MnO@Au NCs 
into HepG2-bearing mice, excellent PA/MR/CT multi-modal contrast enhancement were 

achieved at the tumor site, with a peak at 2 h post-injection. Notably, tumor 

microvessels at a depth up to 9.29 mm were clearly visualized. Histological assay 

suggested no obvious toxicity. 

Conclusion The developed MnO@Au NCs hold great potential for high-performance 

multi-modal visualization of tumor.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508 

 

EP-0017 

Active targeting theranostic iron oxide nanoparticles 

for MRI and magnetic resonance-guided focused 

ultrasound ablation of lung cancer 

 
wang zhongling

1
,Tang Na

1
,Zhang Guixiang

1
,wang zhongling

1
,Tang Na

1
,Zhang Guixiang 

1.The Shanghai first hospital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2.The Shanghai first hospital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Despite its great promise in non-invasive treatment of cancers, 

magnetic resonance-guided focused ultrasound surgery (MRgFUS) is currently 

limited by the insensitivity of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for visualization of small tumors, low efficiency of in vivo ultrasonic energy 

deposition, and damage to surrounding tissues. We hereby report the development 

of an active targeting nano-sized theranostic superparamagnetic iron oxide (SPIO) 

platform for significantly increasing the imaging sensitivity and energy 

deposition efficiency using a clinical MRgFUS system. The surfaces of these 

PEGylated SPIO nanoparticles (NPs) were decorated with anti-EGFR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monoclonal antibodies (mAb) for targeted delivery to lung 

cancer with EGFR overexpression. The potential of these targeted nano-theranostic 

agents for MRI and MRgFUS ablation was evaluated in vitro and in vivo in a rat 

xenograft model of human lung cancer (H460). Compared with nontargeting PEGylated 

SPIO NPs, the anti-EGFR mAb targeted PEGylated SPIO NPs demonstrated better 

targeting capability to H460 tumor cells and greatly improved the MRI contrast at 

the tumor site. Meanwhile, this study showed that the targeting NPs, as 

synergistic agents, could significantly enhance the efficiency for in vivo 

ultrasonic energy deposition in MRgFUS. Moreover, we demonstrated that a series 

of MR methods including T2-weighted image (T2WI), T1-weighted image 

(T1WI), 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 (DWI) and contrast-enhanced T1WI 

imaging, could be utilized to noninvasively and conveniently monitor 

the therapeutic efficacy in rat models by MRgFUS. 

 

 

EP-0018 

多功能 Anti-EGFR-PEG-SPIO 靶向纳米分子探针的制备以及对

肺腺癌细胞(H 460)的体外靶向 MR 成像 

 
王中领,唐纳,王悍,解学乾,张贵祥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人民医院 200080 

 

 

研究新型 anti-EGFR-PEG-SPIO靶向纳米分子探针的合成、表征及修饰，以及其对表皮生长因

子受体(EGFR) 高表达肺腺癌细胞的荷肺癌裸大鼠的靶向性及利用 MRI对其监测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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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备 anti-EGFR靶向纳米分子探针及非靶向分子探针。将靶向及非靶向分别与 H 460细胞孵育

2h后，进行体外 MR成像，观察其 T2WI信号强度的变化。将 3-4周龄无特定病原体(SPF)级裸

大鼠右后大腿肌肉内接种人肺腺癌细胞作为动物模型；将 12只人肺腺癌裸小鼠模型采用完全

随机法分成靶向实验组（n=6）与非靶向对照组（n=6）。两组分别通过尾静脉分别注射 1 mL

（40 μg/ml）anti-EGFR-PEG-SPIO和 PEG-SPIO纳米分子探针的纳米分子探针溶液。在注射

后不同时间点进行 MRI扫描。测量各时间点瘤体及肌肉信号强度值，并计算各时间点的信噪

比。并行 H460细胞及肿瘤组织普鲁士蓝染色及电镜成像观察细胞摄取铁含量情况。 

不同铁浓度 anti-EGFR-PEG-SPIO及 PEG-SPIO纳米分子探针分别与 H460细胞孵育后，靶向组

结果显示 H460细胞的信号强度随着铁浓度的升高而明显减低，实验组不同时间点信噪比值具

有统计学差异（F=31.18, P<0.01）对照组不同时间点信噪比值具有统计学差异（F=4.32, 

P<0.01）。实验组瘤体强化峰值出现在 4-6h时间点，对照组瘤体强化峰值出现在 0.5-2h时间

点。普鲁士蓝染色及电镜结果显示靶向组 H460细胞内及肿瘤组织内可见大量铁颗粒沉积。 

结论 自行构建的 anti-EGFR-PEG-SPIO分子探针具有良好的水溶性、稳定性及低毒性；体外实

验显示对 H460肺腺癌细胞具有靶向效应，利用 MR扫描仪可对其进行监测。 

 

 
EP-0019 

 多功能靶向 Anti-EGFR-PEG-SPIO 纳米分子探针在磁共振引

导超声聚焦刀(MRgFUS)对荷肺腺癌裸大鼠模型肿瘤消融的增

敏作用的研究 

 
王中领,唐纳,张贵祥,王悍,解学乾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 200080 

 

目的：探讨多功能 Anti-EGFR-PEG-SPIO靶向纳米分子探针对磁共振（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成像引导高强度聚焦超声（high intensity focused ultrasound，HIFU）体

内消融荷肺腺癌裸大鼠模型的协同增敏作用的有效性以及减少周围正常组织损伤的可行性。  

方法：随机挑选 24只荷瘤裸大鼠，并随机分为 4个实验组：对照组（高能量组，76W,n=6），

对照组（低能量组,54W, n=6），anti-EGFR-PEG-SPIO靶向组(32W,n=6)，PEG-SPIO非靶向组

（54W,n=6）。在 MRI实时监测下分别对四组荷瘤裸大鼠后大腿肌肉内移植瘤进行消融治疗，

四组分别采用不同的治疗能量，在治疗过程过利用 MR实时对治疗温度进行监测，观察治疗温

度的变化。治疗后 30 min内用钆喷酸葡胺注射液经尾静脉注射，观察肿瘤强度程度变化及消

融效果。  

结果：在磁共振引导超声刀（MRgFUS）消融治疗过程中 anti-EGFR-PEG-SPIO靶向组及非靶向

组的治疗能量（分别为 32W，54W）均低于对照组（76W），两者比较具有统计学差异

（P<0.01）；anti-EGFR-PEG-SPIO靶向组的治疗能量（32W），低于 PEG-SPIO非靶向组

（54W），两组比较具有显著统计学差异（P<0.01）；四组治疗时间约为 23~24s, 四组间比较

无显著统计学差异（p>0.05）靶向组、非靶向组及对照组（高能量组）MRgFUS治疗过程中有

效治疗温度约为 72~74℃，三组间比较呈显著统计学差异（P<0.01）。  

结论：应用 anti-EGFR-PEG-SPIO靶向纳米分子探针在磁共振引导超声聚焦刀对荷肺腺癌裸大

鼠移植瘤模型中具有靶向增敏及协同消融治疗作用，采用较低治疗能量时对肿瘤组织可达到相

同消融效果，最大程度减少对周围组织的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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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020 

磁共振成像新技术对 MRgFUS 消融荷肺癌裸大鼠后 

疗效监测的价值 

 
王中领,唐纳,张贵祥,郑林峰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 200080 

 

目的： 探讨磁共振常规扫描（T2WI）及功能成像新技术（DWI、DCE-MRI）对 MRgFUS消融治疗

荷瘤裸大鼠后疗效评估的价值。  

方法：对四组消融治疗后的荷瘤裸大鼠在不同时间点（0.5h，1，3，7，14，30d）进行 T2WI、

DWI成像并测量肿瘤中心及周边的 T2WI信号值及 ADC值，同时行 T1WI动态增强扫描，并计算

转移常数（Ktrans）, 速率常数（Kep）和容积比（Ve）的值，并与 EGFR表达（%）值进行相关分

析。同时在不同时间点测量肿瘤大小，综合评估肿瘤消融前后的改变。 

结果：治疗后 0.5h, 靶向组、非靶向组及对照组（高能量）肿瘤中心区域 ADC值明显减低，

随着时间延长至 30天，ADC 值逐渐升高，肿瘤周围 ADC值改变不明显。肿瘤中心 T2WI 信号强

度随着时间延长逐渐升高，而周围变化不显著 。而对照组（低能量）肿瘤治疗前后不同时间

点 T2WI信号强度及 ADC值轻度较治疗前轻度升高，无显著统计学差异（p>0.05）。相关分析

结果显示四组间的 Ktrans 与肿瘤 EGFR(%) 表达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呈正相关（r=0.906，

P<0.01）；Kep与肿瘤的 EGFR(%) 表达呈正相关（r=0.925，P<0.01），Ve与肿瘤 EGFR(%) 表达

呈负相关（r= - 0.848，P<0.01）。 

结论： 应用 T2WI、DWI及 DCE-MRI序列能够较好的反映肿瘤治疗后的大小变化、肿瘤血管生

长及细胞增值情况，利用 MRI新技术可准确反映 MRgFUS 消融肿瘤的效果。 

 

 
EP-0021 

大鼠局灶性脑缺血再灌注亚急性期单侧大脑代谢 

变化的核磁共振波谱研究 

 
黄群

1
,夏能志

1
,庄远迪

2
,李晨

2
,郑宏

2
,李建策

1
,高红昌

2
,杨运俊

1
 

1.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温州医科大学 

 

目的: 研究脑卒中亚急性期大鼠单侧大脑代谢的特征性变化，探讨脑缺血再灌注损伤后亚急性

期脑代谢紊乱的分子机制。 

方法: 随机将 SD大鼠分成三组：假手术组、永久性大脑中动脉闭塞组（pMCAO组）和脑缺血

再灌注组(tMCAO组)。参照传统的 Longa法建立大鼠局灶性左侧大脑缺血模型，采用 Longa法

评分、磁共振扫描（造模后 24h）、HE病理染色进行模型评估，运用基于核磁共振的代谢组学

分析技术，研究 MCAO大鼠缺血再灌注 7天后左大脑代谢物水平变化。 

结果: 大鼠造模成功后 24h，假手术组大鼠 T1WI、T2WI未见异常信号，pMCAO组大鼠左侧大脑

皮层及基底节均可见 T1WI低信号、T2WI高信号影，tMCAO组大鼠仅左侧基底节可见 T1WI 低信

号、T2WI高信号影。HE染色观察到脑缺血亚急性期大鼠纹状体、海马 CA1区、皮质均出现明

显病理改变，同时再灌注后缺血损害得到明显改善。大鼠左侧大脑缺血 7天后，相比假手术组

N-乙酰天冬氨酸（NAA），γ-氨基丁酸（GABA），谷氨酸（Glu）和琥珀酸（Suc）水平升高，

谷氨酰胺（Gln），肌醇（m-Ins）和乳酸（Lac）水平降低；tMCAO组较假手术组大鼠，左侧

大脑组织中 Lac水平升高，NAA，GABA，Glu，Suc，肌酸（Cre）水平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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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大鼠亚急性期缺血性卒中在能量代谢、糖酵解、三羧酸循环和神经递质代谢途径中引起

广泛的紊乱，为探索亚急性期脑缺血再灌注的发病机制提供了重要信息，可为临床上选择合适

的治疗方案提供指导。 

 

 
EP-0022 

DCE-MRI 评估高级别胶质瘤 IDH1 基因突变 

 
贾中正,沈丹丹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226001 

 

 

目的：对高级别胶质瘤（HGG）患者进行磁共振动态对比增强成像（DCE-MRI），计算 HGG的

Ktrans
值与 Ve值，分析 IDH1 突变型 HGG与 IDH1野生型 HGG的 Ktrans

值、Ve值差异，探讨 DCE-

MRI预测 HGG的 IDH1基因突变的价值。 

材料与方法：应用 3.0T-MR 扫描仪对 55例 HGG患者（均为手术后病理证实，其中男 34例，女

21例；年龄 24－70岁，平均 51.3岁）进行 DCE-MRI检查，其中Ⅲ级 7例，Ⅳ级 48例。每例

患者的 DCE-MRI原始图像数据经计算后获得 HGG的 Ktrans
图、Ve图，分别在相应的 Ktrans

图、Ve
图的最高信号强度区域测量 HGG的 Ktrans

值、Ve值的最大值；提取 HGG术后标本,应用免疫组化

测定 HGG的 IDH1基因状态。应用 Mann－Whitney U检验分析 IDH1突变型 HGG与 IDH1 野生型

HGG的 Ktrans
值、Ve值的差异。应用 ROC曲线分析 Ktrans

值、Ve值在鉴别 IDH1突变型 HGG 与

IDH1野生型 HGG的最佳切峰值及敏感性与特异性。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1.IDH1突变型 HGG13 例（Ⅲ级 6例，Ⅳ级 7例），IDH1野生型 HGG42例（Ⅲ级 1例，

Ⅳ级 41例）。2.IDH1突变型 HGG的 Ktrans
值（0.057min

-1
）与 Ve值（0.214）小于 IDH1野生型

HGG的 Ktrans
值（0.133 min

-1
）与 Ve值（0.35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P=0.023）。

3.ROC曲线分析，当 Ktrans
值=0.085min

-1
时，鉴别 IDH1野生型 HGG与 IDH1突变型 HGG的敏感性

为 81%，特异性为 92.3%。 

结论：Ktrans
值有助于鉴别 IDH1突变型 HGG与 IDH1野生型 HGG，DCE-MRI可以无创地预测 HGG

的 IDH1基因突变，对 HGG患者的诊疗与预后评估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P-0023 

基于统计参数图的脑内不对称分析在 18F-FDG PET 代谢显像

对单侧颞叶癫定侧定位诊断上的应用 

 
王晓阳,赵春雷,陈自谦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 350025 

 

目的 评价基于 SPM的脑内不对称分析法在 18F-FDG PET 代谢显像对单侧难治性颞叶癫（TLE）

患者致灶辅助定侧定位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 73例［男 42例，女 31例，年龄（27.10±9.78）岁］单侧 TLE患者及 30例

［男 17例，女 13例，年龄（33.79±5.46）岁］健康对照组的临床及影像学资料。通过 18F-

FDG PET/CT检查对 TLE患者主要致灶进行定侧定位， 18F-FDG PET图像分析采用基于 SPM的

脑内不对称分析法、视觉分析法及不对称指数（AI）分析法，定侧定位结果综合术后病理及预

后，对这 3种图像分析方法在单侧 TLE患者主要致灶检出符合率上的差异进行比较。数据分析

采用χ2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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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运用基于 SPM的脑内不对称分析法、视觉分析法及 AI分析法对单侧 TLE患者定侧定位诊

断符合率分别为 87.67%(64/73)、75.34%(55/73)及 69.86%（51/73），总体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6.993 3，P<0.05）；两两比较的结果显示，脑内不对称分析法与 AI分析法、脑内不对

称分析法与视觉分析法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8.480 6 和 5.818 2，均 P<0.05），视觉分

析法与 AI分析法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5000，P>0.05），脑内不对称分析法的符合率

明显高于视觉分析法及 AI分析法。 

结论 基于 SPM的脑内不对称分析法可以相对客观、准确地对单侧难治性 TLE患者的主要致灶

进行定位，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EP-0024 

骨桥蛋白在肝癌中表达的意义 

 
李天然

1
,卢光明

2
 

1.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 

2.解放军南京总医院医学影像科 

 

骨桥蛋白（Osteopontin, OPN）最先在 1979年报道被一种转化细胞分泌的磷酸化蛋白。几年

以后，骨特异性唾液酸糖蛋白被命名为骨桥蛋白。有报道 OPN在各种癌症中均有所表达，包括

肝细胞癌（HCC），在肿瘤的生长、侵袭、转移、血管化和阻止肿瘤细胞凋亡中有重要的作

用。基础研究表明 OPN在肝癌细胞株 SK-Hep-1中高表达，在 Hep3B细胞株中度表达，在

CCL13细胞株低表达，与各自的体外侵袭力相对应，OPN抗体可以明显阻断 SK-Hep-1、Hep3B

和其他 5个肝癌细胞株体外侵袭性。通过基因沉默技术使高转移潜能肝癌细胞系 HCCLM3 OPN

基因沉默，结果显示 HCCLM3 中 OPN的表达明显下降，且显著降低其侵袭力，但对细胞增殖力

影响不大。研究表明，针对 OPN的生物靶向治疗肝癌在抑制肿瘤生长可能比抑制肿瘤转移更

难。OPN与肝癌转移的关系密切，可以作为肝癌诊断和预后的分子标记，同时 OPN位于细胞外

基质，药物更容易到达，是潜在的肝癌治疗靶点。 

  

 

 
EP-0025 

高低转移潜能肝癌在 BMSCs 干预前后 Gd-RGD 成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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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解放军第九五医院放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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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解放军南京总医院医学影像科 

 

目的：构建新型转移相关 MRI分子影像探针 Gd-RGD，通过 MRI成像在体观察经 BMSCs干预前

后肝癌转移和增殖行为的变化。 

方法：MR转移相关因子分子影像探针整合素αⅤβ3配体 cRGD-PEG-DGL-DTPA-Gd构建。制作

MHCC97-H和 MHCC97-L动物模型，BMSCs干预 6周，6周后计算肿瘤重量抑制率。对照分子影

像探针 Gd-DTPA。BMSCs干预前 MHCC97-H和 MHCC97-L作为对照组，BMSCs干预后 MHCC97-H和

MHCC97-L作为实验组。以 MRI信噪比（Signal Noise Ratio，SNR）和对比噪声比（Contr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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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ise Ratio，CNR）为半定量指标。PCR法检测增殖相关指标 TGFβ1、 OPN、整合素亚单位

αv和β3。 

结果： BMSCs干预前后 Gd-DTPA对照组成像 SNR和 CNR均高于实验组 Gd-RGD成像（P < 

0.05）。对于高转移潜能肝癌（MHCC97-H）在 BMSCs干预前后 Gd-RGD成像 SNR和 CNR 比较具

有统计学差异（P < 0.05）。对于低转移潜能肝癌（MHCC97-L）在 BMSCs干预前后 Gd-RGD成

像 SNR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CNR比较具有统计学差异（P < 0.05）。高转移潜能

细胞（MHCC97-H）与 BMSC干预后 OPN、β3、TGFβ1表达有明显的下降（P＜0.05），而αv表

达无明显变化（P＞0.05）。低转移潜能细胞（MHCC97-L）与 BMSCs干预后 OPN、β3、

TGFβ1、αv表达下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MR成像中两种示踪剂 CNR指标可以很好地区分两种具有高低转移潜能肝癌组织，在

BMSCs干预后 MR成像中两种示踪剂 SNR和 CNR指标均可以很好地区分两种具有高低转移潜能

肝癌组织，且 Gd-RGD成像更适合区分 BMSCs干预后的肝癌组织高低转移潜能变化的显示。 

 

 

EP-0026 

应用高场强磁共振弥散加权成像评价神经生长因子治疗犬脑

梗死疗效的研究  

 
王勇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50000 

 

目的 利用高场强磁共振弥散加权成像(DWI)对神经生长因子(NGF)防治缺血性脑损伤作用进行

评价. 

方法 健康成年家犬 25只,随机分为治疗组 20只,对照组 5只,均行右侧大脑中动脉栓塞(MCAO)

模型制备,栓塞后 30 min,治疗组给予 NGF,并于 MCAO后 6、24 h,7d及 3个月时分别取材.各组

均在 MCAO前后行 DWI检查,切片行 HE染色、免疫组织化学染色及电镜检查.结果 治疗组犬各

时间段神经功能受损症状相对较轻；对照组犬相应症状较重.治疗组 24 h、7d和 3个月平均扩

散系数(ADC)值下降幅度较小,回升时间较早；对照组相同时间点 ADC值下降幅度较大,回升时

间也较延后(P＜0.01). 

结论 经 NGF治疗的犬脑梗死模型在不同时间段的临床表现及 DWI的信号强度较对照组轻；可

根据 DWI图像及 ADC值进行 NGF的疗效评价及预后评估. 

 

 
EP-0027 

胰腺癌 LyP-1 靶向性磁共振-荧光双模态分子探针的实验研究 

 
史张,刘崎,陆建平,蒋涛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200433 

 

目的：构建胰腺癌 LyP-1靶向性磁共振-荧光双模态分子探针。 

方法：验证小鼠和人类的胰腺癌中存在受体高表达环形多肽 LyP-1（Cys-Gly-Asn-Lys-Arg-

Thr-Arg-Gly-Cys）。构建 50nm核壳结构的磁共振-荧光双模态介孔探针，表面经 LyP-1修

饰，通过荧光成像和 T2加权磁共振成像的联合技术，验证该分子探针能够特异性识别并结合

胰腺癌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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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新型 LyP-1靶向性磁共振-荧光双模态分子探针，能用于小鼠原位胰腺癌的荧光显像和

磁共振成像，可有效地结合胰腺癌细胞并在体外使 T2加权信号显著降低。体内实验表明该分

子探针可靶向性荧光标记胰腺癌组织，并可作为 MR对比剂发现 C57BL/6小鼠原位胰腺癌。 

结论：LyP-1靶向性磁共振-荧光双模态分子探针可以靶向性地高效结合原位移植的小鼠胰腺

癌细胞，可用于早期胰腺癌诊断的转化研究中。 

 

 
EP-0028 

2-脱氧-D-葡萄糖标记的氧化铁纳米粒靶向高葡萄糖代谢乳腺

癌的磁共振成像实验研究 

 
卢超

1
,王鹏

1
,胡慧

1
,耿兴东

1
,单秀红

1
,熊非

2
,顾宁

2
 

1.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2.东南大学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 

 

目的 评估 2 -脱氧-D-葡萄糖（2-DG）标记的氧化铁纳米粒子 γ- Fe2O3@DMSA在靶向高葡萄糖

代谢乳腺癌的作用。 

方法 制备γ-Fe2O3@DMSA 纳米粒子（NPs）和 2-DG标记的 γ- Fe2O3@DMSA NPs（γ- 

Fe2O3@DMSA-DG NPs）。体外实验检测高葡萄糖代谢乳腺癌细胞 MDA-MB-231、人乳腺上皮细胞

（HMEpiCs）吸收γ- Fe2O3@DMSA NPs 、γ- Fe2O3@DMSA-DG NPs；制备乳腺癌 MDA-MB-231荷

瘤裸鼠。用磁共振成像和普鲁士蓝染色检测肿瘤靶向。 

结果 体外实验显示，MDA-MB-231细胞 2小时内明显吸收γ-Fe2O3@DMSA-DG NPs，吸收明显高

于 MCF-7，可被葡萄糖抑制。γ- Fe2O3@DMSA NPs在任一细胞系中均没有明显的吸收。体内实

验显示，注射后肿瘤和肝脏检测到γ- Fe2O3@DMSA-DG NPs，肿瘤中几乎无法检测到γ- 

Fe2O3@DMSA NPs。 

结论：2-DG标记的γ- Fe2O3@DMSA NPs提高了γ- Fe2O3@DMSA NPs的肿瘤靶向性，可被磁共

振成像检测到。 

 

 
EP-0029 

基于弥散 ADC 图像的灰度直方图纹理分析鉴别前列腺增生与

前列腺癌的价值 

 
高峰

1
,刘屹

2
 

1.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鞍山医院 

2.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利用 MaZda软件提取弥散 ADC图像灰度直方图的纹理特征，探讨其在鉴别前列腺增生和

前列腺癌中的价值。 

材料与方法：回顾性分析在我院行前列腺 MR检查并手术确诊为前列腺增生 38例、前列腺癌

46例。在 AW4.5工作站，使用 GE Functool软件包将 DWI图像转变成 ADC图，并保存。由两

名经验丰富的放射科医师阅读图像，结合病理结果共同选出病灶最大层面的图像，并确定病灶

范围，如有不同意见需协商一致达成共识。由一名放射科医师采用 MaZda软件在已选择的病变

最大层面的 ADC图像上手动绘制 ROI，结合病理结果并参照 T2WI及动态增强图像，得到 ROI

范围内各个纹理特征参数值，记录灰度直方图各参数值，三次测量取平均值。对前列腺增生和

前列腺癌 ADC图灰度直方图参数偏度、峰度、均值、方差、百分位数值（1%、1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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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99%）的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对有统计学差异的参数绘制受试者工作特性曲线

（ROC曲线）确定诊断阈值，并计算其曲线下面积（AUC）、敏感度、特异度。P<0.05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前列腺增生 ADC图的百分位数（1%、10%、50%、90%、99%）、平均值均高于前列腺癌

组，t值分别为：12.66、12.08、11.04、6.96、2.96、10.53，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前列腺

增生 ADC图的偏度、峰度、方差值均小于前列腺癌组，t值分别为：-6.33、-5.16、-3.97，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百分位数（1%、10%、50%、90%、99%）、平均值、偏度、峰度、方差的 

AUC 分别为：0.97、0.94、0.94、0.87、0.67、0.93、0.87、0.81、0.75。 

结论：利用 MaZda软件提取基于弥散 ADC图像灰度直方图的纹理特征并进行分析，对鉴别前列

腺增生与前列腺癌有巨大的潜能和临床意义。 

 

 
EP-0030 

多模态 MRI 图像纹理分析鉴别前列腺增生 

和前列腺癌价值比较 

 
高峰

1
,刘屹

2
 

1.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鞍山医院 

2.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本文拟运用 Mazda软件，探讨 T2WI、增强早期、增强延迟期、弥散 ADC图像纹理分析

在鉴别前列腺增生和前列腺癌中的价值。 

研究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5年 12月至 2016年 10月行前列腺 MR检查并手术确诊为前列

腺增生和前列腺腺癌的患者 84例，其中前列腺增生组 38例，前列腺癌组 46例。在 AW4.5 工

作站，使用 GE Functool软件包将 DWI图像转变成 ADC图，并保存；对 Lava动态增强图像绘

制时间-信号强度曲线，在髂动脉上放置 ROI，将曲线达到最高点（即髂动脉强化程度最大）

时的期相作为增强早期，将动态增强末期作为延迟期，分别保存图像，用于图像的后处理及数

据的测量。由两名分别具有 13年和 19年腹部影像诊断经验的放射科医师阅读图像，结合病理

结果共同选出病灶最大层面的图像，并确定病灶范围，如有不同意见需协商一致达成共识。由

一名放射科医师采用 MaZda 软件在已选择的病变最大层面的图像上手动绘制 ROI得到各个纹理

特征参数值。利用 MaZda软件自带的 B11统计软件模块根据所选择的纹理特征来分类这两种疾

病。最后输出 T2WI、增强早期、增强延迟期、弥散 ADC这四个序列区分前列腺增生与前列腺

癌的结果，以错判率（MCR）的形式表述。 

结果：基于弥散 ADC图像的纹理分析鉴别能力明显优于基于其他三个序列图像的鉴别能力。在

RDA、PCA、LDA和 NDA这四种分类方法中，NDA方法鉴别前列腺增生与前列腺癌的错判率均明

显低于其他方法。 

结论：基于弥散 ADC图像的纹理分析可作为辅助手段，为临床鉴别前列腺增生和前列腺癌提供

可靠的客观依据，确保了诊断的准确性。在鉴别前列腺增生和前列腺癌时非线性分类（NDA）

比线性分类（RDA、PCA、LDA）更有效，但临床应用时应注意到其推广能力及样本依赖性的特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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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031 

超极化 129Xe 人体肺部磁共振成像的初步研究 

 
杨昊

1
,王科

1
,张会婷

2
,吴光耀

1
,周欣

2
 

1.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2.中国科学院武汉物理与数学研究所 

 

目的:定性分析人体肺部超极化
129
Xe MRI（hyperpolarized 129Xenon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HP 
129
Xe MRI）肺通气成像可行性和安全性。 

方法：14例受试者（5例健康志愿者、3例 COPD、4例哮喘、1例肺结核及 1例吸烟志愿者）

行低剂量 CT扫描和及 HP 
129
Xe MRI肺通气成像；并与低剂量 CT图像对照，分析 HP 

129
Xe MRI

肺通气成像特征，并分析检查前后心率、收缩压、舒张压及血氧饱和度等生理指标变化。 

结果：所有受试者检查前后心率、血氧饱和度及血压等生理指标未见明显变化，受试者除 2例

主诉头昏外，无其他不适（P>0.05)。14例受试者肺通气 HP 
129
Xe相肺气体信号分布呈由前向

后递增趋势，反应其重力顺应性梯度。5例健康自愿者双肺 HP
129
Xe分布均匀，1例慢性支气管

炎患者 CT显示左下肺片状的低密度区，HP 
129
Xe MRI不仅显示 CT上已发现病变，同时还发现

肺内更小通气缺损区。哮喘患者 CT未见异常，而 HP 
129
Xe MRI显示肺内多发通气缺损区。1例

吸烟者 CT显示双上肺胸膜下低密度区，HP 
129
Xe MRI能显示双肺胸膜下广泛通气缺损区。 

结论：HP 
129
Xe肺部 MRI通气成像能安全有效评估肺通气缺陷，可视化显示 CT未能显示的早

期、多发、小灶性肺通气缺陷病变，亦能反应肺部重力顺应性梯度。  

 

 
EP-0032 

Intra-arterial Delivery of Superparamagnetic Iron-

oxide Nanoshell Based Chemoembolization System for 

the Treatment of Liver Tumor 

 
Liang Qi,Wang Wei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The Third Xiangya Hospital，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13 

 

A superparamagnetic iron oxide (SPIO) nanoshell and polyvinyl alcohol (PVA) 

based chemoembolization system for anti-cancer drug doxorubicin (DOX) delivery 

has previously been presented. We have also previously confirmed the feasibility 

and safety of this multifunctional system for carrying both DOX and SPIO 

nanoparticles in vitro. However, the pharmacokinetic and the 

therapeutic efficacy of this novel drug-delivery system in vivo is not yet clear, 

and as such was the subject of this study. A rabbit liver tumor model was 

utilized, whereby the tumors were targeted by SPIO/DOX/PVA composite infused via 

a catheter into the hepatic arteries which supplying blood to the tumor. The 

result was compared to saline,  DOX+PVA, or SPIO/DOX infusion 

alone. SPIO/DOX/PVA displayed sustained chemotherapeutic agent release into the 

tumor as visualized by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In comparison to other 

treatment groups, tumor growth rate was significantly slowed down by SPIO/DOX/PVA 

with a smaller tumor volume and a prolonged survival time of the experimental 

rabbits. Liver function results demonstrated SPIO/DOX/PVA has no appa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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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xicity to the normal liver. Pharmacokinetic studies and histological 

evaluations in SPIO/DOX/PVA group revealed that long-term retention and 

drug release within the tumor associated with SPIO/DOX/PVA therapy, and 

thereafter induced significantly enhanced tumor necrosis and apoptosis. We 

conclude SPIO/DOX/PVA provides a highly effective therapeutic strategy for 

management of liver tumors. 

 

 

EP-0033 

PD-1 blockade in combination with zoledronic acid to 

enhance the antitumor efficacy in the breast cancer 

mouse model 

 
Li yuan

1
,Du Yang

2
 

1.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Chines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2.Key Laboratory of Molecular Imaging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Institute of Automation，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Purpose: Blockade of PD-1 receptor may provide proof of concepts for the activity 

of an immune-modulation approach for the treatment of a breast cancer (BC). 

Zoledronic acid (ZA) has been proven to inhibit angiogenesis, invasion, and 

adhesion of tumor cells.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potential of 

antibody treatment towards the T-cell checkpoint inhibitor PD-1 alone or in 

combination with ZA in BC mouse model. 

Experimental Design:  The 4T1-Luc mouse mammary tumor model was used in this 

study. The anti-tumor efficacy of anti-PD-1 antibody alone or in combination with 

ZA was monitored by measuring tumor volume and bioluminescence imaging (BLI). At 

the end of study, the tumor immunohistochemistry was performed to confirm the in 
vivo observation and flow cytometry was used to determine the immune cell 
population in tumors. The survival rate was also calculated to evaluate the 

treatment efficacy.  

Resul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mice treated with the combination therapy 

exhibited the best antitumor response compared to untreated controls or single 

therapy. Furthermore, Combination therapy inhibited tumor regrowth as determined 

by BLI imaging, and thu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 median overall survival 

compared to other groups.  

Conclusions: Our study provides evidence for enhanced clinical BC treatment 

benefit from targeting co-signal molecules by combining PD-1 blockade with ZA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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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034 

基于 CT 图像纹理分析鉴别乏脂肪肾血管平滑肌脂肪瘤 

与肾透明细胞癌的初步研究 

 
许玥

1,2
,刘屹

1
 

1.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七三一医院 

 

目的：探讨基于 CT平扫和三期增强图像纹理分析鉴别乏脂肪肾血管平滑肌脂肪瘤与肾透明细

胞癌的诊断价值并回顾性评估纹理分析的诊断性能。 

材料方法：收集经手术病理证实的肾乏脂肪血管平滑肌脂肪瘤患者 16例和肾透明细胞癌患者

29例的腹部 CT平扫与三期增强扫描（动脉期、实质期及延迟期）影像资料。采用 MaZda 软件

生成 CT图像的纹理特征，并采用 Fisher系数、互信息、分类误差概率与平均相关系数及三者

联合算法进行纹理特征的降维处理，然后采用 B11应用程序进行判别分析，其中包括非线性判

别分析、线性判别分析、主成分分析及原始数据分析。 

结果：基于增强 CT图像的纹理分析鉴别肾乏脂肪肾血管平滑肌脂肪瘤与肾透明细胞癌的误判

率（0.00-22.22%）低于基于平扫 CT图像的纹理分析的误判率（0.00-40.56%）。而且对比三

个增强扫描期相，动脉期的误判率（0.00-8.89%）低于其他增强期相的误判率。在纹理特征选

择算法中，三者联合算法获得了较低的误判率（0.00-22.22%）。在纹理特征判别分析中，非

线性判别分析与线性判别分析均获得可较低的误判率（分别为 0.00-2.22%和 0.00-15.56%），

而主成分分析与原始数据分析的误判率较高，范围相同（2.22%-40.56%）。 

结论：基于 CT图像的纹理分析可以作为鉴别肾乏脂肪血管平滑肌脂肪瘤与肾透明细胞癌的辅

助手段，尤其是采用 CT增强扫描动脉期图像。 

 

 
EP-0035 

Using fMRI to explore the resting state of brain 

function of the MDD and first-degree relatives 

 
song yulu

1
,Song Xiaolei

1
,Mu Xinnuan

1
,Mao Ning

2
,Fang Junfang

1
,Wang Bin

1
 

1.Department of Radiology， School of Clinical Medicine， Bi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2.Department of Radiology， Yuhuangding Hospital 

 

Objective The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differences 

of the regional homogeneity (ReHo) of the major disorder depression (MDD

) and the first-degree relatives in the 

resting state by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early changes of the brain 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MDD. 

Methods The experiments were performed by using 3.0 T fMRI in 15 patie

nts with MDD (the MDD group), 15 first-degree relatives of MDD (the first-

degree relatives group) and 15 healthy volunteers (the control group). A 

statistics analysis of ReHo was performed subsequently.  

Results The ReHo values measured in right middle frontal gyrus, right p

recentral gyrus, right superior frontal gyrus, right anterior cingulate c

ortex, right insular, left putamen, left superior temporal gyrus, left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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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dle temporal gyrus, left dorsal cingulate cortex of the depression gro

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first-

degree relatives group (P<0.05). The ReHo values measured in left postce

ntral gyrus, left superior temporal gyrus, left middle temporal gyrus, l

eft inferior frontal gyrus, left orbitofrontal cortex, left dorsal cingul

ate cortex, right precentral gyrus, right 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right

 superior frontal gyrus, the middle frontal gyrus, the anterior cingulat

e cortex, right insular of the depress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ReHo values measured in

 left anterior lobe of cerebellum, left middle temporal gyrus, left inf

erior frontal gyrus, left orbitofrontal cortex, left superior frontal gyr

us, left dorsal cingulate cortex, left insular, right middle frontal gyr

us, right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of the first-

degree relatives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

l group (P<0.05). 

Conclusion With the widespread abnormal ReHo values of brain in MDD and

 first-degree relatives measured, a hypothesis that these abnormalities may be 

associated with cognitive network disorders and emotional distress in MDD

 can be concluded.  

  

 

 
EP-0036 

基于组织器官动态增强特性的小鼠微型 CT 图像分割 

 
严冬梅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430071 

 

临床前研究能对小动物模型进行一些探索性的试验，帮助了解疾病的发生机制，为临床研究奠

定基础。小动物活体成像作为一种无创的活体研究手段，能够检测结构和功能信息，是临床前

生物医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1]。微型 CT作为一种小动物结构成像技术，常与功能成像模式

融合，如荧光分子层析成像，帮助提高功能成像图像质量[2]。因此，利用微型 CT获取小动物

不同器官位置及边界就非常必要。 

就小鼠成像而言，为了获得与临床 CT对人体成像时相当的细节信息，微型 CT空间分辨率需要

提高 10倍以上，高空间分辨率的要求使得微型 CT使用的射线源焦斑尺寸和探测器像素尺寸均

远小于临床 CT，故而图像信噪比及软组织对比度更低，加大了小鼠分割的难度。传统的小鼠

CT图像分割方法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基于图谱配准的图像分割[3-7]，这类方法通常涉及到

的算法较复杂，且受限于个体差异，准确度较低。还有一类是利用小动物专用长时程造影剂提

高软组织对比度后，通过一些简单的传统分割算法进行分割[8, 9]，这类造影剂成本高，且代

谢时间长，残留在体内，会对其他成像模式结果产生影响，不适用于多模式成像。 

为此，我们提出了一种基于小鼠不同组织器官动态对比增强特性的图像分割方法。通过给小鼠

注射医用非离子碘造影剂，采集多个时刻动态对比增强图像，对数据进行降维和去噪后，以不

同时间点灰度值作为特征，手动从各组织器官中选取少量训练集，训练支持向量机分类器

[10]，利用训练得到的模型对图像所有像素点进行分类，对各个类别进行形态学后处理，提取

出心脏、肝脏、脾脏、肾脏和肺，最后用阈值分割出骨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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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7只小鼠利用本方法进行自动分割，同时进行手动分割，对自动分割结果进行定量评价，

Dice相似系数分布从脾脏 0.71±0.08 到肾脏 0.93±0.01，说明本自动分割方法准确度高。非

离子碘造影剂的快速代谢特性为基于微型 CT的多模式活体研究提供了更有效的解决方案。 

 

 
EP-0037 

31P MRS 在骨肉瘤术前化疗评估中的应用研究 

 
杜飞舟,何次 

成都军区总医院 610083 

 

目的 利用 MRS在体检测
31
P化合物含量，分析活体骨肉瘤与正常骨骼、肌肉组织磷酯代谢特

点，探讨
31
P MRS在骨肉瘤诊断及治疗评估中的意义。方法 对 31例健康志愿者的 33 个部

位、18例骨肉瘤行常规 MRI 与
31
P MRS检测，与对照组各代谢物比值进行独立样本 t检验。并

对 18例受试者进行常规术前化疗，第一次化疗结束后进行
31
P MRS随访监测，配对分析化疗前

后骨肉瘤组织细胞膜磷脂代谢指标 PME/β-ATP、PDE/β-ATP等比值变化特点，组织能量

PCr/T
31
P、ATP/T

31
P、Pi/β-ATP及细胞内 pH值变化特点。结果 骨肉瘤组 PME/β-ATP、

Pi/β-ATP、PDE/β-ATP、PCr/T
31
P、LEP/ T

31
P、ATP/T

31
P、PCr/β-ATP、(PCr＋ATP)/Pi 及 pH

值均数分别为 1.08±0.19、0.85±0.40、0.98±0.38、0.28±0.09、0.30±0.07、

0.42±0.09、2.75±1.25、9.45±3.84、7.35±0.24，对照组各比值均数分别为

0.07±0.06、0.34±0.12、0.43±0.26、0.43±0.03、0.10±0.03、0.46±0.03、

3.63±0.65、24.53±10.14、7.06±0.08，除 ATP/T
31
P外，其余比值与对照组均存在明显差异

(p值均<0.01)。化疗后随访观察，配对分析提示 PME/β-ATP比值明显降低(p <0.01)，pH

值、PDE/β-ATP变化不大，而生物能态(PCr＋ATP)/Pi比值升高(p <0.01)。结论 骨肉瘤组

细胞膜磷脂代谢指标较对照组明显升高，高能磷酸盐显著降低，细胞内 pH值轻度升高，而化

疗后各参数比值均得到显著改善。结合常规 MRI，这些特征性改变有利于骨肉瘤的诊断和治疗

监测。 

  

 

 
EP-0038 

Breakable and Tumor-Sensitive MR Molecular Imaging 

Contrast Agent for Breast Cancer Theranostics 

 
Liu Zhuang,Zhang Shengjian,Peng Weijun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Cancer Center; Department of Oncology， 

Shanghai Medical College， Fudan University 200032 

 

Purpose: To investigate the usability of two-dimensional (2D) ultrathin MnO2 

nanosheets with super-sensitivity to breast tumor microenvironment (TME) to 

enhance MR molecular imaging and photothermal therapy (PTT). 

Materials and Methods: The fabrication of ultrathin 2D MnO2 nanosheets were based 

on an exfoliation strategy. The surface of MnO2 nanosheets were modified by Soybean 

phospholipid (SP) to enhance stability in physiological environments without 

significant toxicity. The murine breast cancer cell line (4T1) and Kunming mice 

were cultured to evaluate in vitro cell and in vivo biological toxicity. In vit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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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in vivo MR imaging evaluations and photothermal therapy were conducted on mice 
breast tumor xenografted tumor model. 

Results: These ultrathin 2D MnO2 nanosheets show the intriguing characteristic of 

disintegration and releasing of Mn
2+
 in response to the mild acidic and elevated 

reducing conditions of TME, which has successfully realized the pH- and reducing-

responsive T1-weighte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of tumor without obvious in 
vitro and in vivo biological toxicity. Furthermore, the high PTT efficiency of 2D 
MnO2 nanosheets responsive to exogenous NIR irradiation have been systematically 

demonstrated both in vitro and in vivo for suppressing the tumor growth. 
Conclusion: For the first time, we have successfully demonstrated that the 

exfoliated ultrathin 2D MnO2 nanosheets feature the high intrinsic photothermal-

conversion capability for PTT against tumor. These ultrathin 2D MnO2 nanosheets 

could break up, disintegrate and release the Mn
2+
 in response to the mild acidic 

condition and elevated reducing microenvironment of TME. This 2D MnO2 nanosheets 

can serve as powerful MR imaging-guided photothermal agents for excellent tumor 

ablation. 

  

 

 
EP-0039 

Logistics 模型预测Ⅰ级以上冠状动脉狭窄程度的初步研究 

 
张琪

1
,刘凌翀

2
 

1.滨州医学院 

2.山东省千佛山医院 

 

目的：临床工作中需要一种非侵入性、非创伤性和辐射性的诊断意见对冠状动脉硬化心脏病、

冠脉狭窄进行诊断。本研究探讨冠状动脉狭窄与血压、血脂和血糖的关系，并结合年龄和性别

建立冠脉狭窄 logistics预测模型，以探索无创性诊断冠脉狭窄的可行性。方法：本研究收集

了接受冠状动脉血管造影患者共 894例，平均年龄为 58岁，男性 545例，女性 347例，冠脉

DSA检查结果分为狭窄组(有一支以上冠脉狭窄，744例)和无狭窄组(无冠状动脉狭窄，150

例)。两组均测定安静时血压、空腹血糖、甘油三酯、血清总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等生化指标。利用 T检验分析两组之间各指标的差异是否具有统计学意

义，并将其拟合 logistics 模型以建立预测模型。结果：两组年龄、性别、空腹血糖、血清总

胆固醇和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狭窄组中高血压患者及男性

患者比例高于无狭窄组，无狭窄组中女性患者比例大于男性患者。两组间甘油三酯和低密度脂

蛋白胆固醇无明显差异（P＞0.05）。将年龄、性别、血压、空腹血糖、血清总胆固醇和高密

度脂蛋白胆固醇拟合 logistics模型后，AUC为 0.751。这表明：高密度脂蛋白对冠心病为保

护性指标；老年男性、高血压、总胆固醇作为冠心病的危险因素，是老年人防治冠心痛的重点

内容；降低胆固醇和血糖、对防治老年人，特别是男性人群的冠心病有积极的意义。结论：该

logistics模型在预测冠脉狭窄情况上有一定意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冠脉狭窄的无创性

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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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040 

基于 fMRI 抑郁症患者脑网络功能连接研究进展 

 
张琪 

滨州医学院 264003 

 

大脑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看作一个不断组织和重塑其功能连接的动态网络，近几年脑网络在脑

疾病的临床研究中取得了很多令人惊喜的结论，如精神分裂症、阿尔兹海默症等研究均表明各

种神经疾病与脑网络的异常拓扑属性变化之间存在着广泛的联系。脑网络作为复杂的网络理论

在神经影像科学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不同尺度的脑结构或功能连接模型。人

脑在时间和空间上能够组成数个不同的功能网络，包括认知控制网络（cognitive control 

network,CCN）、默认状态网络（default mode network,DMN）、凸显网络（salience 

network,SN）等，其中在抑郁症的研究中，认知控制网络（CCN）和默认状态网络（DMN）异常

是目前研究较多、较为深入的网络结构。文章主要是综合近几年关于介绍有关脑网络功能连接

的最新研究进展，从认知控制网络（CCN）和默认状态网络（DMN）的特点等方面进行综述。 

  

 

 
EP-0041 

叶酸修饰的磁共振靶向对比剂用于肝细胞癌的体外及体内成

像的实验研究 

 
李欢,徐海波,吴波,陆树婷,凃梦琪,廖如芳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430071 

 

目的：制备叶酸修饰的高分子聚合物磁性胶束作为肝癌特异性靶向磁共振对比剂，用于肝癌靶

向磁共振成像。 

方法：采用化学共沉淀法及自组装技术制备 FA-BSA修饰的磁性胶束；使用
1
H NMR及 FTIR 观

磁性胶束的化学结构；电镜、DLS检测磁性胶束的水合粒径及分布；使用热重分析磁性胶束的

载铁含量，绘制磁滞回线观察所制备胶束的磁性特点；用 3T磁共振扫描机检测磁性胶束的横

向弛豫率。体外细胞实验：（1）使用 MTT法检测磁性胶束的细胞毒性；（2）细胞摄取实验：

采用磁共振成像、细胞铁含量测定、普鲁士蓝染色的方法，对于肝癌细胞对磁性胶束的摄取量

进行定性、定量及病理分析。体内实验：载瘤动物活体磁共振成像及组织化学分析：对肝脏和

肿瘤组织进行铁特异性普鲁士蓝染色,定性分析磁性胶束在肝脏和肿瘤组织中的分布和含量。 

结果：1.成功合成 FA-BSA修饰的磁性胶束；呈球形的壳-核结构，水合粒径分别

196.1nm(PDI=0.26)；磁性胶束的横向弛豫率分别为 179.5 mM
-1
s
-1
。 2.体外细胞实验：（1）

MTT法检测不同浓度磁性胶束（从 25 μg/mL 到 100 μg/mL）与正常肝细胞孵育 24，48h，

细胞活性均在 80%以上，说明磁性胶束没有细胞毒性，可应用于生物医学；（2）细胞摄取实

验，Hep3B、Bel-7402细胞对 FA-BSA修饰的磁性胶束摄取率分别为(8.83±0.41) % ，

(12.07±1.29) %。3.体内实验：而 FA-BSA修饰的磁性胶束在肝脏无明显沉积。在肿瘤组织的

有较明显聚集，肿瘤组织 FA-BSA修饰的磁性胶束的平均摄取率分别为 (2.91±0.035) %。 

结论：1.成功制备 FA-BSA修饰的磁性胶束；2.体外和体内实验均说明 FA-BSA修饰的磁性胶束

具有很强的磁共振成像能力，并且能显著增加肝癌细胞与肿瘤组织对磁性胶束的摄取，可以作

为肝癌的靶向对比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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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042 

基于 7.0 T 磁共振用 MT 成像新方法探究 NOE 及 APT 加权成像 

 
唐湘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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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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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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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2.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磁化传递效应成像是一种新的磁共振成像技术，是目前分子影像学领域的热门研究方

向，Nuclear Overhauser enhancement (NOE) 以及胺质子转移（APT）是两种特殊的 MT成像

方法。本研究在 7T上探究 NOE及 APT加权成像。 

方法：将生鸡蛋清、胎牛血清白蛋白（BSA）、柠檬汁置于试管，将 C6胶质瘤细胞接种至大鼠

右侧基底节区，在 7T磁共振扫描仪在连续波预饱和下的 press序列用不同的预饱和能量进行

扫描，射频能量分别为 0.6μT、0.8μT、1.0μT、1.3μT、1.6μT、2.0μT、3.0μT。同时

用连续被预饱和下的 EPI序列扫描出正常鼠以及胶质瘤大鼠的 MT图。以上偏置频率为 5ppm至

-5ppm，其中扫描参数 TR=6000ms，TE=26.51ms，RF持续时间为 4s。 

结果：生鸡蛋清以及胎牛血清白蛋白均可以观察到比较明显的 NOE及 APT效应，而柠檬则观察

不到 NOE效应，只能观察到 APT效应。且随着能量的增大，APT效应明显增强，而 NOE效应明

显减弱；在 RF预饱和能量<1.0μT 时，NOE效应相对较大，而 APT效应相对较小，当能量

>1.0μT 时则表现为相反的结果。对于大鼠而言，表现为相同趋势。NOE及 APT加权图（NOER

及 APTR）提示大鼠胶质瘤肿瘤中心区域 NOE效应下降，APT 效应增强。 

结论：NOE及 APT的观察需要较恰当的参数，其中预饱和能量的大小对两种效应的影响较大。

太小及太大的预饱和能量都会影响两种效应。本实验首先证实了富含蛋白质的物质可以观测到

两种效应，并且观测到胶质瘤大鼠肿瘤区域 NOE效应下降而 APT效应增强，从而猜测肿瘤区域

的效应变化可能与蛋白质分子的浓度有关。 

 

 
EP-0043 

载锰焦糖碳纳米球在乳腺癌 MRI 与光热治疗 

一体化中的价值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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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 pH敏感载锰-焦糖碳纳米球在同步体内 MR成像及光热治疗的应用价值。方法 无水

葡萄糖作为碳源制备焦糖碳纳米球（CNS），连接 Mn
2+
制得锰-焦糖碳纳米球（Mn-CNS）。按

4mg/kgMn剂量分别尾静脉、瘤内注射荷 4T1乳腺癌小鼠后，2w/cm
2
近红外激光照射肿瘤部位

10 min，红外热像仪持续记录温度变化。同等剂量尾静脉注射后，不同时间点采集 T1WI 图

像。结果 CNS、Mn-CNS平均粒径均为 122.4 nm，分散性良好，细胞毒性低；在 pH=5的酸性环

境，Mn-CNS水溶液弛豫率与中性环境相比提高了近 5倍。荷 4T1乳腺癌小鼠瘤内注射 Mn-CNS

组，光热治疗 10分钟内温度升至 59.5℃，尾静脉注射组 12小时后温度升至 55.4℃；而瘤

内、尾静脉注射生理盐水组，肿瘤区域温度分别升至 30.8℃、32.8℃。小鼠尾静脉注射 Mn-

CNS后不同时间点进行磁共振成像，肿瘤组织信号强度逐渐上升，4 h到达峰值后逐渐降低，

而周围肝脏组织未见明显强化。结论 pH敏感载锰-焦糖碳纳米球生物相容性和可降解性高，

可同步实现靶向 MRI和精准光热治疗，在乳腺癌一体化诊治中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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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044 

基于支持向量机的影像组学方法鉴别不同病理分型 

的原发性肝癌 

 
张加辉

1
,陈峰

1
,李昕

2
,庞佩佩

2
,尧林鹏

1
,薛星

1
,张思影

1
,王小丽

1
,洪源

3
,孔德兴

3
 

1.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2.GE 药业 

3.浙江大学应用数学系 

 

目的 本研究拟应用基于支持向量机的影像组学方法，建立量化预测模型，以鉴别不同病理分

型的原发性肝癌。 

方法和材料 收集 2013年 7月至 2017年 2月在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住院，并在治疗前在我

院放射科行磁共振平扫+增强检查，并经手术或穿刺病理证实的原发性肝癌 305例（肿块型胆

管细胞癌 97例，肝细胞肝癌 107例，混合型肝癌 101例），按照训练数据与验证数据 20:1的

比例原理，选取其中的 290 个作为训练集，剩余的 15个作为验证集，采用 GE Analysis-Kit

软件手动模式，经有经验的放射科医生用鼠标勾画磁共振增强平衡期肿瘤病灶区域，提取定量

特征参数，利用 LASSO降维算法筛选特征参数，并通过 spearman方法去冗余。利用支持向量

机构建预测模型以评估模型对验证集的预测准确率。 

结果 采用 AK软件提取了 92例肿块型胆管细胞癌肿瘤病灶，102例肝细胞肝癌肿瘤病灶，96

例混合型肝癌肿瘤病灶。通过量化分析，共提取了 285个定量影像特征参数，通过 LASSO 降维

算法选出 31个影像特征参数，经去冗余处理后剩余影像特征 21个，其中直方图类参数 4个，

纹理类特征 4个，共生矩阵类 10个，步长矩阵类 3个。应用 SVM观测该 21个影像特征数据，

经回归分析，构建了原发性肝癌的预测模型。结果显示，选取 21个特征参数的前 11个特征做

模型训练，所得结果带入验证集后得到的预测准确率最高，为 80.00%，选取低于 11个或高于

11个特征做模型训练时，验证集的预测准确率均下降为 73.33%。 

结论 应用基于支持向量机的影像组学方法预测不同病理分型的原发性肝癌具有较高的准确

性。 

 

 

EP-0045 

18F-FDG PET/CT 动态监测血管瘤治疗效果的实验研究 

 
苏舒,向贤宏,唐刚华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510080 

 

目的： 

探讨
18
F-FDG小分子 PET探针用于无创评估血管瘤治疗效果的可行性。 

方法： 

(1)建立血管瘤裸鼠模型：4~5周龄 BALB/C裸鼠共 12只，经腋窝皮下注射血管瘤细胞悬液建

立模型。 

(2)对治疗前的血管瘤裸鼠进行
18
F-FDG PET/CT显像评估血管瘤组织细胞凋亡情况。 

(3)显像后对血管瘤裸鼠施加干预治疗：每只裸鼠按 1mg/Kg 抽取 5-氮杂胞苷液 0.1ml（生理盐

水溶解），经尾静脉注射，1次/日，持续一周。 

(4)治疗一周后，再次行
18
F-FDG PET/CT显像，评估 5-氮杂胞苷对血管瘤的疗效。 

(5)显像后的裸鼠麻醉后处死，分离血管瘤组织并置于 4%多聚甲醛溶液中固定制成石蜡切片，

进行 HE染色和 Tunel染色来检测治疗前后血管瘤组织细胞凋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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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
18
F-FDG PET/CT对裸鼠血管瘤细胞凋亡的示踪表现：未治疗的裸鼠血管瘤局灶性放射性浓

聚，瘤组织对
18
F-FDG呈明显高摄取。治疗后的血管瘤放射性浓聚明显减低，瘤组织对

18
F-FDG

摄取明显减少。对治疗前后瘤组织
18
F-FDG摄取量行定量分析可知，经 5-氮杂胞苷治疗后血管

瘤组织的
18
F-FDG摄取值明显低于未治疗前（6.800±0.173 vs 7.133±0.058，p<0.05）。 

2.病理验证：HE染色:未干预治疗前的血管瘤组织可见大量不规则海绵状血管、团簇增生血管

及脂肪空泡；治疗后血管瘤组织中不规则海绵状血管、团簇增生血管及脂肪空泡明显减少，表

明治疗后血管瘤组织明显减少。Tunel染色：治疗后血管瘤组织内凋亡细胞数量显著高于治疗

前,治疗后血管瘤组织内细胞凋亡水平明显增高。 

结论： 

综上所述，
18
F-FDG PET/CT 显像通过无创检测 5-氮杂胞苷对血管瘤治疗前后的细胞凋亡情况对

血管瘤治疗效果进行有效评估。
18
F-FDG PET/CT显像可用于体外无创监测血管瘤疾病预后，

对于血管瘤早期诊断或疗效评估具有重要意义。 

  

 

 
EP-0046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PET/MR in staging of cervical 

cancer and diagnosis of pelvic lymph node metastasis 

 
shang jin,Sun Hongzan,Xin Jun,Lu Zaiming,Guo Qiyong 

Shengjing Hospital of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110004 

 

Purpose: To evaluate the clinical value of PET/MR in staging cervical cancer and 

diagnosing pelvic lymph node metastasis.  

Materials and Methods: Seventy patients with cervical cancer were prospectively 

enrolled to perform pelvic PET/MR and whole-body PET scan before treatment. All 

images were evaluated by two experienced radiologists. All the available data 

(histopathology, prior examinations, PET/MR imaging, clinical and imaging 

follow-up results) were served as reference standard. Kappa consistency test and 

the paired chi-square test (P<0.05) were separately used to evaluate the 

consistency and difference of PET/MR staging and clinical staging.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PET/MR for pelvic lymph node metastasis was analyzed by using diagnostic 

accuracy,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reference standard, the diagnostic consistency 

of PET/MR staging for cervical cancer was satisfactory (kappa = 0.908), the 

consistency of clinical staging was fair (Kappa = 0.542),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PET/MR staging and clinical staging (X
2
 = 9.278, P<0.05). 

Pelvic lymph node metastasis was present in 23 of the 70 patients with cervical 

cancer, a total of 64 lesions(malignant, 46; benign, 18) were described. The 

diagnostic accuracy,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of PET/MR for pelvic lymph node 

metastasis were respectively 90.63%, 91.30%, 88.89%. 

Conclusions: PET/MR is significantly superior to clinical staging for cervical 

cancer,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localization and qualitative analysis 

of metastatic lymph nodes. PET/MR is expected to be a one-stop diagnostic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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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cervical cancer by accurately staging and identifying pelvic lymph node 

metastasis. 

 

 

EP-0047 

黄金角轮辐状稀疏平行（GRASP）动态容积增强 MRI 评价荷瘤

鼠胰腺癌抗血管治疗效果的价值 

 
唐言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200233 

 

 

目的：探讨黄金角轮辐状稀疏平行（Golden-Angle Radial Sparse Parallel，GRASP）动态容

积增强 MRI在胰腺癌荷瘤鼠皮下移植瘤抗血管生成治疗效果的评价价值。 

方法：皮下注射胰腺癌 PANC-1活细胞制备裸大鼠皮下移植瘤模型，种瘤 2周后，实验组（10

只）腹腔给药贝伐单抗（10mg/kg），对照组（10只）给予等量的生理盐水。治疗 3周后行黄

金角轮辐状稀疏平行（Golden-Angle Radial Sparse Parallel，GRASP）动态容积增强 MRI检

查。检查后取肿瘤标本分析肿瘤组织微血管密度（MVD），肿瘤细胞增殖和 BcL-2凋亡蛋白表

达情况等。 

结果：实验组荷瘤鼠的肿瘤生长速度、瘤体大小、重量均较对照组减小，实验组治疗后肿瘤组

织信号-时间曲线显示其强化峰值时间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实验

组 MVD，肿瘤细胞增殖指数和 BcL-2凋亡蛋白表达情况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黄金角轮辐状稀疏平行 GRASP MRI动态增强成像能够在自由呼吸下更快速更简便实现

图像信息采集，同时其高的时间分辨率能够较精准反映肿瘤微循环灌注情况，是评价肿瘤抗血

管生成治疗疗效的可靠方法，具有重要临床应用价值。 

 

 

EP-0048 

黄金角轮辐状稀疏平行（GRASP）动态容积增强 MRI 在胰腺癌

和肿块性胰腺炎鉴别诊断中的价值 唐言 

 
唐言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200233 

 

目的：回顾性分析黄金角轮辐状稀疏平行（Golden-Angle Radial Sparse Parallel MRI，

GRASP）动态容积增强 MRI在胰腺癌和胰腺炎鉴别诊断中的价值。 

方法：经临床病理证实的 32例患者（19例胰腺癌，13例胰腺炎）在无需屏气下行腹部 GRASP

动态容积增强 MRI检查，同时获得胰腺癌、胰腺炎及胰腺正常组织的感兴趣区（ROI）的信号

时间曲线及渗透测量。采用 SPSS 20.0统计软件进行比较分析，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正常胰腺组织及胰腺炎较胰腺癌更早期达到强化峰值，胰腺癌可有不同程度强化，强化

程度低于胰腺正常组织。 

结论：黄金角轮辐状稀疏平行动态增强 MRI能够在无需屏气下实现腹部 MRI更快更灵活的图像

信息采集，对鉴别胰腺癌、胰腺炎具有重要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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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049 

不同阈值设定对 DE-CCTA 冠脉及心肌成像效果影响的研究 

 
潘存雪,刘文亚,索伦格,党军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830054 

 

目的：通过对静息态双能量冠状动脉 CT造影不同扫描方式及重建方式下，冠脉、心肌成像质

量的综合评价及对比分析，寻找冠脉、心肌最优显示的增强扫描时机；方法：连续收集 DE-

CCTA检查的患者 135例，纳入其中 100例并随机均等分至 5个不同扫描触发阈值组（100 

HU、110 HU、120HU、130HU、140HU）；对 5组图像冠脉及心肌的噪声、信噪比、对比噪声

比、强化幅度以及左心室强化幅度、心肌碘值、心肌射线硬化伪影进行测量、比较；结果：

1、前降支增强扫描 CT值及左心室腔的增强扫描 CT值、增强扫描与平扫 CT值的差值在不同扫

描触发阈值组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两两比较结果显示触发阈值为 100HU

时增强扫描前降支 CT值高于触发阈值为 130HU时 ，触发阈值为 100HU时增强扫描左心室腔

CT值高于触发阈值为 130HU 及 140HU时，触发阈值为 100HU 时左心室腔增强前后 CT值的差值

高于触发阈值为 140HU；2、心肌射线硬化伪影客观测量值及主观评分在不同出发阈值组间的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两比较结果显示，触发阈值为 130HU、140HU的心肌 BH

值低于触发阈值为 100HU、110HU的心肌 BH，触发阈值为 120HU的心肌 BH值低于触发阈值为

100HU的心肌 BH值（P＜0.05），触发阈值为 130HU的心肌 BH主观评分低于触发阈值为

100HU、110HU的心肌 BH主观评分；3、左心室外侧壁心肌的增强扫描 CT值、碘值、增强与平

扫 CT值的差值、前降支增强前后 CT值的差值、以及前降支及左心室外侧壁增强扫描的噪声、

SNR、CNR比在不同扫描触发阈值间的差异均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结论：不同扫

描触发阈值对于 DE-CCTA冠脉及心肌的同时显示具有影响。选择主动脉根部为监测点时，

130HU、140HU是 DE-CCTA检查同时显示冠脉和心肌的最佳扫描触发阈值。 

 

 

EP-0050 

DE-CCTA 低剂量冠脉、心肌成像的可行性研究 

 
潘存雪,肖虎,党军,古丽娜.阿扎提,张烨,刘文亚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830054 

 

目的：通过对双能量冠状动脉 CT造影不同扫描方式及重建方式下冠脉、心肌成像质量的综合

评价及对比分析，探讨 DE-CCTA低辐射剂量扫描的可行性。方法：连续收集 DE-CCTA检查的

68例患者，纳入其中的 40 例并随机分至常规剂量组及降剂量组，两组均采用双能量扫描模

式，管电压均为 100kV/ 140kV，管电流高限分别为常规剂量组 165 mAs /140mAs、降剂量组

115mAs/98mAs，全剂量曝光心动周期时间窗常规剂量组(30-70)%、降剂量组(35-70)%，余心动

周期曝光剂量分别为常规剂量组 20%剂量曝光、降剂量组 4%剂量曝光，图像重建方法分别为常

规剂量组滤波反投影法、降剂量组正弦图确认的迭代重建算法，迭代系数选择 3；对两组成像

的辐射剂量进行比较，测量并比较两组主动脉根部以及左心室外侧壁心肌的图像噪声、SNR、

CNR，以及前降支及左心室心肌成像质量的主观评分；结果：降剂量组有效辐射剂量

(4.68±0.86) mSv 较常规剂量组有效辐射剂量(6.69±0.85) mSv 显著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1）；降剂量组较常规剂量组主动脉 CNR升高（54.79±10.35、43.66±10.79）、

心肌 CNR升高（20.58±4.04、16.93±3.6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主动脉及

心肌的噪声、SNR、主观评分在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结论：联合应用低管

电流、电流自动调节、Minidose及迭代重建技术能够在同时保证冠脉及心肌图像质量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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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有效地降低辐射剂量，因此在临床实际操作过程中对于一些心率较慢的患者，我们可以适

当采用低剂量的 DE-CCTA扫描，以期为临床医师提供更多的诊断信息 

 

 

EP-0051 

多功能近红外成像载药体在乳腺癌中的研究 

 
周玉容

1
,徐丽莹

1
,李杨杨

2
,王艳芳

1
,陈岑

1
 

1.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2.浙江大学 

 

目的：筛选出杀乳腺癌细胞最强的装载的阿霉素(DOX)的载体（尺寸为 65 nm的纳米发光颗

粒），并对其修饰得到双诱导的药物释放纳米载体。 

方法：在二氧化硅介孔（mSiO2）中通过原位的溶胶凝胶方法生成不同尺寸（65 nm、170 nm、

290 nm）的具有上转化发光功能的 mSiO2@CaF2:Yb
3+ 
/ Tm

3+
纳米晶，然后装载阿霉素(DOX)。纳

米晶的形貌通过 TEM和 SEM 检测，用紫外-可见光谱分析法测定 DOX载药量及不同时间药物释

放情况。用 CCK-8检测试剂盒检测不同浓度（相对 DOX浓度（0.01 ~0.5 μg/mL）下细胞增殖

状态，用激光共聚焦荧光显微镜显示纳米晶在细胞内分布。通过实验筛选出 65 nm的纳米晶，

随后在载体表面修饰后得到 pH及近红外激光双诱导释放功能的载体，通过荧光光谱仪验证

DOX释放情况、载体发光性能变化情况。 

结果：通过调节乙醇/TEOS 的体积比，制备出三种不同尺寸的纳米晶。在 SEM和 TEM图像显示

这三种载体形貌规整且粒径分布窄。在 980nm近红外激光激发下，可以观察到 Tm
3+
离子的对应

于电子跃迁:
1
G4→

3
H6(~ 478 nm),

3
F2→

3
H6(~650 nm)和 

3
H4→

3
H6(~ 800 nm) 。体外细胞实验显

示未装载 DOX的在不同样品浓度下对 293细胞、MCF-7细胞均没有明显的毒性。装载了 DOX的

不同尺寸纳米颗粒 48小时后细胞增殖实验结果显示，65nm 对肿瘤细胞杀伤作用最显著。不同

载药纳米颗粒与 MCF-7细胞孵育 24小时后，荧光共聚焦显微镜下可以看到 65nm的纳米颗粒更

容易进入 MCF-7细胞核内。在其表面修饰后在近红外光谱仪（FTIR）下可以实现 DOX激发释

放， 且在 DOX释放过程中红光逐渐减弱，蓝光逐渐增强。 

结论：本研究设计用上转换纳米发光材料，通过 pH与 980nm激光调节 DOX释放，使得细胞内

或活体药物输送监测成为可能。 

  

 

 

EP-0052 

Tenascin-C 在小鼠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中的表达的实验研究 

 
马占龙 

江苏省人民医院 210029 

 

目的 

检测 Tenascin-C在 ApoE
-/-
小鼠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过程中，不同时期表达的动态变化。 

材料和方法 

1．取 ApoE基因敲除（ApoE
-/-
）小鼠 50只，高脂饲料喂养，建立小鼠动脉粥样硬化（AS）模

型，C57BL/6小鼠 50只为同源对照组，普通饮食喂养。分别于喂养第 4、8、16、24、32周时

处死小鼠，检测血脂，显微镜观察斑块病理改变并进行定量分析，免疫组织化学方法检测动脉

粥样硬化斑块内 Tenascin-C的表达。 

2.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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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组总胆固醇（TC）、低密度脂蛋白（LDL）水平均高于对照组（P均<0.05）。随着造模时

间的进展，模型组斑块面积及斑块面积／管腔面积比值不断增加，各时期比较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模型组斑块内 Tenascin-C表达量随着 AS进展而增多，AS 32w小鼠斑块内部

Tenascin-C表达升高最显著，高于 8、16、24w小鼠 (0.49±0.07 vs 0.04±0.02, 

0.12±0.03, 0.21±0.04, P<0.05)。 

结论 

Tenascin-C的表达量随着斑块进展不断增加，可能与动脉粥样硬化进展及斑块不稳定性有

关。 

 

 

EP-0053 

Tenascin-C 在小鼠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中的表达的靶向 MR 体内

成像实验研究 

 
马占龙 

江苏省人民医院 210029 

 

目的 检测 Tenascin-C在 ApoE
-/-
小鼠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过程中的表达；探讨 MR靶向探针

anti-Tenascin-C-USPIO在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中的特异性成像，为临床动脉粥样硬化分子成像

的应用提供实验依据。 

材料和方法 取 20只 ApoE基因敲除小鼠予高脂饮食喂养建立动脉粥样硬化模型，将其分为靶

向探针组 10只，对照组 10 只，分别喂养至 16、24周，探针组注射 anti-Tenascin-C-

USPIO，对照组注射单纯 USPIO（n＝5/组/周），于注射 24h后进行 7.0T MR成像，检测斑块

信号改变。成像后立刻取胸主动脉标本进行 Tenascin-C、CD68免疫组化染色，并行普鲁士蓝

染色，观察斑块内铁沉积。 

结果 靶向探针组的斑块信号改变率较对照组明显降低 (16w: -15.65 ± 0.78% vs. -3.43 ± 

2.57%; 24w: -26.38 ± 1.54% vs. -11.12 ± 1.60%, P<0.05)。并且在靶向探针组中，24w

时斑块的信号改变率较 16w 亦明显降低（P<0.05）。免疫组化染色显示 Tenascin-C、CD68随

着斑块进展表达升高，与 MR图像斑块信号改变程度相一致。普鲁士蓝染色显示探针组斑块内

较多蓝染颗粒，而对照组则极少。 

结论 Tenascin-C在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中高表达， anti-Tenascin-C-USPIO可实现小鼠动脉粥

样硬化斑块的靶向 MR体内成像，可用于监测斑块的进展，为动脉粥样硬化分子成像的进一步

开展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动脉粥样硬化；载脂蛋白 E类；小鼠，基因敲除；Tenascin-C；磁共振；USPIO  

 

 

EP-0054 

Tenascin-C 在脑卒中患者急性期及恢复期 

的表达及影像学研究  

 
马占龙 

江苏省人民医院 210029 

 

目的：初步探讨脑卒中患者血清中 Tenascin-C（TNC）的表达，明确 Tenascin-C在急性期与

恢复期的表达变化，并结合影像学表现，分析两者的相关性。 方法：收集 70例血清标本进行

TNC检测，对照组为健康志愿者 30例，观察组为脑卒中患者 40例；观察组分为急性期及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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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其中脑梗死 30例，脑出血 10例，急性期与恢复期分别进行血清 TNC检测，同时进行磁共

振扫描，分析 T1WI、T2WI、DWI、SWI及 3D-ASL序列影像资料，观察急性期与恢复期的影像学

变化。  

结果：对照组 30例血清 TNC 检测几乎不表达或仅有微量表达；观察组 40例急性期与恢复期血

清 TNC检测表达均为阳性，其中恢复期较急性期 TNC表达水平下降 38例，恢复期较急性期

TNC表达水平升高 2例，P<0.05，两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在 T1WI、T2WI、DWI及 3D-ASL

序列上，36例恢复期病灶范围比急性期呈不同程度变小，4例恢复期病灶范围与急性期基本相

同。在 SWI序列上，15例急性期病灶内可见明显代偿扩张血管，恢复期代偿血管减少。 

结论：TNC在脑卒中患者血清中为阳性表达，恢复期较急性期表达下降，其表达水平与病灶的

影像学表现密切相关。 

 

 
EP-0055 

黑色素-钆（MNP-Gd）纳米颗粒在肝癌裸鼠模型中 

的磁共振应用研究 

 
蔡雯雯,张瑞平 

山西省肿瘤医院 030013 

 

目的：随着分子影像和精准医疗的发展，在活体内对肿瘤进行早发现、早诊断，对于我们提高

肿瘤患者的生存率至关重要。我们设计并合成了一种水溶、粒径约 7-10nm的黑色素-钆（MNP-

Gd
3+
）纳米颗粒，并利用 MR 设备进行肝癌裸鼠活体内示踪显像。 

方法： 

1. 采用一步法合成 MNP-Gd
3+
纳米颗粒，并检测其表征----透射电镜观察形态、动态光散射法

（DLS）测量水溶液中粒子粒径分布情况、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ICP-MS）测量粒子稳定性

及 MNP螯合 Gd
3+
离子量； 

2. 采用 3.0T西门子 MR成像设备对 MNP-Gd
3+
进行成像，经软件测出不同浓度下溶液的 T1值，

计算弛豫率（r1）； 

3. 构建裸鼠肝癌模型，经鼠尾静脉注射 MNP-Gd
3+
纳米颗粒溶液，并于注射后 0.5、1、2、4、

8、12、24h进行活体 MR扫描； 

4. 将扫描完成后的肝癌组织病理切片，通过 Masson-Fontana黑色素染色液特染观察黑色素在

肿瘤部位累积效果。 

结果： 

1. MNP-Gd
3+
纳米颗粒为一种分散性相对均匀的圆形或椭圆形颗粒物，粒径分布约为 7-10nm，

每个 MNP粒子能够螯合约 112个 Gd
3+
； 

2. MNP-Gd3+纳米颗粒的弛豫率很高，约为 1.9684； 

3. 活体 MR扫描发现在鼠尾静脉注射 0.5h后肿瘤部位信号增强，随时间延长信号逐渐降低； 

4. 肝癌组织经 Masson-Fontana黑色素染色液特染后发现其内有黑色致密物存在。 

结论： 

MNP-Gd
3+
纳米颗粒具有许多优良的特性，比如高稳定性和敏感性、短 T1弛豫时间和低毒性等。

我们认为 MNP-Gd
3+
纳米颗粒在适当的浓度时能够示成功进行活体内监控和示踪肿瘤，有望成为

一种新型 MR造影剂应用于临床。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531 

 

EP-0056 

双能 CT 和 PET-CT 技术在评估基因调控对胃癌腹膜转移成像

及靶向治疗中的价值 

 
石博文,林慧敏,朱兰,张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200025 

 

目的：通过人胃癌裸鼠腹膜转移种植模型，利用双能 CT和 PET-CT成像技术，探讨了抑制

sFRP1表达对胃癌腹膜转移瘤成像的影响及相关影像技术对靶向治疗疗效评估的价值。 

方法：sFRP1 真核表达载体及空载体转染 MGC-803细胞，筛选稳定表达细胞，分为 sFRP1 高表

达组及空载对照组各 10只，并构建胃癌裸鼠腹膜转移瘤种植模型。MTT法检测转染前后细胞

增殖变化并绘制细胞增殖曲线，经 PET/CT及能谱 CT观察影像学变化。最后通过免疫组织化学

进一步明确肿瘤凋亡、增殖、微血管增生情况。人胃癌细胞株 MGC-803构建胃癌裸鼠腹膜转移

瘤种植模型，将裸鼠分为 TGF-β1靶向治疗组及正常对照组各 10只。于两周后采用隔天给药

的方式对治疗组给予 TGF-β1抑制剂干预处理，对照组给予等浓度生理盐水。并于治疗周期的

1d、7d、14d、21d分别进行 PET/CT及能谱 CT扫描观察影像学变化。用非参数秩和检验对治

疗组以及对照组的成像参数值结果进行对比，并分析 SUV值随治疗周期变化趋势有无统计学意

义。 

结果：体内外实验证实转染后，细胞增殖和成瘤能力增强。PET/CT及宝石 CT均出现阳性表

现。免疫组化及 TUNEL 示转染后凋亡减少，增殖增多，微血管增加。TGF-β1治疗组腹膜转移

瘤的 SUV值与对照组相比明显降低，并且 SUV值随治疗周期对的延长呈下降趋势，显示肿瘤对

FDG的摄取率逐渐下降，结果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sFRP1的高表达可以促进肿瘤细胞的增殖，对腹膜转移的发生发展有促进作用，并且高

表达 sFER1会促进肿瘤在 PET-CT和宝石 CT中的阳性表现，有利于肿瘤的检出。TGF-β1 靶向

治疗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抑制腹膜转移的发生发展，而肿瘤的 SUV值对于评估 TGF-β1的治疗

疗效有一定的统计学意义。 

 

  

 

 
EP-0057 

MNP-PEG-Mn 作为新型核磁造影剂的使用 

 
杨曦 

山西医科大学 030001 

 

核磁共振成像（MRI）是核磁共振技术在生物医学上的一个重要应用，其无辐射性损伤，高分

辨率及较快的成像速度等优点，可有效检测组织坏死、局部缺血和各种恶性病变（如肿瘤）。

目前，临床应用多为钆类造影剂，但它因为游离出的钆离子可能导致肾源性系统纤维化等潜在

缺陷，使其生物安全性受到质疑。本实验旨在提供一种高安全性的新型纳米颗粒 MR成像造影

剂。我们采用聚乙二醇（PEG）修饰的水溶性黑色素纳米颗粒（MNP）作为载体，利用其可以螯

合金属阳离子的特性，经磁力搅拌后螯合锰离子（Mn2+）作为磁共振纳米造影剂。实验结果表

明：一，由于黑色素纳米颗粒来自于人体内源性物质，所以该造影剂生物相容性好，安全性

高；二，锰是一种过度金属元素，其外层电子排布为 3d54s2，在第三轨道上有 5个不成对的

电子，具有很强的顺磁性和很好的弛豫效能，能有效缩短周围氢质子的 T1和 T2，成功引起相

应 MR信号改变；三，除此之外，黑色素纳米颗粒可以吸收近红外光，可以实现光声成像和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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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治疗；四，黑色素纳米颗粒表面含有丰富的可修饰基团，可以制备成多功能的纳米材料。因

此聚乙二醇修饰的黑色素纳米颗粒在有效螯合锰离子之后有望转化为临床应用的造影剂，并且

可以作为多模态成像及诊疗一体化纳米材料的基础结构。  

  

 

 

EP-0058 

Mimicking Drug-Substrate Interaction: A Smart Bio-

inspired Technology for the Fabrication of 

Theranostic Nanoprobes 

 
Wang Yaqiong

2
,Pan Jinbin

2
,Li Dong

2
,Sun Shao-kai

1
,Yan Xiuping

3
 

1.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2.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General Hospital 

3.Nankai University 

 

Versatile bio-inspired strategies are urgently needed to fabricate high-

performance nanoprobes for biomedicine application. Herein, we report a novel bio-

inspired technology of mimicking drug-substrate interaction for the fabrication of 

high-performance nanoprobes. As a proof of concept, we strategically engineered a 

multifunctional BSA-MnO2 nanoparticles-based nanoplatform via mimicking the 

disinfection process of KMnO4 in an extremely facile way. The prepared BSA-MnO2 

nanoparticles possess sub-10 nm and uniform size, excellent colloidal stability 

and impressive T1 relaxivity of 7.9 mM
-1
s
-1
. The proposed nanoprobe could be not 

only employed as a high-performance MR imaging agent for tumor and renal imaging, 

but also provide a platform for integrating therapeutic strategies towards tumors. 

The universal strategy could be also easily extended to the fabrication of other 

nanoprobes for MR imaging in vivo using other bioactive proteins including 

ovalbumin and transferrin. This work will open a new wa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biomaterials in biomedicine applications. 

  

 

 
EP-0059 

综合护理干预对 PET/MRI 检查的效果观察与探讨 

 
李岚

1
,卜丽红

1
,王媛

2
 

1.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2.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目的 探讨综合护理干预的实施对患者行 PET/MRI检查的影响及意义。 

方法 选取 2017年 3～6月收治的 82 例需静脉注射
18
 F-FDG行一体化 PET/MRI 检查患者作为

研究对象。随机将患者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41例，两组患者基本资料无统计学差异。

观察组患者在常规护理基础上应用综合护理干预，综合护理措施包括：1、检查前准备：护理

人员在检查前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患者及家属详细讲解检查流程和检查的相关知识，消除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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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者不良情绪，积极配合检查；指导受检者用无菌棉球塞严外耳道。2、检查时护理：①告知

患者检查过程大约需要的时间,可以选择一位家属做陪同；②告知患者注意保持体位,若有不适

可以举手或抬脚示意；③医护人员在患者进行检查时应保持与患者的通话并询问患者感觉；④

告知患者在检查时尽量闭上眼睛避免被磁孔的光刺激到眼睛；⑤对于不能配合检查的患者可以

进行适当固定或者使用镇静药物减少体位移动；⑥医护人员通过控制室的监控设备严密观察受

检者的情况根据患者情况做出妥善处理。3、检查后护理：检查完毕，观察患者有无不适，协

助患者慢慢起身；受检者离开前，做好健康宣教。采用焦虑自评量表对患者的心理状况进行评

价；同时记录两组患者检查时的一次检查成功率、完成检查时间等指标并进行分析。 

结果 通过综合干预后，观察组患者 SAS评分水平优于对照组(χ
2
 =9.921，P=0.019)；一次检

查成功率、平均检查完成时间均优于对照组(χ
2
=5.513，P =0.037；t=6.451，P=0.001)。 

结论 综合护理干预能有效改善受检者心理状况，提高其一次检查成功率及检查完成时间，这

可能是由于综合护理提高了患者对磁共振检查的认识，改善了患者的不良情绪，减轻了其心理

压力的原因。因此，将综合护理干预应用于 PET/MRI检查患者的扫描过程，可显著改善患者心

理状况，提高检查质量，值得临床广泛推广和应用。 

 

 
EP-0060 

磁共振弥散加权成像显示大鼠脑创伤半暗带水肿改变 

 
任欢欢

1
,李康

1
,鲁宏

2
 

1.重庆市人民医院 

2.重庆市第七人民医院 

 

目的：探究磁共振弥散加权成像是否可以显示大鼠脑创伤半暗带（traumatic penumbra，TP）

水肿的动态变化。 

方法：56只健康成年雄性 Wistar大鼠，分为对照组（7 只）和创伤组，按创伤后不同时间分

为 7个时相：1h，6h，12h，24h，48h，72h，7d组（每个时相各 7只）。采用改良的 Feeney

氏法建立中度脑创伤模型，行头部 SE序列及 DWI扫描，测量 TP区的 rADC值，对相应区域进

行病理观察，对结果进行分析。 

结果：对照组组织未见异常。创伤组伤后 1h，TP表现为血管源性水肿；6h出现细胞内水肿；

12h两种水肿共存并明显加重，24h水肿减轻；48h血管源性水肿再次加重；72h细胞内水肿占

优势；7d两种水肿均明显减轻。创伤后损伤区与周围区域的 ADC值改变也是不一致的。用相

对 ADC值表示目标区域 ADC 的改变，rADC=ADC1/ADC2×100%。TP区在 1h时 rADC值明显上升，

6h时减小，12h和 24h变化不大，48h rADC再次回升，72h 后又降低，7d时趋向恢复，但是

仍低于对照组（如图 1、2所示）。对照组的 rADC值未见明显改变。 

结论：大鼠脑创伤半暗带的病理改变主要是细胞内水肿和血管源性水肿的动态变化。ADC 值可

显示 TP区水肿类型和程度的变化，从而提示 TP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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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061 

多功能磁性纳米粒子的制备及其在肿瘤诊疗及 MRI 中的应用 

 
高鹏,史长征,罗良平 

暨南大学附属华侨医院 523018 

 

目的：本文通过合成对非小细胞肺癌（NSCLC）靶向成像与治疗的多功能纳米体系 FA-PLGA-

SPIO@DOX，运用 IVIM-DWI MRI技术准确监测肿瘤治疗效果，从多个水平深入探讨该多功能纳

米粒子对 NSCLC的作用机制。 

方法：通过 FA的表面修饰制备磁性粒子载药体系（FA-PLGA-SPIO@DOX），并表征其形貌、粒

径、结构。构建 A549细胞裸鼠移植瘤模型，通过多种免疫组化检测评估纳米药物作用效果；

通过裸鼠各脏器的 H&E染色及血液生化指标测试等方法评估纳米体系的药物毒性作用。通过临

床型 MR检测 SPIO、FA-PLGA-SPIO@DOX的 T2弛豫性能和体外细胞 T2成像；各组裸鼠在给药

前、给药后 3天、7天、14 天、24、30天进行 IVIM-DWI-MRI扫描，处理得到标准 D值、D
*

值、f值等参数。 

结果： FA的表面修饰增强了肿瘤细胞对纳米粒子的选择性吸收、抗肿瘤活性，对肿瘤细胞具

有广泛的抗肿瘤效果并具有更好的 A549细胞吸收效率。FA-PLGA-SPIO@DOX在血浆中的浓度明

显高于单独 DOX，明显延长了 DOX在体内的半衰期同时降低了体内清除率。IVIM-DWI的 D
*

值、f值可以较好作为肿瘤微循环的影像学生物标志物， D值可以较好的作为肿瘤细胞密度、

活性的影像学生物标志物。 

结论： 体内外 MR实验证实， FA-PLGA-SPIO@DOX可作为 NSCLC肿瘤部位的新型靶向影像对比

剂。IVIM-DWI MR技术实现从水分子弥散、微循环灌注功能成像对靶向纳米体系抗肿瘤疗效的

无创、动态、定量监测。 

 

 
EP-0062 

联合 DWI 和 DCE-MRI 评估乳腺癌新辅助化疗的应用价值 

 
张晓晶

1
,张爱莲

1
,王锡臻

2
,陈思

1
 

1.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2.潍坊医学院附属医院 

 

 

目的：分析乳腺癌新辅助化疗前后 DCE-MRI和 DWI影像特征改变，评估联合多参数磁共振成像

技术在乳腺癌新辅助化疗评估中的应用价值。 

材料与方法：从经病理诊断的乳腺癌患者 70 例中筛选需要进行新辅助化疗的患者 29例，在

治疗前后行常规 MRI、DCE-MRI和 DWI检查，分析肿瘤 ADC值、动态增强曲线和肿瘤径线治疗

前后变化特点。新辅助化疗后对切除病理标本进行 HE染色和免疫组化染色，分析肿瘤组织变

化特征。 

结果：化疗前 ADC值平均值从 0.96±0.17 治疗后降低至 1.00±0.17（P=0.408）。治疗前乳

腺癌体积为 32.79±59.45、治疗后体积 18.14±37.67（P=0.004）。治疗前动态增强曲线 28

例为 III型曲线，治疗后 III曲线有 22例
[1]
。术后病理显示新辅助化疗后肿瘤细胞残留降低

至 32.69%。 

结论：新辅助化疗能够有效提高乳腺癌治疗效果，联合 DWI和 DCE-MRI可精准评估治疗后肿瘤

组织变化特点，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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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063 

一步法制备极高弛豫率的锰-真黑素配位纳米复合物用于肿瘤

诊疗一体化 

 
刘恒,张伟国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野战外科研究所 400042 

 

目的：开发一种新型高载锰量和极高弛豫率的锰-真黑素配位纳米复合物，初步探讨其用于

T1-T2双模式磁共振成像(MRI)和光声成像(PAI)引导下肿瘤热消融的价值。 

方法：采用聚合内掺杂(intra-polymerization doping, IPD)策略温和制备锰-真黑素配位纳

米复合物(manganese-eumelanin coordination nanocomposites, MnEMNPs)，对合成的

MnEMNPs进行聚乙二醇功能化修饰，获得 PMnEMNPs。以人源性胶质瘤 U87MG细胞系及裸小鼠肿

瘤模型为对象，探讨 PMnEMNPs用于 T1-T2双模式 MRI和 PAI引导下肿瘤热疗的能力。 

结果：材料表征证实，IPD 策略一步法可成功制备具有良好水分散性的 MnEMNPs。由于高载锰

量(>10%)和几何约束效应，MnEMNPs表现出优异的 T1-T2双模式 MRI对比增强能力，在 1.5 T

场强下，其纵向弛豫率(r1)高达 60.8 mM
-1
s
-1
，为临床钆剂的 9倍左右。得益于其良好生物相容

性和强近红外区光学吸收，MnEMNPs展示出高效的 PAI对比增强能力和光热转换能力。细胞实

验及体内实验结果表明，PMnEMNPs 可被肿瘤细胞有效摄取，并展现出良好的 T1-T2双模式 MRI

和 PAI对比增强能力。经尾静脉注射荷瘤鼠并进行近红外激光照射后，PMnEMNPs展示出明显

的肿瘤抑制效果。此外，PMnEMNPs 显现出过氧化氢响应的特异性降解能力，规避了常规纳米

材料体内难以降解的问题。 

结论：这种简便、温和、绿色的 IPD策略为开发新型的高效能 MRI对比剂提供了新思路和新途

径。具有良好生物相容性和生物可降解性的 MnEMNPs有望成为一种极具临床转化潜力的纳米诊

疗试剂。 

 

 
EP-0064 

Diagnostic value of magnetic resonance spectroscopy 

in radiation encephalopathy induced by radiotherapy 

for Patients with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a Meta-

analysis 

 
Chen Wangsheng 

People’s Hospital of Hainan Province 570311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diagnostic efficacy of magnetic resonance 

spectroscopy (MRS) in detection of radiation encephalopathy (REP) from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patients (NPCs) underwent radiotherapy. In this study, 

articles in English and Chinese were selected from available electronic databases 

prior to September 2014, including Cochrane library, PUBMED,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and Wanfang Database. Both inclusion and exclusion 

criteria were based on standard for diagnosis tests. The metabolic concentrations 

and patterns of N-acetylaspartic acid (NAA), Choline (Cho), Creatine (Cr), NAA/Cr, 

NAA/Cho, and Cho/Cr ratios in radiotherapy-induced radiation encephalopathy by 

proton magnetic resonance spectroscopy were extracted. A meta-analysis was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536 

 

performed to quantitatively synthesize findings of these studies. Weighted mean 

difference (WMD) and 95% confidence intervals (95%CIs) were calculated using 

random or fixed effective models. Heterogeneity between studies was assessed using 

the Cochrane Q test and I2 statistics.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a total of 4 

researches involving 214 patients met inclusion criteria. Depending on 

methodologies of selected studies, control groups referred as healthy subjects. 

The combined analysis revealed tha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value 

of Cr between radiotherapy group and healthy control group (WMD=-1.483, 95% CI: -

67.185-64.219, p=0.965). However,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values of 

NAA (WMD=-18.227, 95%CI: -36.317- -0.137, p=0.048), Cho (WMD=38.003, 95%CI: 5.155-

70.851, p=0.023), NAA/Cr (WMD=-1.175, 95%CI: -1.563- -0.787, p=0.000), NAA/Cho 

(WMD=-1.108, 95%CI: -2.003-0.213, p=0.015) and Cho/Cr (WMD=-0.773, 95%CI: 0.239-

1.307, p=0.005).  In conclusion, MRS can be regarded as an effective and feasible 

imaging test for radiotherapy induced radiation encephalopathy in NPC patients. 

 

 
EP-0065 

鼻咽癌放射性脑损伤的动态扩散张量成像研究 

 
陈旺生 

海南省人民医院 570311 

 

扩散张量成像(diffusion tensor imaging, DTI)是目前可以在活体上对水分子运动方向和速

度进行测量和成像的惟一无创性方法,能反映活体组织的空间结构组成信息，以及病理生理状

态下不同组织之间水分子交换的功能状态,可以反映脑白质结构的微观病理改变[1]。DTI 主要

测量的数值包括表观扩散系数(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ADC)、各向异性分数

(fractional anisotropy,FA)、平均扩散系数 (mean cofficient,MC)等进行准确定量性的研

究。在无限制介质中水分子作“布朗运动”，在各个方向上的扩散能力相同，呈为各向同性，

ADC值相同；然而，在绝大多数生物组织中，水分子的扩散受局部微环境结构特征影响（如大

分子物质和细胞膜等），在不同方向的扩散能力不同即为各向异性,单位时间内水分子随机扩

散的范围即表现为扩散速率[2-3]。在人体脑组织，水分子的运动越自由、越不受限制,其各向

异性分数的值就越低,表明水分子扩散所受限制越小、扩散速率越高；相反，如果由于病变的

因素，水分子扩散受到限制，则扩散的速率减低，其各向异性分数的值就越高[4]。 

鼻咽癌放射治疗时的放射野不可避免包含双侧颞叶,脑组织在接受放射线辐射作用后，微观环

境会发生变化,包括神经元细胞的结构变化和功能损伤,微血管内皮细胞的损伤，胶质细胞的损

伤和反应增生等[5],如此一系列变化将会导致局部脑组织水分子的扩散速度和方向发生改变，

严重时传导纤维束也会中断、缺失[6]。DTI对水分子扩散运动状态测量敏感,通过对双侧颞叶

脑组织行 DTI检查,测量 DTI 中 FA值、ADC值以及平均值的变化,探索鼻咽癌放射性脑损伤的

微观结构病理学改变，并对其分时间段进行研究,以期得到放射性脑损伤 DTI随时间变化的大

致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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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066 

鼻咽癌放射性脑损伤的 MR 动态磁敏感对比灌注成像 

 
陈旺生 

海南省人民医院 570311 

 

人脑正常的神经支配和高级神经活动都需要一定的血流灌注为基础。磁共振灌注成像

（magnetic resonance perfusion weighted imaging, PWI）是一种新兴发展起来的可反映微

血管分布和血流灌注状态的磁共振成像技术，能提供组织血液动力学方面的相关信息。MR动

态磁敏感对比灌注成像（MR dynamic susceptibility contrast perfusion weighted 

imaging, DSC-PWI）是继 PET、SPECT之后发展起来的新的脑血流灌注成像技术，时间分辨率

和空间分辨率大大提高，操作方法简单易行，无辐射性，检查费用较低等优点，在较短的时间

内可以重复进行，具有非常好的应用前景广阔，近年来，在临床上的应用日趋成熟。动物实验

证明，鼻咽癌放射性脑损伤的切片病理组织学发现，早期即可观察到照射野内微血管的内皮细

胞损伤，随着累计剂量的增加，血管损伤愈发严重，激发血管壁玻璃样变性、腔内微血栓形成

等。而血管结构的改变，直接导致通透性增高及血管源性水肿、脑组织缺氧缺血等一系列复杂

病理生理反应。 

本部分在磁共振波谱 MRS和张量成像 DTI研究的基础上，采用灌注成像探索鼻咽癌患者接受放

疗过程中和放疗结束后的不同阶段双侧颞叶脑组织血流动力学的变化特征，以期寻求血管损伤

在鼻咽癌放射性脑损伤中的作用，从血管损伤的角度为放射性脑损伤动态监测评价提供客观理

论依据。 

  

 

 
EP-0067 

Selection of the DNA aptamer as a molecular probe for 

PSMA-positive prostate cancer cells with high 

specificity 

 
zhong jinman,Huang Xufang,Wen Didi,Ren Jing,Huan Yi 

Xijing Hospital， The Fourth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710032 

 

Background: Aptamers derived from cell systematic evolution of ligands by 

exponential enrichment (SELEX) technology are being applied for early detection of 

cancer cells specifically. Prostate Specific Membrane Antigen (PSMA) is 

overexpressed in prostate cancer (PCa), and is an ideal target for clinical 

applications in the diagnosis and therapy of PCa. Our study aims to screen DNA 

aptamers that could selectively bind to PSMA-positive PCa cells but not bind to 

PSMA-negative cells using cell-SELEX, thus to provide a better alternative for the 

detection of prostate cancer sensitively and specifically in early. Materials and 

Methods: The in vitro selection started with random ssDNA libraries flanked by 

fixed primer annealing sites necessary for enzymatic amplification. The library 

was incubated with 293T cells transfected with target molecule, and specific 

aptamer-cell complexes were traditionally separated from nonbinding sequences by 

magnetic bead. The selected single-stranded oligonucleotides were amplified by PCR. 

The selection cycle was repeated for 12 rounds to enrich the high affinity bi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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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cleic acids identified by cloning and DNA sequencing. PSMA-positive cells LNCap 

and C4-2 (both PSMA
+
 human prostate cancer cells), and PSMA-negative cells PC-3, 

DU145 (both PSMA
-
 human prostate cancer cells) and HepG2 (PSMA

-
 human liver cancer 

cells) were respectively incubated with FITC-labelled DNA aptamers and analysed by 

flow cytometry as well as confocal microscopy to observe selective binding of DNA 

aptamers to PSMA on cancer cells. Results: Two aptamers were eventually selected 

which could specifically bind to target PSMA-positive cancer cells with an 

equilibrium dissociation constant (Kd) in the nanomolar range. Flow cytometry 

analysis results and confocal images indicated that the PSMA aptamers could 

specifically recognize human PCa cells expressing PSMA but not bind to PSMA-

negative cells. Conclusion: With the advantages of small size, easy synthesis, 

high binding affinity and selectivity, the DNA aptamers reported here against PCa 

biomarker PSMA will serve as an effective tool for sensitive detection and 

specific therapy of PCa in early. 

 

 
EP-0068 

MnFe2O4 纳米粒的 T1 增强 MR 成像研究 

 
肖仕林,余弦,蔡元卿,龚明福,邹利光,张冬 

第三军医大学附属新桥医院 400037 

 

目的：探讨基于超小超顺磁性 MnFe2O4纳米粒进行 T1增强磁共振（magnetic resonance, MR）

成像的可能性。方法：运用高温热解法合成油溶性的 MnFe2O4纳米粒，并用配体交换法，将油

酸基团替换为磷酸化的聚乙二醇，获得水溶性的 MnFe2O4纳米粒。对合成的纳米粒进行多项理

化性能的检测，包括透射电镜（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e，TEM）检测其形态和粒

径、动态光散射检测其水合粒径、电感耦合等离子发射光谱（Inductively Coupled Plasma 

Optical Emission Spectrometry，ICP-OES）检测纳米粒的元素组成以及磁共振成像检测纳米

粒的弛豫效能。结果：成功合成 MnFe2O4纳米粒，TEM显示该纳米粒的粒径均一，呈规整的球

形，平均粒径约为 3.6±0.35nm。ICP检测结果显示纳米粒中的元素主要包含氧、铁和锰元

素，其中铁和锰元素的摩尔比为 Mn:Fe为 1:2，符合铁酸锰分子中铁和锰的摩尔比，证明我们

合成的纳米粒即为预期的铁酸锰纳米粒。动态光散射结果显示纳米粒的水合粒径为 4.7±0.5 

nm，略微大于 TEM得到的粒径值，这是因为纳米粒表面的功能基团电子密度较低，在 TEM 不显

示的原因。MRI扫描发现，在 T1加权成像下，配置的所有浓度纳米粒溶液（以超纯水为溶剂和

空白对照）都表现出高信号，并且随着浓度的增大，信号增强，其 r1驰豫效能为 7.5mM
-1
 s

-1
。

结论：超小超顺磁性 MnFe2O4纳米粒具有较强的 T1弛豫效能，可以作为一种新型的阳性对比剂

用于 MR成像。 

 

 

EP-0069 

DWI 在乳腺浸润性导管癌生物学特征评价中的应用价值 

 
柴瑞梅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0001 

 

目的：分析 DWI表观弥散系数（ADC）值与乳腺癌几个主要预后因子的相关性，探讨 DWI在乳

腺浸润性导管癌(IDC)生物学特征评估中的作用。方法：回顾性分析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87个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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腺浸润性导管癌的 DWI数据，测量 ADC值，评价腋窝淋巴结状态、组织学级别及三阴性分型，

利用 Mann-Whitney U检验及 Kruskal-Walis H检验比较 ADC值在不同预后因子间的差异，利

用 Spearman相关分析确定 ADC值与各预后因子的相关性。结果：ADC值在淋巴结阳性组

(0.89×10
-3
 mm

2
/s)低于淋巴结阴性组(0.96×10

-3
 mm

2
/s)（P=0.035），在高级别乳腺癌组

(0.80×10
-3
 mm

2
/s)中低于中级别组(0.95×10

-3
 mm

2
/s)及低级别组(0.96×10

-3
 mm

2
/s)

（P=0.021，P=0.002），在不同分子分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ADC值与组织学分级呈负相关

（r=-0.357），与腋窝淋巴结转移状态及三阴性分型无明显相关。结论：ADC值在腋窝淋巴结

转移阳性及组织学分级高的乳腺浸润性导管癌中平均值较低，并与组织学分级呈负相关。DWI

能够反映乳腺浸润性导管癌的生物学特征。 

 

 
EP-0070 

应用线性参考区域模型的 DCE-MRI 定量参数与浸润性乳腺癌

预后因素的相关性研究 

 
柴瑞梅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0001 

 

目的：选择适合低时间分辨率的线性参考区域模型方法计算乳腺癌肿瘤的血流灌注值，旨在探

讨线性参考区域模型在乳腺癌 DCE-MRI定量分析中的可行性，并分析所得血流灌注参数与浸润

性乳腺癌预后因素间的关系。研究方法：回顾性收集经手术病理证实为浸润性乳腺癌的 MRI图

像，共 84例 87个病灶。应用线性参考区域模型计算血流灌注参数，共测量两次，结果分别记

为 Ktrans
1及 kep1，Ktrans

2及 kep2，以平均值作为最终结果，记为 Ktrans
及 kep。评价的预后因素包括

淋巴结转移，远处转移，组织学分级及分子分型。肿瘤两次测量值之间的比较采用 Bland-

Altman法及相关性分析。连续变量两组均数之间的比较采用 Student t检验或 Mann-Whitney 

U检验。利用 ROC曲线评价 Ktrans
及 kep值对各预后因素的诊断效能。结果： Ktrans

及 kep两次测

量值之间的一致性良好，Ktrans
及 kep两次测量值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0.795及 0.904（P<0.001，

P<0.001）。Ktrans
与组织学分级呈中等正相关，与三阴性分型呈低度正相关，与淋巴结转移的

相关性较弱，与远处转移不相关。kep与组织学分级及三阴性分型呈低度正相关，与远处转移

的相关性较弱，与淋巴结转移不相关。Ktrans
及 kep对于淋巴结转移的诊断效能均较低。Ktrans

及

kep区分有无远处转移的诊断效能分别为 0.704及 0.756（p=0.037，p=0.009）。Ktrans
及 kep区

分高级别与中低级别肿瘤的诊断效能分别为 0.959及 0.942（P <0.001，P <0.001）。Ktrans
及

kep区分三阴性与非三阴性乳腺癌的诊断效能分别为 0.857及 0.756（P <0.001，P<0.001）。

结论：线性参考区域模型的可重复性良好，应用线性参考区域模型定量分析可用于评价浸润性

乳腺癌的侵袭性。 

 

 
EP-0071 

急性期大鼠放射性脑损伤的磁共振波谱研究 

 
程玉书

1
,沙炎

1
,周正荣

2
 

1.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2.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目的：应用磁共振波谱监测大鼠放射性脑损伤急性期的脑组织代谢变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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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和方法：16只雄性成年 SD大鼠接受 30Gy垂直半脑单次照射。采用 3.0T磁共振于照射

前、照射后 3天、1周、2周、3周多个时间点进行常规 T2WI、氢质子磁共振波谱成像，观察

各时间点脑组织信号改变，测量和定量分析各时间点照射侧（患侧）与健侧皮层-海马区脑组

织代谢产物变化。 

结果：照射侧（患侧）大鼠脑组织的 N-乙酰门冬氨酸（NAA）/肌酸（Cr），N-乙酰门冬氨酸

（NAA）/胆碱（Cho）在照射后 3天、1周、2周和 3周各时间点均较照射前同侧和照射后对侧

脑组织有下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在常规 T2WI上健侧与患侧脑组织信号未

见明显异常。患侧脑组织 NAA/Cr与 NAA/Cho的比值变化趋势相仿，在照射后 1周 NAA/Cr 与

NAA/Cho比值降至最低，照射后 2周、3周 NAA/Cr与 NAA/Cho比值略有回升，但明显低于照射

前水平。胆碱（Cho）/肌酸（Cr）比值在照射前与照射后各时间点未见明显差异。 

结论：
1
H MRS成像中的 NAA/Cr和 NAA/Cho等代谢产物比值变化能够在常规 T2WI出现异常表现

前发现放射性脑损伤组织的代谢异常。NAA/Cr与 NAA/Cho的比值降低可能与神经元损伤以及

小胶质细胞炎性反应有关。 

 

 
EP-0072 

不同照射剂量的早期大鼠放射性脑损伤磁共振波谱研究 

 
程玉书

1
,沙炎

1
,周正荣

2
 

1.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2.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目的：探讨不同照射剂量大鼠放射性脑损伤急性期的脑组织磁共振波谱代谢变化规律。 

材料与方法：30只雄性成年 SD大鼠随机分为 30Gy模型组和 40Gy模型组，每组 15只，分别

接受 30Gy和 40Gy垂直半脑单次照射。采用 3.0T磁共振于照射前 1周、照射后 2周进行常规

T2WI和氢质子磁共振波谱成像，观察照射前、后脑组织信号改变，测量和定量分析照射侧与

健侧海马区脑组织代谢产物变化。 

结果：在照射后 2周，40Gy 模型组中 1只大鼠患侧脑组织在 T2WI出现异常信号。30Gy模型组

和 40Gy模型组健侧与患侧脑组织的 N-乙酰门冬氨酸（NAA）/肌酸（Cr），N-乙酰门冬氨酸

（NAA）/胆碱（Cho）比值在照射前无明显统计学差异，在照射后 2周两模型组患侧（照射

侧）脑组织的 NAA/Cr与 NAA/Cho 的比值均较照射前同侧和照射后对侧脑组织有下降，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照射后 2周，40Gy模型组的患侧脑组织 NAA/Cr与 NAA/Cho的比

值较 30Gy模型组患侧脑组织下降显著，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模型组在照射

前、后健侧与患侧脑组织的 Cho/Cr比值未见统计学差异。 

结论：
1
H MRS能够早期发现放射性损伤造成的脑组织代谢改变，NAA/Cr，NAA/Cho比值变化与

照射剂量具有一定的相关性。NAA/Cr与 NAA/Cho比值下降可能与神经元损伤、小胶质细胞炎

性反应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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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073 

基于吩噻嗪近红外荧光探针的构建及其活体检测次氯酸 

 
刘瑞源,夏琦 

南方医科大学 510515 

 

目的 活性氧化物（reactive oxygen species，ROS）是一类广泛存在于生物细胞，具有细胞

内信号传导、迁移和细胞免疫等作用的重要的物质。在生物体细胞中，例如嗜中性白细胞、过

氧化氢和氯离子在髓过氧化物酶(MPO)的催化作用下可产生次氯酸。作为生物体重要的活性氧

物种之一，次氯酸在维持细胞内的氧化还原平衡状态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然而，当细胞中次

氯酸的浓度过高或过低时，会引起多种生理疾病，包括癌症、心血管疾病和风湿性关节炎等。

因此，检测环境和生物体系中次氯酸已成为研究热点。近红外荧光检测由于能避免生物体自发

荧光干扰，降低对生物样品的损伤，并能更深地穿透生物组织，成为生物检测和生物成像的首

选的检测方法之一。本研究合成基于吩噻嗪近红外荧光探针 PTZ-BT，探讨 PTZ-BT 的光化学性

能和活体检测次氯酸。 

方法 首先制备得到 PTZ-BT；进一步利用红外光谱仪、核磁共振谱仪和荧光分光光度计表征

PTZ-BT的理化性质和光学活性。考察次氯酸对 PTZ-BT 荧光的影响。采用 MTT法检测 HeLa 细

胞的相对存活率。采用激光共聚焦显微镜观察细胞内吞效果和次氯酸的荧光识别性能。 

结果理化性能检测显示成功制备出 PTZ-BT。PTZ-BT显示出优异的光稳定性和高荧光量子效

应。PTZ-BT 发射红色荧光，加入次氯酸后荧光淬灭，显示出次氯酸识别效果。体外细胞实验

证实 PTZ-BTR 在 1uM浓度下即可被 HeLa细胞摄取并显示红色荧光。MTT细胞毒性显示在

1~10mM浓度范围内对 HeLa 细胞的毒性小。激光共聚焦显示，PTZ-BT和 HeLa细胞共培育 4h

后，细胞呈现红色荧光；细胞继续和次氯酸钠共培养 2h后红色荧光消失。 

结论 本研究已初步研究出近红外荧光探针 PTZ-BT，该探针具有红色荧光，对次氯酸显示出良

好的识别效果。 

 

 
EP-0074 

基于 PET/CT 不同 SUV 阈值计算肺癌肿瘤代谢体积的方法比较 

 
高俊刚,段小艺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710061 

 

目的 通过 PET/CT成像获得的肿瘤代谢体积（Metabolic tumor volume, MTV），是集肿瘤体

积及功能代谢为一体的半定量参数，对于临床治疗有很大的参考价值。本文通过测量 PET/CT

图像的指标数值，寻求最能代表肿瘤组织实际代谢体积的指标项。方法 收集 2014年 1 月至

2016年 12月期间在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确诊肺癌并行手术治疗的患者 53例作为观察

对象，年龄 33-82岁，中位年龄 59岁。测量 SUVmax 2.5、40%SUVmax、50%SUVmax所获得的肺

癌 MTV体积，并将其与手术肿瘤真实体积进行比较。结果 通过使用 ICC(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方法，最终获得 ICC-SUV2.5=0.320、 

ICC-40%SUVmax=0.789、ICC-50%SUVmax=0.796。50%SUVmax信度最高。结论 通过组内对比发

现，MTV(SUVmax 2.5)无法很好的表达实际的肿瘤代谢体积。MTV(50%SUVmax)能取得较好的表

达。在后期希望通过更大数据量的实践测量和计算，更细致的划分，可以寻找到更准确的标准

值，给临床治疗提供更好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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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075 

基于吩噻嗪近红外荧光探针的构建 

及其活体近红外检测炎症性肠病 

 
刘瑞源,夏琦 

南方医科大学 510515 

 

目的 近年来，荧光成像技术己成为对生物学过程进行无损实时监测显像的有力工具，具有很

高的时间和空间分辨率【1】。荧光成像在研究不同领域包括生物学，诊断学，药物研发等过

程中有着重要价值。近红外荧光检测由于能避免生物体自发荧光干扰，降低对生物样品的损

伤，并能更深地穿透生物组织，成为生物检测和生物成像的首选的检测方法之一【2】。而目

前所研究的近红外荧光探针中，大多局限于多甲基著类化合物，而多甲基著化合物光稳定性存

在缺陷，故开发基于新型荧光团的近红外荧光探针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及实际应用价值。本研

究设计合成基于吩噻嗪近红外荧光探针 PTZ-FR，探讨 PTZ-FR的光化学性能和活体近红外检测

炎症性肠病。 

方法 首先采用 Knoevenagel 反应制备得到 PTZ-FR；进一步利用红外光谱仪、核磁共振谱仪、

质谱和荧光分光光度计对 PTZ-FR 理化性质进行检测。体外细胞试验中，采用 MTT法检测 HT-

29细胞的相对存活率；采用 DSS诱导建立炎症性肠病，口服 PTZ-FR后进行活体荧光成像。 

结果理化性能检测显示已经成功制备出基于吩噻嗪近红外荧光探针 PTZ-FR。PTZ-FR显示出优

异的光稳定性和高荧光量子效应。体外细胞实验证实该 PTZ-FR 在 1uM浓度下即可被 HT-29细

胞摄取并显示红色荧光。MTT 细胞毒性显示在 1~10mM浓度范围内对 HT-29细胞的毒性小。口

服 PTZ-FR后，老鼠活体荧光成像结果显示，腹腔中成像红色荧光，表明 PTZB-FR 可以有效检

测肠黏膜屏障功能。 

结论 本研究已初步研究出基于吩噻嗪近红外荧光探针 PTZ-FR，可以活体近红外检测炎症性肠

病。 

 

 
EP-0076 

颈总动脉斑块高分辨率磁共振成像的研究 

 
曾国飞,杨华 

重庆市中医院 400021 

 

目的：解决目前普遍使用的 1.5T磁共振无法评价血管壁的现状，优化、建立扫描方案，为今

后斑块研究提供保障。 

方法：纳入 2017年 3月-2017 年 6月来我院行头颅增强扫描检查患者 50例，其中脑正常患者

21例，脑梗死患者 25例（腔隙性脑梗死计入此列），脑肿瘤患者 4例，应用西门子 1.5T磁

共振，所有患者行常规颈部平扫及高分辨率颈动脉窦扫描，分步优化各相关扫描方案，包括扫

描序列的选择、各扫描参数的优化，序列包括 T1WI、T1WI 增强扫描、T2WI、PDW等，各序列

再优化扫描参数，包括压脂参数的选择、FOV的大小、层厚的大小、重复时间等，评价所获得

的血管壁成像质量，制定小动脉管壁磁共振扫描方案。增强扫描在打药后 30s、60s、120s、

180s、240s、300s、360s、420s行血管壁增强扫描，评价血管壁强化最明显时限。 

结果：确定以 3D TOF进行定位，分别行 T1WI、T2WI、CE-T1WI、PDW的扫描流程，层厚 2mm、

FOV14cm、以及增强扫描血管壁最佳延迟扫描时间为 5分钟的总扫描参数，逐一细化各扫描序

列的具体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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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优化后的磁共振血管壁成像方法对颅内小动脉管壁显示清晰、可靠，可在临床广泛开展

应用。 

 

 

EP-0077 

心脏磁共振成像评价心肌炎的检查方案及诊断策略 

 
曾国飞,杨华 

重庆市中医院 400021 

 

目的：探讨青年心肌炎患者心脏磁共振的检查方案及诊断策略。 

方法：选择临床通过心电图及心肌酶谱检查高度怀疑心肌炎患者 29例及健康志愿者 15例。所

有患者行 MR心脏增强扫描,扫描协议包括:黑血序列、亮血序列、电影序列、双反转 T2加权脂

肪抑制、首过心肌灌注和心肌灌注延迟成像。 

结果：15例健康志愿者均无阳性发现。高度怀疑心肌炎组中 9例（31.0%）T2加权脂肪抑制显

示心尖部心肌表现为局灶性斑点或斑片状高信号;8例（27.6%）患者显示右心室游离壁斑点或

斑片状高信号，6例（20.7%）左心室游离壁斑点或斑片状高信号;2例（7.0%）心脏电影出现

局部室壁运动异常,表现为室壁运动轻度减弱,测得 29例患者的左心室射血分数、左心室舒张

末期容积及左心室舒张末期直径分别为（56.7±5.2）%、（153±30.7）mL、（49.7±5.2）mm,

三个功能参数与健康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0例（0%）首过心肌灌注出现异常;6例

（20.7%）出现心肌延迟强化,表现为相应水肿区域心肌斑片状延迟强化。 

结论：心脏磁共振检查可以显示心肌炎的病变部位、范围、程度及心功能情况,且以双反转 T2

加权脂肪抑制序列最敏感，将为心肌炎的诊断与鉴别诊断提供影像学依据。 

 

 
EP-0078 

多模态磁共振成像对宫颈癌化疗后早期效果评估的价值 

 
刘忠柳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200065 

 

目的 探索多模态磁共振成像对宫颈癌化疗后早期效果评估的价值  

方法 收集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2015年 4月至 2016年 4月期间，经细胞学涂片或活检证实

为宫颈癌且接受化疗的患者 15例。所有患者在化疗前及化疗后 1个月分别行多模态磁共振成

像检查，成像序列包括常规 T1WI、T2WI、DWI、BOLD-MRI及 DCE-MRI，并测得相关检查指标，

包括肿瘤最大径 dmax、DWI检查指标 ADCmean；BOLD-MRI 检查指标 R2
*
值；DCE-MRI 检查指标

K
trans

及 Ve值。比较化疗前后肿瘤最大径 dmax 与多模态磁共振检查指标的变化；并比较分析化

疗后肿瘤大小变化（肿瘤最大径变化率Δdmax%）与化疗前多模态磁共振成像检查指标的相关

性。  

结果 （1）化疗后肿瘤最大径 dmax较化疗前明显减小（P<0.05）；化疗后肿瘤 ADCmean较化疗前

明显升高（P<0.05）；化疗后肿瘤 R2
*
值较化疗前明显升高（P<0.05）；化疗后肿瘤 K

trans
较化

疗前明显升高（P<0.05），而化疗后肿瘤 Ve值较化疗前虽有所升高，但不具有明显统计学意义

（P>0.05）；（2）化疗前后肿瘤最大径变化Δdmax%与化疗前肿瘤基线 R2
*
值呈明显负相关

（r=- 0.742，P<0.05）；而与化疗前肿瘤 ADCmean、K
trans

、Ve值无明显相关性（P<0.05）。 

结论 多模态磁共振成像对宫颈癌化疗后早期效果评估具有一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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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079 

多模态磁共振成像对宫颈癌诊断的价值 

 
刘忠柳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200065 

 

目的 探索多模态磁共振成像对宫颈癌诊断的价值  

方法 收集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2015年 4月至 2016年 4月期间，经细胞学涂片或活检证实

为宫颈癌且接受手术治疗的患者 17例。所有患者在术前均行磁共振检查，成像序列包括常规

T1WI、T2WI、DWI、BOLD-MRI 及 DCE-MRI，并测得相关检查指标，包括 DWI检查指标 ADCmean；

BOLD-MRI 检查指标基线 R2
*
值；DCE-MRI 检查指标 K

trans
及 Ve值。术后对宫颈癌标本进行评

估，包括病理类型、分化程度、宫旁组织浸润情况、盆腔淋巴结转移情况、MVD及 HIF-1α表

达情况，并比较分析多模态磁共振成像检查指标与病理特征的相关性。  

结果 （1）K
trans

 值在鳞状细胞癌和腺癌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2）高/中分

化组的 ADCmean明显高于低分化组，且高/中分化组的基线 R2
*
值明显低于低分化组，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P<0.05）；（3）多模态磁共振成像检查指标与宫旁组织浸润情况及盆腔淋巴结转

移情况无明显相关性（P>0.05）；（4）宫颈癌组织内 MVD 水平与 K
trans 

值存在弱强度正相关

(r=0.313, P<0.05)，与其他检查指标无明显相关性（P>0.05）；（5）宫颈癌组织内 HIF-1α

表达水平与基线 R2
*
值存在中等强度正相关（r=0.559，P<0.05），与其他检查指标无明显相关

性（P>0.05）。  

结论 多模态磁共振成像对宫颈癌的诊断具有一定价值。 

  

 

 
EP-0080 

联影 128 层 CT 低剂量冠状动脉 CTA 成像的应用价值 

 
成水华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200065 

 

目的：评估应用上海联影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 128层 CT（uCT 760）进行低管电压

（80KV，70KV）冠状动脉 CTA检查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选取 2016年 3月至 2016年 6月体

重指数（BMI）在 22-25Kg/m
2
，临床怀疑或已知冠心病拟行冠状动脉 CTA检查的 120例患者。

采取随机数字表法选取 40例为常规剂量组(A组)，其余 80例为低剂量组（B组）。两组均行

回顾性心电门控扫描技术，A组采用管电压 120Kv，管电流 150mAs。B组根据管电压分成两个

亚组，B1组管电压 80KV（40例），B2组管电压 70KV（40例），均采用管电流 150mAs。各组

CT图像的辐射剂量[CT剂量长度乘积(DLP)和有效剂量(ED)]以及图像噪声（SD）、图像信噪比

(SNR)、冠状动脉近段的对比噪声比(CNR)进行系统测量。由 2名放射科医师采用双盲法对每例

患者冠状动脉的图像质量进行 4分法评估。应用 ANOVA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三组辐射剂量(DLP

和 ED)、SD、SNR和冠状动脉近段 CNR。用 Kappa分析评价不同观察者冠状动脉图像质量评分

的一致性。结果：A组、B1 组、B2组的 DLP分别为（490.08±78.83）、（182.29±69.79）

和（67.10±27.04）mGy*cm,ED分别为（11.33±1.27）、（2.56±0.97）及（0.94±0.40）

mSV，三组间两两比较均有显著性差异（P＜0.05）。主观图像质量评估：A组(3.61±0.77)

分，B1组(3.53±0.80)分，B2组(3.74±0.69)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20)。客观图像质

量评估：三组之间 SD、SNR、冠状动脉近段 CNR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值分别为 0.81、0.08、

0.15、0.37、0.33）。结论：联影 128层排 CT采用低管电压行冠状动脉 CTA，在保证图像质

量的同时，可以有效降低辐射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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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081 

RNAi 抑制宫颈癌细胞人端粒酶逆转录酶（hTERT）基因 

的体外实验研究 

 
高晓龙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200065 

 

目的 通过 RNAi技术对宫颈癌细胞人端粒酶逆转录酶 hTERT 基因的特异性抑制,旨在探讨 RNA

干扰技术在宫颈癌中应用的可行性，并筛选出对宫颈癌治疗可能有效的 siRNA片段，为宫颈癌

的基因治疗提供实验依据。 

方法 1. 宫颈癌细胞株 Hela 的培养传代。2. 化学合成靶向于 hTERT基因的 siRNA，用阳离子

脂质体转染法将其导入宫颈癌细胞内。3. 实验分组如下：转染组 siRNA-1、siRNA-2、siRNA-

3、siRNA-4、阳性对照组(siRNA-G)、阴性对照组(siRNA-NC)、阳离子脂质体组（LIP），空白

对照组(Blank)。4. 通过 TRAP，RT-PCR、实时定量 PCR和 Western Blot方法分别检测宫颈癌

细胞转染后细胞的端粒酶活性，hTERT mRNA和蛋白水平，MTS法检测细胞生长增殖，流式细胞

仪检测细胞凋亡情况。 

结果 1. 流式细胞仪显示宫颈癌细胞的转染效率为 80%。2. siRNA-3组的端粒酶活性明显下

降，与其他 5组相比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1）。3. siRNA-3组 hTERT mRNA表达水平显

著下降，与其他 5组相比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1）。4. hTERT蛋白表达明显下降，与其

他各组相比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1）。5. Blank组、siRNA-NC组、siRNA-3组的细胞凋

亡率分别为（8.64士 0.28）%、（8.67士 0.40）%和（48.21 士 4.25）%，siRNA-3组细胞凋

亡率明显升高，与其他 5组相比有明显统计学意义（p＜0.01）。 

结论 RNAi技术能特异性抑制宫颈癌 Hela细胞 hTERT基因，下调 hTERT mRNA及蛋白表达水

平，降低端粒酶活性，抑制癌细胞生长、增殖，促进宫颈癌细胞凋亡，为宫颈癌的基因治疗研

究提供实验依据。 

 

 
EP-0082 

磁共振在特殊妊娠诊断中的应用 

 
高燕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200065 

 

目的：评价 MR在特殊妊娠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32例经临床、手术病理证实特殊妊娠患者接受 Siemens 3.0T 磁共振检查，其中 28例

行 Gd-DTPA增强检查。检查序列包括：T1WI、T2WI、DWI、SWI、增强 T1WI。年龄 23-44岁，

平均（33．7±4．9）岁。孕 5-32周，平均 11.5周。临床表现腹痛、恶心、呕吐就诊 24例，

无症状者 5例。 

结果：不同部位妊娠 MR表现相似，典型表现为着床部位孕囊结构，宫内早孕宫腔蜕膜反应明

显。。卵巢畸胎瘤、巧克力囊肿信号混杂，SWI因成分不同而高低信号混杂。妊娠合并子宫病

变中，子宫肌瘤最常见，典型表现为 T1WI中等、T2WI低信号，DWI呈中等信号，SWI呈中等

信号，增强后强化程度相对低于正常子宫肌层。子宫腺肌症表现 T1WI中等，T2WI以稍低信号

为主，内夹杂斑点状高信号，DWI信号中等，SWI呈中等信号，内见少许斑点低信号。疤痕妊

娠表现为子宫前下壁肌层明显变薄，局部见团片状异常信号，T1WI等低信号、T2WI不均匀高

信号，子宫结合带中断，DWI 呈稍高信号，SWI呈稍高信号，部分见条片低信号。胎盘前置表

现为胎盘位置异常，接近或部分覆盖宫颈内口，可伴有胎盘植入，早期胎盘表现为 T1WI 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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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T2WI稍高信号，DWI呈中等信号，信号较均匀，妊娠中后期胎盘信号不均匀。胎盘植入表

现为子宫结合带低信号连续性中断，肌层内取而代之胎盘样结构，增强后明显强化，在妊娠中

后期表现为肌层内病灶周边结节样、花环样强化。 

结论：MR对特殊妊娠的全面诊断和评估有很大帮助，特别对子宫疤痕妊娠、胎盘前置及胎盘

植入等疾病的临床进一步诊疗有重要价值。 

 

 
EP-0083 

320 排 CT 灌注检查对早期急性轻症胰腺炎肝脏损伤 

情况的评估价值 

 
江虹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200065 

 

目的 探讨 320排 CT灌注成像技术对急性轻症胰腺炎（MAP）早期患者肝脏损伤情况的评估价

值。 

方法 收集我院 2012年 6月～2014年 3月期间临床诊断为急性胰腺炎并经 Balthazar 评分为

A～B级的患者 28例（男 17 例，女 11例），平均年龄 53岁（31～75岁），于发病 48小时内

行 320排 CT上腹部平扫及灌注成像检查。临床上无胰腺疾病的患者 25例（男 10例，女 15

例）作为对照组，平均年龄 58岁（29～80岁）。对 CT平扫图像观察指标包括胰腺形态、大

小、密度的改变、胰周脂肪改变及肾前（后）筋膜等情况。上腹部动态容积扫描原始数据传入

东芝 Aqulion one 320排 CT机配备的腹部灌注软件，利用最大斜率模型生成上腹部脏器灌注

参数伪彩图。在肝脏左叶、右叶分别选取感兴趣区 ROI获取相关的灌注参数值，每个部位共选

取 3次 ROI并取其平均值为测量值，单位为 mL min-1 100mL-1；ROI直径为 2 mm以上，同时

避开脏器边缘、大血管等。记录患者检查时由 CT机自动生成剂量长度乘积（DLP），根据国际

放射防护委员会提出的公式计算出有效剂量。应用 SPSS16.0统计软件包对数据进行分析，所

有数据表示为均数±标准差。以方差分析比较组间及组内胰腺及肝脏各部位参数，两两组间比

较采用 LSD法，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MAP患者的肝左叶及右叶 HAP分别为 60.85±17.72 mL min-1 100mL-1、54.93±14.33 

mL min-1 100mL-1，均较对照组升高，差别有统计学意义；肝左叶及右叶 HPP分别为

164.36±30.25 mL min-1 100mL-1、212.18±38.51 mL min-1 100mL-1，与对照组比较差别无

统计学意义。CT灌注的有效剂量为 16.8 mSv。 

结论 320排 CT灌注成像有助于了解和评估胰腺炎症对肝脏损伤的情况，可作为常规增强检查

的辅助手段。 

 

 

EP-0084 

非痴呆型血管性认知功能障碍患者静息态功能磁共振研究 

 
江虹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200065 

 

目的 采用静息态功能磁共振（fMRI）技术，探讨低频振幅（ALFF）分析方法在非痴呆型血管

性认知功能障碍（VCIND）中的价值。 

方法 以 2013年 11月～2014 年 8月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神经内科收治的 VCIND患者 16

例，男 10例，女 6例；年龄 54～74岁，平均（62.31）岁；受教育年限 6～17年，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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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4）年。同期征集医院所在地附近社区的正常成人志愿者 17例作为对照组，男 9 例，女

8例；年龄 52～70岁，平均（61.76）岁；受教育年限 6～16年，平均（11.18）年。由同一

位执业超过 10年的神经内科医师对两组受试者进行简易智能状态检查量表（MMSE）、蒙特利

尔认知评估量表（MoCA）、临床痴呆评定量表（CDR）、Hachinski缺血量表（HIS）等神经心

理学量表检查和静息态脑功能磁共振成像。利用 ALFF算法对两组全脑静息态数据进行对比分

析，观察 VCIND患者与正常对照 ALFF有显著差异的脑区。 

结果 VCIND组和对照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方面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VCIND组 MMSE总分为 24～29分，平均 26.43±1.31 分，MoCA总分 15～24分，平均

20.06±2.32 分，HIS 总分 8～11分，平均 9.93±1.48 分；对照组 MMSE总分为 27～30 分，

平均 29.29±0.85 分，MoCA 总分为 26～30分，平均 27.29±1.16 分。2组 MMSE及 MoCA 总分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静息态 fMRI结果显示：与对照组比较，VCIND组 ALFF减弱

的区域主要包括边缘叶、两侧梭状回、左侧海马旁回、左侧颞叶等。 

结论 静息状态下，VCIND患者存在某些脑区的活动减低，反映其脑功能失调的病理变化，为

临床从大脑神经活动层面进一步了解 VCIND认知功能损伤及其代偿过程提供了客观依据。 

 

 
EP-0085 

脾脏占位性病变 CT 诊断及鉴别诊断价值 

 
江虹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200065 

 

目的 探讨螺旋 CT在脾脏占位性病变诊断及鉴别诊断中的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5例经病理和临床证实的脾脏占位性病变的螺旋 CT增强检查资料及临床资

料，分析脾脏占位性病变的 CT特征。 

结果：25例脾脏占位性病变中，脾囊肿 6例，血管瘤 5 例，脾脓肿 2例，脾梗死 5例，淋巴

管瘤 1例，淋巴瘤 2例，转移瘤 4例。脾脏囊肿、血管瘤及淋巴管瘤多为偶然发现，常无临床

症状；脾脏脓肿临床表现有高热、腹痛、血象增高等，触诊可有左上腹压痛；脾梗死可无临床

症状，亦可引起左上腹痛；脾淋巴瘤多有脾脏增大，有时可伴有左上腹疼，可有全身多处淋巴

结肿大，白细胞和血小板可减少；转移瘤多有原发恶性肿瘤病史并伴有相应症状。脾脏占位性

病变 CT平扫表现为低密度，少数可呈囊实性或因出血、坏死、钙化而表现为混杂密度。良性

病灶多边界清楚，恶性病灶边缘多模糊，边界不清。CT增强扫描囊肿、淋巴管瘤及脾梗死无

强化；血管瘤呈渐进性强化，体积较小的血管瘤可表现为强化不明显；脓肿为边缘及分隔强

化，脓腔无强化；淋巴瘤及转移瘤可有不同程度的强化。良性病变一般具有以下特征：1.脾脏

可肿大或不大。CT 平扫表现为境界清楚低密度灶，病灶常较小，增强后明显强化或不强化。2.

腹腔淋巴结无肿大。3.临床表现较轻或体检偶然发现。以囊肿和血管瘤为常见。恶性肿瘤：1.

脾脏肿大明显，转移瘤脾脏可以不大。2.病灶常较大，边界清楚或不清楚，增强扫描多无或不

均匀轻微强化。3.脾门、腹膜后淋巴结肿大。4.临床表现较重，常有左上腹疼痛不适或触及肿

块，或伴有发热、消瘦、贫血、脾功能亢进等，可有相关恶性肿瘤病史。4.以恶性淋巴瘤和转

移瘤最常见。 

结论 螺旋 CT扫描对脾脏占位性病变的诊断和鉴别诊断有一定的帮助，结合临床病史多可正确

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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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086 

CT 血管造影对肺癌合并上腔静脉综合征的诊断价值 

 
江虹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200065 

 

目的 探讨肺癌合并上腔静脉综合征(SVCS) 的 CT血管造影表现及其诊断价值。 

材料和方法 收集 2007年 7月至 2011年 6月间 23例经纤维支气管镜、肺穿刺、转移肿大的淋

巴结穿刺、胸水及痰液脱落细胞学等病理检查确诊为肺癌并伴有上腔静脉梗阻及 SVCS继发病

变的 23例影像及临床资料，回顾性分析其螺旋 CT血管造影的特征。 

结果 (1)原发疾病特征：肺癌位于右肺上叶 7例、右肺中叶 3例、右肺下叶 5例、右全肺 2

例、左肺上叶 2例、左肺下叶 4例。小细胞肺癌 9例，非小细胞肺癌 14例。(2)上腔静脉梗阻

征：主要临床症状包括上肢、头颈部及颜面部肿胀，颈静脉怒张，胸壁、上腹壁皮下静脉曲

张，紫绀，呼吸困难，咳嗽，声音嘶哑等。参照 William Standford 法将上腔静脉阻塞程度分

为 3度。轻～中度：上腔静脉部分阻塞(<90％)；重度：上腔静脉几乎完全闭塞(>90％)；上腔

静脉完全闭塞。三者例数分别为 10，9，4。根据上腔静脉与周围病变的关系，其梗阻形态可

表现为：单侧压迫 5例、半环状包埋 5例、环状包埋 6例、夹心状包埋 3例、完全闭塞 4例；

伴或不伴上腔静脉移位。单侧压迫表现为原发病变位于上腔静脉的一侧，血管受压变扁，管壁

多较光整；半环状包埋，表现为上腔静脉一半以上被病变包绕，管腔缩窄，可同时伴有移位；

环状包埋表现为上腔静脉管腔完全被病灶包绕，管腔缩窄，甚至完全闭塞；夹心状包埋，病灶

位于上腔静脉的两侧，呈夹心饼干状推挤上腔静；完全闭塞，上腔静脉由于病灶的挤压或侵犯

完全闭塞。上述表现在 MRP 及 VR图像上均能清楚显示。(3)继发病变征：按其位于胸壁的前、

后分为 2组，前组侧枝血管包括胸廓内静脉、胸外侧静脉、膈下静脉、心包膈静脉等；后组侧

枝血管包括奇静脉、椎静脉丛、后肋间静脉、肩背部静脉、半奇静脉和副半奇静脉。 

结论 CT血管造影检查能全面、准确诊断肺癌合并 SVCS，为临床诊断和治疗提供更丰富的影像

学信息。 

 

 
EP-0087 

1H-MRS 及行为学综合评价神经干细胞与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

联合治疗 APP/PS-l 转基因 AD 小鼠的疗效 

 
李铭华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200065 

 

目的 既往的研究主要依赖实验动物的行为学改变来评判神经干细胞 NSCs移植对于阿尔茨海默

病 AD的影响，但其主观性较大。本实验利用 7T高场强 1H-磁共振波谱 1H-MRS观察 APP/PS-l

转基因 AD小鼠 NSCs与脑性神经营养因子 BDNF联合治疗后海马区的神经代谢改变，并结合行

为学综合评价 NSCs移植治疗 AD疗效。 

方法 获取胎鼠海马区的 NSCs，贴壁法体外扩增培养，增强型绿色荧光蛋白 EGFP转染。36只

12月龄的 APP/PS-l转基因 AD小鼠分为 3组，每组 12只，（1）联合组：移植转染 EGFP的

NSCs至双侧海马 CA1区，经侧脑室注射 BNDF；（2）NSCs 组：移植转染 EGFP的 NSCs至双侧

海马 CA1区；（3）对照组：注入 PBS至海马 CA1区。移植后 6周，应用 7.0T磁共振仪进行小

鼠脑部海马的 1H-MRS检测；同时应用 Morris水迷宫定航实验测定各组小鼠的逃避潜伏期。取

小鼠脑组织切片经 EGFP-Aβ 免疫荧光双标记染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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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移植后联合组及 NSCs 组小鼠海马 CA1区的 NAA/Cr 值、MI/Cr值较对照组升高

（p<0.05,p<0.01），并且联合组的 NAA/Cr值亦高于 NSCs 组（p<0.01）。 

定位航行试验中，联合组、NSCs组及对照组小鼠逃避潜伏期差异均有差异

（p<0.05,p<0.01），三组的逃避潜伏期逐渐延长。各组小鼠的平均逃避潜伏期与 NAA/Cr 值呈

负相关（Pearson相关系数为-0.906，p<0.01）。联合组、NSCs组小鼠海马区可见移植细胞，

部分分化为神经元，部分分化为胶质细胞。 

结论  NSCs和 BDNF联合治疗较单独使用 NSCs能更好地改善转基因 AD小鼠的学习记忆能

力。7T高场强 1H-MRS作为一种活体、无创的检查方法可以检测转基因 AD小鼠的 NSCs移植治

疗后的代谢改变，结合行为学检查能够对其疗效作出更客观、有效的评价。 

 

 
EP-0088 

APP/PS-1 转基因小鼠病理学改变及其对行为学的影响 

 
李铭华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200065 

 

目的 观察 APP/PS-1转基因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 AD )小鼠模型脑部β-淀

粉样蛋白（β-Amyloid  Protein, Aβ）沉积、神经元缺失以及胶质细胞的活化、增生等情

况；并比较不同月龄的 APP/PS-1转基因小鼠和对照组学习记忆能力的差异，及其与病理学改

变之间的关系。 

方法 3、6、9个月龄的 APP/PS-l转基因小鼠各 6只作为实验组，同龄野生型小鼠做为对照

组；应用 Morris水迷宫对小鼠进行学习与记忆能力的检测；取小鼠脑组织切片经尼氏染色、

Aβ免疫组织化学染色以及铁蛋白-Aβ和神经胶质纤维酸性蛋白（Glial Fibrillary Acidic 

Protein, GFAP）-Aβ免疫荧光双标记；数据分析软件：采用 SPSS12.0统计分析相关数据。 

结果 6月龄的 APP/PS-1转基因小鼠脑部 Aβ斑块形成，而 9月龄的 APP/PS-1转基因小鼠皮

质和海马内 Aβ沉积斑块数量增多；6、9月龄的 APP/PS-l转基因小鼠脑部出现神经元缺失，

胶质细胞的活化、增生；随着月龄的增加，6、9月龄 APP/PS-1转基因小鼠的学习记忆能力下

降（p<0.01）。 

结论 Aβ的表达在 APP/PS-1转基因小鼠的病理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沉积的 Aβ斑块使得胶

质细胞活化增生，引起神经元的缺失，由此导致了 6、9月龄 APP/PS-1转基因小鼠的学习记忆

能力出现下降。 

  

  

 

 
EP-0089 

多参数成像在肾脏恶性肿瘤诊断及鉴别诊断中的价值 

 
吕琦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200065 

 

目的 探讨 3.0TMR磁敏感成像结合弥散加权成像序列与肾癌病理分级分期的关系及 320 CT动

态增强扫描在不同类型肾癌鉴别诊断中的作用。 

方法 回顾性分析 65例不同类型肾脏恶性肿瘤，采用 3.0TMR行 b值=800s/mm
2
 DWI及 SWI 检

查，所有肿瘤均经手术病理或穿刺活检证实，其中肾透明细胞癌 38例，乳头状肾细胞癌 15

例，肾嫌色细胞癌 12例。对病灶的 DWI及 SWI信号特点进行记录和分析，将其中的Ｔ分期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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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后病理Ｔ分期进行对比，计算并比较临床各期 ADC值间的关系。比较肿瘤动态增强各期增强

特点和强化程度，并测量动态增强扫描各期肾癌的 CT值，对各组数据进行统计学处理，计算

均值与标准差，并计算强化幅度。 

结果 肾癌中，各期两两比较发现，在未用 SWI检测出血时，I期与其余各期相比，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III与 IV期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 II期与 III、IV期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参照 SWI除外出血区域后测量 ADC值发现，I期与其余各期、II期与 III、IV期两两比较

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而 I、II期之间及 III期与 IV期之间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1）。不同亚型肾癌 CT动态增强扫描发现，肾透明细胞癌与非透明细胞癌强化幅度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而乳头状肾癌与嫌色细胞癌两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肾透明细胞癌强化幅度最高。 

结论 利用磁共振多参数序列成像能准确、良好的判断肾癌的临床分期，而 CT动态增强扫描在

鉴别不同亚型肾癌有方面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EP-0090 

磁敏感加权成像与灌注加权成像在肾透明细胞癌 

分级诊断中的应用 

 
马亮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200065 

 

摘 要：目的明确磁敏感加权成像（SWI）肿瘤内磁敏感信号（ITSS）与灌注加权成像（PWI）

转运常数（Ktrans）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以及两者在肾透明细胞癌（ccRCC）分级诊断中的应

用价值。方法选取 36例经手术病理证实为 ccRCC并进行病理 Fuhrman核分级（Ⅰ~Ⅳ）评估的

患者,行 2D多次屏气 SWI和肾脏 PWI扫描。评估测量 ITSS 等级与 Ktrans的平均值,对

FuhrmanⅠ、Ⅱ、Ⅲ3组间分别进行 Kruskal-Wallis检验和方差分析,并分析 ITSS等级和

Ktrans平均值之间的相关性;同时应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其分级诊断效能。结

果 Fuhrman分级Ⅰ级 8例、Ⅱ级 16例、Ⅲ级 12例,对应的 ITSS等级分别为 1.25±0.43、

1.75±0.83 和 2.20±0.75,Ktrans 值分别为（0.24±0.07）、（0.31±0.08）和

（0.34±0.07）min-1,不同 Fuhrman分级间 ITSS等级和 Ktrans值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6.089,P〈0.05;F=4.116,P〈0.05）。ITSS与 Ktrans 总体呈中度正相关（r=0.536,P

〈0.01）。以 ITSS和 Ktrans 的 ROC曲线鉴别高、低级别（FuhrmanⅢvsⅠ~Ⅱ）ccRCC的曲线

下面积（AUC）、敏感性和特异性相对较高,分别为 0.737、80.0%、37.5%和 0.737、90.0%、

68.8%。结论 ITSS和 Ktrans 可以为 ccRCC术前分级诊断提供更加丰富的信息,从而有助于手

术方案的制定及预后的判断。 

 

 
EP-0091 

冠状动脉 CTA 对冠状动脉异常起源的诊断价值 

 
倪炯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200065 

 

目的 总结大样本病例冠状动脉 CT血管造影成像中发现冠状动脉异常起源的类型及数量, 提高

对冠状动脉变异的认识，为临床诊治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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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0年 6月至 2013年 12月间在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行冠状动脉 CTA 检查

的 2679例患者的影像学检查及病史资料。冠状动脉 CTA 采用回顾性心电门控，将 CT原始图像

在 R—R间期 45%、50%、75%、80% 四个时相重建，选择图像最佳者在工作站进行图像后处

理。采用容积成像（VR）、曲面重建（CPR）、最大密度投影（MIP）等后处理软件。CT图像

由 2位中级职称以上的影像科医师各自独立完成图像后处理及诊断。 

结果 4679例患者年龄 69.5±10.6 岁；男性/女性 2798/1881。右优势型 3346例(71.51％)，

左优势型 356例(7.61％) ，均衡型 977例(20.88％)。男性均衡型及左优势型所占比例均高于

女性(P<0.05)，右优势型所占比例在男女性别之间无显著性差异(P>0.05)。4679例患者中共

发现冠状动脉异常起源者 33例（0.71%），其中男性 23例(69.70％，23/33)，女性 10例 

(30.30％,10/33)。右冠状动脉起源异常 19例,其中最多见的类型是右冠状动脉开口于左冠状

动脉窦（n=13, 0.28%）, 其次为右冠状动脉高位开口（n=6, 0.13%）。左冠状动脉起源异常

共 12例，其中左主干短小或缺如较多（n=6, 0.13%）；另有左旋支缺如 4例、左冠状动脉高

位开口 2例、左冠状动脉与右冠状动脉共同开口于右冠状动脉窦 1例。单一冠状动脉 1例。 

结论 冠状动脉 CTA能准确直观地显示冠状动脉异常起源，可作为冠状动脉变异的筛查手段。 

 

 
EP-0092 

Bioluminescence imaging of mesenchymal stem cells by 

over expression hepatocyte nuclear factor4α: 

tracking survival and biodistribution 

 
Xie pei-yi

1
,Hu Xiao-jun

2,3,4
,Meng Xiao-chun

1
,Shan Hong

2,3,4
 

1.Department of Radiology， The Sixth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China 

2.Interventional Medicine Center， The Fifth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Zhuhai， China 

3. Interventional Radiology Institute， Sun Yat-sen University， Zhuhai， China 

4.Guang Dong Provincial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of Molecular Imaging， Zhuhai， China 

 

Purpose: Hepatocyte-like cells differentiated from human bone marrow-derived 

mesenchymal stem cells (BM-MSCs) provided a new source for cell replacement 

therapy and drug screening. However, relatively low efficiency and repeatability 

of the hepatic differentiation from human BM-MSCs remains unsolvable. Hepatocyte 

nuclear factor4α (HNF4α)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whole process liver 

development
2
, which is the regulation of cell differentiation and the maintenance 

of liver hepatocyte important biological functions transcriptional proteins.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construct mesenchymal stem cells (MSCs) with over 

expression HNF4a and investigate their hepatic differentiation and therapeutic 

potential for treating acute liver injury (ALI) rats, and to track their survival 

and biodistribution after transplantation by bioluminescence imaging (BLI). 

Methods: HNF4α gene was transduced into human bone marrow MSCs (UE7T-13 cells) by 

lentiviral vector (pLV/Final-puro-hHNF4a-hrGFP). HNF4α-transduced MSCs (E7-

hHNF4α cells) were labeled with lentiviral vector (pLENTi-CMV-luc2-mKate2),which 

was named as E7-hHNF4α-R cells . E7-hGFP-R cells containing luciferase2-mKate2/ 

hGFP gene were used as a negative group. Then positive cells were sorted by 

fluorescence-activated cell sorting (FACS). After in vitro hepatic differentiation, 

differentiated cells were analyzed their hepatic functions such as measurement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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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bumin, urea, glucose, cytochrome P450 activity, Indocyanine green (ICG) uptake 

and release, and drug metabolization in vitro. ALI modals of Sprague-Dawley (SD) 

rats (180-220g) were induced by a single intraperitoneal injection of D-

galactosamine (D-GalN, sigma) at 700 mg/kg
4
. After 24 hours, ALI modals were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phosphate buffer saline (PBS, vehichle control), E7-

hGFP-R cells and E7-hHNF4α-R cells’ transplantation via superior mesenteric vein 

(SMV). We used 24 rats per group for tissue collection at 1, 3, 6, and 7 days (n=6 

each time point) after treatment and 10 rats per group for survival analysis. 

Blood samples were collected at each time point after treatment by tail snip for 

analysis of liver enzyme release levels. After 2.0×10
6 
cells transplantation at 1, 

3, 6 and 7 d, BLI was used to dynamically track the survival and biodistribution 

of implanted E7-hGFP-R cells and E7-hHNF4α-R cells. The restoration of biological 

functions of the livers receiving transplantation was assessed via a variety of 

approaches such as mortality rate determination, serum biochemical analysis, 

histological, immunohistochemical and genetic analysis. 

Results:   

Generation of  E7-hHNF4α-R cells with stable, high-level expression of hHNF4a 

and luc2 proteins 

Approximately 93% of the E7-hHNF4α-R cells expressed both GFP and mKate2 after 

hHNF4a-hrGFP and luc2-mKate2 lentiviral transduction determined by flow cytometry. 

Reverse transcriotion-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RT-PCR)was performed to verify 

that the HNF4a mRNA was robustly expressed in E7-hHNF4α-R cells but not in E7-

hGFP-R cells. Immunofluorescence staining showed that the HNF4a and mKate2 

proteins were expressed in E7-hHNF4α-R cells, respectively. In addition, a strong 

correlation between luciferase activity and cell numbers was observed in  E7-

hHNF4α-R cells. 

Hepatic functions of E7-hHNF4α-R cells after vitro hepatic differentiation 

In our previous study, we had transduced lentiviral vector containing HNF4α into 

immortalized human BM-MSCs UE7T-13 cells which were named E7-hHNF4α cells. E7-

hHNF4α cells acquired some hepatocyte-like cells’ functions such as Indocyanine 

green (ICG) uptake and release, glycogen storage, urea production and ALB 

secretion and expressed some liver-specific genes including FOXA2,ALB,CYP2B6 and 

AAT in vitro. 

E7-hHNF4α-R cells transplantation could restore injured liver function and 

prolong the survival time of ALI rats. 

In order to evaluate the changes of liver function induced by GalN, the plasma 

levels of AST and ALT were evaluated. At 24 h, plasma levels of AST and ALT 

significant increased in rats with GalN injection when compared with those the 

rats without that treatment. Histological analysis of liver tissue provided 

confirmatory information of liver damage: including specifically necrosis in 

central and intermediate zones, portal and periportal hemorrhag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E7-hHNF4α-R cells on function recovery of rat liver with ALI, 

blood samples were collected at 1, 3, 6, and 7 d after different treatments for 

analysis of the plasma AST and ALT release levels. Both AST and ALT level of the 

rats with ALI showed a significant decrease at 3 d in  E7-hHNF4α-R cells group 

comparing with the other two groups. Immunohistochemical and RT-PCR results 

confirmed the presence of transplanted E7-hGFP-R and E7-hHNF4α-R cell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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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ipient rat livers. Only one rat died during the observation period in the  E7-

hHNF4α-R cells group, versus 50% of the PBS group and 65% of the E7-hGFP-R group. 

Tracking survival and biodistribution of  E7-hHNF4α-R cells transplantation in 

D-galactosamine-injured rats by BLI  

The bioluminescence imaging (BLI) is an optical imaging approach, which can 

provide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information on cell viability and allow the 

noninvasive track of transplanted cells in vivo by detecting luciferase reporter 

gene expression with usage of the in vivo imaging system (IVIS). The 

bioluminescence light intensity from the liver region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at 1 

d after  E7-hHNF4α-R cells and E7-hGFP-R cells' transplantation, and decreased 

gradually until almost undetectable at day 7. In order to identify the organs of 

rats in which the transplantation cells accumulated, the liver, heart, spleen, 

lung and kidney were excised at different time points from rats with ALI after 

being transplanted with labeled cells. The ex vivo bioluminescence imaging showed 

that the bright bioluminescence was only observed in the liver, which indicated 

that the  E7-hHNF4α-R cells and E7-hGFP-R cells transplantation into ALI rats 

via a SMV injection mainly accumulated in the liver. What’s more, the 

bioluminescence light intensity from liver decreased in a time-dependent way, 

which was in line with the results of the in vivo bioluminescence imaging study. 

Conclusion Our data revealed that  E7-hHNF4α-R cells not only could 

differentiate into functional hepatocyte-like cells in vitro, but also could 

improve liver functions and prolong the survival time of ALI rats. And BLI is a 

useful tool to track the transplanted cells survival and biodistribution. 

 

 

EP-0093 

MDCT 对甲状腺肿瘤的鉴别诊断价值 

 
倪炯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200065 

 

目的 分析各种甲状腺肿瘤的 MDCT征象，探讨 MDCT对甲状腺肿瘤鉴别诊断的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1年 1月至 2013年 12月间本院收治的 50例甲状腺肿瘤患者的影像学资

料及手术病理结果。所有患者术前行 MDCT检查，MDCT图像由 2位中级职称以上的影像科医师

共同阅片，分析甲状腺肿瘤的边界、密度、强化方式、肿瘤与邻近器官的关系；肿瘤以外甲状

腺组织的密度、强化情况、边界；颈部淋巴结情况。 

结果 50例甲状腺肿瘤中，良性肿瘤 35例；恶性肿瘤 15例。35例甲状腺良性肿瘤均为甲状腺

腺瘤，MDCT平扫表现为甲状腺内低密度肿块，边界清晰，尤其在增强后可更清楚显示病灶边

界，与周围组织器官分界清。肿瘤以外的甲状腺组织包膜完整，强化后密度均匀。其中有 19

例腺瘤发生囊变，17例囊变区形态规则， 另 2例囊变区形态不规则；增强后囊变区内无强

化，囊变区周围见完整的强化环。其余 16例腺瘤呈实质性肿块，8例增强早期强化均匀，2例

早期出现岛状强化，另有 6例肿瘤早期呈不规则强化；延迟后 16例实质性肿块均呈均匀强

化。有 4例腺瘤中出现钙化，1例钙化为块状，3例钙化为弧形。本组 35例腺瘤患者均未发现

颈部淋巴结肿大。15例甲状腺恶性肿瘤中 14例为甲状腺癌，1例为淋巴瘤。MDCT平扫多表现

为甲状腺内低密度肿块，病灶内密度不均匀。恶性肿瘤边缘不规则，有 7例边缘呈蟹足状改

变，3例出现包膜节段征。增强后 11例恶性肿瘤呈不规则强化，延迟后密度不均匀。14 例甲

状腺癌中 8例肿块内出现钙化。有 3例甲状腺癌病灶突破甲状腺包膜。15例甲状腺恶性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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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1例出现颈动脉受侵，2 例出现食管受侵，另有 2例肿块突入气管内、导致气管壁连续性中

断。本组甲状腺恶性肿瘤中 8例发现颈部淋巴结肿大，1例有纵隔淋巴结肿大。 

结论 MDCT对甲状腺肿瘤的鉴别诊断具有重大价值，可为临床确诊甲状腺肿瘤提供有价值的依

据。 

 

 

EP-0094 

RNA 干扰沉默 P2X7 受体治疗 APP/PS1 转基因小鼠的实验研究 

 
倪炯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200065 

 

目的 检测 RNA干扰沉默 P2X7R对 APP/PS1转基因小鼠的治疗效果，探讨 P2X7R作为 RNA干扰治

疗 AD治疗靶点的可行性。 

方法 以 9月龄 APP/PS1转基因小鼠和同月龄的阴性纯合子小鼠为研究对象，通过颅内注射

Lenti-siP2X7R将 siRNA引入小鼠脑内。用 Real-Time PCR 和 Western检测小鼠脑内 P2X7R的

mRNA和蛋白表达水平。通过水迷宫行为学测试检测各组小鼠的学习记忆能力。 

结果 Real-Time PCR检测结果显示注射 siP2X7R的小鼠 P2X7R基因 mRNA表达下降，与注射

siNC的小鼠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Western blotting 检测 P2X7R蛋白表达下降

与 Real-Time PCR 的结果一致。水迷宫行为学测试显示注射 siP2X7R的转基因小鼠潜伏期比注

射 siNC的转基因小鼠短(P＜0.05＝，与阴性纯合子小鼠无统计学差异(P＞0.05)。结合 Aβ免

疫组化染色发现注射 siP2X7R的转基因小鼠脑内 Aβ沉积少于注射 siNC的转基因小鼠。氢质

子磁共振波谱显示注射 siP2X7R的转基因小鼠 RNA干扰治疗后，海马区 NAA/Cr较治疗前增

高，与注射 siNC的转基因小鼠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注射 siP2X7R的转基因小

鼠治疗后海马区的 mI水平下降，与注射 siNC的转基因小鼠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 颅内注射 Lenti-siP2X7R可有效沉默 APP/PS1转基因小鼠脑内的 P2X7R，改善小鼠的学习

记忆能力及脑内病理改变。氢质子磁共振波谱能有效评价 RNA干扰沉默 P2X7R治疗 APP/PS1转

基因小鼠的疗效。P2X7R可成为 RNA干扰治疗 AD的一个新的、有效的治疗靶点。 

 

 

EP-0095 

胃壁增厚的 CT 研究及应用价值 

 
唐俊军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200065 

 

目的 提高 CT对于引起胃壁增厚的胃部病变的诊断及应用价值重要性的认识。 

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手术病理及胃镜病理证实的 82例胃壁增厚的 CT表现，并与正常胃壁厚度

相比较，从胃壁增厚的程度、形态等来诊断及鉴别胃壁增厚的病变。 

结果 82例胃部疾病，其中胃癌 45例，胃淋巴瘤 17例，间质瘤 12例，胃炎 8例，累及范围

共 122处；其中胃窦部 56处，平均厚度 19.3+11.8mm；胃体部 45处，平均厚度

32.6+12.3mm；胃底贲门部 21处，平均厚度 39.1+7.5mm；与正常各区胃壁厚度有显著性差

异。本组 82例病例胃壁增厚的 CT类型：条形或梭形增厚（30）、肿块形增厚（14）、结节形

增厚（5）、溃疡型增厚（10）、不规则形增厚（8）、混合型增厚（15）等。 

结论 CT对于胃壁增厚的厚度、形态等的观察有很大的价值，能够较好地准确诊断胃壁增厚的

相关疾病及鉴别诊断。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555 

 

EP-0096 

利用图论方法研究轻度认知功能障碍患者大脑 

功能网络的点介性 

 
王湘彬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200065 

 

目的：利用图论方法探索轻度认知功能障碍（MCI）患者大脑各脑区点介性的异常改变。 

方法：首先采集 16名 MCI患者和 20名正常老年人（NC）的大脑静息态 BOLD-fMRI数据。采用

SPM5和 DPARSF软件包进行数据预处理；采用 Matlab编程语言构建大脑功能网络，并计算

Sparsity=0.18（网络收益最大）时 90个脑区的点介性。采用双样本 t检验分别比较 MCI患者

与 NC组 90个脑区点介性的差异，并用 REST软件呈现结果。 

结果：两组人额上回、岛叶、楔前叶、前扣带和旁扣带回等区域的点介数较大；而中央扣带

回、右海马区、杏仁核、枕下回、左梭状回、豆状核和右颞中回等区域的点介数较小。MCI患

者右额上回、右岛叶、右梭状回、左缘上回、右角回和左中央旁小叶 6个区域点介性显著高于

正常老年（P<0.05）；而右额下回鳃盖部、右辅助运动区和右舌回 3个区域点介性显著低于正

常老年（P<0.05）。 

结论：MCI患者大脑多个区域信息传递能力发生了异常改变，提示在 MCI的诊断与鉴别诊断中

应重点关注这些区域。 

 

 
EP-0097 

轻度认知功能障碍对大脑功能网络效率的影响 

 
王湘彬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200065 

 

目的 从网络效率的角度来检验轻度认知功能障碍（MCI）患者大脑功能网络的小世界特性，并

探讨 MCI对大脑功能网络效率的影响。 

方法 共采集 16名 MCI患者和 20名正常老年人（NC）的大脑静息态 BOLD-fMRI数据。采用

SPM5软件包对数据进行预处理，采用 Matlab编程构建大脑功能网络。针对每个网络生成 100

个与之具有相同节点和边数的规则网络和随机网络。计算各网络的全局效率 Eglobal、局部效率

Elocal和网络收益 Earn。通过双样本 t检验比较 MCI患者与正常老年人大脑功能网络效率的差

异。 

结果 两组受试者大脑网络均符合 Eglobal(Greg) < Eglobal(G) < Eglobal(Grand)和 Elocal(Grand) < Elocal(G) 

< Elocal(Greg)，且 MCI组全局效率和网络收益均高于 NC组（0.16≤Sparsity≤0.28 范围内

P<0.05），局部效率低于 NC组。两组网络收益均为正值。 

结论 MCI患者和正常老年人的大脑功能网络都具有经济有效的小世界特性，但 MCI患者大脑

网络效率发生了异常，提示 MCI患者大脑信息传递能力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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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098 

轻度认知功能障碍患者大脑 fMRI 网络的小世界特性 

 
王湘彬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200065 

 

目的 利用静息态 fMRI数据检验轻度认知功能障碍（MCI）患者大脑功能网络是否具有小世界

特性。 

方法 采集 16例 MCI患者和 20例正常老年人（NC）的大脑静息态 BOLD-fMRI数据。采用 SPM5

软件对图像进行预处理，将大脑分割为 90个区域并计算 90个区域间的相关系数。以矩阵稀疏

度 Sparsity为阈值，将相关矩阵转换为网络。计算网络的聚类系数 C和平均路径长度 L，若

满足γ = C/Crand > 1 且 λ = L/Lrand ≈ 1（rand代表相应随机网络），则说明该大脑功

能网络具有小世界特性。采用双样本 t检验比较 MCI患者与正常老年人大脑功能网络小世界参

数的差异。 

结果 在 0.1~0.4阈值范围内，MCI组和 NC组均符合γ > 1 且λ ≈ 1。MCI组γ和 δ均大

于 NC组，且在 0.10≤Sparsity≤0.18 时差异达到显著水平（P<0.05）；MCI组λ在各阈值

处均小于 NC组，在 Sparsity=0.18、0.28和 0.32处差异达到显著水平（P<0.05）。 

结论 MCI患者大脑 fMRI网络具有小世界特性，但与正常老年人相比其小世界特性增强。 

  

 

 
EP-0099 

3.0T MRI 扩散加权成像及灌注加权成像在 

肾脏良恶性肿瘤鉴别诊断中的价值 

 
许晓雯,王培军 

上海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200065 

 

目的 评价 3.0T MRI扩散加权成像（DWI）和灌注加权成像（PWI）在肾脏肿瘤良恶性及不同病

理组织学类型之间鉴别诊断的价值。 

方法 15例正常志愿者及 46 例经病理证实的肾脏肿瘤患者（其中肾透明细胞癌 18例，乳头状

肾细胞癌 8例，肾嫌色细胞癌 7例，肾血管平滑肌脂肪瘤 13例）均行 3.0T MRI扩散加权成像

（DWI）及灌注加权成像（PWI）扫描。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方法比较 PWI所得血管通透性常数

（Ktrans）、血液回流常数（Kep）、细胞外血管外间隙容量（Ve），以及 DWI所得 ADC值在

不同病理类型肾脏肿瘤之间的差异。应用 ROC曲线分析比较 DWI及 PWI两种成像方法对于鉴别

肾脏肿瘤良恶性的诊断价值。 

结果 正常肾实质 ADC值最高，与肾脏良、恶性肿瘤之间均有显著差异（P＜0.05；良性肿瘤的

ADC值高于各组恶性肿瘤，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恶性肿瘤中，肾透明细胞癌的 ADC值最高。

正常肾实质与各病理类型肾脏肿瘤之间 Ktrans、Kep及 Ve 值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肾脏各组

恶性肿瘤的 Ktrans值及 Ve 值均高于良性肿瘤，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肾恶性肿瘤中，肾透明

细胞癌、肾乳头状细胞癌及肾嫌色细胞癌的 Ktrans值三者逐渐减低，各组间差异均具有统计

学意义。而恶性肿瘤各组间 Kep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3.0T MRI扩散加权成像（DWI）及灌注加权成像（PWI）能有效鉴别肾脏肿瘤良恶性及不

同病理组织学类型。PWI在鉴别肾脏肿瘤良恶性方面优于 DWI，其中 Ktrans值的诊断价值最

高，但 ADC值所提供的相关细胞结构特征及对水分子扩散运动的影响信息也是不可替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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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100 

3.0T MR 多期动态增强扫描在肾脏肿瘤诊断中的价值 

 
许晓雯,王培军 

上海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200065 

 

目的 评价 3.0T MR多期动态增强扫描（DCE-MRI）在肾脏肿瘤良恶性及不同病理组织学类型之

间鉴别诊断的价值。 

方法 15例正常志愿者及 46 例经病理证实的肾脏肿瘤患者均行 3.0T MR多期动态增强扫描

（DCE-MRI）。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方法比较 DCE-MRI所得血管通透性常数（K
trans

）、血液回

流常数（Kep）、细胞外血管外间隙容量（Ve）在不同病理类型肾脏肿瘤之间的差异，应用 ROC

曲线评价 DCE-MRI对于鉴别肾脏肿瘤良恶性的诊断价值。 

结果 应用 DCE-MRI得到正常肾实质的时间-信号强度曲线（SI-T曲线）呈速升平台型，肾脏

良性肿瘤的 SI-T曲线呈上升平台型，而恶性肿瘤的 SI-T曲线呈速升流出型。正常肾实质与各

病理类型肾脏肿瘤之间 K
trans

、Kep及 Ve值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肾脏各组恶性肿瘤的 K
trans

值及

Ve值均高于良性肿瘤，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恶性肿瘤中，仅肾透明细胞癌的 Kep值高于良性

肿瘤，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其他肾脏恶性肿瘤病理类型与良性肿瘤的 Kep值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肾恶性肿瘤中，肾透明细胞癌、肾乳头状细胞癌及肾嫌色细胞癌的 Ktrans值逐渐减低，各

组间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肾透明细胞癌的 Ve值高于肾乳头状细胞癌，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而恶性肿瘤各组间 Kep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运用 ROC曲线评估 DCE-MRI鉴别

肾脏肿瘤良恶性的诊断价值。 

结论 3.0T MR多期动态增强扫描（DCE-MRI）能有效鉴别肾脏肿瘤良恶性及不同病理组织学类

型,其中 K
trans

值的诊断价值最高。 

 

 
EP-0101 

MRI 多模态成像技术在肾透明细胞癌分级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许晓雯,王培军 

上海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200065 

 

目的 评价 3.0T MRI扩散加权成像（DWI）、灌注加权成像(PWI)及磁敏感加权成像（SWI）在

肾透明细胞癌(ccRCC) Fuhrman核分级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选取 35例经手术病理证实为 ccRCC并进行 Fuhrman核分级患者，均行 3.0T MRI 扩散加

权成像（DWI）、灌注加权成像(PWI)及磁敏感加权成像（SWI）扫描。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方

法（ANOVA）比较 DWI所得 ADC值、PWI所得血管通透性常数（Ktrans）值及 SWI所得肿瘤内

磁敏感信号(ITSS)评分在 ccRCC不同核分级之间的差异，采用 Pearson相关性比较 DWI、PWI

及 SWI三种检查方法之间的相关性。 

结果 35例经病理证实 ccRCC 患者 Fuhrman核分级(其中Ⅰ级 6例、Ⅱ级 17例、Ⅲ级 8 例、Ⅳ

级 4例)，III级与 IV级间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其他各组间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Ktrans值随着肿瘤分级的升高而逐渐增高，各组间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ITSS

评分随着肿瘤分级的升高而逐渐增高，其中 III级与 IV级间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其他各

组间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应用 Pearson相关性比较发现 K
trans

与 ADC之间呈强负相关，K
trans

与 ITSS之间呈中等程度正相关之间呈中等程度负相关。 

结论 3.0T MRI扩散加权成像（DWI）、灌注加权成像（PWI）及磁敏感加权成像（SWI）分别

从不同角度反映 ccRCC的血供及细胞结构特征，其中 PWI所得 K
trans

值诊断价值最高，三者联

合为 ccRCC的 Fuhrman核分级诊断提供有利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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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102 

阿尔茨海默病人大脑功能网络效率变化 

 
赵小虎,王湘彬,王培军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200065 

 

目的 人脑网络具有小世界属性，网络效率反应网络内部的信息传递效应。本研究采用图论方

法，探讨阿尔茨海默病对大脑功能网络的效率的影响。 

方法 33例 AD病人和 20名健康老年志愿者参加实验。简易智能状态检查和 Mattis痴呆评定

量表（DRS）测试、评估受试者认知水平。采集静息态 BOLD-fMRI数据，利用解剖学自动标记

模板将大脑分成 90个区域，提取每个区域内所有体素的 BOLD信号平均值，计算每两个区域之

间的相关系数，构建功能网络。利用图论方法，检验两组人群脑功能网络的小世界属性，并计

算网络的效率。通过双样本 t检验，对比研究 AD病人脑网络效率的特征性变化。 

结果 行为学结果：AD组 MMSE 和 DRS平均分值均显著低于正常对照组(p<0.01)。两组受试者

的小世界性检验：以连接矩阵的稀疏度（Sparsity）为阈值，在 0.1~0.4范围内，发现两组受

试者的全局效率低于相应的随机网络，高于规则网络；局部效率高于随机网络，低于规则网

络，都具有小世界属性。与对照组比较，AD病人全局效率显著降低，局部效率显著增高，两

者差别均具有统计意义(p<0.05)。 

结论 AD病人的大脑功能网络仍具有小世界属性，但网络的全局效率显著降低，局部效率显著

增高，提示 AD病人脑功能网络的信息传递能力和效率受损。该发现对从网络角度研究 AD病理

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EP-0103 

正常老年人大脑功能网络的小世界性 

 
赵小虎,王湘彬,江虹,王培军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200065 

 

目的 利用静息态 BOLD-fMRI 探讨正常老年人脑功能网络是否具有小世界性。 

方法 20名健康老年志愿者纳入研究。采集静息态 BOLD-fMRI数据。应用 SPM 5软件进行数据

预处理，利用解剖学自动标记模板将大脑分成 90个区域，提取每个区域内所有体素的时间序

列平均值，计算每 2个区域之间的 Pearson相关系数，构建 N×N(N=90)的相关性矩阵 R，并对

矩阵进行 Fisher r to z变换。采用直接定义阈值 T和设定矩阵稀疏度两种方法确定阈值，根

据小世界性的定义：当γ＝Cp/Crand＞1，且λ＝Lp/Lrand≈1 时（γ和λ分别表示是由 c

和 p确定的两个小世界参数，不需要特别说明，C为平均聚类系数，L为平均路径长度，下标

p表示规则网络，下标 rand 表示随机网络），认为该网络具有小世界性。 

结果 在直接定义阈值 T条件下，γ值为 1.3157±0.3572（1.0005～2.1882），λ值为

1.0149±0.0226（1.0000～1.0796）；在设定矩阵稀疏度条件下，γ值为 1.3299±0.2330

（1.0759～1.9574），λ值为 1.0152±0.0190（1.0001～1.0679）。两种方法均表明该网络

具有小世界性。 

结论 正常老年人脑功能网络具有小世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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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104 

An Experimental Study on Cisplatin-loaded Magnetic 

Nanoparticles against HepG2 Cells 

 
Gao Xiaolong 

Tongji Hospital 200065 

 

Objective: To prepare a drug carrier (Fe3O4/PAA-PEI) and drug-loaded magnetic 

nanoparticles (Fe3O4/PAA-PEI-DDP) for effective killing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cells, thus providing experimental clues for developing drug-loaded 

particles for the treatment of HCC.  

Methods: Highly water-soluble Fe3O4/PAA nanoparticles were prepared by one-step 

high-temperature hydrolysis, and Fe3O4/PAA-PEI nanoparticles were prepared under 

catalization of coupling agents. Cisplatin and Fe3O4/PAA-PEI nanoparticles were 

mixed to prepare drug-loaded compound nanoparticles for characterization 

measurement and drug-loading estimation. Different intervention groups and HCC 

HepG2 cells were co-cultured for in vitro cell experiments in three groups: pure 

cisplatin group (group D), drug-loaded nanoparticle group (MPD group), and drug 

carrier group (MP). Post-intervention survival of HepG2 cells was detected by MTS 

method.  

Results: The size of the drug carrier (Fe3O4/PAA-PEI) and the drug-loaded magnetic 

naoparticles (Fe3O4/PAA-PEI-DDP) was uniform and Zeta potential was stable. The 

cisplatin-loading rate of the nanoparticles was about 79%.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cytotoxicity when the drug-carrier concentration was ≤280μg/ml. 

Survival of HCC HepG2 cells de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drug-loaded 

compound nanoparticles.  

Conclusion: Cytotoxocity of the drug carrier (Fe3O4/PAA-PEI) was low. The drug-

loaded magnetic nanoparticles (Fe3O4/PAA-PEI-DDP) can be released retardedly, 

providing an effective and persistent killing effect on HCC cells. 

Key words: Ultrasmall superparamagnetic iron oxide; Fe3O4/PAA; Cisplatin；PEI800；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EP-0105 

RNAi 抑制宫颈癌细胞人端粒酶逆转录酶（hTERT）基因 

的体外实验研究 

 
高晓龙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200065 

 

目的：通过 RNAi技术对宫颈癌细胞人端粒酶逆转录酶 hTERT 基因的特异性抑制,旨在探讨 RNA

干扰技术在宫颈癌中应用的可行性，并筛选出对宫颈癌治疗可能有效的 siRNA片段，为宫颈癌

的基因治疗提供实验依据。 

方法：1. 宫颈癌细胞株 Hela 的培养传代。2. 化学合成靶向于 hTERT基因的 siRNA，用阳离

子脂质体转染法将其导入宫颈癌细胞内。3. 实验分组如下：转染组 siRNA-1、siRNA-2、

siRNA-3、siRNA-4、阳性对照组(siRNA-G)、阴性对照组(siRNA-NC)、阳离子脂质体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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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P），空白对照组(Blank)。4. 通过 TRAP，RT-PCR、实时定量 PCR和 Western Blot方法

分别检测宫颈癌细胞转染后细胞的端粒酶活性，hTERT mRNA 和蛋白水平，MTS法检测细胞生长

增殖，流式细胞仪检测细胞凋亡情况。 

结果：1. 流式细胞仪显示宫颈癌细胞的转染效率为 80%。2. siRNA-3组的端粒酶活性明显下

降，与其他 5组相比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1）。3. siRNA-3组 hTERT mRNA表达水平显

著下降，与其他 5组相比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1）。4. siRNA-3组，hTERT蛋白表达明

显下降，与其他各组相比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1）。5. siRNA-3组细胞凋亡率明显升

高，与其他 5组相比有明显统计学意义（p＜0.01）。 

结论：RNAi技术能特异性抑制宫颈癌 Hela细胞 hTERT基因，下调 hTERT mRNA及蛋白表达水

平，降低端粒酶活性，抑制癌细胞生长、增殖，促进宫颈癌细胞凋亡，为宫颈癌的基因治疗研

究提供实验依据。 

 

 
EP-0106 

临床型 3.0T MR 在检测裸小鼠肝癌成瘤模型中的应用 

 
高晓龙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200065 

 

目的：初步探讨临床型 3.0T MR在人肝癌裸小鼠皮下移植瘤模型中应用，并进行病理影像对

照。 

材料与方法 将对数生长期人肝细胞肝癌 Hep2制成细胞悬液(1×l0
7
/ml)，取 0.2 ml分别注射

于裸小鼠背部皮下，建立荷人肝癌裸小鼠模型。应用 3.0T MR平扫及鼠尾静脉注射钆-喷替葡

甲胺(Gd-DTPA)后增强扫描，观察其生长及影像学表现。扫描后处死裸小鼠，对应扫描切面取

肿瘤标本行病理学观察。 

结果：裸小鼠模型于 2周左右生长出可触及的肿瘤，4周左右肿瘤生长直径可达 0.3～0.7cm。

（1）20只裸鼠有 12只接种成功，肿瘤接种成功率为 60% (12/20)；（2）12只荷瘤裸鼠共发

现 20个瘤灶，肿瘤生长较迅速，组织学检查符合肝细胞肝癌；（3）与邻近肌肉信号相比，肿

瘤早期 MRI表现为 TIWI均匀稍低(50%，10/20)、等(25%，5/20或稍高信号(25%，5/20)，

T2WI呈均匀(45%，9/20)或不均匀(55%，11/20)高信号，增强扫描瘤灶呈渐进性强化，延迟期

呈等信号。 

结论：临床型 3.0T MR，加上动物专用线圈，可以对荷人肝癌裸小鼠皮下移植瘤进行动态追

踪，为肿瘤的早期诊断及药物疗效评价提供实验基础。 

 

 

EP-0107 

比较 3 种方法建立荷人肝癌裸小鼠模型及其 3.0T MRI 研究  

 
高晓龙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200065 

 

目的 通过比较 3种人肝癌裸小鼠皮下移植瘤模型建模方法，探索最适于分子影像学研究的裸

小鼠移植瘤建模方法及其 3.0T MR表现。 

方法 48只 BALB/C裸小鼠随机分成 3组（Group1，Group2， Group3），每组 16只。对

Group1采用 2 mm3大小的瘤组织块皮下移植，Group2采用 1 mm3大小的瘤组织块皮下移植，

对 Group3采用瘤细胞悬液法进行皮下注射，分别观察成瘤率、成瘤时间和成瘤个数。接种后

4～6周进行常规 3.0T MR扫描及 T2-mapping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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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Group1，Group2，Group3的成瘤率分别为 93.75%、81.25%、62.5%，Group1与 Group2、

Group1与 Group3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Group1，Group2，Group3的肿瘤体积达 1 

cm3的时间分别为(28.8±2.2)天、(30.8±2.6)天、(36.6±2.8)天，Group1与 Group2、

Group1与 Group3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3组形成单个肿瘤的比例分别为 100

％、87.5%、50%，Group1与 Group2、Group1与 Group3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常

规 T1WI和 T2WI均能清晰显示肿瘤、肝脏、脾脏和脑组织等主要脏器，肿瘤在 T1WI上呈等、

稍低信号，在 T2WI上呈高信号。利用多回波自旋回波序列(MSE)可测量肿瘤组织的 T2 弛豫时

间，将 T2-mapping成像数据输入工作站可获得 T2-mapping 伪彩图。 

结论 采用体积约 2 mm3的瘤组织块皮下移植法制作人肝癌移植瘤动物模型成瘤率高，成瘤时

间短，而且容易形成单发肿瘤，可进行常规 3.0T MR成像和 T2-mapping成像，是一种适用于

分子影像学成像研究的建模方法。 

 

 
EP-0108 

体素内不相干运动扩散加权成像术前评估子宫内膜癌病理 

分级、肌层侵犯的价值 

 
张琪,余小多,林蒙,欧阳汉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00021 

 

目的：探讨体素内不相干运动（IVIM）扩散加权成像在子宫内膜癌病理分级及肌层侵犯中的价

值。 

材料与方法：收集我院行 IVIM检查并经手术病理证实的子宫内膜癌患者 43例。IVIM序列扫

描采用 12个 b值（0、10、25、50、75、100、150、200、400、800、1000、1500、

2000s/mm
2
）。测量肿瘤表观扩散系数 ADC值、慢扩散系数 D值、快速扩散系数 D

*
值及灌注分

数 f值。采用 Spearman相关性分析检验 ADC值、D值、D
*
值及 f值与子宫内膜癌病理分级、肌

层侵犯之间的相关性。采用均数比较各参数在三组病理分级、深浅肌层侵犯之间的差异，对具

有统计学意义的参数进行 ROC曲线分析。 

结果：ADC值、D值及 f值与病理分级均呈负相关（r=-0.604、-0.448、-0.428，P<0.05）。

ADC值在 G1与 G3、G2与 G3 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D值、f值仅在 G1与 G3之间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D
*
值在不同病理级别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71），其

中 ADC值诊断子宫内膜癌 G3级的 ROC曲线下面积最大（AUC=0.825），以 0.796×10
-3
mm

2
/s作

为最佳界值，诊断子宫内膜癌 G3级的敏感度、特异度及准确性分别为 71.4%、89.7%、

83.7%。ADC值、D值、D
*
值及 f值在子宫内膜癌深浅肌层侵犯之间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其中 D值鉴别深浅肌层侵犯的诊断效能最高（AUC=0.879），以 0.631×10
-3
mm

2
/s

作为最佳界值，诊断深肌层浸润的敏感度、特异度及准确性 100%、76.7%、83.7%。 

结论：IVIM扩散加权成像能定量反映组织扩散及灌注情况，对术前评价子宫内膜癌病理分级

和肌层侵犯程度有一定的补充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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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109 

关于前列腺纤维束重建参数优选问题的探讨 

 
孙成凤

1
,吴准

1
,王习

1
,李凤致

1
,王锡臻

1
,王滨

2
 

1.潍坊医学院附属医院 

2.滨州医学院 

 

目的 磁共振扩散张量成像技术（diffusion tensor tracking, DTT）能获取器官或组织的精

细纤维结构，在骨骼肌系统、生殖系统等的应用逐渐增多。本文旨在探讨 DTT在正常前列腺纤

维三维成像中的应用，并通过对不同 FA/ADC阈值下的 DTT图像进行评分比较，以期获得合适

的前列腺纤维束重建 FA（fractional anisotropy）阈值和 ADC（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阈值。方法 收集 20名男性健康志愿者，年龄为 25-45岁，平均年

龄 30岁。采用美国 GE公司生产的 3.0 T的磁共振仪器和腹部八通道相控表面线圈进行盆腔

DTI扫描。将所得数据传输至配套的工作站（AW4.5），并进行后处理。以正常前列腺区域为

感兴趣区（Region of interesting，ROI），并取不同的 FA阈值和 ADC阈值进行纤维追踪，

得到前列腺纤维图像。其中采用的 FA阈值分别为 0.06、0.08、0.10、0.12和 0.14，ADC 阈

值分别为 0.0010、0.0015、0.0020、0.0025和 0.0030。由两名副主任医生结合常规 MRI图像

对前列腺纤维图进行比较分析，对不同阈值下取得的前列腺 DTT图像进行评分，评分标准采用

四级标准（0-3分）。结果 在 FA阈值取 0.10时获得的前列腺 DTT图像在本研究所有的 FA阈

值中获得了最高分，在本研究所有 ADC阈值中，ADC阈值= 0.0020 时获得的 DTT 图像取得了

最高分。采用 Friedman检验对不同 FA阈值组和 ADC阈值组分别进行检验，结果为 P＜0.05，

不同 FA或 ADC阈值组之间的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DTT 显示前列腺的内部纤维束是可

行的，当 FA阈值=0.10或 ADC阈值=0.0020时，基于 DTI的纤维示踪法能够较好的反映正常前

列腺纤维束。 

 

 
EP-0110 

染色质重塑蛋白 LSH 抵抗铁死亡并靶向 

调控肺癌能量代谢的研究 

 
蒋逸群,李丹,单鸿 

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 519000 

 

目的 探讨染色质重塑蛋白 LSH对肺癌发生发展的影响，与新型细胞死亡方式铁死亡和肿瘤代

谢重编程之间的联系，为进一步理解肺癌发生发展的机制、预后评估和开发肺癌治疗新策略提

供新线索。 

方法 染色质重塑蛋白在肿瘤的发生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通过 RT-PCR、WB和 IHC的方法，我

们检测 LSH在肺癌中 mRNA和蛋白水平的表达情况，再使用过表达和 shRNA 敲降的策略，通过

MTS细胞增殖、软琼脂集落形成、裸鼠移植瘤等实验评估 LSH的表达水平与肺癌发生发展之间

的联系，并通过生物信息学分析临床样本中 LSH的表达水平与病人预后的关系。 

铁死亡可在肿瘤治疗中发挥重要作用。我们使用 LSH过表达和敲降肺癌细胞系，经过铁死亡特

异性诱导剂 Erastin和抑制剂处理， MTS方法检测 LSH对 Erastin诱导的铁死亡敏感性变

化。我们又分别通过流式细胞术和 Iron Assay方法分析了 LSH对细胞内脂相关 ROS和 Fe
2+
的

含量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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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代谢异常是肿瘤标志性特征之一。在肺癌细胞系中，我们通过 RNA-seq高通量测序方法研

究了 LSH调控的基因表达谱。并通过 Q-PCR、ReChIP、CoIP 等实验验证 LSH转录调控糖代谢和

脂肪酸代谢相关基因的机制。 

结果 我们发现肺癌中 LSH高表达，促进细胞增殖和移植瘤生长，与病人预后不良密切相关。 

LSH过表达导致肺腺癌细胞抵抗 Erastin诱导的铁死亡，降低肺腺癌细胞内脂相关 ROS和 Fe
2+

含量。 

LSH可上 GLUT1和 SCD1的表达，增加肿瘤细胞对葡萄糖的摄取以及乳酸形成。LSH与 WDR76相

互作用，共同结合于 GLUT1 和 SCD1转录起始位点调控其表达。 

结论 通过本课题研究，我们发现 LSH高表达促进肺癌发生发展，与预后不良密切相关，可抵

抗铁死亡发生，调节肿瘤糖代谢和脂肪酸代谢。提示 LSH可作为肺癌的一种新的分子标志物，

影响肺癌细胞能量代谢，对肺癌的发生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EP-0111 

R2*值定量评估子宫肌瘤 HIFU 消融术疗效的初步研究 

 
孙成凤

1
,李凤致

1
,吴准

1
,王宗英

1
,王习

1
,王锡臻

1
,王滨

1
 

1.潍坊医学院附属医院 

2.滨州医学院 

 

目的 高强度聚焦超声 (high intensity focus ultrasound, HIFU) 消融术能无创地破坏肿瘤

组织，近年来在子宫肌瘤治疗中的应用日益增多。多回波采集重度 T2 *WI三维梯度回波 

(enhanced T2 star weighted angiography, ESWAN)技术在腹盆腔疾病中的研究也越来越广

泛，并发现 R2*值在前列腺疾病、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等疾病的诊断中有较高价值。本研究

旨在分析子宫肌瘤 HIFU消融后 R2*和 T2*的变化规律，探讨 R2*值是否能定量反映子宫肌瘤

HIFU治疗的疗效。 

方法 收集在我院因子宫肌瘤就诊，且行 HIFU治疗的患者共 30名（44枚子宫肌瘤）。采用美

国双梯度 GE HDxt 3.0T和 HD Cardiac线圈于 HIFU术前、术后 1天分别对子宫肌瘤患者行盆

腔常规 MR成像及 ESWAN成像。将所得的检查图像传到 GE AW4.5 后处理工作站，利用

Functool软件对 ESWAN原始图像进行后处理，得到 R2*图和 T2*图。分析比较每个子宫肌瘤术

前、术后的影像，并测量 R2* 值和 T2*值，使用配对 t检验比较其前后变化。 

结果 R2*图和 T2*图能较好地反映子宫肌瘤 HIFU消融的边界。子宫肌瘤 HIFU消融术前后的

R2* 值分别为 28.77±1.24 HZ和 23.15±1.27 HZ，T2*值为 33.46±1.87 ms 和

37.43±2.05 ms。HIFU治疗后，子宫肌瘤 T2*值升高(P=0.43)，R2*值降低(P=0.02)。 

结论 子宫肌瘤行 HIFU治疗后 R2*值降低。ESWAN参数值 R2* 能较好地定量反映子宫肌瘤 HIFU

治疗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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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112 

磁共振酰胺质子转移成像鉴别单发脑转移瘤 

与胶质母细胞瘤中的应用初探 

 
于昊,邹天宇,王显龙,芮琦虹,温志波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510282 

 

目的 探索磁共振酰胺质子转移（amide proton transfer，APT）成像信号特点作为生物标记

物在鉴别单发脑转移瘤与胶质母细胞瘤应用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45例单发脑转移瘤和 63例胶质母细胞瘤患者的常规序列

及 APT加权序列 MRI图像，区分瘤核心区、瘤旁水肿区以及对侧正常脑白质区(CNAWM)，由两

名神经肿瘤影像医师（主治及以上职称）分别测量三个感兴趣区域的 APT参数（APTw），每个

区域测量 5次，取 APTw最大值、最小值和平均值，并采用对侧正常白质区 APTw进行标准化

（nAPTw=APTw-APTwCNAWM ）；两独立样本 t检验比较单发脑转移瘤组与胶质母细胞瘤两组之间

APTw和 nAPTw的差异。运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评估鉴别两者的最佳参数，取 P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两组肿瘤瘤核心的 APTw 最大值、最小值、平均值，标准化之后的最大值、最小值、平均

值之间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0.141, 0.361, 0.221, 0.305, 0.578 和 0.448）。瘤旁水肿

区 APTw最大值、最小值、平均值，标准化之后的最大值、最小值、平均值之间差异有显著统

计学意义（P均<0.05），标准化后的 APTw最小值是鉴别两者的最佳参数，其 ROC曲线下面积

为 0.905,将 APTw平均值 1.21%作为临界值鉴别两者的敏感度为 84.4%，特异度为 86.1%，准确

率为 85.2%。 

结论 肿瘤磁共振酰胺之子转移成像特别是肿瘤瘤旁水肿区的 APT信号特点可以有效的生物标

记物，提高鉴别单发脑转移瘤与高级别神经上皮肿瘤的准确性。 

 

 
EP-0113 

运用影像组学模型预测肺腺癌磨玻璃结节的浸润性 

 
薛星

1
,颜建华

2
,练玉清

1
,崔凤

3
,杨勇

3
,尧林鹏

1
,张思影

1
,王小丽

1
,李昕

4
,庞佩佩

4
,陈峰

1
 

1.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2.山西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杭州市中医院 

4.GE 医疗生命科学 

 

目的：运用影像组学方法区分肺磨玻璃结节（GGNs）的浸润前病变和浸润性病变。 

方法：回顾性分析了我院经病理证实为肺腺癌的 599个 GGNs，202个结节为浸润前病变

（AAH，AIS），397个结节病为浸润性病变（MIA，IA）。定量和定性特征来自 CT影像和患者

的临床资料。将所有病例分为验证组和测试组。测试组经过单因素、多因素及逻辑回归分析所

有定量和定性特征后，筛选出特征建立影像组学模型，用于测试组的结果预测，并运用 ROC曲

线来评价预测效能。 

结果：经过筛选分析后，确定 GGNs是否含有实性成分、分形维数值这两个特征用于建立影像

组学的预测模型。测试组与验证组 ROC值分别为 0.76和 0.79。 

结论：是否含有实性成分及分形维数值这两个特征建立的影像组学模型可以用来预测肺腺癌磨

玻璃结节的浸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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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114 

TN-C 与 MMP-9、TGF-β1 在 Apo E-/-小鼠胸主动脉粥样硬化

斑块中的表达及其与斑块稳定性的关系 

 
黄君文 

江苏省人民医院 210029 

 

目的 观察 Apo E-/-小鼠中长期高脂饮食后胸主动脉粥样硬化(atherosclerosis, AS)斑块中

tenascin-C(TN-C)与基质金属蛋白酶 9(matrix metalloproteinases-9, MMP-9)、转化生长因

子β1 (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beta1, TGF-β1)的表达及其与斑块稳定性的关系。方

法 实验组 雄性 Apo E-/-小鼠 50只，给予高脂饲料喂养；正常对照组 雄性 C57BL/6小鼠 50

只，给予基础饲料喂养。分别在喂养 16周、24周、32周、40周后处死小鼠，分离主动脉，

行苏木素伊红(HE)染色观察斑块形态，免疫组化法检测斑块中 TN-C与 MMP-9、TGF-β1的表

达。结果 随着饲养时间的延长，实验组小鼠分别呈现出了血管正常结构、内皮细胞破坏，平

滑肌细胞增生、纤维斑块形成以及粥样斑块形成等不同的病变特征。TN-C、MMP-9的表达不断

增高(0.07±0.02, 0.11±0.03, 0.21±0.04, 0.45±0.07; 0.10±0.01, 0.18±0.03, 

0.27±0.06, 0.60±0.09)，TGF-β1的表达不断降低(0.37±0.06, 0.23±0.04, 

0.17±0.04，0.10±0.02)，各组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TN-C、MMP-9

的表达随着斑块进展逐渐增高，TGF-β1的表达则随着斑块进展逐渐降低。这提示 TN-C、MMP-

9及 TGF-β1的表达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 AS斑块的稳定性。 

 

 
EP-0115 

全模型迭代重建算法对肺气肿容积测量准确性的影响 

 
管宇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200003 

 

目的 探讨不同等级全模型迭代重建（IMR）算法对肺气肿容积定量测量准确性的影响。 

材料与方法 应用 256层 iCT 对 20例肺气肿患者行胸部 CT扫描，原始数据分别用 IMR（等级 1

～3）、iDose4迭代重建技术（AIR）及滤波反投影（FBP）算法重建图像，对各组重建后 CT

薄层图像设定 CT值<-950HU 的区域为肺气肿区, 分别计算肺容积（TV）、肺气肿容积（TEV）

及气肿指数 (EI)，并比较各组 TV、TEV及 EI间的差异。 

结果 IMR（等级 1～3）、AIR及 FBP的 TV分别为 4520.76±300.94、4520.58±300.95 

、4520.34±300.91、4529.03±301.41、4529.43±301.46 cm3，TEV分别为 65.20±25.56、 

63.02±24.35、61.45±23.48、54.88±23.00、93.38±40.44 cm3，EI分别为 1.27±0.43、

1.22±0.41、1.19±0.39、1.04±0.39、1.78±0.72%。各组在定量 TV间差异均无明显统计学

意义（all P>0.05）。在定量 TEV方面，AIT与 FBP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4），而 IMR

（等级 1-3）与 FBP差异均无明显统计学意义（all P>0.05）。在定量 EI方面，仅 IMR（等级

1）与 PBP差异无明显统计学意义（P=0.53），余各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IMR（等级 1）算法不影响肺容积。肺气肿容积和气肿指数的定量测量。但 IMR（等级 1

～2）算法均对气肿指数定量测量存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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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116 

320 排 CT 对缺血性脑血管病患者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研究 

 
许云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200065 

 

目的 采用 320排 CT探讨颈动脉粥样硬化患者颅外段斑块的形态、性质及血管重构方式与缺血

性脑血管病的关系。 

方法 收集颈动脉粥样硬化患者 93例，其中脑缺血事件患者 50例，无脑缺血事件患者 43例；

使用 320排 CT检测颈动脉斑块形态、性质及血管重构方式。综合观察原始轴位图像和后处理

图像，评估斑块形态、性质，计算重构指数（RI，颈动脉管腔狭窄程度最严重处的血管外圈总

面积除以参照部位血管外圈总面积；RI≥1.0 为正性重构，0.95≤RI＜1.0为无重构，RI＜

0.95为负性重构）。 

结果 脑缺血事件组共发现斑块 121 个，其中软斑块、钙化性斑块和混合性斑块分别占 36. 

4%、 29. 6%和 34. 0%;无脑缺血性事件组共发现斑块 72个，其中软斑块、钙化性斑块和混合

性斑块分别占 19.2%、 52.1%和 28.7%;3 种斑块在两组中的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 

05) 。在混合性斑块中，两组以软斑块为主的混合性斑块分别占 67.8%和 32.2%，2组构成比

经统计学处理差异显著( P ＜ 0. 01) 。脑缺血事件组的 RI（1.82±0.4）明显高于无脑缺血

事件组 RI（1.31±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 05)。 

结论 320排 CT可以准确显示颈动脉斑块性质、形态及血管重构方式；软斑块、以软斑块为主

的混合斑块以及血管正性重构更容易引起脑缺血事件。 

 

 
EP-0117 

3T 磁共振动态增强在肝脏疾病诊断中的技术应用 

 
朱海燕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200065 

 

目的 探讨 3T磁共振动态增强扫描技术对肝脏不同疾病诊断的应用价值，及对肝脏病变的鉴别

诊断价值及不同病变的强化特征。 

方法 对 40例临床怀疑肝脏占位病变的病人进行肝脏动态增强三期扫描。女性 20例，男性 20

例，年龄 32-78岁，平均 47.6岁。检查使用 SIEMENS MAGNETOM Verio 3T磁共振扫描仪，专

用 3T Body MATRIX线圈。所有患者均行 MRI平扫和动态增强扫描，患者取仰卧位，腹部以专

用腹部相控表面线圈固定，常规行冠状位，横断位定位扫描后，采用冠状位 haste T2WI、横

断位 haste T2WI，横断位 T1WI，T2WI加脂肪抑制、动态增强扫描三期。 

结果 12 例原发性肝癌病人发现病灶 16个，动脉期呈均匀或不均匀明显强化，门脉期病灶强化

明显消退，平衡期病灶信号强度低于周围均匀强化的肝组织。5例肝转移瘤病人发现病灶 13

个动脉期，门脉期，平衡期均呈呈环型强化。17例海绵状血管瘤病人发现病灶 22个，动脉期

病灶周边呈结节状强化，门脉期明显或轻度强化，延迟期(2～8分钟后)病灶呈均匀明显强

化。6例局灶性结节增生病人发现病灶 6个，动脉期明显强化，门脉期明显或轻度强化，延迟

期病灶强化明显消退而瘢痕轻度或中度强化。 

结论 3.0T磁共振动态增强扫描具有极高的时间分辨率，结合常规序列，动态增强技术能在极

短的时间内获得肝脏增强多个时相,在 MR腹部增强扫描中具有显著价值。选择正确合理的扫描

序列，把握正确的扫描时间，诊断结果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对原发性肝癌、肝血管瘤、肝转

移癌等病变的鉴别诊断可起到非常大的帮助，更为临床的下一步治疗提供了好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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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118 

血吸虫肠病合并结直肠癌的计算机 X 线断层扫描影像学表现 

 
张博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200065 

 

目的 回顾性分析血吸虫肠病合并结直肠癌的 CT表现，旨在提高对该病诊断的准确性。方法 

2007年 1月至 2012年 12月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和昆山市中医院收治的 80例经病理学检查

证实为血吸虫肠病合并结直肠癌患者，均行腹部 CT平扫十增强扫描，由两名放射科医师采用

盲法阅片，对病灶部位、形态、大小，钙化特点及强化方式，有无转移进行评估；同时收集同

一地区非血吸虫结直肠癌患者 20例作为对照。结果 80例血吸虫肠病合并结直肠癌患者的肿瘤

以降结肠、乙状结肠和直肠为主，表现为管壁不规则增厚，伴软组织团块，累及肠管长度为

(21.35±4.50)cm；其中单发病灶 68例，多发病灶 12例，表现为多节段肠管受累；肿瘤组织

均可见不同形态的钙化灶，主要表现为线状、斑点状及小斑片状钙化影，其中 59例钙化边缘

模糊，21例钙化边缘较清晰；增强早期 68例病灶明显强化，均匀强化 45例，不均匀强化 23

例，增强晚期 73例持续强化，坏死少见；仅 2例伴发肝脏转移瘤，均无淋巴结转移。20例非

血吸虫结直肠癌患者肿瘤均为单发病灶，表现为肠壁不规则增厚，伴局部溃疡形成，累及肠管

长度为(6．90±3．40)cm；肿瘤组织内均未见钙化影；均表现为增强早期病灶明显不均匀强

化，可见低密度坏死区存在，增强晚期不同程度降低；4例伴发肝脏转移瘤。与非血吸虫结直

肠癌患者比较。血吸虫肠病合并结直肠癌患者多发病灶的比例较高，病变管壁长度较长，钙化

灶发生比例较高，增强早期病灶明显不均匀强化比例较低，晚期病灶持续强化比例较高；肝脏

转移发生比例较低。结论 血吸虫肠病合并结直肠癌在 CT上特征性表现为瘤组织内不同形态钙

化影，钙化边缘模糊，并累及多节段肠管；血道转移及淋巴道转移均少见。 

 

 
EP-0119 

软件 LCModel 与 Spectroscopy 对 MRS 数据的后处理技术比较 

 
张敏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200065 

 

目的 比较软件 LCModel与 Spectroscopy对 MRS代谢物含量估计的稳定性和准确性。 

方法 选用健康志愿者 15名，以大脑右侧前额叶作为目标脑区。利用 3.0T磁共振成像扫描

仪，在每次定位后，采用点分辨波谱（PRESS）序列对志愿者连续扫描两次。利用

Spectroscopy软件计算 NAA、Cho波峰下面积的积分值，求出 NAA/Cr、Cho/Cr的值，并利用

LCModel软件处理后获得 NAA、Cho相对含量值及以 Cr为参照物的相对含量的比值 NAA/Cr、

Cho/Cr。以差异性系数（CV=100*SD/mean）作为衡量两种软件数据分析的稳定性的指标。 

结果 对于连续两次扫描的大脑右侧前额叶中，LCModel软件所得波谱数据基线较

Spectroscopy软件所得波谱数据的基线更平稳，各代谢物峰清晰。LCModel与 Spectroscopy

测得的代谢物含量比值 NAA/Cr分别为 1.8±0.2, 1.9±0.7，文献参考值为 1.6±0.2，

LCModel所得结果更为接近。比值 Cho/Cr分别为 0.3±0.03, 1.1±0.41，文献参考值为

0.9±0.2，Spectroscopy所得结果更为接近。 将每种软件的两次扫描分析结果进行配对样本

t检验，发现对于不同代谢物及代谢物比值，利用两种软件所得结果的差异性不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5）。 

结论 对于连续扫描，两种后处理软件对磁共振频谱代谢物含量的估计均有较高的稳定性。在

代谢物含量相对值的分析上，两种软件各有优缺点，准确性均有待提高。但是 LCModel在波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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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处理过程中有相对较好的处理基线不稳的能力，将常见的几种引起误差的因素降低，因此在

实际临床应用中更具前景。 

 

 

EP-0120 

探讨两次磁共振波谱扫描所得结果的稳定性 

 
张敏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200065 

 

目的 探讨磁共振波谱研究中两次扫描所得结果的稳定性。 

方法 选取 30名健康志愿者（9男，21女，年龄 21±3）分为 A、B两组，每组 15人，以大脑

右侧前额叶作为目标脑区。利用 3.0T磁共振成像扫描仪（Siemens MAGNETOM Trio Tim），采

用点分辨波谱（PRESS）序列对每位志愿者进行两次扫描，其中 A组在定位后进行两次连续扫

描，B组在定位后先进行一次扫描，然后将扫描床移出磁场中心，隔三分钟再进床至原来的位

置，间隔期间确保被试不动，严格按照第一次的定位并扫描得到第二次的数据，利用 LCmodel

软件对采集到的脑代谢物波谱数据（NAA、Cho、NAA/Cr、Cho/Cr）进行后处理及定量分析，将

两次扫描所得结果的差异性系数（CV=100*SD/mean）作为衡量两组波谱定量分析结果一致性的

指标。利用各个代谢物的含量及含量比值，分别对 A、B组内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检验干扰因

素是否造成各组内两次扫描数据间的显著性差异。 

结果利用各个代谢物的含量及含量比值，分别对 A、B组内数据进行配对样本 t检验，发现对

于不同代谢物及代谢物比值，除了 B组 Cho/Cr（0.001<P<0.05）外，利用两种方法所得结果

的差异性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干扰因素不会影响两次扫描结果定性分析的可靠性，但会影响结果的定量计算的精确

度，且间隔扫描受到更多的干扰因素的影响，精确度低于连续扫描。 

 

 
EP-0121 

探讨纵向研究中多次扫描所得 MRS 结果的差异性 

 
张敏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200065 

 

目的 通过两种方式分别对相同患者同一脑区进行两次扫描，探讨多次扫描所得波谱结果的差

异性。 

方法 选取 30名健康志愿者分为 A、B两组，每组 15人，以大脑右侧前额叶作为目标脑区。利

用 3.0T磁共振成像扫描仪，采用点分辨波谱（PRESS）序列对每位志愿者进行两次扫描，其中

A组在定位后进行两次连续扫描，B组在定位后先进行一次扫描，然后将扫描床移出磁场中

心，隔三分钟再进床至原来的位置，间隔期间确保被试不动，严格按照第一次的定位并扫描得

到第二次的数据，利用 LCmodel软件对采集到的脑代谢物波谱数据（tNAA、tCho、tNAA/tCr、

tCho/tCr）进行后处理及定量分析。将两次扫描所得结果的差异性系数（CV）作为衡量两组波

谱结果一致性的指标，并将 A、B两组数据进行比较。 

结果利用各个代谢物的含量及含量比值，分别对 A、B组内数据进行配对样本 t检验，发现对

于不同代谢物及代谢物比值，除了 B组 Cho/Cr（0.001<P<0.05）外，利用两种方法所得结果

的差异性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当进行连续性重复扫描时，所得同一患者的波谱数据之间一致性较好，但所得代谢物的

含量值仍有一定范围的浮动，说明系统的不稳定或患者的不自觉运动对结果产生了影响。当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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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有一定的时间间隔时，所得同一患者的波谱数据之间一致性不如连续性扫描，且所得代谢物

的含量值有更大范围的浮动，说明间隔一段时间的扫描引入了更多的干扰因素，如磁场稳定性

的改变、定位不精确等。在进行纵向临床研究时应考虑这些干扰因素造成的结果的差异。 

 

 
EP-0122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 to predict tumor 

invasiveness of Pulmonary Adenocarcinomas appearing 

as Pulmonary Ground-Glass Opacity Nodules 

 
Xue Xing

1
,Hong Yuan

2
,Kong Dexing

2
,Yang Hong

1
,Chen Feng

1
 

1.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College of Medicine， Zhejiang University. 

2.Department of Applied Mathematics， College of Mathematical Sciences， Zhejiang University. 

 

Purpose: As a kind of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CNN) is one of the most commonly used structures in deep learning. In this study, 

CNN was applied to predict the invasiveness of pulmonary adenocarcinomas appearing 

as pulmonary ground-glass opacity nodules (GGNs) based on the imaging features in 

CT. Methods: From August 2012 to July 2016, 922 patients with 1004 GGNs who 

underwent routine chest CT scan were investigated retrospectively. All GGNs were 

pathologically confirmed after surgery, including 404 preinvasive lesions 

(atypical adenomatous hyperplasia, AAH; adenocarcinoma in situ, AIS) and 600 

minimally invasive pulmonary adenocarcinoma and invasive pulmonary adenocarcinoma 

(IPAs). In this study, CNN were used to distinguish preinvasive lesions from IPAs 

in CT images. Our CNN has 7 layers, which consists of one input layer, two 

convolutional layers, two pooling layers and two fully connected layers. This 

network takes pulmonary nodule patches with size of 40*40 pixel as input layer. 

The first convolutional layer has sixteen 5*5 convolution kernels, the second 

convolutional layer has twelve 5*5 convolution kernels. We randomly selected 

344 preinvasive lesions and 500 IPAs nodules as training set, 60 preinvasive 

lesions and 100 IPAs nodules as test set. Resul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52 

out of 60 nodules was detected correctly in preinvasive lesions and 92 out of 100 

was detected correctly in IPAs. The accuracy was 86.67% and 92.00%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The weight sharing network structure makes CNN more 

similar to the biological neural network, which reduces the complexity of the 

network model. In GGNs, CNN may help to predict the invasiveness of pulmonary 

adenocarcinom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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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123 

18F-FDG PETCT 结合 HRCT 在肺亚实性结节诊断中的应用 

 
黄原,林雷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六一中心医院 430070 

 

目的：探讨肺亚实性结节
18
F-FDGPET/CT、HRCT的影像学特点及其鉴别肺亚实性结节

（subsolid nodule,pGGN、mGGN）良恶性的诊断价值。 

方法：回顾分析 23例行 PET/CT检查的肺亚实性结节 PET/CT、HRCT影像学特点,其中 23例患

者均经手术病理确诊。 

结果：23例患者中,18例为恶性病变,3例为癌前病变；2例为良性病变。单因素分析显示,高

分辨率 CT下亚实性结节的大小、形态、边缘及瘤-肺界面、内部密度特征、内部结构特征、瘤

周结构以及 PET/CT标准摄取值(standardized up take value,SUV)最大值对于良恶性鉴别有

意义。多因素分析显示,混杂性 GGN、边缘清晰但不整齐 GGN及 GGN内部空泡征、结节征、支

气管充气征是恶性亚实性结节的预测因子。SUV最大值对于亚实性结节的良恶性鉴别准确性较

低。结合 HRCT的影像学特点及 PET/CT标准摄取值综合分析能提高鉴别肺亚实性结节良恶性的

准确性。 

结论：
18
F-FDGPET/CT结合 HRCT在肺亚实性结节良恶性诊断中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诊断时要

密切结合 PET/CT图像及 HRCT 图像，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误诊。 

 

 
EP-0124 

Perfusion CT Parameters Correlate with Long-Term 

Metastasis of Early Stage Clear Cell Renal Cell 

Carcinoma: A Ten-Year Follow-Up Study 

 
Wang Yichen,Chen Yan,Zhang Jin,Zhang Lianyu 

National Cancer Center/Cancer Hospital， Chines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100021 

 

 

Purpose In this study, we aimed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pre-treatment 

perfusion CT parameters, clinical and pathological factors with post-surgery long-

term metastasis in early stage clear cell renal cell carcinoma. 

Materials and Methods This study retrospectively collected 127 patients from March 

2005 to May 2007 who undertook kidney dynamic contrast-enhanced CT. 61 patients 

were confirmed of pT1N0M0 or pT2N0M0 ccRCC. The mean follow-up time is 118.8months 

(±13.1m，range 72-135m). We compared clinical, pathological factors (gender, T 

stage, age, Fuhrmann grade, VEGF level and MVD) and perfusion parameters before 

treatment (blood flow (BF), blood volume (BV), mean transition time (MTT), and 

permeability surface-area product (PS)) between groups with post-surgery 

metastasis and without metastasis. Correlation between covariates and prognosis 

were analyzed using logistic regression and Cox regression. 

Results Among perfusion parameters, blood flow of the tumor before treatment in 

metastasis group (371.0±194.5ml/min/100g)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non-

metastasis group (259.8±155.4ml/min/100g, p<0.05). Metastasis group also had more 

patients with higher Fuhrmann grade. Logistic regression indicated TNM st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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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hrmann grade and BF correlated with long-term metastasis (odds ratio: 4.263, 

3.068 and 1.006). Multi-covariant Cox regression demonstrated these three 

covariates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the progression-free survival (PFS) with 

the hazard ratio of 2.970, 3.188 and 1.005. 

Conclusion Tumor’s blood flow before surgery correlated with long-term metastasis 

and PFS in early stage ccRCC patients. Perfusion CT may help with the prediction 

of prognosis before treatment by evaluating tumor’s angiogenesis. 

 

 
EP-0125 

于 VBM 的轻度认识障碍患者脑灰质体积改变的纵向研究 

 
刘浩, 赵小虎,王湘彬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200065 

 

目的 探讨轻度认知障碍患者随访 1年后脑灰质体积改变。 

方法 利用体素的形态测量学（voxel-based morphometry,VBM）方法,对来自 ADNI

（Alzheimer disease Neuroimaging Initiative）数据库的 70例 M CI患者及 44例正常对照

者基线及随访 1年的脑灰质体积改变进行对比研究。对两组人 2次 3D磁共振 T1结构像进行预

处理,得到平滑后的全脑灰质数据,运用配对样本 t检验,分别比较正常对照组前后 1年脑灰质

体积差异及 MCI组前后 1年脑灰质体积差异。 

结果 正常对照者在 1年前后脑灰质体积无明显改变;MCI 组患者皮质脑灰质体积在随访 1年后

相关脑区有明显的萎缩（P〈0.05）,这些区域主要集中在：记忆相关的颞叶区域,包括左颞下

回、左颞中回、右颞上回、左侧海马、右侧海马;语言功能及躯体感觉相关区域等,包括左侧岛

叶、右楔叶、右中央后回。 

结论 MCI患者在 1年时间内脑灰质在与记忆相关的颞叶区域及与语言功能和躯体感觉相关区

域有发生萎缩,可为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诊断提供影像学依据。 

 

 
EP-0126 

扩散峰度成像与脑星形细胞瘤 GFAP 、TopoⅡ Ⅱα、 、

MGMT 表达 的相关性研究 

 
雷颖,张辉,王效春,谭艳,秦江波,王乐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30001 

 

目的 应用磁共振扩散峰度成像（DKI）初步探讨脑星形细胞瘤的 DKI 参数值与术后 

病理 GFAP、TopoⅡα、MGMT 表达的相关性。 

方法 收集自 2012 年 3 月至 2014 年 9 月就诊于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经手术病理证 

实的脑星形细胞瘤 66 例，其中高级别（WHO Ⅲ-Ⅳ级）34 例，低级别（WHO Ⅰ-Ⅱ 

级）32 例，所有患者术前均行头颅常规 MRI 扫描、增强扫描及 DKI 扫描。通过工 

作站对图像进行后处理，得到平均峰度（MK）图、各向异性分数（FA）图，由两 

名有经验的 MR 医师结合常规 MRI 扫描图像进行分析，测定肿瘤实质区的部分各 

向异性分数（FA）值、平均扩散峰度（MK）值及 GFAP、TopoⅡα、MGMT 的表 

达水平。采用两样本 t 检验比较两组间 DKI 各参数值及 GFAP、TopoⅡα、MGMT 

表达水平差异，采用 Spearman 秩相关分析 DKI 各参数值与 GFAP、TopoⅡα、MG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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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的相关性。 

结果 

（1）高级别组脑星形细胞瘤实质区 MK 值明显高于低级别组（P＜0.05），高 

级别组脑星形细胞瘤实质区 FA 值与低级别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331）；（2） 

高级别组脑星形细胞瘤实质区 GFAP 表达显著低于低级别组（P＜0.05），高级别组 

脑星形细胞瘤实质区 Topo-Ⅱα 表达显著高于低级别组（P＜0.05），高级别组脑星 

形细胞瘤实质区 MGMT 表达与低级别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679）；（3）MK 

值与 GFAP 表达呈显著负相关（r =-0.836；P=0.03），与 Topo-Ⅱα 表达呈正相关（r 

=0.896；P=0.01）。 

结论 DKI 参数 MK 值与脑星形细胞瘤 GFAP、TopoⅡα 表达显著相关，应用 DKI 在 

一定程度上可以补充常规磁共振，间接评估肿瘤细胞的分化程度、增殖活性、浸润 

转移等生物学行为，指导脑星形细胞瘤的个体诊断及治疗。 

 

 

EP-0127 

Detecting IDH1 status of gliomas based on DCE-MRI 

parametric images 

 
Xin Zhang,Yan Lin-Feng,Yang Yang,Zhang Jin,Hu Yu-Chuan,Wang Wen,Cui Guang-Bin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Tangdu Hospital， Fourth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710038 

 

 

Purpose 

In gliomas, isocitrate dehydrogenase 1 (IDH1) mutation was an independent factor 

for good prognosis. Patients with mutant IDH1 had significantly longer 

progression-free survival (PFS) and overall survival (OS) than those with wild 

type IDH1. What’s more, the IDH1 status relates to the improvement in treatment 

strategies. This study aimed to develop an accurate IDH1 status detection model in 

gliomas based on quantitative parameters of dynamic contrast-enhanced MRI (DCE-

MRI). 

Materials and Methods 

A total of 107 histologically confirmed glioma patients (IDH1 status: 38 mutant vs. 

69 wild type) were recruited. All patients underwent preoperative conventional MRI 

and DCE-MRI scans. Quantitative parameters such as AUCAIF, K
trans

, K
ep
, Ve, and Vp were 

generated from the extended Tofts pharmacokinetic model provided in the NordicICE 

software. The volume of region (VOI) covering the whole tumor region was manually 

segmented. 23 histogram statistical indices and 37 image texture attributes were 

extracted from the VOI parameter image to form each parametric feature dataset. 

Support vector machine (SVM) classifier combined with SVM recursive feature 

elimination (SVM-RFE) feature selection strategy were used to train the IDH1 

status classification models and their performances were evaluated by 10-fold 

cross-validation method. 

Results 

The K
ep
 and Ve parametric models outperformed the other parametric models in IDH1 

status classification, with the accuracy of 0.888 and the area under the curve 

(AUC) of 0.866 and 0.883 for each. The Vp parameter showed the poo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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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rimination performance (accuracy = 0.673). The overall best classification 

result was achieved when using the big combined parametric group with SVM-RFE 

feature selection method. The corresponding overall highest accuracy (0.963) was 

obtained when the top 51 attributes were used and the AUC reached up to 0.953, 

better than each independent parametric model. 

Conclusion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quantitative parameters calculated from DCE-MRI and SVM 

machine learning method, it is expected to establish a non-invasive and automated 

IDH1 status detection model in gliomas with high efficiency. 

Clinical Relevance statement 

This study provided a non-invasive and high-efficient IDH1 status detection scheme, 

which will aid the clinical examination, the treatment plan optimization and the 

prognosis evaluation of gliomas. 

 

 
EP-0128 

经呼吸道递送整合素 αvβ3 靶向纳米分子探针 

肺癌 MR 成像研究 

 
张睿馨

2,3
,许秀安

2,3
,吴丽娜

3
,申宝忠

2,3
 

1.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2.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TOF-PET/CT/MR 中心 

3.哈尔滨医科大学分子影像研究中心 

 

目的：通过经呼吸道超选择性递送和经兔耳缘静脉注入两种递送纳米探针的不同方式，评价靶

向整合素αvβ3的全氟化碳纳米分子探针对兔 VX2肺原位瘤模型肿瘤新生血管的 1H-MRI 和

19F-MRI分子显像情况。 

方法：建立兔 VX2肺原位瘤模型，并分别采用经呼吸道超选择性递送全氟化碳纳米分子探针和

经兔耳缘静脉注入全氟化碳纳米分子探针以进行 1H-MRI和 19F-MRI分子显像。在相同时间点

分别记录采用两种不同递送探针方式的 1H-MRI和 19F-MRI 分子显像情况。并将采用同种递送

方式的相同时间点的 1H-MRI 分子图像与 19F-MRI分子图像相融合，观察靶向整合素αvβ3的

全氟化碳纳米分子探针在肿瘤新生血管中的聚集情况。采集不同时间点肿瘤区域内 1H-MRI和

19F-MRI的信号强度值进行比较分析。 

结果：经呼吸道超选择性递送靶向整合素αvβ3的全氟化碳纳米分子探针 1h后，19F-MRI显

示兔 VX2肺原位瘤模型中肿瘤周边可见明显的 19F信号影。而后选取递送探针后的 2h、3h、

5h及 24h进行监测并对各个时间点的 1H-MRI和 19F-MRI的信号强度值进行检测。比较分析得

出：随着时间的延长探针浓聚在肿瘤区域，并且在探针递送后的 24h内肿瘤区域内的 1H-MRI

和 19F-MRI信号强度值逐渐增加，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相比较经兔耳缘静脉注

入纳米探针 24h内 19F-MRI 显示未见明显 19F信号影，1H-MRI显示的信号强度值也远低于前

者，两者相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靶向整合素αvβ3的全氟化碳纳米分子探针有较明显的靶向增强肿瘤显像效果。经呼

吸道超选择性递送该探针较经静脉注入该探针靶向增强肿瘤显像效果更明显。因此，经呼吸道

递送探针有望成为继传统静脉注入药物及造影剂后的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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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129 

Comparison of DCE-MRI parameters using individually 

measured, population averaged and automatic tracked 

input function in gliomas and their diagnostic 

performance 

 
Yang Yang,Yan Lin-Feng,Zhang Xin,Zhang Jin,Wang Wen,Cui Guang-Bin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Tangdu Hospital， Fourth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710038 

 

 

PURPOSE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dynamic contrast enhance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DCE-MRI) data requires the accurate determination of the arterial input function 

(AIF). However, measuring AIF individually (ind-AIF) can be a difficult and time 

consuming process that can result in variability leading to a decrease in both the 

accuracy and precision of the pharmacokinetic parameters. Thus, we try to average 

all the ind-AIFs to generate a population AIF (pop-AIF) and try to automatically 

track AIF (auto-AIF) in gliomas. By comparing DCE-MRI parameters using ind-AIF, 

pop-AIF and auto-AIF, we demonstrate the applicable of the three kinds of AIFs in 

gliomas. 

METHOD AND MATERIALS  

All the data were acquired from a GE discovery 750 3T system. Forty-four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grades gliomas underwent DCE-MRI scanning, with a temporal 

resolution of 4s. Ind-AIFs were obtained from the software Omni-Kinetics, 

developed by GE. To obtain a functional form of the pop-AIF we a mixture of 2 

Gaussians plus an exponential modulated with a sigmoid function was fitted to the 

mean AIF measurement. For auto-AIF obtaining, the time course for every voxel in 

slice were extracted and those that show a maximum in concentration within 25s 

were selected. Then the early max voxels within the top 5% of peak concentrations 

were averaged to create the auto-AIF. The extended Tofts model was used to 

estimate the DCE-MRI parameters using the three types of AIFs. To demonstrate 

their diagnostic performance, the DCE- MRI parameters estimated from different AIF 

were input into linear support vector machine (SVM) with SVM recursive feature 

elimination (SVM-RFE). Leave-one-out cross-validation (LOOCV) were applied to 

validate the results. 

RESUL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lassification accuracy with feature selection based 

on ind-AIF, pop-AIF and auto- AIF were 0.78, 0.84 and 0.84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Pop-AIF and auto-AIF methods should be proposed in glioma grading for future study, 

which make DCE-MRI studies more time- and cost-effic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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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130 

miR-449a 通过抑制 SIRT1 表达促进肺癌细胞凋亡的机制研究 

 
任晓帅,李丹,单鸿 

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 519000 

 

目的 肺癌是目前全球范围内死亡率排名第一位的恶性肿瘤，在我国，肺癌的发生率和死亡率

都呈明显上升的趋势。miRNA 在各种肿瘤组织中表达水平明显异常，这种表达异常与肿瘤细胞

包括肺癌细胞的增殖，凋亡，侵袭转移等方面密切相关。miR-449a的表达下调常见于多种肿

瘤中，但在肺癌细胞中的生物学功能尚未明确。本文拟通过研究 miR-449a以及 SIRT1 在

NSCLC组织中的表达，及 miR-449a促进肺癌细胞凋亡的作用机制，旨在为开发新的治疗 NSCLC

药物提供理论基础。 

方法 采用 qRT-PCR技术检测 miR-449a及 SIRT1在肺癌组织及肿瘤细胞中的表达水平；采用

Annexin V-FITC/PI双染法和 western-blot技术检测 miR-449a对肺癌细胞凋亡的影响，细胞

划痕实验检测 miR-449a对细胞迁移能力的影响；采用荧光素酶报告基因实验检测 miR-449a对

SIRT1的直接调控作用；利用构建的 mKate2/Luc2双标肺癌细胞系构建裸鼠皮下移植瘤模型，

阐明 miR-449a在活体动物中对肺癌细胞的凋亡作用。 

结果 miR-449a在肺癌组织及肺癌细胞系中表达明显下调，NSCLC患者的癌组织样本中 SIRT1 

mRNA表达明显提高；miR-449a能够明显的诱导肺癌细胞系的凋亡，对 A549细胞的迁移能力具

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双荧光报告基因系统,qRT-PCR和 western blot 实验表明,过表达 miR-

449a能够降低 SIRT1 3'UTR 报告载体的荧光素酶活性,抑制 SIRT1 mRNA和蛋白水平的表达。

裸鼠皮下移植瘤模型表明 miR-449a能明显抑制肺癌细胞在小鼠体内成瘤的能力。 

结论 miR-449a可能经由抑制 SIRT1的表达来发挥诱导肺癌细胞凋亡的作用，提示 miR-449a为

一种抑癌基因参与了 NSCLC 的发生和发展过程。 

 

 

EP-0131 

Correlation of 18F-FDG uptake with expression of 

excision repair cross-complementary group 1 and 

ribonucleotide reductase subunit M1 in non-small-cell 

lung cancer 18F-FDG with ERCC1 and RRM1 in NSCLC 

 
hu na,Wang Yunhua,Li Daiqiang,Yang Xiaohuang,Tan Yanlin 

the Second Xiangya Hospital，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410011 

 

Purpose: 
18
F-FDG PET/CT is a common imaging examination for diagnosis and staging 

of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 There has been some evidence of a 

correlation between SUVmax and the presence or absence of chemotherapy resistance-

associated biomarkers. We sought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ET 

metabolic parameters SUVmax, metabolic tumor volume (MTV), and total lesion 

glycolysis (TLG) and the presence of the chemotherapy resistance-associated 

biomarkers excision repair cross-complementary group 1 and ribonucleotide 

reductase subunit M1 in NSCLC. 

Materials and Methods: The cases of eighty-nine patients with curatively resected 

stage I or II adenocarcinoma or squamous cell NSCLC, for which paraffin-embed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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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mor specimens and preoperative PET/ CT scans were available, were enrolled. 

SUVmax, MTV, and TLG were calculated. Nuclear and cytoplasmic (RRM1) expression of 

the biomarkers was measured with immunohistochemical staining. 

Results: Of the 89 cases, 67 (75.3%) were ERCC1-positive and 63 (70.8%) were RRM1-

positive.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was found between SUVmax, MTV, or TLG and the 

expression of ERCC1 (P = 0.135, 0.170, 0.422). RRM1 expression correlated 
negatively with SUVmax (R = -360, P = 0.001), MTV(R = -290, P = 0.006), and TLG (R 
= -315, P = 0.003).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revealed SUVmax to be the 

optimal index reflecting the expression of RRM1.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s (ROC) curve analysis demonstrated the optimal cut-off value of 

SUVmax to predict RRM1-negativity was 10.2, which was associated with 73.1% 

sensitivity and 68.3% specificity. 

Conclusions: 
18
F-FDG PET/CT is promising for assessing RRM1 expression, and 

predicting gemcitabine resistance, in NSCLCs. 

 

 
EP-0132 

Multi-modal nanoprobe based on upconversion 

nanoparticles for monitoring the migration of 

implanted stem cells for bone defect in big animal 

 
曲扬,艾松涛,陶晓峰 

上海市第九人民医院 200011 

 

Objectiv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develope one kind of nanoprobe based on 

the surface modification of upconversion nanoparticles (UCNs) with multi-modal 

imaging capabilities of fluorescence,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and dual-

energy computed tomography (CT) simultaneously. Methods The modified UCNs labeled 

stem cells in an efficient (over 200 pg/cell) and long-term (at least 14 days) 

manner. Clinical dual-energy CT and MRI were applied to observe the migration of 

the labeled cells on a bone-defect model of rabbit for at least 14 days. Results 

The results visualized the gathering of stem cells at the defect site on cortical 

bone, and the clinical MRI and CT images were for the first time well correlated 

with the “in situ” histological analysis without extra staining. Conclusion A 

potentially translatable nanoprobe was developed for non-invasive and real-time 

tracking of cells by the clinical MRI and CT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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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133 

Continuous Evaluation of Myocardial Infarction 

Reperfusion Injury in rats and APT102 Therapeutic 

Effect by T2 mapping at 7.0T MR 

 
Xu Ziq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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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West China Hospital， Sichuan University 

2.Department of Radiolog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Kunming Medical College， Kunming 

650031 

3.Mallinckrodt Institute of Radiology， Washington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St. Louis， 

Missouri， USA 

 

Purpose: Myocardial edema and hemorrhage were the common injuries in the early 

myocardial infarction reperfusion period.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continuously detect hemorrhage, edema and infarction size and APT102 effect in 

rats by T2 mapping. 

Methods: All of sixteen Sprague-Dawley rats (female, 200-250g) were underwent the 

ligation of the left anterior descending coronary artery for 60mins, 10-15mins 

before reperfusion, APT102 or normal saline were injected into tail veins. After 

reperfusion for 1day, 2day, 3day and 5day, rats were injected APT102 and normal 

saline before scanning and underwent cardiac magnetic resonance at 7.0T MR. T2 

mapping, LGE (10min after Gd-DTPA injection) were performed to acquire T2 values 

and volume of injured myocytes (edema and hemorrhage) and infarction size (LVEDV%). 

Images analysis was performed by the custom-made software written in Matlab7.1. 

All rats were sacrificed after scanning at 5days reperfusion, myocardial tissue 

was used for histopathologic staining. ANOVA analysis was used to compare edema, 

hemorrhage and infarction size among groups. 

Results: All subjects were found intramyocardial hemorrhage(IMH) in controlled 

group(n=8), five rats were found IMH in APT102 group and three rats were not found 

IMH by T2 mapping,shown in figure 1. Volume of edema, hemorrhage and infarction 

size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shown in figure 2-4. 

Conclusions: Compared with controlled group, infarction size, edema volume and 

hemorrhage volume of APT102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continuously 

evaluated by CMR. Therapeutic effect of APT102 is better at day3 and day5, which 

provide evidence for administration time and scanning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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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134 

Albumin-biomineralized manganese dioxide nanosheets 

as intelligent vehicles for pH/H2O2-responsive tumor 

theranostics 

 
Liu Heng,Zhang Weiguo 

Institute of Surgery Research， Daping Hospital， Thir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Chongqing， China 400042 

 

Purpose To explore the feasibility of albumin-biomineralized manganese dioxide 

(MnO2) nanosheets as intelligent vehicles for tumor microenvironment (TME) 

responsive tumor imaging and surmounting hypoxia-associated treatment resistance. 

Methods Bovine serum albumin (BSA) was employed the biomineralization template to 

synthesize MnO2 nanosheets (BMnNSs). Then, photosensitizer 2-devinyl-2-(1-

hexyloxyethyl) pyropheophorbide (HPPH) was anchored on BMnNSs, obtaining 

multifunctional BMnNSs-HPPH nanocomposites (BMnHNCs). Using human glioblastoma 

U87MG cell line and nude mouse tumor model, the high reactivity of MnO2 toward 

pH/H2O2 was utilized to achieve pH/H2O2 responsive near-infrared fluorescence 

(NIRF)/magnetic resonance (MR) dual-modal imaging and enhanced tumor photodynamic 

therapy (PDT). 

Results The as-prepared BMnNSs possess suitable size, good water dispersibility 

and excellent biocompatibility. BMnHNCs was obtained with high HPPH loading 

efficiency. Owing to the efficient tumor accumulation of BMnHNCs, they 

demonstrated desirable NIRF/MR dual imaging for tumor visualization. The released 

Mn
2+
 could serve as MRI contrast agents for improved tumor visualization. The 

generated O2 accompanied with simultaneous H2O2 decomposition and protons 

consumption during the reaction could improve tumor oxygenation, reduce H2O2 and 

acidosis. Thanks to the generated O2 in situ resulting from the reaction between 
MnO2 and H2O2 (2MnCl2+4NaOH+O2→MnO2+4NaCl+4H2O), BMnHNCs exhibited remarkably 

enhanced tumor growth suppression, compared with HPPH. Notably, BMnHNCs 

demonstrated no appreciable in vivo toxicity upon intravenous injection. 
Conclusion The biocompatible, bio-responsive and biodegradable BMnNSs hold great 

potential for comprehensive TME modulation and improved tumor theranostics for 

clinical tran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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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135 

基于脑转移乳腺癌靶向多肽构建的脂质体纳米靶向探针的构

建及应用的实验研究 

 
杜加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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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腺癌（breast cancer）是引发脑转移的第二位实体恶性肿瘤。开发靶向脑转移性乳腺癌的

分子探针对乳腺癌脑转移（breast cancer brain metastasis，BCBM）的早期诊断和靶向药物

治疗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本研究旨在利用已筛选获得的脑转移性乳腺癌靶向多肽 BRBP1，构

建荷载近红外荧光染料 DiR、siRNA及化疗药物 PTX的脂质体纳米探针，用于脑转移性乳腺癌

的在体成像及靶向药物治疗。 

采用薄膜分散超声法制备长循环脂质体纳米探针，动态光散射法和透射电子显微镜检测粒径分

布和大小，通过免疫荧光染色和流式细胞术在体外细胞水平检测该探针的靶向性，并利用

CCK8法检测该探针对正常细胞的毒性。构建脑转移性乳腺癌皮下瘤和自发转移模型，荷瘤鼠

活体近红外荧光成像、离体组织近红外荧光成像及肿瘤组织切片荧光分布评价该探针的体内靶

向性和肿瘤病灶检测的敏感性。 

构建了荷载香豆素 6（Coumarin 6）（体外实验）和 DiR（体内实验）的脂质体纳米探针并在

脂质体表面标记 BRBP1肽，脂质体水合粒径大小在 200nm左右(Figure A,Table 1)；与对照探

针相比，免疫荧光染色(Figure1 B)和流式(Figure 1C)结果显示 BRBP1肽标记的脂质体纳米探

针与 231-BR细胞呈特异性结合。体内实验结果显示，乳腺癌皮下瘤模型（Figure 2a-c）和脑

转移模型(Figure 3a-c)中，BRBP1肽标记的脂质体纳米探针在肿瘤部位的近红外荧光信号明

显增强。离体组织切片免疫荧光结果显示，BRBP1肽标记的脂质体纳米探针（Coumarin 6）与

脑转移病灶共标（Figure 3d）。 

BRBP1肽标记的脂质体纳米探针能够在活体水平上检测到乳腺癌皮下瘤及脑转移病灶，不仅可

以用于乳腺癌脑转移的在体成像，而且有望作为药物载体，用于脑转移性乳腺癌的靶向药物治

疗。 

 

 

EP-0136 

Automatic preoperative glioma characterization based 

on comprehensive tumor parametric histogram and image 

texture features of multimod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es  

 
wang wen,Yan Lin-Feng,Xin Zhang,Yang Yang,Han Yu,Cui Guang-Bin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Tangdu Hospital，the Fourth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710038 

 

 

PURPOSE  

To establish a machine learning-based automatic preoperative glioma 

characterization system. 

METHOD AND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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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combined the multimodal-MR image texture and the corresponding parametric 

histogram features to identify the influence of sample imbalance, to optimize the 

model parameters and to select the most contributing classifying features with the 

hope of optimizing an easy-to-use system for radiologists. In the first cohort of 

120 adult patients with WHO I-IV gliomas, Recursive feature elimination-support 

vector machine (RFE-SVM) using the combined image texture and parametric histogram 

features from multimodal-MR images achieved reasonably better accuracies over 

those from conventional MR images in classifying low-grade glioma (LGG) from high-

grade glioma (HGG) as well as in survival prediction at 12-, 15- or 18-M after 

treatment despite the presence of highly unbalanced samples by using synthetic 

minority oversampling technique (SMOTE). The external validity of the proposed 

system was confirmed in another cohort of 42 glioma patients to produce similar 

accuracy in classifying LGG from HGG. 

RESULTS  

First, SMOTE and RFE-SVM help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of machine learning in 

predicting patient survival. Second, the most contributing features for 

classifying LGG vs. HGG might not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patient survival 

prediction. 

CONCLUSION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machine learning based-on the combined features of 

multimodal MR image textures and parametric histograms with sample augmentation as 

well as optimal feature selection can help obtain reasonably accurate preoperative 

tumor grading and survival prediction in glioma patients. 

 

 

EP-0137 

Gold Nanoclusters and MnO₂  Nanoparticles Conjugated 

Microbubbles for Tumor Microenvironment-Responsive 

Multi-modal Imaging of Glioma 

 
Xue Wei,Zhang Weiguo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Institute of Surgery Research， Daping Hospital， Thir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400042 

 

Purpose To evaluate the applicability of an intelligent nanoprobe for tumor 

microenvironment (TME) responsive multi-modal imaging of glioma in vivo. 
Methods and Materials The cationic polyelectrolyte stablized MnO2 nanoparticles 

(PAH-MnO2 NPs), anionic albumin templated gold nanoclusters (BSA-AuNCs) and 

negatively charged submicron microbubbles (SubMBs) were first prepared. Then they 

were assembled through layer-by-layer method and generate AuNCs-MnO2-SubMBs. The 

high reactivity of MnO2 towards reduced glutathione (GSH) and acidic H2O2 was 

confirmed in vitro. The ability of AuNCs-MnO2-SubMBs for MRI/NIRF/CT/FUS multi-

modal imaging was evaluated in U87MG glioma bearing mice. The effect of AuNCs-

MnO2-SubMBs on TME was also investigated. 

Results AuNCs-MnO2-SubMBs with good biocompatibility and pretty stablity were 

successfully synthesized. The AuNCs exhibited intense red fluoresc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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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m=520/710 nm) and  satisfactory CT enhancing ability. The fluorescence can 

be effectively quenched by MnO2 and recovered through the decomposition of MnO2 

into Mn
2+
 by GSH and acidic H2O2 in PBS buffer and U87MG cells. The generated Mn

2+
 

can be used for MR contrast enhancement. After injection of AuNCs-MnO2-SubMBs and 

focused ultrasound (FUS)-mediated BBB opening, an excellent MRI/NIRF/CT multi-

modal enhancement was achieved in the tumor region. Moreover, the production of 

Mn
2+
 was accompanied by a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level of O2 and pH at tumor site 

in situ, which effectively alleviate tumor hypoxia, decrease acidification and 

inhibit angiogenesis. 

Conclusion The developed AuNCs-MnO2-SubMBs holds great potential for accurate 

diagnosis of glioma and comprehensive regulation of TME. 

 

 
EP-0138 

Facile synthesized melanin coated magnetic 

nanocomposites for MRI/PAI dual-modal imaging and 

tumor photothermal ablation 

 
Tong haipeng,Zhang Weiguo 

Thir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Daping Hospital 400042 

 

Objective: To develop novel multifuctional melanin coated magnetic nanocomposites 

(Fe3O4@mel NCs) for MRI/PAI dual-modal imaging and tumor photothermal ablation. 

Method: Water-dispersed Fe3O4@melanin nanocomposites (Fe3O4@mel NCs) were prepared 

via a facile one-pot approach with inexpensive inhesion. Their applications in 

MRI/PAI dual-modal imaging and tumor photothermal ablation were investigated both 

in vitro and in vivo, using human glioma U87MG cell line and nude mouse tumor 

model. 

Results: The melanin coating endows the NCs with desirable water dispersibility. 

The obtained Fe3O4@mel NCs not only exhibited intrinsic superparamagnetism with a 

high R2 relaxivity up to 245.88 mM−1S−1, but also showed strong NIR absorbance, 

conferring them prominent contrast for photoacoustic (PA) imaging as well as high 

photothermal performance. MTT assays indicated low toxicity of NCs towards U87MG 

glioma cells. NIR light-mediated PTT could effectively reduce cell viability in 

vitro and suppressed tumor growth in vivo. The long-term toxicity study of NCs in 

vivo demonstrated no appreciable toxicity. 

Conclusion: This simple, facile, economical, and efficient strategy would 

encourage further exploration of multifunctional theranostic nanocomposites and 

hold great potential for clinical tran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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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139 

多模态磁共振检测大鼠胫神经损伤后腓肠肌形态及代谢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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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咸宁市中心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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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运用 T2-mapping、DKI 及 CEST多种磁共振方法检测大鼠胫神经损伤后腓肠肌形态及肌酸

代谢变化。 

方法 12只健康成年 SD大鼠，随机分为胫神经离断组（A组）与假手术组（B组）。A 组大鼠

结扎并离断胫神经，B组大鼠不对胫神经做任何处理。术后第 6天进行左侧小腿扫描，采集轴

位 T2WI （5层）作为定位像，选择合适层面依次采集 T2-mapping，DKI，CEST序列及 B0，B1

图。主要参数如下：T2-mapping (TE分别为 14，21，31，45，65，95，137，199ms); DKI 

(b=0 s/mm
2
, 800 s/mm

2
, 1600 s/mm

2
, diffusion direction= 30); CEST (B1=1.2uT, RF 

duration=3s)。DKI及 CEST 数据运用 Matlab2013a进行处理分别获得腓肠肌 MK值、MD值、FA

值以及肌酸（1.8ppm）CESTR 值。数据采用 SPSS软件进行统计分析，通过 t检验，比较 A组

与 B组间的差异。 

结果 术后第 6天胫神经离断组（A组）腓肠肌 T2值为 29.11±1.48 ms，假手术组（B 组）腓

肠肌 T2值为 24.78±1.37 ms，两组间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A组腓肠肌 MK值为

0.6156±0.07；B组腓肠肌 MK值为 0.74±0.06 ms，两组间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A

组腓肠肌 FA值为 0.28±0.04；B组腓肠肌 FA值为 0.34±0.06 ms，两组间存在统计学差异

（P＜0.05）。A组腓肠肌 MD值为 1.56±0.17；B组腓肠肌 MD值为 1.52±0.21 ms，两组间无

明显统计学差异（P＞0.05）。CESTR示 A组腓肠肌区肌酸（Cr）信号强度低于 B组。 

结论 依赖 MR多参数成像，通过检测骨骼肌 T2值、MK值、FA值以及肌酸 CEST成像可反映其

支配神经损伤情况。 

 

 

EP-0140 

PET/MR 与 PET/CT 探测效率比较及联合显像意义探讨 

 
许远帆,林海涛,李峰 

杭州全景医学影像诊断中心 310009 

 

目的：研究 PET/MR与 PET/CT 探测效率的差别，探讨二者联合显像的意义。 

材料与方法：收集我中心 2017年 4月 21日至 5月 25日间，20例行 PET/MR及 PET/CT检查的

患者。统计 PET/MR与 PET/CT 显示的阳性病灶数，比较二者的探测效率。 

结果：22例病例中，CT发现阳性病灶 91个、PET(PET/CT)发现阳性病灶 147个、MR发现阳性

病灶 143个、PET（PET/MR）发现阳性病灶 171个。PET/CT共发现阳性病灶 162个、PET/MR 共

发现阳性病灶 180个，二者联合共发现阳性病灶 195个。PET/MR总体比 PET/CT多发现 8%

（16/195）阳性病灶。MR较 CT多发现 36%（52/143）阳性病灶。PET（PET/MR）比

PET(PET/CT)多发现 14%（24/171）阳性病灶。就肺部病灶而言，PET/CT比 PET/MR多发现 79%

（15/19）阳性病灶。而肺部以外病变，PET/MR比 PET/CT多发现 19%（33/176）阳性病灶。二

者联合显像，较单独行 PET/CT或 PETMR显像，分别多发现 17%（33/195）、8%（15/195）阳

性病灶。在 20例患者中，2例因增加 PET/MR检查改变临床分期。 

结论 PET/MR 探测效率总体高于 PET/CT，不仅由于 MR可进行多序列扫描，同时 PET

（PET/MR）较 PET(PET/CT)有更好的信噪比，探测效率更高，尤其利于微小病灶的检出。

PET/CT对肺部小病灶的探测效率明显高于 PET/MR。但对于肺部以外，尤其是肝脏、脑等高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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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性本底组织内病灶，以及低代谢病灶，PET/MR有明显优势。PET/MR检查者可常规加做肺部

CT或 PET/CT；而 PET/CT检查者可根据病史及显像结果，选择性加做局部 PET/MR。二者联合

显像，可优势互补，明显提高探测效率。 

 

 
EP-0141 

MSCT 在隐匿性肺挫伤预后判断及随访中的应用价值 

 
杨华 

重庆市中医院 400021 

 

目的 评价 MSCT在隐匿性肺挫伤（OPC）患者预后判断和随访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材料和方法 对胸部钝性伤患者影像及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依据有否肺挫伤将患者分为

显性挫伤、隐匿性肺挫伤及对照组三组，比较隐匿性肺挫伤组患者与其余两组患者出现肺部并

发症的差异。并对首诊确定为隐匿性肺挫伤患者的临床转归进行回顾性分析，确定 CT复查在

隐匿性肺挫伤患者中的应用价值。 

结果 共 87例患者检出肺挫伤，其中显性挫伤 58例，24例继发肺炎，13例继发脓胸，16例

继续发展为 ARDS；OPC29例，6例继发肺炎， 1例发展为 ARDS，未见继发脓胸患者；56 例对

照组中 7例继发肺炎，1例继发 ARDS，未见继发脓胸患者。OPC组患者的并发症与显性挫伤组

有显著性差异；与对照组差异不明显。在 OPC患者中，所有挫伤局限于一个肺叶的患者临床预

后均较好；所有继发肺炎的患者挫伤范围均大于两个肺叶。所有 35例 OPC患者均在伤后 1天

到 3个月内进行 1-4次 CT复查，其中 13例患者出现挫伤范围的扩大，主要出现在伤后 1-2

天；7例继发肺炎，主要出现在伤后 7-14天，1例发展为 ARDS，1例患者继发脓胸。 

结论 隐匿性肺挫伤患者总体临床预后较好，MSCT能较全面的判断评价隐匿性肺挫伤患者肺部

病变的演变情况，对隐匿性肺挫伤患者的临床治疗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应当作为隐匿性肺挫

伤患者重要的随访复查手段。 

 

 
EP-0142 

PEG-GoldMag-pod 纳米粒标记乳腺癌淋巴管内皮细胞 

及体外磁共振成像 

 
杨华 

重庆市中医院 400021 

 

目的 运用聚乙二醇（PEG）、金磁微粒（GoldMag）和抗 podoplanin抗体构建靶向淋巴管内皮

细胞的磁性纳米粒。 

方法 在十六烷基三甲基溴化铵（CTAB）的介导下采用 PEG修饰 GoldMag制备水溶性的 PEG-

GoldMag复合微粒，将抗 podoplanin抗体结合到 PEG-GoldMag纳米粒上制备 PEG-GoldMag-pod

分子探针并检测其相关参数。采用小室法体外诱导人真皮淋巴管内皮细胞（HDLECs）向乳腺癌

淋巴管内皮细胞（LECs）分化。用铁浓度分别为 5、10、15、30、45μg/mL 的 PEG-GoldMag-

pod纳米粒体外标记经诱导的 HDLECs，计算细胞标记率；对不同浓度铁标记的细胞进行 MR成

像，了解标记细胞的信号改变特点,以未诱导的 HDLECs为对照。 

结果 成功合成了水溶性的 PEG-GoldMag-pod纳米分子探针。在铁浓度分别为 5μg/mL、

10μg/mL、15μg/mL、30μg/mL、45μg/mL 时, 诱导后的 HDLECs和未诱导的 HDLECs的标记

效率分别为：39.65±3.48%、71.37±3.07%、91.36±4.87%、100%、100%和 22.61±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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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40±4.06%、70.13±3.61%、91.40±5.45%和 100%。经乳腺癌细胞诱导后的 HDLECs较未诱

导的 HDLECs具有更高的标记阳性率（P＜0.05）。标记细胞在常规 MR上能够产生明显的信号

改变，以 T2*WI信号改变最明显。 

结论 采用 PEG修饰可以有效的构建的水溶性的 PEG-GoldMag 纳米粒，进一步连接 PodAb后能

有效的标记 LECs，通过对标记的 LECs进行 MR成像可以反映细胞 podoplanin的表达情况。 

 

 
EP-0143 

个体内部随机比较线性对比剂钆喷酸普胺与大环状对比剂钆

特酸葡胺在乳腺病变 MRI 中的应用价值 

 
王军大 

重庆市中医院 400011 

 

目的：个体内部随机比较线性对比剂钆喷酸普胺与大环状对比剂钆特酸葡胺，在动态和定量地

评估乳腺病变相对增强程度（RE）的应用价值。 

方法:研究伦理委员会已批准，60例乳腺病变的患者参与该项前瞻性、单中心、随机、交叉性

MRI研究。每位患者分别进行钆喷酸普胺及钆特酸葡胺（0.1mmol/kg）的 MRI检查，两次检查

时间相隔 24小时。应用西门子 1.5T MRI系统，在相同的条件下进行同层动态增强扫描，分别

对每一处病灶进行至少 3个兴趣区（ROI）的定量评估， 将第 1、2 次动态采集后的初始增

强期的 RE和 RE 峰值作为主要结点。所有的病灶类型均经组织学证实，并计算不同对比剂之

间的差异。  

结果：60例患者完成评估，包括 24例乳腺炎和 36例乳腺癌，应用钆喷酸葡胺所获得平均 RE 

要显著长于钆特酸葡胺获得的平均 RE （P<0.05），在乳腺癌中，钆特酸葡胺的 10min内廓清

率（72.1%）显著多于钆喷酸葡胺的廓清率（45.1%）（P<0.05）。 

结论：线性对比剂钆喷酸普胺的 RE值大于大环状对比剂钆特酸葡胺，然而，钆特酸葡胺廓清

率明显短于钆喷酸葡胺。此结果有助于提高乳腺病变的检出的特异性。 

 

 
EP-0144 

18F-FDG PET/CT 显像对淋巴瘤治疗早期的疗效评估 

 
冯洪燕

1
,卜丽红

1
,李岚

1
,刘红红

2
,徐白萱

2
 

1.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2.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目的 评价应用 Deauville 5 分法和半定量方法在
18
F-FDG PET/CT 显像中对弥漫大 B细胞淋巴

瘤（Diffuse large B-cell lymphoma, DLBCL）患者进行早期治疗后的疗效评估和预测价值。

方法 选取治疗前、化疗早期（化疗 4个疗程）及化疗结束后均行 PET/CT检查的 DLBCL 患者

40例，其中 28例患者为男性，12例患者为女性，中位年龄 62(20～91)岁；平均随访时间为

38.4月。Deauville 5分法采用 0-5评分系统：没有任何异常高于背景的病灶为 1分，病灶代

谢小于纵隔为 2分，病灶代谢程度大于纵隔小于肝脏为 3分，病灶代谢程度高于肝脏为 4分，

病灶的代谢强度明显高于肝脏或者有新的淋巴瘤浸润病灶出现为 5分。以 SUVmax下降百分点

（SUVmax下降率）作为半定量指标，通过 ROC曲线获得截断点进行分组。以不良事件的出现

作为“金标准”，利用 Deauville 5分法和半定量方法对 DLBCL患者进行疗效评判、预后评

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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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Deauville 5分法判断疗效时﹥3分阳性组和≤3分阴性组无病生存率(progression-

free survival, PFS)分别为 88%和 32%（ P=0.00），DFS相关阳性、阴性预测值分别为 50％

及 82.5％。经 ROC曲线得出相应淋巴瘤病灶以 SUVmax下降率为 61.5%时 PET/CT诊断效能最

佳。SUVmax下降率≥61.5%组与 SUVmax<61.5%组之间 2年 DFS分别为 74.8%和 35.8%

（ P=0.04），DFS相关阳性、阴性预测值分别为 44％及 78.5％。结论  
18
F-FDG PET/CT对

DLBCL 采用 Deauville 5 分法和半定量方法对 DLBCL 患者早期疗效评估和预测均有很好的价值, 

但是这一结论仍需要更多的前瞻性研究加以证实。 

 

 
EP-0145 

Gadolinium-Loaded Poly(N‑ vinylcaprolactam) Nanogels: 

Synthesis, Characterization, and Application for 

Enhanced Tumor MR Imaging 

 
Peng Chen

1
,Peng Chen

1
 

1.Affiliated Tenth people’s hospital of TongJi University 

2.Affiliated Tenth people’s hospital of TongJi University 

 

We report the synthesis of poly(N-vinylcaprolactam) nanogels(PVCL NGs) loaded with 

gadolinium (Gd) for tumor MR imaging applications.The PVCL NGs were synthesized 

via precipitation polymerization using the monomer N-vinylcaprolactam (VCL), the 

comonomer acrylic acid (AAc), and the degradable cross-linker 3,9-divinyl-

2,4,8,10-tetraoxaspiro-[5,5]-undecane (VOU) in aqueous solution, followed by 

covalently binding with 2,2 ′,2 ″-(10-(4-((2- aminoethyl)amino)-1-carboxy-4-

oxobutyl)-1,4,7,10-tetraazacyclododecane-1,4,7- triyl) triacetic acid (NH2-DOTA-

GA)/Gd complexes. We show that the formed Gdloaded PVCL NGs (PVCL-Gd NGs) having a 

size of 180.67 ± 11.04 nm are water dispersible, colloidally stable, uniform in 

size distribution, and noncytotoxic in a range of the studied concentrations. The 

PVCL-Gd NGs also display a r1 relaxivity (6.38 −7.10 mM −1 s −1), which is much 

higher than the clinically used Gd chelates. These properties afforded the use of 

the PVCL-Gd NGs as an effective positive contrast agent for enhanced MR imaging of 

cancer cells in vitro as well as a subcutaneous tumor model in vivo. Our study 

suggests that the developed PVCL-Gd NGs could be applied as a promising contrast 

agent for T1-weighted MR imaging of diverse bio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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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146 

近红外/磁共振双模态分子影像探针的构建及其在肺癌诊断中

的应用研究 

 
蔡佳丽,刘士远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200003 

 

目的 构建具有近红外/磁共振双模态成像的分子探针 Cy5.5-Tf-DTPA-Gd及其在肺癌诊断中的

应用研究。 

实验方法 本次研究以 DTPA 和近红外荧光分子 Cy5.5修饰的转铁蛋白受体的靶向配体转铁蛋白

（Tf）偶联氯化钆（Gd），得到具有肺癌靶向的近红外/磁共振双模态分子影像探针 Cy5.5-

Tf-DTPA-Gd。对该探针进行弛豫率、傅里叶转化红外光谱等表征。体外细胞实验选用肺腺癌

A549细胞株，经过不同浓度和培养时间后，确定其细胞毒性结果，并通过共聚焦显微镜 673nm

波段激发确定探针的靶向效果和在细胞内的分布情况。选取 A549细胞株构建肺原位模型和皮

下瘤模型，对 A549细胞和肿瘤组织进行转铁蛋白受体免疫组化染色，分别进行近红外成像和

磁共振成像。 

实验结果 本次成功构建具有肺癌靶向的近红外/磁共振双模态分子影像探针 Cy5.5-Tf-DTPA-

Gd。该探针弛豫率 4.8mM
-1
S
-1
，具有良好的磁共振 T1效应。细胞毒性结果表明具有较低的毒

性，共聚焦显微镜结果显示该探针具有良好的靶向性，并主要分布在细胞质。转铁蛋白受体免

疫组化染色可以见该细胞株为高表达转铁蛋白受体。磁共振成像中从 5分钟开始可见肿瘤部位

信号增高，5小时时达到最高，相对信号强度可达 187%。近红外成像的肿瘤部位和体内分布情

况与磁共振成像一致，并具有更高的灵敏度。 

结论 本次研究构建以转铁蛋白受体为靶点的近红外/磁共振双模态分子影像探针 Cy5.5-Tf-

DTPA-Gd具有良好的体内外荧光/磁共振成像效果，为进一步的临床转化奠定了基础。 

 

 
EP-0147 

Molecular imaging of Non Small Lung Cancer in an 

orthotopic PDX mice model using targeted iron 

nanoparticles 

 
cai jiali

1
,Liu Zhetao

2
,Zhang Chunfu

2
,Liu Shiyuan

1
 

1.Department of Radiology， Changzheng Hospital， Secon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Shanghai 

2.State Key Laboratory of Oncogenes and Related Genes， Shanghai Cancer Institute， School of 

Biomedical Engineering，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urpose We constructed a targeted MRI iron oxide nanoparticle probe which 

simultaneously target to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on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Methods The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offers an excellent capability to 

examine soft tissues and anatomical references .The PEG coated USPIO surface was 

directly conjugated with peptide GE11(peptide Y-H-W-Y-G-Y-T-P-Q-N-V-I).We 

demonstrated the specificity of the probe to EGFR with Prussian blue staining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Fe contents in vitro. In vitro cytotoxicity testing was 

performed with the probe for 12, 24 and 48 hour with three concetrations. Bl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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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earance and biodistribution of the probes show excellent biocompatibility. T2-

weighted MR imaging were acquired in a orthotopic PDX mice model 

Result:  

Superparamagnetic, water-soluble magnetic nanoparticles were synthesized via the 

polyol method. The resulting 4.8 nm nanoparticles have low r2/r1 of 3.88 (r1 =15.2 

mM-1·s-1, r2 = 59.09 mM-1·s-1), which can be used as T2 contrast agents. On this 

basis, used ultra-small size, superparamagnetic iron oxide nanoparticles (USPIO) 

as carrier, were applied to conjugate targeting peptide GE11. This research built 

a stable, quick and efficient labeling method to label peptide to the particles 

surface.  Used NSCLC cells to evaluate the specifity of the targeting probes,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probes can target to tumor cells. Magnetic resonance 

images showed the probes can specifically target to tumor and decreaseed the 

magnetic resonance signal intensity. Meanwhile, images showed particles mainly 

gathered in liver and kidney indicated that the particles were metabolized by 

urine and faeces. There was very low signal in muscle, brain and bones site. The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MR images suggested that tumor 

accumulation of dual-targeting probe was more efficient and the most accumulation 

culminated at 6 hour post injection. 

Conclusion: 

In this study, GE11@USPIO has higher specificity and sensitivity for detecting i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expressing orthotopic PDX mice model. The probe 

can be used for specificity diagnosis the non small cell lung cancer. 

 

 
EP-0148 

恶性实体瘤乏氧的靶向 CAⅨ成像的体外实验研究 

 
陈会琴,王小宜,廖伟华,周高峰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410008 

 

目的：通过前期制备的 SPIO-CAIX MRI分子探针与乏氧肿瘤细胞结合，探测其结合后产生的

MRI信号变化来评价肿瘤的乏氧状况；为肿瘤靶向 CAⅨ的抗乏氧治疗的方案设计和疗效评价提

供科学客观的依据。 

方法：分别用 PBS配制不同浓度 SPIO溶液，行 MRI成像，观察 T2信号变化规律。乏氧（O2

浓度＜1%）培养 24h及常氧培养的 U87人高级别胶质瘤细胞系，分别与空白对照 、单纯

SPIO（25ul、Fe: 100ug/ml）、单纯 SPIO（50ul、Fe:100ug/ml）、SPIO-CAIX分子探针

（25ul、Fe: 100ug/ml）、SPIO-CAIX分子探针（50ul、Fe: 100ug/ml）、SPIO-CAIX 分子探

针（75ul、Fe: 100ug/ml）37℃共孵育 3h，重悬于 EP管中，凝胶固定后行 MRI成像，观察其

引起的 T2信号变化。 

结果：梯度浓度的 SPIO溶液 MRI成像中，可以观察到，随着 SPIO浓度的增加，T2的信号明

显较低，极低浓度的 SPIO（12.5ug/ml）即可明显降低 T2，显示了其非常强的 T2弛豫效应。

U87胶质瘤细胞与空白对照及单纯 SPIO共孵育，乏氧细胞组与常氧细胞组的 T2信号差别均无

统计学意义（P＞0.05），同时在乏氧及常氧细胞组中，空白对照和 SPIO处理组的组间 T2信

号值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 SPIO-CAIX分子探针与胶质瘤细胞共孵育，乏氧细

胞组与常氧细胞组的 MRI T2 信号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0.05），并且随着剂量的增大，乏氧

细胞组的 T2信号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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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分子探针与乏氧及常氧培养的胶质瘤细胞结合的 MRI成像证明该 SPIO-CAIX分子探针能

靶向结合至因乏氧而表达的 CAIX蛋白，并引起 T2信号改变，具有靶向增强效果。本实验为肿

瘤靶向 CAⅨ的抗乏氧治疗的方案设计和疗效评价提供科学客观的依据和新思路。 

 

 
EP-0149 

Changing Small-world Topology in Normal Aging Using 

Functional and Structural MRI 

 
liang peipeng,Zhang Yan,Liang Jiali,Hu Zhenghui,Li Kuncheng 

Xuanwu Hos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100053 

 

The resting-state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R-fMRI) has emerged as an 

advanced neuroimaging technique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age-related changes in 

topological organization of brain networks. However, most studies on functional 

networks mainly utilize traditional R-fMRI data with long repetition time (TR=2s). 

A shorter TR can not only increase the blood oxygen level-dependent (BOLD) signals 

acquisition to produce a larger number of time points, but also reduce the effects 

of high frequency physiological noise. Meanwhile, MRI combined with various data 

analysis methods provides tools to investigate the age-related differences in 

brain structure and function. We utilized the graph-theoretical approach to 

comprehensively analyse the MRI data with the main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differences in the small-world topological properties in normal aging by using R-

fMRI based on the BOLD signal and structural MRI based on the regional gray matter 

volume (RGMV), respectively. The brain networks composed of 90 regions in young 

(mean age = 25.3 years) and old (mean age = 59.7 years) groups were constructed by 

calculating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All graph theoretical network 

measurements were performed using in-house GRaph thEoreTical Network Analysis 

(GRETNA) toolbox. Although all networks showed the evidence of small-world 

properties, the significant reductions of clustering coefficient and local 

efficiency in the functional networks of the old group were found, which  mplied 

that the functional network may develop into a less local organization in the 

normal processes of brain senescence. Moreover, normal aging was related to 

changed nodal betweenness centralities. In particular, the prominent changes in 

the inferior temporal gyrus (ITG) and superior occipital gyrus (SOG) reflected 

that the ability of the perception of visual space was 

influenced by the normal aging.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normal aging has a 

notable effect on the topological organization of both functional and structural 

networks, and contribute to understanding the mechanism of normal aging in the 

human br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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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150 

治疗前胸段食管癌的 PET/CT 表现与区域淋巴结转移及 

远处转移的相关性研究 

 
艾书跃,杨凤娇,袁梅,吴建伟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八十一医院 210002 

 

目的 探讨治疗前的胸段食管癌的氟代脱氧葡萄糖（
18
F-FDG）PET/CT表现与病灶区域淋巴结及

远处转移相关性的临床实用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 165例经病理证实为胸段食管癌治疗前

PET/CT表现。分析其临床因素及 PET/CT表现与区域淋巴转移和远处转移的关系。并对 165例

患者进行 Logistic多因素回归分析。结果 食管癌原发灶转移组的 SUVmax平均值为

16.19±5.46，无转移组的 SUVmax平均值为 8.03±4.72，两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t=3.582,P=0.000）； 区域淋巴结转移 99例；远处转移 82例。采用 Pearson卡方检验计

算，仅不同病灶部位发生远处转移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用两分类 Logistic多元回归分析

法，以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共 165例患者纳入多元回归模型，5个自变量：年龄

（0=<65岁，1=≥65 岁）、性别（0=女，1=男）、病灶部位（0=上胸段，1=中胸段，2=下胸

段）、SUV（0=<10，1=≥10）、上下径（0=<5cm，1=≥5cm）；5个因素均不是影响食管癌发

生区域淋巴转移的独立因素；用两分类 Logistic多元回归分析法，共 165例患者纳入多元回

归模型，6个自变量：年龄、性别、病灶部位、SUV、区域淋巴转移； 6个因素中食管原发灶

上下径长度和区域淋巴转移均是影响食管癌发生远处转移的独立因素，其他变量指标不能作为

独立预测因子；用 Spearman 秩相关对 165例患者发生区域淋巴转移与远处转移的情况进行相

关性分析，结果显示两者发生情况呈中度正相关( r=0.416，P<0.001），即发生区域淋巴转移

的患者将有可能发生远处转移。结论 不同病灶部位发生远处转移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食管

原发灶上下径和区域淋巴转移均是影响食管癌发生远处转移的独立因素；结合 Logistic 多元

回归分析结果，发生区域淋巴转移是远处转移的独立危险因素。 

 

 

 

EP-0151 

NMR-based Metabolomic Techniques Identify Potential 

Urinary Biomarkers for Esophageal Cancer 

 
Liang Jiahao,Wang Zhening,Huang Yao,Lin Yan 

Radiology Department，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Shantou University Medical College， Shantou 

515041， Guangdong， China 515041 

 

Introduction Esophageal cancer (EC) is one of the most common malignant tumors 

with a high prevalence of cancer-related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worldwide
[1]
. The 

treatment outcome of EC is far from satisfactory because it was often diagnosed at 

a late, incurable stage by the poor and inefficient detecting strategy
[2]
. 

Searching the more efficient detecting technology to identify reliable cancer 

biomarkers is essential for its early diagnosis and therapeutic approaches. Proton 

Magnetic resonance Spectroscopy (
1
H-NMR) has provided a novel and systematic 

approach for identifying the potential biomarkers through comparing the metabolic 

profiles of urine specimens between EC patients and healthy controls
[3]
. This study 

aim to demonstrate that NMR-based metabolomic method is a competent way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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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fy distinguishing metabolites in urine for routine screening of EC patients, 

and to reveal the causation of altered metabolites in mechanisms involved in EC 

progression. 

Methods Urine samples were collected from 42 EC patients (32M, 10F, age 53-77) and 

40 healthy controls (HC) (M19, F 21, age 28-78). Samples were extracted with 

PBS/D2O buffer, and a stock solution of TSP/D2O was added to supernatant prior to 

analysis by 
1
H-NMR spectroscopy. Spectra of the urine were recorded with a 400MHz 

Bruker 1D NOESY pulse sequence with the following acquisition parameters: Recycle 

Delay, RD=1.5s; t1 =3µs; mixing time, tm =100ms; 90
o
 pulse width=7.3us; number of 

scans, NS=128; number of points, TD=16380; spectral width, SW=5000Hz; acquisition 

time, AQ=1.47s. Water suppression was achieved by irradiation of the water peak 

during RD and tm. All spectra were preprocessed and then bucketed with the equal 

width of 0.004ppm. The region of δ 4.5~ 5.5 was discarded to eliminate the 

imperfect water suppression. Each bucket was normalized to the total integral of 

the spectrum prior to pattern recognition with orthogonal partial least-squares 

discriminant analysis (OPLS-DA) using the SIMCA-P+ program (version 14.1). The 

variable importance in the projection (VIP) values of all peaks from OPLS-DA 

models were taken as a coefficient for peak selection.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was assessed using the Mann-Whitney U test and a p < 0.05 was considere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Those variables with VIP>1 and p < 0.05 were considered 

as potential biomarker candidates for group discrimination. The area under the ROC 

curve (AUROC), specificity and sensitivity of the metabolites were calculated, 

where AUROC > 0.8 indicated excellent diagnostic ability. 

Results Good discrimination between EC patients and HC was generated by OPLS-DA 

scores plot detected from the 
1
H-NMR spectra of urine samples. Validation of this 

regression model produces R
2
Y=0.886, Q

2
=0.66, which suggests the model to be robust 

for biological interpretation. A total of thirteen significantly altered 

metabolites were identified as the potential disease associated biomarkers. Among 

the metabolites, citric acid, acetoacetic acid, creatine, cis-Aconitate and lysine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while creatinine, methylglycine, ethanolamine, 

glycine, glutamine, serine, uracil and hippuric acid were decreased in the urine 

of EC patients compared to the HC. Creatine displayed relatively high AUCs,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to distinguish EC patients from HC, with the vaule of 

0.893, 81.3%, and 72.2%, respectively. The diagnostic performance of the combined 

metabolites with cis-Aconitic acid, acetoacetic acid, citric acid, lysine and 

glutamine which were involved in tricarboxylic acid (TCA) cycle for the 

discrimination between EC patients and HC were greatly improved, with the 

diagnostic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and AUCs of 83.3%, 90.0% and 0.927, 

respectively, as compared to any other single metabolites alone. 

Conclusion This study based on 
1
H-NMR spectroscopy and Pattern Recognition 

demonstrated 13 metabolites differences of urine samples between EC patients and 

HC, indicating disruption to the common pathways of amino acid metabolism, 

tricarboxylic acid (TCA) cycle, urea cycle and gut microflora metabolism.These 

results demonstrate the potential of this noninvasive urinary metabolomic strategy 

as a complementary diagnostic tool for EC to screen for tumor associated-

perturbations of multiple metabolic pathways and their downstream functional 

significance prior to phenotypic changes develop.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591 

 

EP-0152 

紫杉醇负载的磁性碳纳米粒子用于肿瘤的磁共振成像及治疗 

 
李小燕,张瑞平 

山西省肿瘤医院 030013 

 

目的：目前，诊疗一体化已成为发展趋势，尤其在肿瘤方面，本实验旨在研究磁性碳纳米粒子

经过透明质酸包被及紫杉醇负载后，是否能在满足靶向肿瘤的磁共振成像的条件下，同时又能

对肿瘤进行治疗，从而实现诊疗一体化的目的。 

材料与方法：首先完成制备负载紫杉醇及透明质酸包被的磁性碳纳米粒子，因紫杉醇已临床应

用于卵巢癌，故细胞选择卵巢癌细胞做实验。细胞水平的体外实验完成后，选择裸鼠作为体内

实验。种植了卵巢癌的裸鼠在注射了本实验材料后，用于磁共振检查。根据图像及弛豫率判断

材料作为磁共振造影剂的合理性。连续扫描荷瘤鼠，判断紫杉醇的治疗情况，评估本实验材料

的治疗效用的合理性。 

结果与讨论：本实验制备的磁性碳纳米粒子可用于磁共振检查中的 T2加权成像的造影剂，同

时透明质酸成分对卵巢癌表达的 CD44具有靶向性，而紫杉醇成分则临床上已经用于卵巢癌的

治疗。本实验结果显示，活体效果较明显，荷瘤鼠的肿瘤部位的磁共振成像 T2加权的图像信

号与其他部位信号对比，有所降低。对于癌症的治疗效果，荷瘤鼠的肿瘤在一定程度上比对照

组好转。 

 

 
EP-0153 

基于胶原蛋白的肝纤维化磁共振分子探针的设计与应用 

 
刘钊,雷军强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730000 

 

背景：胶原蛋白是人体含量最多的蛋白，其与肝纤维化存在直接关系。目前对于肝纤维化准确

诊断的方法只有病理，常规影像学方法不能有效评价。原理与方法：通过靶向识别纤维化组织

中过量表达的胶原蛋白可实现肝纤维化组织的特异性显像。本实验选取序列为重复 POG的多肽

特异性结合胶原蛋白，以钆离子作为磁共振显像剂，选取带侧链的 DTPA作为交联剂，通过有

机化学全合成、固相合成多肽等方法合成该探针，用于肝纤维化的特异性成像。使用四氯化碳

制作大鼠肝纤维化模型，将该分子探针通过尾静脉注射进入大鼠体内，使用西门子 3.0T 磁共

振扫描仪及小动物线圈进行磁共振扫描，马根维显组作为对照。结果：在分别注射药物 40-60

分钟后，肝纤维化模型鼠的肝脏 T1信号明显高于马根维显组的信号，差异具有统计学差异。

结论：序列为重复 POG的小分子多肽类探针可作为肝纤维化的分子影像学研究提供新的方

法，有望成为肝纤维化的分子靶向显像剂或诊断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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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154 

基于含 TEMPO 共轭聚合物的双模态探针的构建及其应用 

 
许乙凯

1
,刘瑞源

2
,侯美蓉

1
,卢晓丹

1
,严承功

1
 

1.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2.南方医科大学药学院 

 

 

目的：合成多模态纳米探针是磁共振分子影像对比剂的主要发展方向，目前 MRI检查中超过

30%采用顺磁性 Gd3+复合物如 Gd-DTPA等，但金属离子对比剂的使用存在一定的问题，对于全

国约 11%~13%的肾功能不全患者来说，钆对比剂的应用增加了其发生肾源性系统性纤维化的风

险，非金属有机自由基对比剂为这些患者提供了另一种选择。本研究设计合成含非金属稳态有

机自由基 2,2,6,6-四甲基哌啶氧化物（2,2,6,6-Tetramethylpiperidinooxy，TEMPO）的共轭

聚合物 TEMPO-PPF，初步探讨该双模态探针对肿瘤成像的可行性及体内外成像特点。 

方法：首先将 9,9-二(溴己基) 芴-2,7-双频哪醇硼酸酯和 2’,5’-二碘苯甲酸 TEMPO 酯进行

聚合反应得到聚芴，然后将聚芴和三乙胺离子化得到含 TEMPO共轭聚合物 TEMPO-PPF； 进一

步利用红外光谱仪、核磁共振谱仪、动态光散射和透射电镜对 TEMPO-PPF理化性质进行检测。

体内外细胞试验中，A549细胞检测其体外摄取情况，并采用 MTT法检测 A549细胞的相对存活

率，利用 bruker小动物活体成像仪及 Philips Achieva 3.0T MR检测其体内外 MR效果。 

结果：DLS检测目前已经初步制备出粒径约为 70nm纳米的 Tempo-PPF聚合体，电镜显示粒径

与 DLS结果基本相符。体外细胞实验证实该纳米聚合体在 1mM浓度下即可被 A549细胞摄取并

显示蓝色荧光。弛豫率约为 0.28mmol-1•s-1，而聚合体在 5mM浓度下的载药细胞 MR中获得良

好的弛豫性效果，且 MTT细胞毒性显示在 1~10mM浓度范围内对 A549细胞的毒性小。并且，体

内动物实验结果表明，TEMPO-PPF具有良好的荧光及 MRI 成像效果。 

结论：本研究基于含 TEMPO 共轭聚合物的双模态探针，具有良好的体内外 MRI/荧光成像效

果。 

 

 
EP-0155 

USPIO 在早期心肌缺血再灌注大鼠心肌内的动态变化 

 
夏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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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3. Washington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in St. Louis 

 

目的：本研究通过心脏磁共振(CMR) T2*mapping序列，采用 USPIO间接分析心肌缺血再灌注

大鼠早期心肌内巨噬细胞的分布及动态变化。 

方法：采用心梗 60min再灌注 48h大鼠，7T MR扫描(Bruker Biospec 70/30)：T2*mapping序

列，T2mapping序列及 LGE 技术，首先在 USPIO注射前采用 T2*mapping序列、T2mapping 序列

及 LGE 技术（按 0.15 mmol/kg 通过尾静脉注射 Gd-DTPA）勾画出心肌水肿(ME)、心肌出血(MH)

及心肌梗死(MI)范围。6h后通过尾静脉注射 USPIO（粒径 27nm），分别在

0.5h,2h,6h,15h,24h行 T2*mapping与 T2mapping扫描以分析每个时间点正常心肌、心肌水肿

与心肌出血内信号变化。CMR 后处死大鼠，行 Prussian蓝染色以确定 Fe的沉积。 

结果： 心肌水肿在 USPIO注射前及注射后 0.5h,2h,6h,15h,24h 的 T2值分别为

48.7±3.4ms、30±2.3ms、40.8±0.8ms、37.1±2.6ms、35.5±4.2ms、42.4±3ms，T2*值分

别为 28.5±4.0ms、11.8±1.2ms、14.6±2.3ms、17.9±0.6ms、17.7±1.1ms、16.5±2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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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端心肌的 T2*值分别为 14.9±0.9ms、8.3±1.3ms、10.7±0.8ms、11.6±1.2ms、

12±1.6ms、9.7±0.4ms。心肌出血的 T2*值分别为 30.9±3ms、11.9±1.1ms、15.5±4ms、

17.7±0.4ms、18.9±1.5ms、17.1±0.4ms。Prussian蓝染色证实心肌水肿及心肌出血内 Fe

沉积。 

结论：USPIO注射间接提示巨噬细胞在心肌内先升高后降低，呈“双峰”出现，其中心肌水

肿、心肌出血区域较远端心肌巨噬细胞存留时间长。 

 

 

EP-0156 

探析低辐射剂量联合低碘总量冠脉 CT 成像的应用价值 

 
王正 

山西晋城煤业集团总医院 048006 

 

目的：探讨 384层螺旋 CT采用低辐射剂量（100KV 自动毫安）联合低浓度造影剂碘佛醇

（320mgI/ml）在冠脉 CTA中的临床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自 2013年以来不同时期，BMI20

～25kg/m
2
的两组各 50例患者，一组采用 100kv、自动毫安碘佛醇（320mgI/ml）回顾性心电门

控扫描，另一组采用 120kv、500MAS碘普罗胺（370mgI/ml）回顾性心电门控扫描，以冠脉造

影为金标准，分别计算两种检查方法诊断冠心病的灵敏度、特异性、阳性预测值和阴性预测

值，并分析两组检查结果差异有无统计学意义。结果：双低组 CCTA主动脉根部、前降支中

段、回旋支中段、右冠中段 CT值分别为：383±8.6hu、265±4.5hu、324±7.6hu、

295±9.0hu，双高组以上结果分别为：397±5.6hu、343±6.5hu、505±8.6hu、496±5.0hu，

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双低组 ED、CTDI值分别为 7.64±2.16、25.64±3.87，

双高组以上指标分别为 15.38±3.24、56.37±4.68，指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

组诊断冠脉狭窄的灵敏度、特异度、假阳性及假阴性率分别为 81.2%与 78.9%、93.7%与

89.1%、18.9%与 21.1%、6.3%与 10.9%。结论：384层螺旋 CT在 100KV、自动毫安的条件下，

采用 320mgI/ml碘佛醇行冠状动脉 CTA检查较 370mgI/ml检查在判定冠脉有无狭窄、狭窄轻中

重程度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同样可获得临床满意的图像质量，并且大大幅降低了患者的辐

射受量和过敏风险。 

 

 

EP-0157 

18F-FDG PET/CT 及 RECIST 法评价肺癌早期化疗疗效的价值 

 
王正 

山西晋城煤业集团总医院 048006 

 

目的 对比
18
氟-脱氧葡萄糖正电子发射型计算机断层显像（

18
F-FDG PET/CT）及胸部 CT实体瘤

反应评价标准（RECIST），评价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早期化疗疗效的临床价值，

并根据肿瘤治疗反应调整临床治疗方案。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3 年 7月到 2014年 5月晋煤集团总医院经临床诊断不能手术治疗的

Ⅲb和Ⅳ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共 40例，其中男 22例，女 18例，平均年龄 57±16 岁（49～68

岁)，分别在化疗前 3日及化疗一疗程后行 PET/CT扫描，化疗 2周期结束后行胸部 CT 扫描。

对比肿瘤葡萄糖代谢率的改变（SUV值变化率）及 RECIST法，预测非小细胞肺癌早期化疗疗

效情况。   

结果 PET/CT评价 NSCLC患者化疗一周期结束后有反应者 32例（即△SUVmax≥20%），无反应

者 8例（△SUVmax <20%）。经两周期化疗结束后，RECIST法评价疾病进展情况，部分缓解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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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疾病无进展 6例，疾病进展 6例，其中 PET/CT评价化疗有反应组中部分缓解占 27例，无

进展者 4例，进展者 1例，PET/CT评价化疗无反应组中部分缓解 1例，无进展 2例，疾病进

展者 5例。PET/CT在化疗一疗程结束后即可观察到化疗疗效，两者检查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3.262，P〈0.05）。  

结论
18
F-FDG PET/CT在 NSCLC 患者化疗一周期后能够反映化疗的敏感性，为肿瘤再分期或疗药

物合理选择、临床治疗方案的更改提供更可靠的依据。 

  

 

 
EP-0158 

复杂环境中自驱性 Janus 粒子的运动特性 

 
于海玲 

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 519000 

 

近年来，具备将化学能转变为动能的可自驱的人造纳米发动机已经成为一个新的研究热点，可

以广泛应用于生物及环境等多个领域
[1-4]

。其中，通过催化降解 H2O2获得驱动力的 Juans粒子

因其制备方法简单，成本低廉及可修饰性使其在复杂生物环境中应用具有极大的优势。微流体

芯片可以为 Junas粒子提供一个相对稳定不受外界条件影响的环境，目前，微流体芯片已经作

为特殊平台进行 Janus粒子运输药物及捕获 Janus等
[5-7]

。但是对于微流体芯片是如何影响

Janus粒子运动目前还不明确，所以我们利用实验及模拟方法对 Janus粒子在复杂环境中的运

动情况进行研究。首先，我们利用直径为 3μm的 SiO2粒子在洁净玻璃表面形成单层排列，在

其表面利用电子束沉积的方法沉积 Pt (25 nm) /Ti (2 nm)金属层，SiO2粒子形成单面覆盖金

属的 Janus粒子。Janus粒子由于其表面具有不对称的金属 Pt涂层在 H2O2环境下可以催化 H2O2

降解，在 Janus粒子周围形成浓度梯度，为 Janus粒子提供驱动力。我们利用 UV光刻技术设

计并且制备了模拟生物复杂环境（例如血管网络）的微流体芯片，并在 H2O2环境下添加 SiO2粒

子形成拥挤狭窄的复杂环境。研究结果表明：Janus粒子在拥挤狭窄环境下，运动受到边际影

响较大，自主运动的速度及运动方向均发生较大变化，并且一个单一的自驱性 Janus粒子可以

同时运载多个 SiO2粒子同时运动。边界“墙”可以重新定向 Janus粒子的运动方向，并且减低

Janus粒子的运动速率。这一研究结果对实现 Janus粒子的定向运动及靶向运输等方面。 

 

 
EP-0159 

MRI Tracking and Quantitative Analyzing Natural 

Killer Cell Infusion for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Treatment in a Rodent Model 

 
Su Zhanliang

1,3
,Wang Xifu

2,3
,Zhang Zhuoli

3
,Lyu Tianchu

3
,Yang Yihe

3
,Larson Andrew Christian

3
 

1.Tianjin Xiqing Hospital 

2.Shanghai General Hospital，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3.Feinberg School of Medicine，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URPOSE 

To verify the following hypotheses in a rat model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a) 

transcatheter intrahepatic arterial (IHA) natural killer (NK) c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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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usion improves NK cell homing efficacy to target tumors and b) quantitative 

analysis result of serial MRI monitoring of NK cell migrate to target tumor 

could serve as a key early biomarker for predicting longitudinal response. 

METHODS 

All studies were approved by our institutional animal care and use committee and 

were perform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NIH guidelines.  

Heparin, Protamine and Ferumoxytol were used to form HPF nanocomplexes. Mouse NK 

(LNK cell line) cells were labeled with HPF nanocomplexes. 

HPF labeled and unlabeled LNK cells were co-cultured with carboxyfluorescein 

succinimidyl ester labeled McA-RH7777 cells to assess LNK cell cytotoxicity. 

McA cells were visually implanted in left median and left lateral lobes in 18 SD 

rats. After 7 days, these rats were separated into three groups: transcatheter 

IHA LNK infusion group (IHA group), intravenous LNK infusion group (IV group) and 

transcatheter IHA saline infusion group (control group). The rat was anesthetized 

and mini-laparotomy was performed. A microcatheter was placed in common branch of 

proper hepatic artery. After selective catheterization in left hepatic artery, 

4.0×10
6
 labeled LNK cells (IHA group) or 0.5mL PBS was infused (control group). 

IV group, 4×10
6
 labeled LNK cells was infused via tail vein. 

In vivo tracking labeled LNK cell biodistribution in rat liver was performed 

using a 7.0T MRI scanner, before and after 24h, 48h and 8day. Anatomical images 

and T2*/R2* mapping was performed. Tumor mean R2* value was measured. Immediately 

after 8day post-infusion MRI, all rats were euthanized. Livers were harvested. 

Sections including tumor tissues were sliced for CD56 immunohistochemistry 

staining. 

Statistical calculations were performed using SAS 9.4. Student's t-test and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were calculated.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was defined as p˂0.05. 
RESULTS 

Prussian blue staining was performed to detect iron-positive HPF-labeled LNK cells 

(Figure 1A-D). TEM imaging were used to verify intracellular iron uptake (Figure 

1E, 1F).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cytotoxicity between labeled and 

unlabeled LNK cells (all p˃0.05) (Fig. 2B). 
For IHA group,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R2* values was found between before and 

24/48h after infusion (baseline vs. 24h, p=0.0007; baseline vs. 48h, p=0.0010), 
bu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umor R2* values between 24h and 48h 

(p=0.7335) (Fig. 3B). For IV group,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R2* 

values between baseline and 24/48h, and between 24h and 48h (all p˃0.05). For 
control group,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f R2* values between 

baseline and 24/48h (all p˃0.05). Moreover,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umor R2* values between IHA, IV, and control group at both 24h and 48h post-

infusion time-points (all p˂0.05) (Fig. 3B). 
Post-infusion 8 days,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umor size change 

between the IHA, IV, and control group (all p<0.05) (Fig. 4). Moreover, there was 

a strong correlation between tumor ∆R2* value and tumor growth inhibition in both 

IV and IHA group (IV group, R
2
=0.65; IHA group, R

2
=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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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were a significantly larger number of positive-stained LNK cells measured 

within tumors for IHA group than IV and control group (Fig. 5A-C). 

The quantitative measurements of CD56-positive LNK cells are shown in Fig. 5D. 

CONCLUSION 

Clinically applicable HPF-labeled NK cells can be tracked with MRI in vivo. 
Transcatheter IHA NK infusion augment NK cell homing effciency to liver tumors 

and tumor R2* value changes can serve as an important early biomarker for 

prediction therapeutic response. 

 

 

 
EP-0160 

Feasibility of Intravoxel Incoherent Motion (IVIM)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in Distinguishing 

Adenocarcinoma Originated from Uterine Corpus or 

Cervix 

 
Zhang Qi,Yu Xiaoduo,Lin Meng,Ouyang Han 

National Cancer Center/Cancer Hospital， Chines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and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100021 

 

PURPOSE 

The aim of our study was to prospectively assess the possibility of the intravoxel 

incoherent motion (IVIM) MRI parameters in distinguishing primary site of the 

adenocarcinoma. 

METHOD AND MATERIALS 

Fifty-two consecutive uterine adenocarcinomas (median age, 53 years old; range, 

25-74 years old) from the cervix (n=21) and endometrium (n=31) confirmed by 

surgery and pathology underwent IVIM MRI (12 b value from 0 to 2000s/mm²). IVIM 

parameters including standard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StADC), true 

diffusivity (D), perfussion-related diffusivity (D*) and perfusion fraction (f) 

were obtained and compared by the two-sample independent t test and the Mann-

Whitney U test. ROC was compared by MedCalc software and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diagnostic cut-off and efficiency of the parameters. 

RESULTS 

The StADC, D and f value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in the endometrial 

adenocarcinoma than the cervical adenocancinoma (0.813×10
-3
mm

-2
/s vs.×1.009×10

-

3
mm

-2
/s, 0.620×10

-3
mm

-2
/s vs. 0.729×10

-3
mm

-2
/s, 0.238 vs. 0.318, all the P value < 

0.001), while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of the D* existed between those two groups 

(P =0.271). Area under the curve (AUC) of ROC on StADC was higher than D (0.869 

vs. 0.769, P=0.007) and f (0.869 vs. 0.854, P=0.759). Using the cut-off of StADC 
more than 0.921×10

-3
mm

2
/s to distinguish cervical adenocancinoma from endometrial 

adenocarcinoma, the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and accuracy were 90.3%, 66.7% and 

80.8%,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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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IM MRI parameters may be a promising biomarker in predicting tumor origin of the 

uterine adenocarcinoma preoperatively which could play a critical role in 

treatment planning and prognosis evaluation. 

  

 

 

EP-0161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患者默认网络小世界属性的 fMRI 研究  

 
陈立婷,彭德昌,龚洪翰,李海军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30006 

 

前言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Obstructive sleep apnea，OSA）是常见的睡眠呼吸紊乱疾病，

常导致注意力，记忆力，警觉性、运动功能，执行功能，视觉空间功能和语言能力等认知功能

损害。模式网络（Default mode network，DMN）与人脑监测内外环境、加工情绪、自我内省

和情景记忆的提取等功能密切相关。既往发现 OSA患者 DMN功能构成脑区存在广泛的区域性自

发活动缺陷，但不能从整体上分析 OSA患者 DMN的拓扑属性改变。本研究采用基于图论的网络

分析方法探讨 OSA患者 DMN 拓扑属性改变及其与临床参数之间的内在联系。 

方法 采集未经治疗的男性重度 OSA组和健康对照组各 46例的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数据。选取

20个分布于 DMN的脑区，提取平均时间序列并计算 Pearson 相关功能连接系数，构建 20×20

的二值化相关矩阵。使用 gretna计算不同网络稀疏度下（0.05~0.4，步长 0.01）DMN 功能网

络拓扑属性，评估 OSA患者组差异网络属性参数与临床指标之间的关系。 

结果 OSA及 HC组 DMN均存在“小世界”属性。与 HC组相比，OSA患者在 0.05≤Sp≤0.12 和

0.15≤Sp≤0.50 范围内的 Cp值显著降低，在稀疏度 0.05≤Sp≤0.12 和 0.15≤Sp≤0.50 范围

中，OSA组的 Eloc 值显著减低，OSA组的 Lp， Eglob值无明显变化。与 HC组相比，OSA 患者左

侧后扣带回的节点度、节点介数、节点效率均显著减低，而右侧海马旁回节点度、节点介数、

节点效率均显著增高；背内侧前额叶皮层的节点介数显著减低，腹内侧前额叶皮层中节点介数

显著增高（P<0.05，Bonferroni校正）。 

结论 OSA患者 DMN具有“小世界”属性，但其网络整体和局部属性均存在改变。血氧饱和度

减低可导致 OSA患者 DMN拓扑属性重塑，而 OSA患者 DMN的整体和局部网络属性损害可进一步

解释 OSA患者认知功能障碍。 

 

 

EP-0162 

化疗早期 18F-FDG PET/CT 结合 MYC 基因重排对弥漫大 B 细胞

淋巴瘤的预后分析 

 
原凌,苏丽萍,郑玉萍,邢军,薄云峰,靳宏星 

山西省肿瘤医院 030013 

 

目的 探讨 DLBCL化疗早期
18
F-FDG SUVmax变化率（ΔSUVmax%）与 MYC基因间的相关性，分析

ΔSUVmax%、Deauville五分法结合 MYC基因在 DLBCL中的预后价值。方法： 60例病理证实的

DLBCL患者（男 29例，女 31例，平均年龄 50.96±2.35（12-81）岁）于化疗前一周及化疗早

期（1周期 30例，2周期 30例）后的 17-21天间分别行
18
F-FDG PET/CT扫描，勾画 ROI，计

算治疗前后ΔSUVmax%；化疗早期采用 Deauville五分法对患者评分；采用原位荧光杂交

（FISH）检测 MYC基因；研究终点为无进展生存（PFS）期。对 ΔSUVmax%进行 ROC曲线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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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寻找最佳临界值；生存分析采用 Kaplan-Meier法。结果：60例 DLBCL中 15例在随访期

内进展。化疗早期ΔSUVmax%最佳分界值为 62.5%，化疗 1周期的ΔSUVmax%为 0.66±0.40，

和化疗 2周期的ΔSUVmax%（0.62±0.25）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ΔSUVmax%与

MYC基因间有线性回归关系，呈负相关（t=-5.544，P＜0.001）。ΔSUVmax%≥62.5%（n=39）

与＜62.5%（n=21）组间，Deauville评分＜3分（n=13）与≥3分（n=47）组间，MYC 基因阴

性（n=42）与阳性（n=18）组间 PFS差异均存在统计学意义（χ
2
=33.674,4.083,61.694，均 P

＜0.05）。ΔSUVmax%＜62.5%协同 MYC基因重排阳性（n=15）及 Deauville≥3分协同 MYC基

因重排阳性（n=18）的 PFS 很差（χ
2
=67.403,61.784，均 P＜0.05）。结论：化疗早期

18
F-

FDG PET/CT结合 MYC基因对 DLBCL有很好的预测价值，PET/CT 检查时间可以提前到化疗 1周

期结束后。 

 

 
EP-0163 

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患者治疗前后 

的脑白质完整性的研究 

 
曹岂溱 

十堰市太和医院 442000 

 

 

目的 运用磁共振扩散张量成像（DTI）序列对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OSASH）患者进行

扫描，用相应的后处理方法对全脑多个不同脑区的脑白质神经纤维束以及其微结构的完整性进

行检测，并对比治疗前后的信息，分析其脑白质完整性变化。 

方法：搜集来我院就诊并治疗的中重度 OSAHS 患者 26 例，纳入实验组，范围 30-60 岁，均为

男性。选择与实验组年龄、性别相匹配的正常志愿者 22 例作为对照组。实验组均行多导睡眠

监测仪（PSG）监测，要求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指数（AHI）＞15 次/小时。对实验组进行持续

气道正压通气（CPAP）治疗，并分别在治疗前、治疗后 3 个月、治疗后 12 个月进行 DTI 扫

描，利用图像后处理技术，将对照组 DTI 图像作为参照，分析出实验组 DTI 异常的脑区，并检

测其各项异性分数（FA）与平均扩散率（MD），同时利用多种量表及方法检测其认知、情绪

及睡眠质量等情况。 

结果：与对照组相比，试验组在治疗前多个脑区的 FA 值及 MD 值均下降，认知、情绪及睡眠

质量等结果都低于对照组；在治疗后 3 个月检查，发现 FA 及 MD 值上升程度有限；在治疗后

12 个月发现，大部分脑区 FA 及 MD 值均明显上升，接近对照组水平，同时记忆力、注意力及

执行功能明显改进。 

结论：经过 12 个月的 CAPA 治疗后，损伤的大部分脑白质区域的 DTI 表现可以恢复至正常水

平；配合治疗的 OSASH 患者认知功能恢复，说明结构性神经损伤是可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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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164 

Contrastive study on 18F-FDG PET/CT and MYC gene 

rearrangement in different phase of chemotherapy with 

diffuse large B-cell lymphoma 

 
yuan ling,Su Li-ping,Tian Rong-rong,Xing Jun,Yang Xiaotang 

The Tumor Hospital of Shanxi 030013 

 

Objective To study the SUVmax decrease proportion (ΔSUVmax%) and Deauville 5-

point scale in the different phase of chemotherapy, and reserch the optimal time 

point .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ΔSUVmax% and MYC gene, and 

evaluate the prognostic value on 
18
F-FDG PET/CT imaging and MYC gene in DLBCL. 

Methods 171 patients (87 males, 84 females, average age 50.66±2.56 (12-81) years) 

with pathologically confirmed DLBCL were analyzed. 
18
F-FDG PET/CT were performed 

before and after different courses of chemotherapy (60 patients in early phase, 55 

patients in medium phase and 56 patients in later phase). The ROI was drawn and 

the ΔSUVmax% was calculated. Patients were evaluated by the observes using 

Deauville 5-point scale. Fluorescence in situ hybridization (FISH) was employed to 

detect MYC gene. The optimum cutoff value of ΔSUVmax% by ROC curve , Kaplan-Meier 

analysis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data. Results The analysis showed age, Ann Arbor 

stage, international prognostic index (IPI) score, immunophenotype, treatment 

regime, LDH level, CD10 protein expression, bcl-2 protein expression and MYC gene 

rearragement were all associated with poor prognosis (all P＜0.05).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found in ΔSUVmax% and Deauville 5-point scale of the early phase 

and the medium, later phase respectively and 4 cycles and 1, 2 cycles each 

(0.65±0.33 vs 0.87±0.28 and 0.90±0.34, 0.74±0.30 vs 0.66±0.40 and 0.65±0.25, 

all P＜0.05 ). The ΔSUVmax%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MYC gene (t=-7.856, P
＜0.001). The optimum cutoff value of the ΔSUVmax% were 62.5%, 87% and 92% 

respectively in the early, medium and later phases of chemotherapy. The patients 

with ΔSUVmax% ≥62.5%, 87% or 92% and MYC (-) in different phase showed better 

and longer progression-free survival (PFS) (χ
2
=33.674,33.245,21.983, 

χ
2
=61.694,61.899,53.649, all P＜0.001). Conclusion 

18
F-FDG PET/CT imaging in the 

different phase of chemotherapy and MYC gene have better values for predicting the 

prognosis of DLBCL, and we therefore recommend 
18
F-FDG PET/CT imaging be performed 

between 1 course and 4 cources of chemo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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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165 

直肠癌患者术前 18F-FDG PET/CT 体积代谢参数 

与 MRI-ADC 参数的相关性研究 

 
孙艳芹,于丽娟 

哈尔滨医科大学 150086 

 

目的：评估原发性直肠癌患者术前 18F-FDG PET/CT 的代谢参数与 MR散系数（appar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ADC）的相关性。 

材料与方法：2014 年 1 月至 2016 年 7月我院结直肠外科 34 例直肠手术患者纳入研究。入

组的 34 例患者，其中男性 22 例，女性 12 例，平均年龄 58.4±8.7 岁（37～75 ）。术后病

理为 T1-T2期 10 例，T3期 15 例，T4期 9 例；PET/CT 图像传入 GE PETVCAR后处理软件，

以 40% SUVmax为阈值由软件自动勾画 ROI，然后软件自动生成 ROI 内的 MTV 和 TLG。 

结果：直肠癌原发灶长度、厚度、ADC的平均值分别为 4.10±1.98cm（1.80-11.20cm）、

1.42±0.67cm（0.50-3.80cm）、0.96±0.24×10-3 mm
2
/s（0.63-1.77×10-3 mm

2
/s）。

PET/CT代谢参数 SUVmax、SUVmean、MTV 以及 TLG 分别为 15.02±6.80（5.6-32.9）、

17.13±21.16（2.83-106.00）以及 150.76±156.17（15.9-606.96）。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

显示，SUVmax、SUVmean与 ADC具有相关性(p 值分别为 0.03、0.02；r值分别为 -0.36、-

0.359 )。直肠癌原发灶的长度、厚度与 ADC、SUVmax、SUVmean 值的相关性分析均无统计学意

义（p 值均＞0.05）。原发灶长度与 MTV、TLG具有显著相关性（p值均＜0.01，r分别为

0.44、0.52）原发灶厚度与 MTV、TLG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相关性(p值均＜0.01，r分别为

0.43、0.42)。 

结论：直肠癌患者原发灶的 SUVmax能反映肿瘤的代谢情况。原发灶的 ADC与 SUVmax存在显著

负相关。直肠癌原发灶的长度和厚度与 MTV、TLG均呈正相关性。 

 

 
EP-0166 

子宫肌瘤的 MRI 研究 

 
刘柳恒 

重庆市中医院 400021 

 

在育龄期妇女中，子宫肌瘤发病率约 20%~40%，是女性盆腔最常见的良性肿瘤；约 3%~12%的孕

妇发现患有子宫肌瘤。子宫肌瘤患者多因月经过多、腹盆腔疼痛、贫血、尿频、不孕、痛经等

临床症状来院就诊，这些症状取决于肌瘤的大小、数目、具体生长位置以及病理亚型等。子宫

肌瘤治疗方式多样，目前主要包含手术治疗、药物治疗以及微无创治疗三大类，不同的治疗方

式各有其优劣。微无创技术较手术治疗的优势是能保留子宫、有利于患者的身心健康、对患者

损伤小，但其劣势是有肌瘤复发的风险以及极少数不典型表现的子宫肉瘤因治疗前缺乏病理诊

断误诊为肌瘤而接受治疗。 子宫肌瘤起源于平滑肌细胞，病理亚型多样，可发生多种变性，

术前明确肌瘤的性质以选择最佳的治疗方式可提高治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影像学检查是女性盆腔疾病治疗前后不可或缺的检查手段，治疗前可发现病灶，判断病灶大

小、位置、累及范围，评估病灶良恶性程度；治疗后可追踪评估治疗效果。MRI成像作为一种

非侵入性的检查，具有软组织分辨率高、手术前后对病灶的显示再现性好并可对比观察、可多

平面展示病灶及其与周围组织的关系、多种功能成像能反映病灶生化信息等优势，这一系列优

势使得 MRI成为女性盆腔疾病的最佳影像检查手段，得到了临床广泛的运用。本文对 MRI 不同

成像方法在子宫肌瘤的运用进展进行综述，为临床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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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167 

基于 pH 响应的纳米载体的制备及其粘液渗透性能 

和放疗增敏性能的研究 

 
王凌玮 

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300211 

 

目的 制备含 pH敏感腙键的聚乙二醇化的纳米粒子来克服粘膜组织表面的粘液屏障和粘膜下上

皮细胞的胞膜屏障，分别通过与量子点和金纳米颗粒相结合来评估纳米粒子的渗透和细胞内吞

性能以及对肿瘤细胞的放射治疗增敏性能。 

方法 首先合成了含 pH敏感腙键的聚乙二醇化的高分子，并通过超声乳化的方法组装含 pH敏

感腙键的聚乙二醇化的纳米粒子。将纳米粒子与量子点相结合并注入小鼠阴道以及与海拉细胞

共培养，通过荧光显微镜来评估纳米粒子的渗透性能。将纳米粒子与油溶性金纳米颗粒相结合

与海拉细胞共培养并照射 X线，通过 MTT法来评估其对肿瘤细胞的放射治疗增敏性能。 

结果 成功制备了含 pH敏感腙键的聚乙二醇化的纳米粒子，其可以快速渗透小鼠阴道粘液到达

粘膜层，并在酸性环境下发生断键来提高细胞内吞效率。与金纳米颗粒结合的纳米粒子在不同

剂量的 X线照射下可以增强肿瘤细胞的杀伤。 

结论 含 pH敏感腙键的聚乙二醇化的纳米粒子可以克服粘膜组织表面的粘液屏障和粘膜下上皮

细胞的胞膜屏障，与金纳米颗粒相结合的纳米粒子可以增强对肿瘤细胞的放射治疗增敏性能。 

 

 
EP-0168 

18F-FDG PET/CT 在结直肠癌肝转移瘤术前评估中的价值 

 
方艳,吴宁,张雯杰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00021 

 

 

目的：以单中心的经验初步探讨
18
F-FDG PET/CT在结直肠癌肝转移瘤术前评估中的价值以及对

患者治疗决策的影响。 

方法：回顾性分析 2011年至 2016年于我中心行结直肠癌肝转移瘤术前评估的患者，有距
18
F-

FDG PET/CT检查时间 1月内胸腹盆部增强 CT图像并随访资料完整者共计 48例，其中男性 27

例，女性 21例，年龄 35～78岁，平均 55.8±9.8 岁；原发病灶为结肠癌 24例，直肠癌 24

例。比较
18
F-FDG PET/CT与胸腹盆部增强 CT在肝转移瘤和肝外转移瘤检出方面的差异，评估

18
F-FDG PET/CT对治疗决策的影响。 

结果：48例患者中行局部根治性治疗 32例（手术切除 18例，射频消融 14例），全部经病理

证实，共计肝转移瘤病灶 37个，原发性肝癌 1个。因检出肝外转移行全身化疗者 15例（其中

4例行姑息性射频消融术）。另 1例因
18
F-FDG PET/CT提示良性而未予处理，随访 1年无变

化，诊断为良性。在肝转移瘤的检出上，
18
F-FDG PET/CT和增强 CT的敏感性分别为 93.4%和

91.3%。在肝外转移瘤的检出方面，
18
F-FDG PET/CT和增强 CT的敏感性分别为 100%、46.7%。

在结直肠癌肝转移瘤术前行
18
F-FDG PET/CT检查改变了 13例（27%）患者的治疗方式，其中 8

例患者因
18
F-FDG PET/CT发现肝外转移瘤而由局部根治性治疗改为全身化疗（5例为腹盆部小

于 1cm微小转移灶，3例为局部复发，而增强 CT判断为术后改变），4例患者因
18
F-FDG 

PET/CT较增强 CT多发现病灶而致手术方案发生改变，1例患者增强 CT考虑转移但
18
F-FDG 

PET/CT无摄取，后随访证实为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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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相比于常规的胸腹盆部增强 CT，结直肠癌肝转移瘤术前行
18
F-FDG PET/CT检查可以改

变 27%患者的治疗决策，具有一定的推广意义。 

 

 

EP-0169 

糖尿病大鼠肾上腺水通道蛋白和多 b 值 DWI 的研究 

 
王语

1,2
,张恒

1,2
,张如志

2
,徐紫谦

2
,王磊

2
,刘荣波

2
,郜发宝

2
 

1.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2.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目的 初步探讨糖尿病大鼠肾上腺水通道蛋白 1（AQP-1）的表达和评估糖尿病大鼠肾上腺的损

伤和功能变化。 

方法 电脑随机选取雄性 SD 大鼠 20只并随机分成两组：未处理对照组和糖尿病组各 10只。用

链脲佐菌素（STZ）建模 40 天后，在 7.0TMRI上完成 18个 b值（0～ 4500 s/mm
2
）的 DWI序

列扫描。分析两组肾上腺间影像检查结果、组织 HE及 AQP-1免疫组织化学病理结果。正常对

照组和实验组间各项指标对比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 

结果 糖尿病组大鼠建模成功 8只（2只死亡）。当 b值在 1700 s/mm
2
-4500 s/mm

2
时超高 b值

表观扩散系数（ADCuh）值在糖尿病组大鼠肾上腺（0.24±0.06）×10
-3
 mm

2
/s高于正常对照组

肾上腺 ADCuh值（0.19±0.07）×10
-3
 mm

2
/s（P<0.005），而当 b值在 0 s/mm

2
-200 s/mm

2
和

300 s/mm
2
-1500 s/mm

2
时即伪扩散系数（D

*
）值和纯扩散系数（D）值在两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糖尿病组肾上腺 AQP-1表达的 OD值 0.066±0.015 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肾上

腺的 OD值 0.043±0.013（P<0.005）。 

结论 糖尿病大鼠肾上腺 AQP-1的表达增加。超高 b值 DWI可能是一种有效的无损伤评估糖尿

病肾上腺功能改变的方法。 

 

 

EP-0170 

限制性心肌病左心室心肌形变的磁共振成像研究 

 
张琴

1
,杨华

1
,杨志刚

2
 

1.重庆市中医院 

2.华西医院 

 

目的：利用心脏磁共振特征追踪技术（CMR-FT）评价限制性心肌病患者（RCM）左心室心肌形

变情况，并观察心肌应变参数能否早期诊断射血分数正常的 RCM患者亚临床收缩功能障碍。材

料与方法：共纳入 27 例限制性心肌病患者，其中 16例左室射血分数正常（LVEF＞55%），11

例合并射血分数下降（LVEF≤55%），并纳入相同时间段的 20例健康志愿者。利用 CMR-FT后

处理软件分析上述各组间人群左心室整体及节段性心肌应变参数，主要包括纵向、周向及径向

最大收缩期应变（PSS）、最大收缩期应变率（PSSR）以及最大舒张早期应变率（PEDSR）。利

用心功能分析软件得到多种心功能参数。计数资料利用卡方检验分析比较。依据正态性检验结

果，心脏功能、结构以及应变参数等计量资料的比较采用独立 t检验或 Mann-Whitney U 检

验。结果：所有患者图像质量符合分析要求。与正常人相比，限制性心肌病患者左心室整体纵

向 PEDSR（0.63 ± 0.24 1/s VS. 1.2 ± 0.19 1/s; P < 0.001）、径向 PEDSR（−1.46 ± 

0.89 1/s VS. −3.41 ± 0.91 1/s; P < 0.001）及周向 PEDSR（0.74 ± 0.31 1/s VS. 1.33 

± 0.15 1/s; P < 0.001）均降低。部分 RCM患者左心室射血分数正常，但是其左心室整体纵

向、径向、周向 PSS及对应的 PSSR和 PEDSR较正常人均已显示下降（all P < 0.05）。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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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CMR-FT是一种简单可行的评价左心室心肌形变的方法，能够揭示 RCM患者左心室舒缩功

能障碍。异常的左心室心肌应变参数更有助于早期诊断射血分数正常的 RCM患者亚临床收缩功

能障碍。 

 

 
EP-0171 

高分辨 MR 成像结合 DWIBS 在直肠癌 T 分期中的应用价值 

 
徐芹艳,王锡臻,孙西河,马子龙,曲珊珊,高培培 

潍坊医学院附属医院 261031 

 

目的 探讨高分辨 MR成像结合磁共振背景抑制弥散加权成像（background suppression 

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 DWIBS）对直肠癌 T分期的应用价值。  

方法 对 40例经肠镜证实的直肠癌患者，术前行磁共振高分辨 T2WI及 DWIBS检查，以直肠癌

原发灶病理结果为标准将本组资料分为 T1~T2、T3、T4三组，分析原发灶高分辨 T2WI显示的

肿瘤浸润深度、DWIBS上相对肿瘤信号强度、ADC值、肠壁病变厚度、肿瘤侵犯肠周径的情况

5个指标在各组间的差异，及其与 T分期的相关性，并判断高分辨 T2WI结合 DWIBS上述各指

标对直肠癌 T分期的价值。 

结果 DWIBS对直肠癌原发灶检出的敏感性为 100%，准确性为 100%。高分辨 T2WI显示的肿瘤

浸润深度、 DWIBS上所显示的肠壁病变厚度在各分期间有显著差异(P<0.05)，且与 T分期均

有显著相关性(rs =0.427，P<0.05；rs =0.384，P<0.05)；原发灶相对肿瘤信号强度、ADC

值、肠壁受累长度在各分期间均无显著差异(P>0.05)。 

结论 高分辨 T2WI结合 DWIBS 对直肠癌原发灶检出的准确性及敏感性很高，在 T分期中准确性

较高，但对临界期肿瘤的分辨有一定的限度。 

 

 

EP-0172 

明胶包裹的黑色素纳米颗粒在肿瘤光声成像中的应用研究 

 
王振军

1,2
,张瑞平

1
 

1.山西省肿瘤医院 

2.山西医科大学 

 

目的：制备一种明胶-黑色素纳米颗粒，使其成核壳结构，粒径<100nm，分散均匀；研究其光

声性能，并测定其体外释放的情况；进而能在肿瘤的成像中发挥作用 

方法：运用 DLS测纳米粒的水合粒径，运用 zeta测其电位，运用 TEM观测其分散性并进一步

确认粒径大小，运用 CCK8看其对细胞的毒性，运用细胞电镜和 共聚焦看细胞对其摄取情况，

运用光声仪器观测材料本身、材料对细胞及裸鼠的光声信号强弱，运用 DLS观测不同时间段颗

粒粒径的情况来观测体外释放情况 

结果：明胶-黑色素纳米颗粒粒径 100nm左右，分散性好，高浓度下的细胞毒性也很小 

结论：明胶-黑色素纳米颗粒可以做到小粒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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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173 

采用多模态成像方法可视化评估吡非尼酮抗纤维化治疗联合

CTLA-4 免疫治疗对胰腺导管腺癌的治疗作用 

 
孙婷,薛华丹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100730 

 

背景：胰腺导管腺癌（Pancreatic Ductal Adenocarcinoma， PDAC）是以肿瘤高纤维化为主

要特点，以吉西他滨化疗药物为主的标准治疗效果欠佳，手术切除率低，易发生局部血管侵犯

及远处转移，预后及差。近年来一些研究显示，抑制肿瘤组织纤维化生成有望改善胰腺癌免疫

治疗效果差的难题。 

目的：本次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联合应用吡非尼酮和 CTLA-4对 PDAC进行抗纤维化及免疫治疗，

采用光学及磁共振多模态成像方法联合评估联合用药疗效。 

方法：1.构建具有荧光素酶标记的 Pan02雄性 Balb/c胰腺癌原位模型。2. 采用生物自发光成

像技术，监测原位胰腺癌荷瘤小鼠肿瘤生长状态。3.待原位肿瘤大小为 5mm时，给小鼠进行应

用吡非尼酮灌胃治疗 3次，后联合应用 CTLA-4进行联合治疗，光学及 MRI评估治疗疗效。 4.

合成 CTLA-4-IRDye800CW及 IgG-IRDye800CW靶向分子探针，采用激发荧光成像(FMI)，可视化

评估联合用药组与对照组 CTLA-4表达情况，观察抗纤维化治疗对肿瘤细胞 CTLA-4表达变化的

影响。5.流式细胞仪分析联合用药及对照组 CD4+FoxP3- effector cells、CD8+ T cells、

CD4+FoxP3+ Treg cells、CD11b+GR-1+ MDSCs cells相关免疫淋巴细胞群变化。6.观察联合

用药对抑制胰腺原位肿瘤肝转移效果。 

结果：FMI研究显示治疗前 CTLA-4-IRDye800CW及 IgG-IRDye800CW，于注射后不在肿瘤处汇

聚，体外解剖脏器分析,探针主要分布于肝脏及肾脏，而肿瘤处无汇聚。应用抗纤维化吡非尼

酮治疗后，肿瘤质地明显变软，FMI数据可观察到 CTLA-4-IRDye800CW于 8h后开始汇聚于肿

瘤处。 

结论：胰腺癌吡非尼酮抗纤维治疗联合 CTLA-4免疫治疗有望成为胰腺癌新治疗方式。 

 

 

EP-0174 

非增强磁共振 MRN 技术在腰骶丛神经中的临床应用 

 
曹轶,任何,梅秀婷 

重庆市中医院 400000 

 

目的 腰骶部疼痛是临床常见症状，发病率一直高居不下，且越来越年轻化，常见的原因是突

出的椎间盘压迫腰骶丛神经。目前临床主要采取腰椎 MRI常规序列扫描，但其存在一定的局限

性。由于很多病患是椎间盘旁侧突出，常规的平扫很容易漏诊，也导致于常见的临床症状重，

影像结果却为阴性，容易出现漏诊与误诊。我们通过西门子 1.5T磁共振非增强序列三维双回

波稳态 3D-DESS序列来印证非增强 MRN技术在腰骶丛神经中的临床应用及效果。 

方法 搜集本院 2016年-2017 年临床疑似腰骶丛神经损伤患者 52例，采用西门子

1.5T Avanto磁共振机，对目标人群进行常规腰骶椎平扫后加扫 3D-DESS序列扫描，将扫描

原始图像放入工作站进行 MIP、MPR、曲面重建后处理进行分析，并观察 L3～S1各水平腰骶丛

神经显示情况。 

结果 52例患者通过 3D-DESS 序列，对 L3～S1各水平节后神经显示率达到 100%，清晰显示腰

骶丛神经的构成、形态、走形、连续性、信号等各种征象，并且具有较高的解剖及病灶信噪比

（SNR），同时能兼顾与周围其他结构的对比噪声比（CNR）；神经卡压症 16例、节段性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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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肿 13例、梨状肌综合征 5例、神经纤维瘤 4例、肿瘤侵犯 3例、神经根断裂 2例、神经丛

断裂 2例、神经干断裂 1例、未见异常 6例，其中腰骶椎平扫未见异常 29例，通过 3D-DESS

序列提高检出率。 

结论 非增强 3D-DESS平扫序列能清晰显示腰骶丛神经根，具有高分辨力、薄层扫描、高

SNR、无创、无需对比剂，加之 3D-DESS序列对呼吸运动不敏感和成像时间较短的优势突出,是

常规腰椎及腰骶丛神经损伤磁共振重要补充序列，能够为临床准确评估腰骶丛神经损伤患者神

经的病变，并能提示手术操作的安全区域，减少神经根损伤、也能为保守治疗提供参考标准和

影像资料。 

  

 

 
EP-0175 

肝癌靶向直链淀粉纳米基因载体的构建及 MR 体外成像 

 
吴卓

1
,许晓琳

1
,张俊钊

2
,谢明伟

1
,程子亮

1
,易志龙

1
,张黎明

2
,沈君

1
 

1.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2.中山大学化学与化学工程学院高分子研究所 

 

 

目的：探讨携载 survivin siRNA 及超顺磁性氧化铁（SPIO）的直链淀粉纳米载体的制备方法

及其理化性质，评价载体对肝癌细胞的体外靶向作用、肿瘤细胞增殖的抑制作用及 MRI示踪能

力。 

方法：采用“一锅法”制备叶酸修饰的包裹 SPIO纳米颗粒的直链淀粉纳米载体，与 survivin

小分子干扰 RNA（siRNA）通过静电作用复合为纳米载体。经电位及粒度测定仪测量载体的粒

径和电位。采用普鲁士蓝染色观察纳米载体对人肝癌 HepG2 细胞的靶向作用。利用流式细胞仪

和 western blot分析载体对 HepG2细胞的基因传输功能。验证载体对 HepG2细胞的 MRI显像

功能。 

结果：成功构建叶酸受体靶向性的 SPIO-siRNA直链淀粉纳米载体，水合粒径为 139.5 ± 0.8 

nm，Zeta电位为 7.42 ± 0.34 mV。经普鲁士蓝染色后，HepG2细胞内可见大量蓝染颗粒。以

携带 survivin siRNA的载体为实验组，未携带 siRNA的载体为对照组，分别与 HepG2 细胞孵

育后，实验组的 HepG2细胞凋亡率达到 36.7 ± 10.3%，远高于对照组的 13.3 ± 1.8%，实验

组 HepG2细胞的 survivin蛋白表达也低于对照组。与实验组直链淀粉纳米载体孵育的 HepG2

细胞于 T2*WI呈现出比对照组显著低的信号强度。 

结论：本研究成功合成叶酸修饰、MRI可视的直链淀粉纳米载体，载体可靶向、高效传输

survivin siRNA至肝癌细胞，可有效减低肝癌细胞 survivin siRNA和蛋白的表达，提高肝癌

细胞的凋亡、抑制其增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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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176 

宫颈癌 18F-FDG PET/CT SUV 值与 VEGF、AQP-1 表达及临床病

理特征之间的关系 

 
张乐,孙洪赞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探讨各类型 SUV值在预测宫颈癌患者临床病理特征中的价值，以及 SUV值与 VEGF、AQP-

1表达水平之间的联系。 

方法 回顾性分析 56例宫颈癌患者术前的 PET/CT影像资料，使用 PET VCAR软件测量

SUVmean、SUVmax及 SUVpeak 值，并应用免疫组织化学方法检测各宫颈癌组织的 VEGF、AQP-1

表达水平，分析各类型 SUV 值与 VEGF、AQP-1表达水平及临床病理特征之间的关系。  

结果 SUVpeak值与 FIGO分期、肿瘤最大直径、肌壁浸润深度明显相关（P＜0.05），VEGF表

达水平与 FIGO分期、肿瘤最大直径、肌壁浸润深度、是否有淋巴结转移明显相关（P＜

0.05），AQP-1表达水平与 FIGO分期、肌壁浸润深度、是否有淋巴结转移明显相关（P＜

0.05）。VEGF、AQP-1表达水平与 SUVpeak值具有相关性（r=0.529，P=0.000；r=0.356，

P=0.007）。  

结论 宫颈癌术前 PET/CT SUVpeak 值可以用来反映肿瘤的代谢水平及血管增殖状态，是术前用

来预测宫颈癌 FIGO分期、肿瘤最大直径、肌壁浸润深度的较好指标，可以用来指导宫颈癌患

者手术的进行。 

 

 
EP-0177 

心脏 MRI 评价 HRE 启动子分泌表达 PR39 重组 AAV 在猪 CHD 基

因治疗疗效 

 
郝跃文

1
,刘燕

2
 

1.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2.西电集团医院 

 

目的：为了探讨心脏 MRI评价 HRE启动子控制下分泌表达 PR39重组 AAV对缺血性心脏病基因

治疗疗效。 

方法：设计微小 HRE/CMV，应用 PCR技术和 T载体克隆法克隆,构建质粒 pSS-HRE-CMV- NT4-

6His-PR39-PolyA-AAV,采用三质粒共转染包装重组病毒.等体积 pSS-HRE-AAV和空病毒（EV）

分别感染人脐静脉内皮细胞（CRL-1730细胞株），免疫细胞化学测定 6×His 在 CRL-1730 内

表达情况，验证 PR39表达情况。18只健康中华小型猪随机分成 AAV-PR39组和生理盐水组，

麻醉后经冠脉球囊堵闭左前降支第一对角支以远，采用 3.0T MR电影技术和心肌灌注 MR 成

像，分别观察猪 AMI后 0h、1w、2w、3w各个时间点心肌梗死区范围，处死后用 SABC免疫组织

化学技术测定 HIF-1α蛋白的表达。 

结果：根据文献和数据库资料，设计出迄今最小 HRE序列，将其连入 pSSHGAAV（pSSV9int-

/Xba I）载体，重组质粒 pSS-HRE- PR39-AAV构建成功。 

免疫细胞化学测定 CRL-1730 中 His-PR39中 6×His 表达。低氧环境下，流式细胞仪检测实验

组抗缺氧凋亡能力明显大于 PBS组(P<0.005)。分别在梗死后 oh，24h，1w，2w，3w观察，心

肌 MR灌注成像显示, 在生理盐水组不同的梗死后时间点中，梗死区面积无明显变化，实验组

梗死区面积差异显著 (P<0.001) ，心梗区强化范围逐渐减小；AAV-PR39组缺血心肌中 HIF-

1α蛋白表达明显高于生理盐水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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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心脏磁共振可以快速有效评价猪心肌梗死后，HRE启动子控制的下游基因 NT4-TAT-His-

PR39是否表达，评价心肌缺血区新生血管生成，为将来应用于预防和治疗心梗以及心功能的

再建奠定理论基础。 

 

 
EP-0178 

斑马鱼肌肉坏死模型：一种新的研究坏死靶向性 

对比剂的平台 

 
尧林鹏,张思影,杨荣,陈峰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310003 

 

背景与目的 坏死靶向亲和性对比剂是近年来发现的一类组织特异性物质，其在诸多坏死相关

的疾病诊治中具有重要意义。伊文思蓝（Evans Blue dye，EBD）
1-3
染料被认为是一种活体细

胞渗透性染料，能够快速进入受损、变性的细胞。本工作旨在应用斑马鱼肌肉坏死模型研究

EBD是否具有坏死靶向性。 

材料与方法 准备 3-7 天斑马鱼幼鱼，将其分成实验组与对照组，每组各 6只。显微注射泵仪

器下于斑马鱼幼鱼卵黄囊背部肌肉处注射 10nl无水酒精，分别于注射后 0h，4h，12h，24h，

48h行荧光显微镜及激光共聚焦显微镜拍摄，之后取标本做病理 HE染色。成功制作酒精诱导

斑马鱼肌肉坏死模型后，实验组选择在肌肉坏死显示的最佳时间，于心脏注射 0.1%EBD 5nl，

对照组斑马鱼不作任何处理，仅注射等量 EBD，在荧光显微镜和激光共聚焦显微镜下动态观察

两组斑马鱼体内 EBD的分布情况，并定量对比分析肌肉坏死区域和正常肌肉之间的荧光强度与

范围。 

结果 成功制作 12只斑马鱼肌肉坏死模型，在荧光及激光共聚焦显微镜下，术后 24h坏死区的

范围最大。肌肉坏死区域同 EBD的红色荧光显示区域一致，肌肉坏死区域同正常肌肉间及对照

组之间荧光强度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 4h和 24h时差异最明显。激光共聚焦

显微镜下坏死区的显示较荧光显微镜为佳。 

结论 无水酒精诱导的斑马鱼肌肉坏死模型，制作简单便捷，可作为研究坏死亲和性物质的一

种新的实验平台。本实验已经初步显示 EBD可选择性积聚于肌肉坏死区域，最佳时间为术后

4h至 24h。 

 

 
EP-0179 

探针 Tf-USPION 的合成及其在前列腺癌诊疗中的应用 

 
李江 

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300211 

 

目的：研究制备集磁共振成像(MRI）与光热治疗(PTT）于一体的多功能靶向纳米探针——转铁

蛋白偶联的超小超顺磁性氧化铁纳米颗粒（Tf-USPION），并探讨其在前列腺癌 MRI和 PTT中

的应用。 

方法：通过一步法合成表面修饰羧基的 USPION，应用 EDC/NHS使 USPION与 Tf共价偶联合成

探针 Tf-USPION，检测该探针的理化性能，应用 MTT法检测其毒性。使用 PC3细胞悬液分别与

PBS、USPION和 Tf-USPION 溶液共培养 12h，对比 PC3细胞的 MR成像效果。PC3细胞与 PBS、

Tf、USPION和 Tf-USPION溶液共培养 12h，经 808nm 8.3W/cm
2
激光辐照采用 MTT法评估 PC3细

胞的存活率；同时采用 Calcein-AM及 PI染色，通过激光显微镜观察 PC3细胞的存活情况。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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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荷人前列腺癌裸鼠模型，经鼠尾静脉注射探针 Tf-USPION，探讨探针的活体前列腺癌 MRI效

果。 

结果：成功制备出靶向探针 Tf-USPION，生物相容性好。PC3细胞悬液的 MRI扫描结果显示，

与 Tf-USPION共培养后的 PC3细胞，较 USPION能明显降低细胞信号强度。PC3细胞 PTT的 MTT

检测结果显示，在近红外激光的辐照下与 Tf-USPION共培养的 PC-3细胞显著死亡，激光辐照

5min或 10min，PC3细胞存活率为 21.86%与 15.51%。PC3细胞 PPT后经显微镜观察到，与 Tf-

USPION共培养后并经激光照射 10min的 PC3细胞绝大部分为红色死亡细胞。荷瘤裸鼠经鼠尾

静脉注射探针 Tf-USPION后，肿瘤组织的信号强度值随时间的延长而降低，3h肿瘤区域信号

强度下降至最低，肿瘤区域图像明显变暗。 

 

 
EP-0180 

多模态成像检测干细胞联合功能化自组装多肽治疗 

急性心肌梗死 

 
王健,王怡宁,金征宇 

北京协和医院 100730 

 

目的：利用摄取
131
I标记 ZGO 的 SD大鼠骨髓间充质干细胞（BMSCs），联合功能化自组装纳米

多肽支架 RADA-SKP注射至 Balb/c小鼠急性梗死的心肌周围，利用超声心动、SPECT/CT、

PET/CT多模态的影像手段，评估心功能变化，示踪 BMSCs的定位、存活和迁移，评估心肌活

性变化，同时结合病理结果，探讨功能化自组装多肽纳米支架材料提高干细胞在急性心肌梗死

治疗中，提高治疗效果的可能性及其机制。 

方法：构建 Balb/c小鼠的急性心肌梗死模型，分别在梗死心肌周围注射：A组（空白对照

组）：10%蔗糖溶液；B组（多肽对照组）：RADA-SKP的蔗糖溶液；C组（细胞对照组）：吞

噬
131
I标记的 ZGO的 BMSCs；D组（多肽+细胞实验组）：吞噬

131
I标记的 ZGO的 BMSCs 联合

RADA-SKP的蔗糖溶液。在术前 1天和术后第 1、7、14天行超声心动评估心功能；在术后第

1、6、13天行 SPECT/CT定位移植细胞；术后第 2、14天行 PET/CT评估梗死区域心肌活性。

术后第 14天取出心脏组织病理，行 HE染色及 CD34免疫组化。 

结果：心功能方面：D组小鼠心肌梗死模型的治疗效果显著提高，而 C组对于心功能的改善并

无显著效果。干细胞定位方面：提示利用 D组相对于 C组，能够使移植细胞更长时间的保持细

胞的活性。梗死区域心肌活性方面：D组对于小鼠心梗模型治疗相较于 A组和 B组，能够显著

改善心肌的活性。同时，D 组与 C组相比，无显著性差异。 

结论：利用摄取
131
I标记的 ZGO的大鼠 BMSCs注射至 Balb/c小鼠急性心肌梗死的心肌周围，

利用超声心动、SPECT/CT、PET/CT多模态检测，可以有效的评估心功能变化，示踪 BMSCs 的

定位、存活和迁移，评估心肌活性变化。联合功能化自组装纳米多肽支架 RADA-SKP时，可以

延长 BMSCs在心肌中存活的时间，加强其诱导血管分化的作用，强化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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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181 

The Spectral CT Detection On the Dynamic Growth of 

the Glioma in the Rat C6 Glioma Model 

 
Lingyan Zhang

1
,Zhou Junlin

2
 

1.Department of Medical Imaging ， Jinling Hospital，Medical School of Nanjing University 

2.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Objective: The aim is to investigate Dynamic growth properties in the Rat C6 

Glioma Model use the Spectral CT. 

Methods: We set up a rat C6 glioma model by injecting C6 cells into the right 

basal ganglia region of 20 healthy male SD Rats,then observed the glioma growth 

in 7,14 and 21days after the 

planted with spectral CT.The slope of spectral curve and iodine concentrations of 

the tumor area, peritumoral area and the area of contralateral normal brain tissue 

were measured.All the data were 

processed by SPSS,mono factor analysis of variance were used 

to analysis the quantitative parameters between groups. 

Results: The spectral curve slope after C6 cells platted 7,14 and 21 days in the 

tumor area were 3.34±0.24,3.40±0.35,1.60±0.34,peritumoral area 

were 1.52±0.22,2.13±0.51,0.95±0.26,the area of contralateral normal brain 

tissue were 0.58±0.14,0.62±0.20,0.40±0.78;Iodine concentrations of different 

time points in the tumor area 43.76±3.63,52.58±4.93,24.06±1.95,peritumoral area 

were 22.15±2.15,37.78±12.70,16.53±1.89,the area of contralateral normal brain 

tissue were 9.62±1.92,13.56±6.87,6.74±0.68.The slope of spectral curve and 

iodine concentrations in the Rat C6 Glioma Model were the peak after C6 cells 

plating 14 days,and the quantitative parameters at same area of different points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0.05). 
Conclusion: The spectral CT can reflect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of growth of rat 

C6 glioma, and tumor cells planted 14 days is an important node of tumor growth. 

 

 

EP-0182 

PET 联合 MR 成像诊断阿尔茨海默病与轻度 

认知障碍的价值研究 

 
段小艺,刘翔,高俊刚,叶佳俊,郭佑民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710061 

 

目的：现用针对阿尔茨海默病（AD）及轻度认知障碍（MCI）诊断标准缺乏早期诊断指标，容

易漏诊，PET、MR成像可反映病变部位解剖结构与代谢变化特征，为痴呆类疾病的早期诊断提

供了帮助。目前这些方法尚未真正进入临床实践，其价值有待进一步验证。本研究尝试联合

PET代谢成像与 MRI结构成像诊断 AD与 MCI，评价其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本研究纳入本院神经内科门诊诊断为 AD或 MCI的患者共 24例，同期招募 10例健康志

愿者作为对照（HC），收集指标包括受试者年龄、性别、受教育年限、简易智力状态评分

（MMSE）、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评分（ADL）及蒙特利尔认知测评分（MoCA），同期进行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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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葡萄糖代谢成像与 MR海马结构成像，采用视觉评价与软件定量分析法评价两种成像单独

以及联合成像在 AD、MCI诊断中的价值。 

结果： ①中重度 AD患者总体年龄大于 HC组（p=0.01），MMSE、MoCA、ADL值较 HC明显下降

（p值均小于 0.01）；轻度 AD患者 MMSE、MoCA评估分值均低于 HC组（p值均小于 0.01），

MCI组除 MoCA评分稍低于 HC组外（p=0.025），其余各项指标与 HC组比较未显示出统计学差

异，p值均大于 0.05。② MR 成像提示轻度 AD患者 7例中有 4例通过视觉观察未见海马萎

缩，而中重度 AD均可见不同程度的海马萎缩，MCI组 6例仅有 1例表现为轻度萎缩。PET成

像中绝大多数 AD及 MCI患者显示特定脑区放射性分布减低，多集中于后扣带回、顶叶、颞

叶、部分额叶，且以左侧为主，脑代谢定量分析软件能够精细显示病变部位。③ PET 较 MRI

灵敏度更高， MR成像可一定程度弥补 PET成像特异性不高的问题，二者联合成像可提高诊断

的准确性。 

结论：脑葡萄糖代谢 PET成像联合 MR结构成像可提高 AD诊断的准确性，二者检查技术成熟，

操作简单，容易为患者接受，适合临床推广普及。 

 

 
EP-0183 

DTI 中 FA 值评价子宫肌瘤 HIFU 刀治疗前后的临床价值 

 
韩雨

1
,孙成风

1
,王习

1
,吴准

1
,管玥

1
,王锡臻

1
,王滨

2
 

1.潍坊医学院附属医院 

2.滨州医学院影像学研究所 

 

目的：对 HIFU术前、术后子宫肌瘤的 DTI中 FA值(Fractional Aniso, FA)变化进行分析，讨

论 FA评估子宫肌瘤 HIFU刀治疗的意义。 

方法：30例患者共 35个子宫肌瘤于 HIFU刀治疗前后行 DTI成像检查，采用双梯度 GE HDxt 

3.0T和 HD Cardiac线圈。记录并对比 HIFU刀治疗前后子宫肌瘤 FA值。 

结果：FA术前平均值为 0.27±0.11，术后平均值为 0.21±0.05， FA值术后低于术前

（P=0.000）。 

结论：DTI中的 FA值可以反映子宫肌瘤 HIFU刀治疗前后的微观差异，对子宫肌瘤 HIFU刀术

后随访具有一定临床价值，对疗效评价具有临床指导意义。 

 

 
EP-0184 

特异性靶向晚期糖基化终产物受体(RAGE)的 siRNA 

降低人类乳腺癌增殖研究 

 
热娣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410013 

 

目的 本研究探讨了 RAGE对于乳腺癌的生物学行为变化的影响。 

方法 本研究分为体外和体内研究两个部分。体外研究中，选择乳腺癌细胞系 MDA-MB-231(三

阴性)、SK-Br-3(HER2阳性)和 MCF-7(ER阳性)作为研究对象，靶向 RAGE的 siRNA可降低这三

种细胞系中 RAGE基因的表达。实时荧光定量 PCR和 Westem blot 检测 RAGE，NF-KB P65，

Cyclin D1和 PCNA的表达。MTT法和细胞周期分析法探讨了 RAGE敲低对乳腺癌细胞增殖和凋

亡的影响。另一方面，在体内研究中，通过将 21只裸鼠随机分为六组：分别为 RAGE-siRNA

组、RAGE-siRNA+Doxombicin 组、Negative RNA+Doxorubicin组、Doxombicin组、Neg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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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RNA组以及空白对照组，通过游标卡尺测量、生物发光成像(BLI)和磁共振成像(MRJ)监测移

植至裸鼠体内的肿瘤生长情况。随后通过免疫组化(IHC)分析肿瘤样本中 RAGE，PCNA，

CyclinDl和 NF-kBp65的表达水平。 

结果  RAGE的表达水平与乳腺癌的严重程度相关。此外，下调 RAGE表达可以使体外培养的三

种乳腺癌细胞系(MDA-MB-231，SK-Br-3和 MCF-7)的增殖水平下降并且可抑制移植到裸鼠体内

的肿瘤生长。靶向 RAGE的 siRNA可将细胞阻滞在 G1期并且抑$1JDNA的合成(P<0.05)。此

外，实时荧光定量 PCR，Western blot 和免疫组化结果显示，靶向 RAGE的 siRNA可降低核转

录因子 NF-rd3 p65、细胞增殖标记 PCNA和 CyclillDl的表达。 

结论 RAGE可在三种乳腺癌亚型特别是侵袭性强的三阴性亚型乳腺癌细胞中过表达，以 RAGE

为治疗靶点可以作为乳腺癌治疗的一种新策略。 

 

 
EP-0185 

多功能 SPIO 复合物在兔肿瘤治疗模型的研究 

 
毕斯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410013 

 

目的:观察肿瘤兔中经动脉观察 VX2动脉导管化疗栓塞用 SPIO-NS/Doxorubicin/PVA在 VX2肿

瘤兔治疗方法。 

方法：将 60只新西兰兔随机分为 A、B、C、D、E、F6组。A组：SPIO复合物组。B组：阿霉

素超液化碘油混悬组。C组：阿霉素+PVA颗粒。D组：阿霉素。E组：SPIO-NS。F组：生理盐

水。在栓塞前 1天及栓塞后 7天、14天，各组均行 MRI灌注检查，观察肿瘤的大小及生长情

况。并比较不同时间肿瘤的体积及生长率。还有观察肿瘤组织内的 SPIO分布情况，并比较之

间的效果。栓塞后 14天磁共振检查完后，从每组中挑出 5只动物，经耳缘静脉注射空气处理

兔子后取出肝脏。获取肝脏后，分离肿瘤组织送病检行 HψE染色和免疫组织化学。为研究

Ki-67的增殖活性，肿瘤组织切片标本用单克隆抗体进行免疫染色。凋亡检测 BCL-2和 BAX的

表达。普鲁士蓝染色法观察纳米颗粒在肿瘤细胞的积累。通过使用逆转阶段高液相色谱法，计

算肝脏组织中不同位置阿霉素药物浓度。 

结果：在栓塞前 1天及栓塞后 7天、14天，各组均行 MRI灌注检查，证明肿瘤体积和增长率

有着显著差异(P<0.01)。在所有组中，栓塞后 MRI扫描显示，A组肿瘤的生长率和肿瘤体积均

最小。普鲁士蓝染色能清楚地显示在 SPIO肿瘤部位的分布。在肿瘤周围药物的浓度对比，

SPIO复合物组肿瘤周围的药物浓度明显高于其它五组(P<0.01)。栓塞后 14天，与其它五组相

比，组的副作用及全身系统毒性也是最少，几乎与 F组的副作用差不多。A组的生存时间明显

比其他组长，并且有显著性差异。 

结论：综上所述，A组 SPIO 复合物的化疗栓塞效果明显优于其他组（B-F组），具有明显持久

的 MRI示踪性，持久的缓释作用，毒副反应轻微、生存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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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186 

A novel single walled carbon nanotube (SWCNT) 

functionalization agent facilitating in vivo combined 

chemo/thermo therapy 

 
rong pengfei 

the third xiangya hospital 410013 

 

Carbon nanotubes (CNTs) have shown intriguing applications in biotechnological and 

biomedical fields due to their unique shape and properties. However, the fact that 

unmodified CNTs are prone to aggregation, stunts CNTs applications under 

physiological conditions. In this research, we found that as little as 1/5th the 

single walled carbon nanotube (SWCNT) weight of Evans Blue (EB) is capable of 

dispersing SWCNT as well as facilitating SWCNT functionalization. In view of the 

binding between EB and albumin, the yielding product (SWCNT/EB) demonstrated 

extreme stability for weeks under physiological conditions and it can be endowed 

with a therapeutic ability by simply mixing SWCNT/EB with an albumin based drug. 

Specifically, the formed SWCNT/EB/albumin/PTX nanocomplex exhibits strong near-

infrared (NIR) absorbance, and can serve as an agent for chemo/thermal therapeutic 

purposes. Our in vivo result reveals that SWCNT/EB/albumin/PTX after being 

administered into the MDA-MB-435 tumor would effectively ablate the tumor by chemo 

and photothermal therapy. Such a combined treatment strategy provides remarkable 

therapeutic outcomes in restraining tumor growth compared to chemo or photothermal 

therapy alone. Overall, our strategy of dispersing SWCNTs by EB can be used as a 

platform for carrying other drugs or functional genes with the aid of albumin to 

treat diseases. The present study opens new opportunities in surface modification 

of SWCNTs for future clinical disease treatment. 

 

 
EP-0187 

基于诊疗一体化多功能纳米生物材料在肿瘤中的研究 

 
容鹏飞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410013 

 

摘要：本文针对目肿瘤临床诊断与治疗脱节立题，依据肿瘤发生发展的生物学特点，设计、构

建几种当前研究最热门的有机及无机诊疗一体化试剂，对其性能及表征进行了分析，在了解其

体内外物理及化学性能的基础上，探讨了这些功能化的有机及无机纳米复合物发挥诊疗效果的

内在机理，为诊疗一体化试剂的临床前运用提供数据支撑。主要研究结果如下： 

1．利用改良的方法合成纳米石墨烯，携载临床用的光动力药物 HPPH形成 GO．PEG．HPPH 复合

物，通过多模态影像研究其体内外释放的机理，探索缺氧状态下其体内发挥作用的规律与治疗

效果，与单纯的 HPPH进行对比分析，发现 GO—PEG．Ⅲ，PH组在影像增强的同时明显提高乳

腺癌的治疗效果；揭示了该功能化复合纳米材料增强肿瘤疗效的内在原因，有望改变既往临床

光动力药物的给药方式。同时，也将这种功能化的纳米石墨烯作为近红外染料(CvSCOOH)的有

效载体，揭示其体内外增强光声响应及光热治疗效果的内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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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过 EDC/NHS系统可以有效地活化人血白蛋白(HSA)心形分子中的氨基，与 CySCOOH 形成稳

定的共价连接，得到一种小于 10nm的纳米微球 CySC00H@HSA，该微球与既往非共价相连的 HSA

复合物比，有效地提高了其生物学稳定性，延长了其血液半衰期，具有光学及光声双重成像性

能，在肿瘤区高效被动富集，较好的光热响应性能。 

3．以硅烷自组装的方式包裹近红外染料形成平均粒径 25nm 的微球，进行光学/光声成像，可

以发现，该纳米球能高效靶向有肿瘤转移的前哨淋巴结，生物发光成像也印证了只有在转移性

淋巴结中这种纳米微球才会高效聚集，说明转移性淋巴结的微观结构及组成成分是这些纳米微

球聚集的主要原因，这将为开展新型的临床早期癌症转移检测模式提供参考依据。 

结论：本研究构建的诊疗一体化试剂，为肿瘤诊疗一体化平台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EP-0188 

糖尿病前期患者糖刺激后丘脑功能连接改变的功能磁共振初

步研究 

 
肖磊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410013 

 

目的：拟采用功能磁共振方法，运用基于种子点的功能连接分析方法，探索血糖变化时糖尿病

前期患者双侧丘脑与全脑功能连接的改变情况，并进一步研究这些改变与血糖、胰岛素水平之

间的相关性。 

方法：本研究共招募志愿者 21人，其中糖尿病前期组 10人（男性 6人，女性 4人），健康对

照组 11人（男性 5人，女性 6人）。所有受试者均行常规头部核磁共振成像、3D结构成像及

空腹阶段 BOLD成像。按照 OGTT标准给予志愿者口服 75g葡萄糖，20分钟后再次进行 BOLD成

像，并于序列末段采集血液样本。采用基于种子点的功能连接分析方法计算双侧丘脑与全脑其

他体素间的功能连接值，并进行自身喝糖前后比较及组间比较选取组间具有显著差异的脑区，

并计算其功能连接的平均值，与生化指标（血糖、胰岛素水平）做相关性分析。 

结果：（1）糖尿病前期患者左、右侧丘脑与双侧小脑后叶功能连接强度高于正常组（P＜
0.05）；右侧丘脑与右侧额上回、右侧额中回及右侧小脑前叶间的功能连接强度高于正常组

（P＜0.05）；左侧丘脑与左侧楔叶、左侧舌回、右侧枕中回及双侧眶额皮层内侧部分的功能

连接强度低于正常组（P＜0.05）；（2）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左侧丘脑与右眶额皮层间的功能

连接强度与空腹血糖值存在负相关（T=-2.86，P＜0.05）。 

结论：糖尿病前期患者已经损害了丘脑与多个脑区的功能连接，表明神经活动的降低在糖尿病

前期就已经发生；其中左侧丘脑与右侧眶额皮层间的功能连接改变与血糖控制的好坏程度相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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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189 

急性期轻度脑外伤患者静息态功能磁共振 

及其认知功能损害研究 

 
易浩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410000 

 

目的：通过磁共振对急性期 mTBI患者行检查，以了解患者大脑 Rs-fMRI静息态脑功能的改

变，对 mTBI患者行神经心理学检查以确定其认知受损程度，并探究 Rs-fMRI与所反映脑功能

改变及心理学改变的相关性的联系。 

方法：由符合标准的名急性期轻度脑外伤患者组成对实验组，名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等方

面相匹配的的健康人组成对照组，所有受试者进行常规磁共振扫描，磁敏感序列扫描及静息态

扫描。并及时进行神经心理学检查，检查内容包括（斯特鲁普色卡测试、本顿视觉保持测验、

（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韦氏成人智力量表的检查。 

结果：急性期轻度脑外伤患者相对于正常对照组，其 STROOP色卡测试成绩显著减低，本顿视

觉保持测验、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简易韦氏成人智力量表结果未见明显差距。mTBI 组右

侧小脑后部，右侧脑岛/颞上回，左侧前扣带，右侧额中回，双侧顶下小叶，双侧角回的区域

ALFF值下降。TBI组出现上升的区域包括右侧枕下回，右侧舌回。以右侧额中回为种子点，其

与双侧小脑后叶、左侧颞极、左侧额下回、右侧额中回、右侧颞中回、双侧前扣带、左侧海

马、右侧后扣带及临近楔前叶及双侧角回功能连接增强，与双侧中央后回，右额内侧回、左中

央前回、左侧额中回及右侧楔叶功能连接减弱。mTBI组右侧额中回与右侧后扣带 stroop 字色

矛盾得分呈负相关，右侧额中回与左侧额中回功能连接强度与数字广度得分呈负相关，右侧额

中回与右侧额下回眶额部分及左侧小脑后叶功能连接强度与数字广度得分呈正相关。 

结论：即使是轻度脑外伤患者仍然会出现认知、执行功能的异常；静息态功能磁共振结果显

示，mTBI组右侧小脑后部，右侧脑岛/颞上回，左侧前扣带，右侧额中回，双侧顶下小叶，双

侧角回的区域 ALFF值下降。TBI组出现上升的区域包括右侧枕下回，右侧舌回，该区域的改

变与心理学结果改变相关。 

 

 
EP-0190 

肝硬化隐匿性肝性脑病患者脑皮层厚度与氧化应激相关因 子

关系的初步研究 

 
朱文卫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410013 

 

目的：探讨肝硬化合并隐匿性肝性脑病（CHE）患者脑皮层厚度改变与氧化应激相关因子水平

之间的关系。 

方法：招募符合纳入及排除标准的无明显肝性脑病（HE） 肝硬化患者，并根据 SONIC 标准分

为无 HE 组（n=19）和 CHE 组（n=9），另招募无肝脏疾病的健康志愿者作为对照组

（n=15）。所有受试对象均接受神经心理学测试（NCT-A、 DST） 和血氨、外周血氧化应激相

关因子（MDA、 GSH、 GSSG）检测，并进行磁共振高分辨率 3D-T1WI序列扫描，利用 

Freesurfer 软件计算全脑皮层厚度。比较三组患者间神经心理学测试、血液指标及脑皮层厚

度的差异，分析脑皮层厚度改变和氧化应激相关因子水平的相关性。 

结果：1）肝硬化 CHE 组较正常对照组、肝硬化无 HE 组外周血 MDA、GSSG/GSH 水平增加，

而 GSH 水平减低（P 均 < 0.05）， GSSG 水平在三组间无显著差异（P > 0.05）。2）与对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615 

 

照组相比， 肝硬化 CHE 组双侧颞叶、右侧丘脑局部皮层厚度减低，双侧枕叶局部皮层厚度增

加；肝硬化 CHE 组较肝硬化无 HE 组的右侧颞叶局部皮层厚度减低（P 均 < 0.05） 。3） 

肝硬化 CHE 患者的左侧颞上回前部局部皮层厚度与 MDA 水平存在负相关改变。 

结论： 肝硬化 CHE 患者存在局部脑皮层厚度改变和氧化应激水平升高，且左侧颞上回前部局

部皮层萎缩与 MDA 水平存在相关性，有助于进一步阐明 CHE 对脑结构的影响及氧化应激相关

因子在 CHE发病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EP-0191 

The effect of higher voltage with iterative metal 

artifact reduction (IMAR) on hip replacement patients 

 
xia rui,Lv Fajin,Li Yongmei,Ouyang Yu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Chongqing Medical University 400042 

 

Purpose:To assess the value of computed tomography (CT) with an iterative metal 

artifact reduction (IMAR) algorithm compared to filtered back projections (FBP) 

for artifact reduction in hip replacement patients. 

Materials and Methods:26 patients with hip replacement were examined using 

CT(Siemens, SOMATOM Perspective) under two tube voltages (80kVp and 130kVp). Data 

were reconstructed using FBP and IMAR (D30s) extrapolations. 8 ROIs were selected 

on muscle and bone (4 for each) adjacent to the joint prosthesis and the mean CT 

values and Standard Deviations (SDs) were measured. While the mean CT values of 8 

ROIs (4 on muscle and 4 on bone) away from joint prosthesis also measured for the 

contrast. The mean SDs and CT value deviation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T values 

with and without joint prosthesis) in 8 ROIs were compared among four datasets 

(FBP with 80kVp and 130kVp, IMAR with 80kVp and 130kVp).Two radiologists performed 

qualitative analysis of image quality with a 4-point subjective score: 0 for no 

metallic artifact. 1 for mild metallic artifacts present without interfering with 

the depiction of adjacent structures. 2 for moderate artifacts present and 

interfering with the depiction of adjacent structures but diagnostic. 3 for severe 

metallic artifacts present and interfering with the depiction of adjacent 

structures and nondiagnostic. 

Results:The mean SDs of bone adjacent to the joint prosthesis with IMAR (80kVp 

163±80.2; 130kVp 103.6±57.1) were significantly smaller than that with FBP from 

both voltages (80kVp 107.2±53.8, P<0.01; 130kVp 68±38.6 P<0.01). The mean SDs of 

muscle adjacent to the joint prosthesis with IMAR (80kVp 115.5±61.2; 130kVp 

75.4±57.2) were significantly smaller than that with FBP from both voltages 

(80kVp 72.5±31, P<0.01; 130kVp 43.9±16.1 P<0.01). The CT value deviations of 

bone and muscle adjacent to the joint prosthesis with IMAR (bone 80kVp 

117.3±162.6HU, 130kVp 78.8±119.6HU; muscle 80kVp 55.7±57.8HU, 130kVp 

26.2±23.1HU) were significantly smaller than that with FBP from both voltages 

(bone 80kVp 389.4±285.6HU P<0.01, 130kVp 254.1±201.6HU P<0.01; muscle 80kVp 

305.5±216.9HU P<0.01, 130kVp 176.4±167.6HU P<0.01). The total subjective scores 

for IMAR group (80kVp 13, 130kVp 3) were smaller than FBP group(80kVp 61; 130kVp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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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IMAR in CT reduce metal artifacts better than FBP for hip replacement 

patients. Higher voltage (with IMAR) in CT produce better image quality and a 

reduction of metal artifacts for hip replacement patients than lower voltage.  

 

 
EP-0192 

磁共振酰氨基质子转移成像及体素内不相干运动成像在术前

预测胶质瘤 IDH1 表达的应用初探 

 
邹天宇

1
,于昊

1
,蒋春秀

1
,芮琦虹

1
,蒋山姗

1,2
,周进元

2
,温志波

1
 

1.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2.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目的:探索磁共振酰氨基质子转移成像（Amide Proton Transfer，APT）及体素内不相干运动

成像（Intravoxel Incoherent Motion，IVIM）在术前预测胶质瘤 IDH1表达的价值。 

临床资料与方法:收集我院 51例术前行 APT及 IVIM序列扫描的患者，所有的病例均经病理学

证实为胶质瘤。APT及 IVIM 序列的参数有：APTW，rAPTW、D值，f值，D*值。回顾性分析各

肿瘤的 IDH1的表达状态，利用卡方检验分析 IDH1不同表达状态下患者肿瘤级别的差异；采用

独立样本 t检验分析 IDH1不同表达状态下 APTW，rAPTW，D值，f值及 D*值的差异。各参数预

测 IDH1表达状态的准确性运用受试者特性曲线（receiver operating curve，ROC）、曲线下

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AUC）和 cut-off值。 

结果: IDH1表达状态与年龄、性别无相关性，与胶质瘤的级别呈负相关性。APTW、rAPTW、f

值与 IDH1表达状态呈负相关，D值与其呈正相关。APTW、rAPTW、f值、D值均具有中等程度

预测效能，rAPTW、f值、D值三者联合时预测效能最高（AUC=0.913）。 

结论：APT、IVIM在术前能较好地预测 IDH1的表达。 

  

 

 
EP-0193 

胶质瘤 PET-CT 11C-MET 摄取与 MGMT 启动子甲基化的相关性 

 
王鑫

1
,艾林

1
 

1.北京天坛医院 

 

目的：胶质瘤作为最常见的中枢神经系统肿瘤，具有预后差、异质性强及浸润性高的特点，

11C-MET的半定量指标近年来被视为一种精确的胶质瘤预测因子，MGMT启动子甲基化阴性接受

烷化剂治疗效果较好。本研究旨在探讨 11C-MET的不同半定量指标与 MGMT启动子甲基化的关

系。 

方法：共 28例术后病理证实为胶质瘤的患者入组，其中高级别胶质瘤（HGGs）16例，低级别

胶质瘤（LGGs）12例。术前行 PET-CT 11C-MET检查，分别计算 HGGs和 LGGs的 T/N max(肿瘤

SUV max/对侧皮层 SUV max)及 T/N mean(肿瘤 SUV mean/对侧皮层 SUV mean)。术后通过免疫

组化方法检测胶质瘤组织中 MGMT表达情况。 

结果：MGMT阳性 24例，阳性率 85.7%（24/28），高级别胶质瘤表达阳性率 87.5%(14/16)，

低级别胶质瘤表达阳性率 83.3%(10/12),经卡方检验分析二者无明显差异（P>0.05）。经 ROC

曲线分析，HGGs T/N max≥2.05 时 MGMT启动子甲基化显著高于 T/N max<2.05（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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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N mean对于判断 MGMT启动子甲基化无统计学意义，LGGs对两个指标判断 MGMT启动子甲基

化均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MGMT启动子甲基化与胶质瘤恶性程度无关。在高级别胶质瘤中，11C-MET的摄取与

MGMT启动子甲基化有关，11C-MET摄取高的胶质瘤对烷化剂治疗的效果较差。 

 

 

EP-0194 

18F-FDG PET/CT 在造血干细胞移植后 PTLD 中的应用价值 

 
张晓春,王淑侠 

广东省人民医院 510080 

 

目的 评估 18F-FDG PET/CT 在造血干细胞移植后淋巴细胞增殖性疾病（PTLD）中的应用价

值。 

材料和方法 回顾性分析本院 2008年 1月到 2016年 10月间，全部曾行 18F-FDG PET/CT检查

的造血干细胞移植后 PTLD患者。绘制患者临床信息的图表，研究患者 18F-FDG PET/CT 影像

特征，并评价其在引导活检、疾病分期、疗效评估中的作用。  

结果 共纳入患者 9例（男性 7例，女性 2例，18-35岁，平均 24岁）。其中，有 6例经组织

病理学活检确诊为 PTLD，有 3例根据临床表现、EB病毒升高、影像表现作出诊断。9例患者

在造血干细胞移植前后做共接受 22次 18F-FDG PET/CT扫描，包括：2例患者移植前行 4次扫

描，9例患者 PTLD发病时行 9次扫描，7例患者 PTLD治疗后行 9次扫描。在 18F-FDG PET/CT

图像上，PTLD患者的病变包括淋巴结病变和结外病变两类，淋巴结病变要远多于结外病变，

这些病变呈高代谢。有 6例患者在 18F-FDG PET/CT图像的引导下行组织病理活检；其中 5例

的活检结果为阳性，包括多形性 2例，多形性伴局部 DLBCL 样变 1例，弥漫大 B细胞淋巴瘤 2

例；另外 1例活检结果为阴性，为反应性增生。有 1例患者发现脑内病变，手术切除后病理提

示为弥漫大 B细胞淋巴瘤。根据 18F-FDG PET/CT图像，参照 Ann Arbor-Cotswald标准对患者

行临床分期，1例患者为Ⅱ期、3例患者为Ⅲ期、5例患者为Ⅳ期，与常规 CT比较，3 例患者

分期增加。参照临床分期和/或病理学结果，选择相应的治疗方案。治疗结束后，6例行 18F-

FDG PET/CT扫描评估治疗效果的患者中，均表现为改善。研究结束时，记录患者的临床结

局。 

结论 18F-FDG PET/CT在造血干细胞移植后 PTLD患者的诊治中有着重要作用。今后需要纳入

更多患者以证实我们研究结果的正确性。 

 

 
EP-0195 

胃肠道腺癌 18F-FDG PET/CT SUV 与 DWI ADC 相关性分析 

 
王琪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221003 

 

目的 利用 PET/CT-MRI三模式，确立胃肠道腺癌多 b值磁共振弥散加权成像(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 DWI)单指数及双指数模型表观弥散系数(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ADC) 与脱氧葡萄糖(Fluorodeoxyglucose, FDG) PET/CT中标准摄取值

(Standard Uptake Value, SUV)之间的相关性。 

方法 连续选择 29例未经治疗的胃肠道腺癌患者，患者均行 PET/CT及 MR检查。利用

Pearson相关分析胃肠道腺癌 SUV及单指数及双指数模型 ADC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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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胃肠道腺癌的 SUV与 ADC slow有显著负相关关系( r=-0.586, P=0.008 )。SUV与 ADC 

std及 ADC fast无显著相关关系( r=-0.134, P=0.584和 r=-0.324, P=0.177）。 

结论 胃肠道腺癌 PET中的参数 SUV与 DWI中双指数模型的 ADC slow有相关性。 

 

 
EP-0196 

Au@Fe3O4 纳米粒的制备及其 MRI/CT 双模态成像研究 

 
余弦,龚明福,邹利光,张冬,肖仕林,蔡元卿 

第三军医大学附属新桥医院 400037 

 

目的 合成 Fe3O4包裹 Au的核壳型纳米粒，并探索基于 Au@Fe3O4 纳米粒进行 MRI/CT双模态成

像的可行性。 方法 合成出油溶性 Au纳米粒，再用十二硫醇对其进行配体交换，在油胺存在

的情况下在 Au纳米粒溶液中高温分解 Fe（CO）5得到油溶性 Au@Fe3O4核壳型纳米粒，并用四

甲基氢氧化铵对其进行表面水溶性修饰。对制得的纳米粒进行理化性质表征，包括透射电子显

微镜（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e，TEM）检测其形态和粒径、高分辨透射电子显微

镜(High resolution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e)检测纳米粒的晶型和晶格、X射线

能谱分析（Energy Dispersive Spectroscopy ，EDS）检测纳米粒的元素组成、CT和 MRI分

别检测纳米粒的 X射线衰减效能和弛豫效能  结果 TEM结果显示，纳米粒具有明显的核壳型

结构，平均直径约为 26nm； HRTEM能清晰地看到核、壳物质的晶格，其中核心的晶格间距为

0.230nm，与标准 Au一致； EDS分析表明纳米粒外壳和核心中分别含有 Fe、O和 Au元素，很

好地证明了该纳米粒即为预期纳米粒；和碘对比剂相比较，相同浓度下，该纳米粒的 X线衰减

效能约为碘的 1.4倍。T2 mapping 成像显示了该纳米粒的弛豫效能为 65.7mmol·L
-1
·s

-1
。结

论 Au@ Fe3O4核壳型纳米粒同时具有良好的 CT和 MRI增强效果，有望成为一种性能优异的

MRI/CT双模态造影剂。 

 

 
EP-0197 

建立裸大鼠原位卵巢癌生物发光模型 

 
赵书会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新华医院 200092 

 

目的： 建立裸大鼠原位卵巢癌生物发光模型。 

方法： 首先，对人卵巢癌 SK-OV-3细胞株转染 luciferase荧光基因，得到 SK-OV-3-Luc细

胞株。然后，对 24只裸大鼠手术行左侧卵巢包膜下注射 SK-OV-3-Luc细胞(1×10
7
细胞悬于

100ul 基质胶)。采用体内荧光及超声两种方法监测肿瘤生长，监测时间点为种瘤后 2 周, 3 周, 

4周及 5周，体内荧光监测肿瘤的荧光强度，超声监测肿瘤大小。种瘤后 5周于裸大鼠体内取

出肿瘤，采用组织病理及免疫组化证实卵巢癌的诊断。 

结果：种瘤成功率为 50%，种瘤后 2周起体内生物荧光及超声均可监测到肿瘤，左侧卧位为最

佳成像体位。种瘤后 2周，3周，4周及 5周肿瘤荧光强度分别为：7.65±5.39, 

115.0±95.07, 168.90±104.76, 119.33±85.86，0.41±0.12cm, 肿瘤直径分别为：

0.50±0.15cm, 0.64±0.09cm, 0.70±0.12cm。组织病理及免疫组化（CK7, PAX 及 ER）均证

实卵巢癌的诊断。 

结论：裸大鼠原位卵巢癌生物发光模型被成功建立，为卵巢癌的诊断及治疗等研究提供了新的

方法。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619 

 

EP-0198 

扩散峰度成像、张量成像及加权成像在脑膜瘤分级和细胞增

殖评价的对比分析研究 

 
林霖,薛蕴菁,段青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350001 

 

目的：前瞻性地比较扩散峰度成像、扩散张量成像及扩散加权成像在脑膜瘤分级和细胞增殖评

价的效能。 

方法：连续收集 102名组织病理学上确诊为脑膜瘤的患者。运用独立样本 t检验比较良恶性脑

膜瘤肿瘤实性部分标准化的平均峰度（MK）、径向峰度（KR）、轴向峰度（KA）、各向异性

（FA）、平均扩散率（MD）和表观扩散系数（ADC）等扩散参数值的差异。评估脑膜瘤扩散参

数与细胞增殖指标 Ki-67的相关性。采用受试者操作特征（ROC）曲线筛选脑膜瘤分级的最佳

诊断参数。 

结果：标准化 DKI值(MK, KR, KA, MD 和 ADC)在高低级别脑膜瘤间存在明显差异(P<0.01)。扩

散峰度参数(MK, KR, KA）与 Ki-67指数显著相关(P<0.001)，MD (P=0.005)和 ADC (P=0.003)

亦与 Ki-67指数相关。当 rMK值为 0.99时，诊断高级别脑膜瘤的敏感度为 95%，特异度为

64%，阳性预测值为 95%。 

结论: 扩散峰度值能客观的反映脑膜瘤的超微结构改变，以用于评估脑膜瘤分界和细胞增殖程

度，在脑膜瘤的诊断、治疗决策和预后评估中有积极的意义。 

 

 
EP-0199 

乳癌术后患者左侧腓骨侵袭性骨巨细胞瘤 PETCT 误诊分析 

 
赵鹏 

辽宁省肿瘤医院 110042 

 

目的 探讨骨巨细胞瘤 FDG PETCT 成像特征，提高骨巨细胞瘤的分子影像诊断水准。  

方法 回顾分析误诊为乳腺癌骨转移的侵袭性骨巨细胞瘤临床及影像资料，并复习相关文

献。   

结果 本例女患因双乳腺癌术后 9年，左膝关节痛一个月，发现左腓骨肿物一周为主诉入院，

行胫腓骨平片正侧位及 18F-FDG PETCT检查。由于可见骨质破坏及 FDG代谢增高改变，结合恶

性肿瘤病史，误诊为乳腺癌术后单发骨转移。行手术治疗。术后病理为（左腓骨）富于破骨巨

细胞肿瘤性病变，结合免疫组化，符合骨巨细胞瘤（侵袭性骨巨细胞瘤，易于复发）。术后恢

复良好并出院。   

结论 骨巨细胞瘤可分三级，其中二级为侵袭性骨巨细胞瘤，具有一定侵袭性及代谢活性。特

别当患者具有原发肿瘤病史时易误诊为骨转移瘤。在临床上及影像学上应注意与原发骨肿瘤及

肿瘤样病变的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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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200 

Fluorescence Imaging of Foamy Macrophages by 

Scavenger Receptor-AI (SR-AI) Targeted Quantum Dots 

 
guo qi,Wu Menglin,Li Xue,Zhang Xuening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Tianjin， P.R. China 300211 

 

Objective: Foamy macrophages are playing a critical role in atherosclerotic plaque 

initiation, formation and rupture. Here, to sensitively and selectively imaging 

the atherosclerotic plaque, we reported imaging probe QDs@HSA@PP1, which could 

specifically integrate with special receptors scavenger receptor-AI (SR-AI) over-

expressed on foamy macrophages during their formation stage. 

Methods: The CdSe/CdS/CdxZn1−xS/ZnS core/shell QDs were synthesized. Form a 

uniform organic phase by QDs adding HSA, the mixture was emulsified and purified 

to conjugate PP1 peptide. QDs@HSA, PP1 peptide and EDC were mixed in PBS buffer 

solution at ratio of 1:20:4000. After 2 h of reacting at room temperature, 

QDs@HSA@PP1 were purified by centrifugation and stored in PBS buffer solution 

(0.01 M, pH 7.4, 0.5% BSA) overnight at 4 °C. Two female C57BL/6 mice (8 weeks) 

were purchased from the Animal Resource Center at the Institute of Radioactive 

Medicine, Chines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Tianjin, China). Generally, 

macrophages isolated from the mouse peritoneal cavity would be mature macrophages. 

The peritoneal cavity provides an easily accessible site for harvesting moderate 

numbers of resident macrophages. All animal care and experimental protocols 

followed the local animal ethics regulations and were approved by the 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Animal Care and Use Committee. After being cultured with ox-LDL 

for 3 days, accumulation of lipid-rich vacuoles were within macrophages, which was 

an indicator of foam cell, which was assessed by Oil-red O staining. To evaluate 

the cytotoxicity of the QDs@HSA@PP1 was determined using a MTT assay on the murine 

peritoneal macrophages. Photoluminescence (PL) spectra were measured by a Gangdong 

F-280 spectrophotometer.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y (TEM) images were taken 

on a JEOL 100CX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e with an acceleration voltage of 

100 kV. Particle size was analyzed by dynamic light scattering (DLS). Surface 

charge was analyzed by a zeta potential analyzer (Brookhaven Instruments). 

Qualitative assessment of binding/uptake of PP1 by macrophage-derived foam cells 

(macrophages with ox-LDL treated), which highly overexpressed SR-AI. At the same 

time, we set low SR-AI-expressed macrophage cells (without ox-LDL treated) as the 

control group. Both these two kinds cells were incubated with PBS (control), free 

PP1, free QDs, QDs@HSA@PP1 and QDs@HSA@PP1&PP1 for 2 h. Uptake of PP1 by foam 

cells were observed by fluorescence microscope (Zeiss LSM 510). 

Results: HSA coated QDs were conjugated to a peptidic SR-AI ligand (PP1) by amido 

bonds. The formed nanoprobe QDs@HSA@PP1 with excellent properties and 

biocompatibility was subject to in vitro evaluations. The formed nanoprobe had a 

uniform spherical shape and distributed around 15 nm in diameter homogeneously. 

The hydrodynamic size in solution was 16 ± 1.2 nm with a narrow distribution 

(polydispersity: 0.21). The surface zeta potentials of the QDs@HSA@PP1 were −36.7 

± 4.6 mV. Spectroscopy measurement showed that there was almost no shift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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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velength of the original QDs compared to that of the QDs@HSA@PP1, indicating 

that the surface ligands of the original QDs were not damaged by the generation of 

the QDs@HSA@PP1. The cell viabilities against QD@HSA@PP1 at various concentrations 

ranged from 0.025 mg/mL to 0.4 mg/mL exhibited no obvious cytotoxicity for the 

QD@HSA, PP1 and QD@HSA@PP1. Compared with the non-treated macrophages, about 90% 

of treated macrophages (macrophages with ox-LDL treated) stained by Oil-red O, 

convincingly proved that foam cell model was successfully established. The 

fluorescence microscopy results revealed that binding of nanoprobe QDs@HSA@PP1 to 

SR-AI receptor was target-specific as demonstrated in highly SR-AI-expressed foam 

cells (macrophages with ox-LDL treated), low SR-AI-expressed macrophage cells 

(without ox-LDL treated), and a blocking study in foam cells. 

Conclusions: Collectively, QDs@HSA@PP1 has been proved as a promising molecular 

probe with excellent biocompatibility, allowing the fluorescence imaging of SR-AI 

over-expressed macrophage-derived foam cells, which is promising for future 

precisely detection of vulnerable plaques. 

 

 
EP-0201 

Fe3O4 nano cluster coated with peptide t-BBN for 

targeted MRI imaging of breast cancer 

 
Gong Mingfu,Zhang Dong,Liu Yiding,Zou Liguang,Zhang Song,Yu Xuan,Xiao Shilin 

Xinqiao hospital， Thir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400037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feasibility of targeted MRI imaging of breast cancer 

based on the probes magnetite nano cluster (MNC)-PEG-BBN. Methods: Synthesized the 

magnetite nanoparticles through thermal decomposition of iron acetylacetonate at 

the presence of oleic acid and oleylamine. Then, the prepared hydrophobic Fe3O4 

nanoparticles were modified with Dodecyl Trimethyl Ammonium Bromide (DTAB) and 

formed MNC throuth self-assemble. A thin layer of SiO2 was coated on the surface 

of MNC by Stober chemistry. After modified with APTES, the MNCs were 

functionalized with amino groups. After that, the peptides PEG-t-BBN were then 

immobilized on the surface of MNCs through the EDC/NHS chemistry and finally 

obtained the MR molecular probe MNC-PEG-BBN. Labeled the breast cancer cells and 

the labeled cells were MR imaged to evaluate the targeting MR imaging efficiency 

of MNC-PEG-BBN. The breast cancer xenograft models were established by injecting 

cancer cells into nude mice subcutaneously. After introducing MNC-PEG-BBN probes 

from the tail vein, the mice were scanned by MRI at different time points 

successively to explore the feasibility of targeting MR imaging of breast cancer 

in vivo based on MNC-PEG-BBN. Results: The obtained MNCs showed a uniform 

spherical morphologhy with a average size of 140 nm. T2 mapping from MRI indicated 

that the MNCs had much higher transverse relaxcivity than that of Fe3O4 

nanoparticles at the same concentration. The peptide t-BBN were successfully 

attached on the surface of the MNC. The labeling test of breast cancer cells ex 

vivo and MR inaging of breast cancer in vivo demonstrated that the probes MNC-PEG-

BBN were of high specificity to T47-D. Conclusion: Mediated by the molecu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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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es MNC-PEG-BBN, human breast cancer had been successfully targeted MR Imaging 

in vivo, which would provide a new path for early diagnosis of breast cancer. 

 

 

EP-0202 

应用叶酸受体靶向性全氟化碳纳米探针对 

非小细胞肺癌的多模态分子成像 

 
许秀安,邵梦平,王洪斌,吴丽娜,申宝忠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150001 

 

目的：叶酸受体在许多上皮类肿瘤细胞表面过度表达，并且在肿瘤的发生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1]。然而，肺癌的叶酸受体靶向性成像及叶酸受体在肺癌发生中作用的研究较少。本研究的

目的是利用一种新型的全氟化碳纳米探针对叶酸受体高表达的非小细胞肺癌进行离体及在体成

像，评估该纳米探针的靶向性能。 

方法 ：我们设计并合成了一种新型的多功能叶酸受体靶向性全氟化 

碳纳米探针，这种探针可以进行磁共振及光学分子成像。在存在或没有游离叶酸竞争的情况下

将叶酸受体高表达的 H460细胞及叶酸受体低表达的 A549细胞与探针共同孵育，使用激光共聚

焦和流式细胞检测细胞内的罗丹明荧光信号，测试探针的体外靶向性。对 H460及 A549皮下荷

瘤鼠进行探针递送之前及之后的在体 MR成像，比较两种肿瘤之间的肿瘤与肌肉信号强度比。

成像后的肿瘤组织进行叶酸受体的免疫荧光成像。 

结果 ：多功能叶酸受体靶向性全氟化碳纳米探针的物理、化学性质稳定。H460细胞与叶酸靶

向性探针共孵育后表现出明显的荧光信号的摄取。MR成像中 H460肿瘤在静脉注射探针之后的

8h及 24h的肿瘤肌肉信号比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叶酸受体靶向性全氟化碳纳米探针可对叶酸高表达的肺癌组织进行在体及离体水平的

靶向性分子成像，该探针可用于反应叶酸受体的表达情况。 

 

 

 
EP-0203 

基于 SPECIAL 序列在体检测健康大鼠肝脏 

磁共振谱线的可行性 

 
沈智威

1
,吴美妮

1,2
,吴仁华*

1
 

1.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2.惠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目的：探索在 7T MR平台上氢质子磁共振波谱（
1
H-MRS）短 TE SPECIAL序列检测肝脏谱线的

可行性，并与 PRESS序列对比研究。 

材料与方法：采用 7T磁共振扫描仪将 10只不分雄雌的健康 SD大鼠在气体麻醉及呼吸触发条

件下，采集肝脏 SPECIAL序列及 PRESS序列频谱，采集参数分别为 TR/TE=2000ms/4.42ms 及

TR/TE=2000ms/13.33ms，重复次数=256次，voxel=5×5×5mm，选定同一体素扫描。使用

jMRUI及 LCModel定量分析软件，测出肝脏中水峰半高宽（FWHM）、信噪比（SNR）及糖原共

振峰的半高宽。采用配对样本 t检验分析评价两种序列测量数据之间差异。 

结果：健康大鼠肝脏 SPECIAL 序列谱线 SNR高、FWMH窄，各个波峰形态正常。对比两种序列

发现 SPECIAL序列谱线 SNR 比 PRESS序列高（均数±标准差分别是 37.900±31.980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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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00±21.364，t=3.236，P＜0.05），糖原共振峰半高宽更窄（均数±标准差分别是

113.232±41.102 和 222.548±121.904，t=-3.050，P＜0.05），FWHM则未见明显统计性差

异。 

结论： 正常大鼠肝脏
1
H-MRS SPECIAL 序列在呼吸门控及良好的匀场协同下是可行性的，相比

PRESS序列，SPECIAL序列的在体肝脏频谱质量具有更高的信噪比，并可用于更加准确的检测

肝糖原代谢。 

 

 

EP-0204 

基于 SPECIAL 序列的肝脏代谢浓度定量方案比较 

及结果可重复性研究 

 
沈智威

1
,吴美妮

1,2
,吴仁华*

1
 

1.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2.惠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目的：1，分别使用 LCModel 及 jMRUI软件，建立 SPECIAL序列大鼠肝脏代谢物绝对定量方

案，并比较两种定量方法的差异；2，通过比较 SPECIAL与 PRESS序列同一位置和不同位置的

代谢物浓度差异，验证肝脏在体检测的可重复性，以及两种序列的一致性评价。 

材料与方法：在 7T小动物磁共振成像系统上，分别使用 SPECIAL序列和 PRESS序列采集在体

大鼠肝脏磁共振谱线。分别使用 jMRUI及 LCModel定量分析软件，以水信号为内标，定量检测

活体大鼠肝脏主要代谢物：脂质群峰（Lip）、糖原共振峰（Glyc）、总胆碱（Cho）代谢物绝

对浓度及糖原、胆碱峰峰下面积与脂质峰下面积之比。采用配对样本 t检验对比上述两种定量

方案得到的代谢物浓度差异，并与文献参考值对比。采用组内和组间关系系数（ICC）方法分

析大鼠肝脏同一位置自身和不同位置间的可重复性，通过 Bland-Altman图分析方法得到同一

像素 PRESS和 SPECIAL序列的一致性评价。 

结果：基于 jMRUI及 LCModel 方法分别检测的 Lip、cho、glyc浓度和各比值之差未见统计学

意义，两种方案测得浓度与文献参考值基本一致。两种序列同一位置采集数据结果 ICC均大于

0.75，重测信度高；PRESS 序列不同位置代谢物浓度有差异，而 SPECIAL序列未见明显差异。

当两种序列偏差值脂肪含量在±2.0%，胆碱浓度在±32mmol/L，糖原浓度在±85mmol/L 的可

接受范围内，两种序列定量测量结果一致性较好。 

结论： 应用水为内标准作绝对定量，两种定量分析方法均用于 SPECIAL序列正常大鼠肝脏代

谢物浓度测量。LCModel方案的客观性更高。选取相同的 ROI能稳定重复测量出相似的结果，

重复测量分析时应尽量在多平面图像中选择同一解剖位置进行扫描。SPECIAL和 PRESS序列不

能相互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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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205 

The value of whole-brain CT perfusion imaging and CT 

angiography using a 320-row CT scanner in the 

diagnosis of MCI and AD patients. 

 
zhang wei 

Department of Medical Imaging， Renji Hospital， Medical School of Jiaotong University 200127 

 

 

Objectives: To validate the value of whole-brain computed tomography perfusion 

(CTP) and CT angiography (CTA) in the diagnosis of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MCI) 

and Alzheimer's disease (AD). 

Methods: Whole-brain CTP and four-dimensional CT angiography (4D-CTA) images were 

acquired in 30 MCI, 35 mild AD, 35 moderate AD patients and 50 normal controls 

(NC). Cerebral blood flow (CBF) cerebral blood volume (CBV), mean transit time 

(MTT), time to peak (TTP), and correlation between CTP and 4D-CTA were analyzed. 

Results: Elevated CBF in the left frontal and temporal cortex was found in the 

left hippocmpus of MCI compared to NC group. However, TTP was increasd in the left 

hippocampus in mild AD patients compared with NC. In moderate and severe AD 

patients, hypoperfusion was found in multiple brain areas compared with NC and MCI 

patients. Finally, we found that the extent of arterious stenosis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CBF in partial cerebral cortex and hippocampus, and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TP in these areas between AD and MCI groups. 

Conclusions: Our findings suggest that whole-brain CTP and 4D-CTA could serve as 

an diagnostic modality in distinguishing MCI and AD, and predicting conversion 

from MCI based on TTP of left hippocampus. 

 

 
EP-0206 

GDF11 rejuvenates cerebrovascular structure and 

function in an animal model of Alzheimer’s disease. 

 
zhang wei,Guo Yi,Xu Jian-rong 

Department of Medical Imaging， Renji Hospital， Medical School of Jiaotong University 200127 

 

Cerebral amyloid angiopathy (CAA) is present in up to 90% of patients with 

Alzheimer´s disease (AD), and may interact with classical neuropathology to 

exacerbate cognitive decline. Since growth differentiation factor 11 (GDF11) can 

activate vascular remodeling, we tested its effects on cognitive function and 

neuroinflammatory changes of AD model mice. We intravenously administered GDF11 or 

vehicle daily to 12-month-old transgenic mice over-expressing the amyloid 

precursor protein (APP)/PS1). Cognitive function was monitored using the Morris 

water maze, and after conclusion of the treatment, we assessed the morphology and 

presence of inflammatory markers in the cerebral vasculature. Subchronic treatment 

of adult APP/PS1 mice with GDF11 rescued cognitive function and attenuated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625 

 

cerebrovascular function. In particular, the de novo genesis of small blood 
vessels and the expression of vascular-related protein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in the vehicle-treated APP/PS1 mice, whereas the expressions of the 

inflammatory markers Iba-1 and GFAP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in proportion to the 

lower ratio of two forms of amyloid-beta (Aβ40/42). Daily intravenous treatment 

with GDF11-injection can rejuvenate respects of cognition and cerebrovascular 

changes in AD mice. 

 

 
EP-0207 

PI-RADS V2 提高前列腺癌影像诊断效能的价值评估 

 
何晓静,郭大静,蒋伟,周雪,刘欣杰,周君,刘洋洋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400010 

 

目的：探讨前列腺影像报告和数据系统第 2版（PI-RADS V2）提高前列腺癌影像诊断效能的应

用价值。 

方法：初级、中级、高级职称医师各 3名，根据各自经验分别对符合入组标准的 76例前列腺

MRI图像进行经验评分，然后根据 PI-RADS V2的评分标准进行 2次评分。分析 2次 PI-RADS 

V2评分及 3个层次医师 PI-RADS V2评分的一致性。计算并比较 3个层次医师经验评分与 PI-

RADS V2评分的相关性、经验诊断与 PI-RADS V2诊断结果的一致性，对比前列腺癌检出的敏

感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并绘制 ROC曲线。 

结果：2次 PI-RADS V2评分结果高度一致，3个层次医师 PI-RADS V2评分具有较好一致性，3

个层次医师经验诊断评分与 PI-RADS V2评分正相关，且相关系数 r值呈递增趋势。3个层次

医师及 PI-RADS V2诊断正确率呈递增趋势，无效率呈递减趋势，错误率 3个层次医师呈递减

趋势，PI-RADS V2错误率略高于高级医师。ROC曲线结果显示高级医师的诊断准确性最高，其

次为 PI-RADS V2。PI-RADS V2诊断敏感度最高，其次为高级医师。高级医师特异度最高，其

次为 PI-RADS V2。 

结论：PI-RADS V2具有良好的可重复性，对于中级、初级医师，PI-RADS V2可以显著提高其

前列腺癌影像诊断效能。 

 

 
EP-0208 

基于目标物引发的滚环扩增信号放大策略构建电致化学发光

传感器用于 microRNA 检测 

 
何晓静

1
,钟毅欣

1
,蒋伟

1
,马绍勇

2
,赵静

2
,卓颖

2
 

1.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2.西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本实验设计了基于目标物循环引发滚换扩增（CI-RCA）的电致化学发光（ECL）传感器。首

先，设计了由结合区域与多鸟嘌呤区域两部分组成的哑铃型挂锁探针作为滚环扩增模板。该模

板中的结合区域能够与目标 miRNA以及固载电极表面的引物杂交形成三元“Y”形结构，进而

引发滚环扩增，产生连环的多胞嘧啶序列的单链 DNA。当滚环扩增完成对模板的一次复制时，

目标 miRNA被置换下来，进而协助下一条引物与模板的结合，引发下一个滚环扩增，生成大量

的引物 3端延伸出的多胞嘧啶 DNA单链。基于 C-Ag-C的配位作用，Ag
+
被固定在电极表面，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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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增强过硫酸根体系的 ECL 信号。因此，随着目标 miRNA浓度的增加，ECL信号强度越高。实

验结果表明该传感器在 1.0 fM-1.0 nM浓度范围内对 miRNA 有良好的线性响应。 

 

 

EP-0209 

Choices for animal models of atherosclerosis in MR 

molecular imaging study 

 
Ma Zhanlong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210029 

 

Life-threatening cardiovascular disorders such as stroke and heart attack are the 

leading causes of mortality and morbidity in the modern societies. The pathogenic 

precursor of these consequences is atherosclerosis, a disease of the vessel wall 

of the central and peripheral arteries including aortas to the whole body, 

coronary arteries to the heart, carotid arteries to the head and brain and so on. 

While clinical studies confront stricter ethical and practical constraints, animal 

models mimicking human diseases facilitate systematic investigations and prove 

critical for atherosclerosis research. Magnetic resonance (MR) imaging has been 

widely applied not only for clinical diagnosis but also for experimental research. 

This article reviews background knowledge about atherosclerosis and its pathology, 

various atherosclerotic models with advantages and limitations, the available MR 

techniques used for imaging atherosclerosis, some recently emerging methodologies 

in atherosclerosis research, and certain criteria for making practical choices in 

consideration of MR cellular or molecular imaging.  

 

 
EP-0210 

新型多模态硅质体探针的在体性质研究 

 
樊迪

1
,翟罗萍

2
,高翰男

2
,王凡

1
,艾林

1
,史继云

2
,赵晓斌

1
,王凯

1
,乔真

1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2.北京大学医学同位素研究中心 

 

目的 制备新型的多模态显像硅质体纳米分子探针，并评估其在实验动物体内的药物分布和药

代动力学特性。 

方法 利用硅质体纳米材料包载光学显像剂吲哚菁绿(ICG)制成纳米探针，通过表面修饰连接螯

合剂 1,4,7,10-四氮杂环十二烷-1,4,7,10-四羧酸(DOTA)，进行放射性核素
111
In标记。

111
In标

记后的硅质体
111
In-ICG-DPDCs 通过尾静脉注射到正常白鼠体内，测量不同时间店内探针在血

液及脏器的分布情况，评价其在血液中的药代动力学特性和体内分布情况。建立荷路易斯肺癌

（LLC）C57/BL6 小鼠皮下肿瘤模型，用小动物活体荧光成像系统（IVIS）和单光子断层成像

系统（SPECT）对荷瘤鼠进行活体成像，观察肿瘤部位对硅质体探针的摄取情况。 

结果 硅质体纳米材料包载 ICG制成纳米探针的粒径约 90-100 nm，成功偶联 DOTA后用放射性

核素
111
In进行标记，经纯化得到放化纯>99%标记物用于体内评价实验。标记后的硅质体，具

有良好的体外稳定性（48 h 放化纯>97%）。硅质体纳米分子探针在体内血液清除实验结果显

示该探针具有较长的血液循环时间，其中快速半衰期为 4.0分钟，慢速半衰期为 132.7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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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分布结果显示该硅质体主要聚集在肝脏，其次是脾脏，并滞留时间较长，体现纳米材料的

体内行为特征。NanoScanSPECT/CT 显像数据显示 LLC肿瘤在注射后 4 h有明显摄取，其它主

要摄取器官是肝脏和脾脏，这与生物分布的结果相一致。光学成像结果显示肿瘤对探针有明显

摄取，与 SPECT显像结果一致。 

结论 本实验设计的多模态硅质体探针能用于肿瘤的核医学和光学双模态显像，并具有潜在的

治疗应用潜力。本研究结果为多功能硅质体用于活体诊断以及潜在的治疗应用提供理论依据和

实验基础。 

 

 
EP-0211 

MR 分子探针 RGD-USPIO 在乳腺癌裸鼠皮下 

移植瘤模型中的成像研究 

 
王彦姝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00092 

 

目的 将具有肿瘤靶向性的 RGD多肽与 USPIO偶联，获得能用于磁共振成像的 RGD-USPIO 分子

探针。探究此探针安全性、在乳腺癌裸鼠皮下移植瘤模型的在体磁共振显像能力以及主要脏器

的体内分布规律，研究其乳腺癌的早期诊断及肿瘤血管生成评估的能力。 

材料和方法 用 CCK-8 试剂盒来研究该探针体外细胞毒性。建立乳腺癌 MD-MBA-231皮下瘤模

型。设置靶向组、对照组和竞争组，其中对照组注射 USPIO，竞争组提前 1小时注射阻断小肽

RGD。先行预扫描，然后将 300μmol／kg[Fe]的 RGD-USPIO 或 USPIO经尾静脉注射到不同组别

裸鼠模型中，分别在 30min、1h、2h、4h、6h、24h、48h时间点行 T2WI及 T2 mapping扫描，

测定各脏器及肿瘤组织随时间变化的△T2 值。成像结束后取裸鼠各脏器及肿瘤组织行普鲁士

蓝铁染色检查。取主要脏器行 HE染色。 

结果 CCK-8试剂盒测定细胞相对存活率：靶向探针和非靶向探针在不同的培养时间和六种浓

度时，相对细胞存活率均在 80％以上，故认为两种探针均表现出轻微毒性，随培养时间的延

长和孵育浓度的增加细胞均正常存活。HE染色表明没有明显的组织学改变和病理学损伤,即两

种探针没有明显体内毒性。注射前、0.5h、2h、4h、6h、24h、48h进行磁共振成像，肿瘤部

位在 30min时间点开始出现信号强度的降低，对照组 2h信号强度最低，实验组、竞争组在 6

小时的时间点达到最低，6h 时实验组肿瘤部位△T2值明显高于竞争抑制组（p＜0.05），对照

组（p＜0.05），24h后各组肿瘤部位信号强度与注射造影剂前相同。普鲁士蓝染色显示铁颗

粒主要分布在肝脾等部位，肌肉、肾脏等部位一般无铁颗粒沉积 

结论 本实验所用探针均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和生物安全性，主要被肝脾内皮系统吞噬。

RGD-USPIO分子探针有助于实现乳腺癌的早期诊断及肿瘤血管生成评估。 

 

 
EP-0212 

c-Met 靶向分子探针在判定头颈部鳞状细胞癌边界及侵袭性中

的价值研究 

 
诸晋煜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200011 

 

目的：头颈部鳞状细胞癌（head and neck squamous cell carcinoma，HNSCC）占头颈部肿瘤

的 90%，是全球第五大致死肿瘤，易复发及远处转移。HNSCC常呈浸润性生长，其肿瘤的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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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边界无法准确的显示，因此对手术切除带来很大的困难，导致术后疗效差，易发生复发。c-

Met是参与肿瘤细胞生长、侵袭、转移和血管生成的受体酪氨酸激酶，在 HNSCC中常呈过度表

达。在本研究中，我们利用 c-Met为特异性标记物的分子探针，评估此探针在体内和体外对于

HNSCC的肿瘤边界的显示及治疗效果。 

方法：本实验主要采用了人舌鳞状细胞癌细胞系 HN6和永生化口腔上皮细胞 HIOEC。利用针对

c-Met受体短肽的 cMBP2肽连接并螯合 Gd离子合成了靶向分子探针 Den-cMBP2。通过生长抑制

实验，划痕实验、细胞凋亡检测和免疫印迹法观察 c-Met对 HN6细胞系的抑制作用。此外，在

舌癌原位裸鼠模型上，通过尾静脉注射目的探针后，进行磁共振扫描来观察探针对于肿瘤边界

显示的效果。 

结果：免疫组织化学分析表明，c-Met在舌癌裸鼠原位模型中高表达，特别是在肿瘤的边缘表

达更强。Den-cMBP2抑制了 HN6细胞系的繁殖能力和迁移能力，并促进细胞凋亡，但是对

HIOEC只有轻微的影响。Den-cMBP2抑制了的 HN6细胞系 c-Met信号通路的活化，有趣的是

Den-CMBP2对 c-Met表达几乎没有影响，而主要抑制 c-Met 及其下游蛋白的磷酸化。在体内，

Den-CMBP2分子探针可以显示出舌癌裸鼠原位模型中的肿瘤的边界。 

结论：本研究证明，c-Met 靶向分子探针可以显示出头颈部鳞癌状细胞的肿瘤边界，同时对于

HNSCC有一定抑制效果，因此，我们相信 c-Met靶向分子探针将对 HNSCC的诊疗一体化起到重

要作用。 

  

 

 

EP-0213 

The effect of stretched⁃ exponential models based 

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 on Rat Liver Ischemia 

Reperfusion 

 
zhang siying,Chen Feng,Yao Linpeng,Xue Xing,Wang Xiaoli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Zhejia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310003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stretched⁃exponential models based 

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 (DWI) in rat model of hepatic ischemia-reperfusion. 

Methods: Forty-two SD rats weighing 250-300 g were divided into 7 groups (n = 60). 

The right lobe portal vein and hepatic artery were ligated for 3 hours (h)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the ra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ligating 

the right lobe portal vein and hepatic artery for 3 hours. The ra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sham operation. 3.0T MRI scanning including plain scan T1-

weighted imaging, T2-weighted imaging, conventional 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 

(DWI) (b=0 s/mm2,1000 s/mm2) and 15 b-values DWI(b=0 s/mm2-4500 s/mm2) were 

performed in both groups at 0h, 6h, 12h, 1 day (d), 3d, 7d and 14d after 

reperfusion. 

The standard expansion mass (ADCst), the DDC, and the alpha parameter values. The 

dynamic changes of each parameter at each time point were observed. Standard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ADCs) DDC and the alpha parameter values（α） 

were measured based on single b-value DWI and 15 b-value DWI respectively. The 

dynamic changes of each parameter were observed at each time point.After scanning, 

the animals were euthanized and liver specimens were taken for HE st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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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The ADC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starting from 12 hours after operation and returned to normal at 1 week 

after operation.  The value of α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starting from 6 hours after operation and returned to normal 

at 2 week after operation.The value of DDC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starting from 6 hours after operation and returned 

to normal at 1 week after operation. 

Conclusion: The characteristic values of stretched⁃exponential model DWI may 

provide some reference for the heterogeneous diffusion of water molecules in rat 

liver ischemia-reperfusion tissue. 

 

 
EP-0214 

QSM 在检测帕金森病患者脑铁超载中的初步探索 

 
关计添,容云洁,马希仑,沈智威,陈彦孜,沈苑玉 

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515041 

 

 

目的：采用磁敏感定量成像（QSM）技术测量帕金森病脑深部灰质核团的铁含量，并探索脑部

铁含量与帕金森病病情之间的关系。 

方法：对来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就诊的 24名帕金森患者及 7名健康志愿者在 GE 3T 

MR行 QSM检查。其中早期 PD组（Hoehn-Yahr<3级）14例，进展期 PD组（Hoehn-Yahr>3级）

10例。采用 GE ADW 4.6工作站 Functool软件对图像进行处理，手工勾画双侧苍白球，红

核，黑质，海马的 RIO并获得幅度和相位值。早期 PD组、进展期 PD组及正常对照组三组间幅

度、相位值的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结果：幅度值结果：早期 PD组的右侧苍白球的幅度值较正常组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25）；相位值结果：早期 PD组左侧红核相位值较正常组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4）,早期 PD组右侧红核相位值较正常组、晚期组均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35，P=0.03）;晚期 PD组左侧黑质相位值较正常组、早期组均降低，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P=0.026，P=0.024）。 

结论：QSM能清晰显示脑内深部灰质核团，能通过测量幅度、相位值评估帕金森病患者病情的

严重程度。 

 

 

EP-0215 

基于透明质酸/聚己内酯的多功能诊疗一体纳米粒子 

的制备与应用研究 

 
杨惠康,江新青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510180 

 

通过点击化学偶联法成功制备得到含二硫键的透明质酸/聚己内酯两亲性嵌段聚合物。该聚合

物可在水溶液中通过自组装得到纳米粒子；并可将疏水性抗癌药物阿霉素及 MRI对比造影剂

SPIO同时包载到纳米粒子疏水内核中。动态光散射测试表明，所得纳米粒子其粒径在 100至

200纳米之间，粒子粒径取决于疏水聚己内酯链段长度；射电镜观测揭示纳米粒子呈现球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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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纳米粒子对阿霉素及 SPIO均有较高的负载能力。阿霉素的释放具有明显的还原响应行

为，在较高的还原型谷胱甘肽（GSH）含量下，12小时内基本释放完毕，而在非还原性条件

下，相同时间内只释放了 35%的阿霉素。细胞实验结果表明该嵌段聚合物具有较好的生物相容

性；而包载阿霉素后，诊疗一体纳米粒子对肿瘤细胞的生长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荧光显微

镜、流式细胞分析以及普鲁士蓝染色结果表明透明质酸/聚己内酯纳米粒子可以高效地将阿霉

素、SPIO传递到细胞内，其细胞内吞噬机理为受体/配体相互作用。 

 

 

EP-0216 

Study on Diffusion Kurtosis Imaging in A Hepatic 

Ischemic-Reperfusion Model in Rats 

 
zhang siying,Chen Feng,Yao Linpeng,Xue Xing,Wang Xiaoli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Zhejia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310003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diffusion kurtosis imaging (DKI) in 

rat model of hepatic ischemia-reperfusion. 

Methods: Forty-two SD rats weighing 250-300 g were divided into 7 groups (n = 6). 

The right lobe portal vein and hepatic artery were ligated for 3 hours (h)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the ra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ligating 

the right lobe portal vein and hepatic artery for 3 hours. The ra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sham operation. 3.0T MRI scanning including plain scan T1-

weighted imaging, T2-weighted imaging, conventional 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 

(DWI) (b=0 s/mm2,1000 s/mm2) and 9 b-values DWI(b=0 s/mm2-3000 s/mm2) were 

performed in both groups at 0h, 6h, 12h, 1 day (d), 3d, 7d and 14d after 

reperfusion.Standard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ADCs) and diffusion kurtosis 

coefficient (K) , diffusion coefficient (D) were measured based on single b-value 

DWI and 9 b-value DWI respectively. The dynamic changes of each parameter were 

observed at each time point. After scanning, the animals were euthanized and liver 

specimens were taken for HE staining. The morphological changes of the liver were 

noted under light microscope. 

Results:The ADC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starting from 12 hours after operation and returned to normal at 1 week 

after operation.The K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starting from 6 hours after operation and returned to normal at 2 

week after operation and reached the lowest level on the first day after 

operation.The D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starting from 6 hours after operation and returned to normal at 2 week after 

operation and reached the highest level on the first day after operation. 

Conclusion:The characteristic values of diffusion kurtosis imaging may provide 

some reference for the heterogeneous diffusion of water molecules in rat liver 

ischemia-reperfusion tiss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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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217 

DCE-MRI 评价 SD 大鼠 C6 胶质瘤模型乏氧状态的实验研究 

 
潘红利,侯唯姝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30022 

 

目的 通过建立 SD大鼠 C6原位胶质瘤模型并进行 DCE-MRI扫描，探讨 DCE-MRI相关定量参数

与肿瘤乏氧状态之间的相关性。 

方法 取 50只雄性 SD大鼠建立 C6胶质瘤模型，于造模成功后的第 2W，3W，4W行包括 T1WI、

T2WI、DCE-MRI在内的磁共振扫描，并于 DCE-MRI扫描的第 6期开始由股静脉团注小分子顺磁

性钆类对比剂，共行 100 期连续动态增强扫描，所得数据经后处理软件分析得到包括 DCE-MRI

各定量参数以及伪彩图。每次扫描结束后随机选取 14只 SD大鼠行心脏灌注取脑，所得标本行

HE染色及 HIF-1α免疫组化染色检测，得到不同区域 HIF-1α表达情况，并将各定量参数与

免疫组化结果进行 Pearson 相关性分析。 

结果 DCE-MRI成像中，肿瘤实性成分显示为明显渐进性强化，伪彩图显示为高灌注，而邻近坏

死区域显示为无强化或仅轻度强化，伪彩图显示为低灌注。随着观察时间的延长，第 2W 大鼠

胶质瘤模型定量参数值与 HIF-1α阳性率之间无明显相关性（P均＞0.05）；第 3W，4W 定量

参数 Ktrans、Ve值与 HIF-1α 之间存在负相关性。Kep值与 HIF-1α之间始终无相关性。 

结论 SD 大鼠 C6胶质瘤模型不同时期的 DCE-MRI定量参数与肿瘤内部的乏氧状态相关性不同，

通过 DCE-MRI技术获得的定量参数能够评价大鼠原位胶质瘤模型的乏氧状态。 

  

 

 
EP-0218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factors affecting clinical 

response and short-term survival to drug-eluting bead 

trans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 for treatment in 

patients with liver cancer. 

 
wu xia,Zheng Weiliang,Hu Hongjie 

Shao Yifu Hospital affiliated to Zhejiang University 310016 

 

 

Introduction This study was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response and short-

term survival and further explored the comprehensive factors in predicting 

clinical outcomes in liver cancer patients treated by drug-eluting beads 

trans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 (DEB-TACE). 

Methods 49 liver cancer patients received DEB-TACE treatment were consecutively 

enrolled in this cohort study. Demographic features, medical histories, 

clinicopathological properties, biochemical indexes, previous treatments, 

chemoembolization reagents and combinations were recorded. And clinical response 

was assessed by modified Response Evaluation Criteria in Solid Tumors (mRECIST) 

and overall survival (OS) was calculated. 

Results 10 patients (20.4%) achieved complete response (CR) and 31 patients (63.3%) 

achieved partial response (PR) after DEB-TACE treatment, with overall 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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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te (ORR) 83.7%. Logistic analysis revealed that high 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 

(AST, P=0.041), high carbohydrate antigen 199 (CA199, P=0.030), low 

hemoglobin (BUN, P=0.020) could predict less possibility for CR achievement, and 

portal vein invasion (P=0.009), higher Child-pugh stage (P=0.014) and higher 

Barcelona Clinic Liver Cancer stage (BCLC, P=0.038) were predictors for not 

achieving ORR. As to survival analysis, high alkaline phosphatase (ALP, P=0.040), 

low albumin (ALB, P=0.033) and low BUN (P=0.018), portal vein invasion (P=0.025), 

higher Eastern Cooperative Oncology Group (ECOG) performance status (P=0.011) and 

higher Child-pugh stage (P=0.001) were predictors for worse OS. 

Conclusion The present study observed that DEB-TACE was effective and well 

tolerated for liver cancer patients, and high AST, high ALP, low ALB, low BUN, 

portal vein invasion, higher Child-pugh stage, higher BCLC stage, higher ECOG 

performance status were correlated with worse outcomes. 

 

 
EP-0219 

Investigation of Ultrashort Echo Time MRI for Imaging 

of Receptor Targeted Magnetic Nanoparticles in the 

Orthotopic Pancreatic Cancer Xenograft Model 

 
Wang Liya

1,2
,Zhang Yuzhong

1
,Liu Zhou

1,2
,Ding Ling

1
,Mao Hui

2
 

1.People's Hospital Longhua Shenzhen 

2.Emory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Atlanta， GA 

 

Purpose: The ultrashort echo time (UTE) imaging was tested for obtaining 

“positive” contrast from receptor targeted magnetic nanoparticle MRI probes in 

molecular imaging of pancreatic tumors in animal models. 

Methods: 

Nanoparticles & Animal Model: IONPs with four different core sizes were prepared 

as previously reported (3). For tumor targeting, IONPs were conjugated with 

single chain antibody fragment (ScFv) that binds to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EGFR). Human orthotopic pancreatic cancer xenograft (PaCa) model was 

created using the MIA PaCa2 cell lines which is implanted in the mouse 

pancreas.Tumors grow to 0.5 mm
3
 in 3-4 weeks before MRI experiments. 

MRI Data: All MRI experiments were performed on a 3 Tesla MR scanner (Tim Trio, 

Siemens, Erlangen, Germany) using a standard head coil. The samples or mice 

were placed in the iso-center of the magnet with UTE gradient-recalled echo 

(GRE) sequence (4) was used to image for MRI scans. 

Results Example negative contrast of T2WIs and positive contrast of UTE images of 

one IONP solution sample are shown in Fig.1.  When applying UTE imaging of 

receptor targeted IONPs in PaCa models, positive contrast was also evident in PaCa 

animals (N=6) 24 hours after i.v. injection of IONP probes (Fig.2A). The 

pancreatic tumors showed signal drops in T2 weighted TSE images due to the 

accumulation of ScFvEGFR-IONPs. In contrast, same tumors were bright in UTE 

imaging (Fig.2B). The positive contrast from the UTE imaging correlated well with 

primary pancreatic tumor and metastatic lesions detected optical imag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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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lizations of tumor and metastatic lesions by UTE imaging were confirmed by the 

postmortem analysis. Prussian blue stained tumor tissue sections revealed the 

presence of Fe positive cells bound and internalized with EGFR targeted IONPs 

(Fig.2C). 

Conclusion UTE imaging may overcome the limitation of “negative contrast” or 

signal reduction from T2 or T2* weighted methods typically used for imaging of 

magnetic IONPs. 

 

 
EP-0220 

基于化学交换饱和转移(CEST)的 MRI 新方法对碘比醇进行成

像研究。 

 
甘浩川 

汕大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515000 

 

目的 基于化学交换饱和转移(CEST)的 MRI新方法对碘比醇进行成像研究。 

材料与方法 实验在安捷伦 7.0 T动物 MR扫描仪上完成，配制碘比醇溶液浓度 C=30mM，PH值

分别为 5.5/6.0/6.5/7.0/7.3/7.6/7.9 的试管模型，以及配置 PH=6.5，

C=30/60/90/120/150/180/210mM的试管模型,在温度统一的情况下，按照 B1值

=1.5/3.0/6.0/9.0μT 分别进行扫描,获得碘比醇溶液 Z谱图，并运用 Matlab软件分析碘比醇

的 CEST效应与 PH值、浓度、B1值的关系。 

结果 通过分析，在偏离水峰+4.5ppm处可以明显地观察到碘比醇的 CEST效应。通过 Matlab

软件进行后处理,运用不同 B1值进行公式化处理后，证实碘比醇的 CEST效应与 PH值存在显著

统计学意义,碘比醇的 CEST 效应与滴定的 PH值存在高度相关关系，R
2
=0.98.而不同浓度的

CEST效应没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实现了碘比醇的 CEST 成像，提供了一种无创、无放射性及高时空分辨率的成像方法，有

望进行进一步在体研究。 

 

 
EP-0221 

非哺乳期乳腺炎与炎性乳癌的 MRI 鉴别 

 
赵秋枫,李琼,闫明勤,张世界,王嵩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200032 

 

目的：探讨非哺乳期乳腺炎与炎性乳癌的 MRI影像特点，提高诊断准确率。  

材料与方法：收集 2015年 6月至 2017年 3月我院首诊的非哺乳期乳腺炎症样改变患者的临床

及影像学资料。所有患者均行乳腺磁共振增强检查，并经穿刺或手术病理证实。其中非哺乳期

乳腺炎 57例，炎性乳癌 11 例。所有 MRI资料由两名 5年以上乳腺影像诊断经验的医师做出评

价，MRI特征根据乳腺影像报告和数据系统由两位医师共同评价。动态增强及弥散加权原始图

像传入后处理工作站，绘制动态增强曲线及病灶强化区的 ADC值。  

结果：炎性乳癌组患者平均年龄（52±5.8 岁）大于乳腺炎组（34±4.9 岁）（P=0.012）。两

组病灶均多呈多发肿块伴非肿块强化灶（P=1.000）。炎性乳癌组中 5例（45.5%）伴环状强化

的肿块，乳腺炎组中 48例（84.2%）伴环状强化的肿块（P=0.011）。炎性乳癌组 5例伴环状

强化的肿块，DWI均呈中心低信号；乳腺炎组 48例伴环状强化的肿块，45例（93.8%）DWI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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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不均匀高信号，3例（6.2%）呈中心低信号（P=0.000）。炎性乳癌组病灶 ADC值 

0.912±0.65×10-3mm2/s ，乳腺炎组病灶 ADC值 1.247±0.86×10-3mm2/s，乳腺癌组低于乳

腺炎组（P=0.000）。乳腺癌组 4例（36.4%）TIC曲线呈平台型，7例（63.6%）呈流出型；乳

腺炎组 18例（31.6%）呈上升型，35例（61.4%）呈平台型，4例呈（7.0%）流出型

（P=0.000）。同时，57例非哺乳期乳腺炎中有 34例（59.6%）伴有皮肤窦道，31例

（54.4%）伴乳导管扩张。 

结论：非哺乳期乳腺炎和炎性乳癌的 MRI表现有部分重叠，环状强化肿块中心 DWI高信号、病

灶强化部分 ADC值较高、伴有皮肤窦道及乳导管扩张多提示非哺乳期乳腺炎。  

  

 

 
EP-0222 

CT 灌注图像评估 CCD 对脑梗塞预后的影响 

 
晁慧美,王嵩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200032 

 

目的 运用 320排 CT全脑灌注扫描成像评估脑梗塞后交叉性小脑神经机能联系不能(crossed 

cerebellar diaschisis,CCD)对临床预后的影响。 

方法 收集除外小脑和/或颅内椎-基底动脉系统血管病变的单侧幕上新发脑梗塞病例 115例，

其中急性期 55例，亚急性期 60例。所有病例均在症状稳定期行 320排 CT全脑灌注扫描。随

访 CCD阳性病例 2月后日常生活活动能力（ADL）量表（Barthel Index），分析神经联系不能

程度（the degre e of diaschisis，DoD)与 Barthel指数的关系。 

结果 急性期 CCD阳性组小脑 ΔMTT、ΔTTP、CBF减低率、CBV减低率与 2个月 Barthel指数

均无明显线性相关关系(P>0.05)。亚急性期 CCD阳性组小脑 ΔMTT、ΔTTP、CBF减低率与 2个

月 Barthel指数呈线性负相关(P<0.05)，CBV减低率与 Barthel 指数无明显线性相关关系。 

结论 对于亚急性期脑梗塞患者，CCD现象提示临床预后较差。 

 

 
EP-0223 

脑梗塞幕上低灌注体积对 CCD 影响 

 
晁慧美,王嵩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200032 

 

目的 运用 320排 CT全脑灌注扫描成像评估脑梗塞患者幕上低灌注体积对交叉性小脑神经机能

联系不能(crossed cerebellar diaschisis,CCD)发生及其程度的影响。 

方法 收集除外小脑和/或颅内椎-基底动脉系统血管病变的单侧幕上新发脑梗塞病例 115例，

其中急性期脑梗塞组 55例，亚急性期脑梗塞组 60例。所有病例均在症状稳定期行 320排 CT

全脑灌注扫描。根据 CCD发生情况将病例分为 CCD阳性组及 CCD阴性组。计算幕上大脑低灌注

体积，分别比较急性及亚急性期 CCD阳性组与 CCD阴性组间大脑低灌注体积。计算 CCD阳性病

例的小脑不对称指数(asymmetry index，AI)，分析幕上低灌注体积与小脑 AI值的关系。 

结果 急性期 CCD阳性组与 CCD阴性组间幕上低灌注体积无统计学差异(P>0.05)。亚急性期

CCD阳性组大脑低灌注体积大于 CCD阴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急性期 CCD 阳性

组大脑 CBF减低体积与小脑 ΔTTP 呈线性正相关(P<0.05)，大脑 CBV减低体积与小脑ΔMTT 呈

线性正相关(P<0.05)。亚急性期 CCD阳性组大脑 MTT延长体积与小脑 ΔTTP 呈线性正相关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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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脑梗塞患者幕上低灌注体积与 CCD的发生及严重程度有关。体积越大，越易发生 CCD，

并与 CCD的严重程度线性正相关。 

 

 

EP-0224 

白藜芦醇对大鼠急性酒精中毒脑水肿及微观结构改变的影响

作用 DKI 研究 

 
许愿,郑文斌,吴仁华 

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515041 

 

目的：利用磁共振弥散峰度成像（DKI）技术对急性酒精中毒大鼠及白藜芦醇干预后大鼠脑部

进行扫描，获取 DKI相关定量参数，探究白藜芦醇对急性酒精中毒大鼠脑水肿及部微结构变化

的影响作用。  

方法：选取成年 SD大鼠 30 只，随机分配成急性酒精中毒中毒组（n=12），腹腔注射酒精

15ml/kg；酒精中毒白藜芦醇干预组（n=12），经腹腔注射酒精 15ml/kg后，立即灌胃白藜芦

醇 31mg/kg；正常对照组（n=8），腹腔注射相同剂量生理盐水；所有大鼠造模后进行 7T磁共

振 T2WI及 DKI扫描，获取双侧额叶、丘脑感兴趣区 MK、FA、MD值；影像学检查后，立即行心

脏灌注术，断头取脑，经 4%甲醛固定 48h后行 HE染色切片。对比实验组及正常对照组感兴趣

区 MK、FA、MD组间差异。  

结果：与正常对照组比较，实验组酒精中毒组造模后 2h均出现额叶 MD值下降，丘脑出现 MD

值下降，MK值增高，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酒精中毒白藜芦醇干预组仅

出现额叶 MD值下降（P<0.05），丘脑 MD值无显著差异，而丘脑 MK值虽然有增高，但与正常

对照组无组间差异，增高值比酒精中毒组低，实验组酒精中毒组造模组与酒精中毒白藜芦醇干

预组两者组间 MK值存在显著性差异。 

结论：额叶、丘脑 MD值下降可反映出酒精中毒后脑水肿的变化，MK值增高反映了酒精中毒后

微观结构的改变，白藜芦醇可减轻酒精中毒脑水肿程度，减轻脑微观结构改变，对急性酒精中

毒后大鼠脑部有保护作用。 

 

 
EP-0225 

cMET 靶向探针对于 U87 胶质瘤细胞的作用研究 

 
樊奇,诸晋煜,孙朋朋,吴颖为,陶晓峰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200011 

 

 

目的：cMET是参与肿瘤细胞生长、侵袭、转移和血管生成的重要受体。本研究旨在通过一系

列体外实验观察诊疗一体化靶向探针对于 U87细胞的生长、迁移以及蛋白表达有何作用。 

方法：本实验首先明确 U87 细胞中 cMET蛋白及其下游蛋白的表达量，然后利用针对 cMET 受体

短肽 cMBP肽、G4纳米基座、相关功能基团合成了靶向诊疗一体化探针 Den-cMBP2。通过生长

抑制实验，划痕实验、细胞凋亡检测和免疫印迹观察 cMET 对人胶质瘤细胞 U87细胞的作用效

果。 

结果：cMET在 GBM小鼠原位模型中高表达，在肿瘤的边缘表达更强。Den-cMBP降低癌细胞的

繁殖能力和迁移能力，并促进细胞凋亡。Den-CMBP对 cMET 表达几乎没有影响，而主要抑制

cMET及其下游蛋白的磷酸化。在体内，Den-cMBP抑制裸鼠上胶质瘤的生长，并延长生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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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体外实验结果类似的是，Den-cMBP对 cMET总蛋白表达几乎没有影响，cMET及其下游蛋白的

磷酸化被抑制了。 

结论： cMET靶向诊疗一体化探针对于 U87细胞有抑制其生长、迁移且促进其凋亡的作用。作

用调控机制可能是通过抑制 cMET蛋白及其下游蛋白磷酸化来实现的。 

 

 

EP-0226 

Extracellular pH is a biomarker for detecting breast 

and liver cancer by CEST MRI 

 
chen miaomiao

1
,Chen Chaoying

2
,Shen Zhiwei

3
,Zhang Xiaolei

3
,Wu Renhua

3
 

1.Zhuzhou central hospital 

2.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Huna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al College 

3.The 2nd Affiliated Hospital， Medical College of Shantou University 

 

Background: Extracellular pH (pHe) decrease is associated with malignant tumor 

growth, invasion and metastatic potential, thus accurate measurement of tumor 

pHe may greatly aid in identification of malignancy and early treatment. A novel 

biomedical imaging method called chemical exchange saturation transfer (CEST)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with good sensitivity, little radiation exposure 

and accurate, may be desirable. There are several reports about tumor CEST pHe 

imaging, especially in breast cancer, but for liver cancer, which is of high 

incidence, little is known about its pHe measurement. Therefore, we aimed 

initially obtaine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CEST effects and pH values of ioversol 

in vitro, and then applied our findings to a breast cancer model to demonstrate 

the feasibility of CEST imaging, and finally, we applied this method to liver 

cancer. Thus, a novel imaging method may be fined for liver cancer diagnosis in 

the clinical setting, and predicting the efficacy of clinical treatment. 

Methods: In in vitro studies, 7 micro-centrifuge tubes of 30 mM ioversol with 

6.0-7.8 pH values, and 6 micro-centrifuge tubes of pH 7.2 ioversol with 10-

60mM concentrations were performed to CEST MRI. After proved that ioversol was pH 

dependent, six MMTV-Erbb2 transgenic mice and ten female Sprague-Dawley (SD) rats 

were used for the further ioversol CEST MRI in vivo study. Experiments were 

performed on a 7T animal MRI scanner for the in vitro and in vivo experiments at 

room temperature. For T2 MRI, parameters are as follows: TR = 2000 ms; TE = 4.1 ms; 

slice thickness = 3 mm; matrix = 128×128. CEST images were acquired using an echo 

planner imaging (EPI) sequence. Continuous wave (CW) RF saturation was 5 s, the 

other parameters were as follows: TR = 6.0 s; TE = 4.1 ms; NEX = 4; slice 

thickness = 3 mm; matrix = 64×64. We obtained Z-spectra ranging from -8 to 8 

parts per million (ppm), at intervals of 0.31 ppm. All CEST images were analyzed 

using MATLAB. Saturation transfer efficiency (ST%) was measured by MTRasym = (SΔω–

S+Δω)/S0. Assessment of the p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Liver tumor region and the 

normal liver tissue was performed via Student’s t-test. 

Results: We first obtained the CEST Z-spectra of 30 mM ioversol at varying pH and 

under a B1 irradiation level of 6 μT (Fig. 1a), and measured the saturation 

transfer effect (ST%) using two saturation pulse power values (1.5 and 6 μT, 

Fig. 1b). Then we calculated the RF power mismatch (RPM) by determin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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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 ratio at RF power levels of 1.5 and 6 μT (Fig. 1c). The RPM curve shows 

that the ratiometric values grow exponentially with the pH value in the pH range 

of 6.0 - 7.8, with the log10 ratio of the CEST effects exhibiting an excellent 

correlation with pH (R
2
 = 0.98, p < 0.001, Fig. 1d). Fig. 2a and Fig. 

2b show strong CEST signal changes occurred with increasing pH. Then we 

obtained a pH map by calculating from the ratiometric map, which was calculated 

from the ratio of the corresponding ST images (Fig. 2c). The calculated pH 

values strongly correlate with the titrated pH values, with pH(MRI) = 

pH(titrated) + 2E
-0.5

 (R
2
 = 0.98, p< 0.001) (Fig. 2e). The pH map reveal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different concentration ioversol solutions (Fig. 

2d), and the calculated pH values were obtained within a small error for 

all concentrations (Fig. 2f). To assess whether our in 
vitro results are relevant for in vivo studies, we first applied ioversol 

CEST pHe imaging in the MMTV-Erbb2 transgenic mouse breast tumor model, which is 

often used in CEST pHe studies. The axial T2 image of a breast cancer before 

injection shows the location of the tumor (Fig. 3a). The CEST ST maps, showed 

that at 6 μT in the tumor (Fig. 3c) was brighter than at 1.5 μT (Fig. 

3b). The tumor pHe map of the tumor superimposed on the anatomic MR image shows 

an acidic extracellular environment, in the tumor region, corresponding to 

pHe values between 6.3-6.9 (Fig. 3d). Fig. 4b and 4c showed the liver CEST 

signal, and the signal of the calculated pHe map (Fig. 4d) displayed well in the 

region of the liver on the T2 image (Fig. 4a). In liver cancer maps, the axial 

T2 image showed the diameter of tumor was 9 mm (Fig. 5a). After 

injecting ioversol, the liver tumor exhibited a lower CEST signal compared with 

the normal liver tissue (Fig. 5b, Fig. 5c). The ioversol CEST pHe map from the 

rat tumor was obtained (Fig. 5d). The pHe of the tumor was lower compared with 

that of the normal liver in all ten rats tested (p < 0.05, Fig. 5e).  

Conclusions: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ioversol CEST MRI can be used for 

mapping  extracellular pH, which is a biomarker for detecting breast and liver 

cancer, and creating a preclinical application in identification of malignancy. 

 

 
EP-0227 

18F- PET/CT 对淋巴瘤的诊断及最大标准摄取值（SUVmax）的

临床应用价值 

 
朱琳

1
,于红

2
,刘士远

1
 

1.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2.上海交通大学附属胸科医院 

 

目的：探讨
18
F- PET/CT 对淋巴瘤诊断的准确率及最大标准摄取值（SUVmax）在实际临床应用中

的指导意义。 

方法：回顾性分析 2012年 1 月至 2014年 2月间 100例原发淋巴瘤患者的 PET-CT显像结果，

所有病例均以病理确诊为金标准，并且均未进行手术或者化疗等任何干预措施。分析 PET/CT

诊断的准确率并按病理类型分组，将各类型原发淋巴瘤患者 SUVmax 进行比较，并且在弥漫大 B

淋巴瘤患者中比较 SUVmax在不同 BCL-2分子表达、性别、年龄、是否骨转移之间的差别及与增

值指数 Ki-67表达的相关性。所有数据均进行统计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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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100例经病理证实的淋巴瘤患者中，霍奇金淋巴瘤 5例，非霍奇金 95例，其中 60例为

弥漫大 B细淋巴瘤，8例为滤泡淋巴瘤，7例为 NK/T细胞淋巴瘤，8例为外周 T细胞淋巴瘤，

黏膜相关及套细胞淋巴瘤各 4例，4例确诊淋巴瘤但仍未明确具体病理类型。经统计分析，霍

奇金与非霍奇金淋巴瘤 SUVmax 不存在统计学差异（x
2
=0.0136，p=0.9071）。在非霍奇金淋巴

瘤中，弥漫大 B淋巴瘤与滤泡淋巴瘤、滤泡淋巴瘤与 NK/T 淋巴瘤、滤泡淋巴瘤与外周 T细胞

淋巴瘤之间 SUVmax 均存在统计学差异（p值分别为 0.0004，0.0078，0.0117）。在弥漫大 B患

者中，SUVmax 与增值指数 ki-67的表达率存在相关性（相关系数 r=0.33，p=0.018），而在不

同 BCL-2分子表达、性别、年龄、是否骨转移之间中差异均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PET-CT 在原发性淋巴瘤的诊断具有重要意义，但仍存在一定的误诊率，需与临床、病理

结合，注意鉴别诊断。最大标准摄取值（SUVmax）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肿瘤的侵袭性，并且在

不同类型的淋巴瘤类型鉴别诊断中可能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EP-0228 

BCMA 及 RasGRP4 在淋巴瘤中的作用机制及与 SUVmax 

的相关性研究 

 
朱琳

1
,于红

2
,刘士远

1
 

1.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2.上海交通大学附属胸科医院 

 

目的：通过对与淋巴瘤发生、发展密切相关的 BCMA、RasGRP4分子的研究，期望开发相关的影

像诊断分子探针，应用于临床诊断及治疗。 

材料与方法：通过基因芯片发现目标分子 BCMA及 RasGRP4。通过相关实验验证其在淋巴瘤中

的表达及参与的机制，同时，收集淋巴瘤病人，通过免疫组化染色检测 BCMA及 RasGRP4分子

的表达，统计淋巴瘤病人 PET-CT检查的 SUVmax值，探讨这两个淋巴瘤相关分子与 SUVmax之

间的相关性。  

结果：对 29例淋巴瘤病例与 5例正常对照淋巴结染色，在弥漫大 B淋巴瘤、滤泡淋巴瘤、

Burkitt细胞淋巴瘤、人黏膜相关淋巴组织淋巴瘤、小淋巴细胞淋巴瘤及浆细胞淋巴瘤等各类

型淋巴瘤中，BCMA的表达均低于正常对照组，不同级别的滤泡淋巴瘤中，BCMA分子的表达与

恶性级别相关。而 RasGRP4 分子在弥漫大 B淋巴瘤中的表达远高于正常淋巴结。淋巴瘤细胞

系 Raji、SUDHL-4中电转 BCMA的相应 cDNA或 RasGRP4对应 shRNA质粒及对照质粒后，凋亡率

明显高于对照组，并且细胞增殖、周期、信号通路都发生明显变化，裸鼠成瘤性也降低。同

时，收集弥漫大 B淋巴瘤 14例，染色 BCMA分子及 RasGRP4 分子，并通过 mage Pro Plus 6.0

软件统计累积光密度，发现 RasGRP4免疫组化平均累计与 SUVmax间存在相关关系，相关系数

r=0.73，P=0.025。 

结论：BCMA在多种淋巴瘤亚型中表达均低于正常淋巴结，并且低表达程度很可能能够反应淋

巴瘤的恶性度，RasGRP4在弥漫大 B淋巴瘤中的表达明显高于正常淋巴结组织，并且 BCMA及

RasGRP4分子均在淋巴瘤细胞的恶性增殖及抗凋亡机制中起重要作用。同时，RasGRP4分子表

达与 SUVmax值有相关性，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弥漫大 B淋巴瘤的代谢活跃程度、增殖程度，将

有可能开发为弥漫大 B淋巴瘤特异性影像诊断分子探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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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229 

荧光/MRI 双模态纳米探针的卵巢癌细胞成像与药物输运研究 

 
韩翠平

1,2
,王茹

2
,徐凯

1,2
 

1.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2.徐州医科大学 

 

 

目的 构建多功能纳米探针实现对 HO-8910卵巢癌细胞靶向荧光/MRI双模态成像与药物输运，

为活体内的卵巢癌成像及治疗建立基础。 

方法 以溶剂热法合成 ZnSe:Mn量子点。采用逆向蒸发法制备功能化磷脂（DSPE-PEG2000）修

饰的 ZnSe:Mn@PEG。将抗癌药物羟基喜树碱（HCPT）同时包裹在功能化磷脂胶束中，得到多功

能的 ZnSe:Mn@HCPT@PEG复合纳米材料。以 HE4 mAb为靶向亲和分子构建卵巢癌靶向双模态纳

米探针。对纳米探针的性能进行表征。用 MTS法检测 ZnSe:Mn@PEG、ZnSe:Mn@HCPT@MPEG 及

HE4 mAb靶向修饰后纳米探针对不同细胞的抗增殖能力。通过对照观察尾静脉注射后小鼠的体

重变化及组织病理切片考察探针的在体毒性。评价所构建的纳米探针对 HO-8910细胞的特异性

荧光/MRI双模态成像及对 HO-8910 载瘤裸鼠的 MRI增强成像。 

结果 ZnSe:Mn@PEG呈球形，粒径约 27.3nm，在紫外灯下呈明亮的红色荧光，量子产率为

31.4%，T1驰豫效率为 19.43 mM
-1
s
-1
。ZnSe:Mn@PEG在 0-400µg/mL 内，对 HO-8910细胞、HeLa

细胞及 EA.hy926细胞均无明显的细胞毒性。靶向载药纳米探针对 HO-8910细胞有较强的抗细

胞增殖能力。组织病理显示 ZnSe:Mn@PEG对小鼠的心、肝、脾、肺及肾脏均没有明显的损害，

体重增长趋势与对照组一致。靶向探针组在 HO-8910细胞质观察到了明显的红色荧光，MRI扫

描 T1WI信号明显增高。HO-8910移植瘤裸鼠尾静脉注射 ZnSe:Mn@PEG后，MRI扫描显示肿瘤组

织在 15 min ~1 h之间信号增强明显，在 3 h还未完全褪去。 

结论 成功制备出性能优良的荧光/MRI双模态纳米对比剂及诊疗一体的纳米复合物，对 HO-

8910卵巢癌细胞具有较好的靶向识别功能和同步治疗作用。 

 

 
EP-0230 

建立评估影像诊疗一体化药物的中国人群的原代 BASAL-HER2+

亚型的乳腺癌模型 

 
周飞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杭州 310016 

 

背景：在全球，乳腺癌是影响女性的一个主要恶性肿瘤。过去的 30年在中国女性乳腺癌死亡

率呈逐渐上升趋势，综上所述，在女性中乳腺癌成为导致死亡的一个主要原因。我们开始鉴别

出赫赛汀的耐药发生在乳腺癌混合亚型，表现为基底样分子背景下 HER2过表达。细胞系已经

广泛用于实验室研究，尤其是在体外肿瘤模型研究。已报道的常规用于研究的 BASAL-HER2+亚

型的乳腺癌细胞系只有 4株，且全部来自白种人或非裔美国人。综上所述，非常有必要建立中

国人群的 BASAL-HER2+亚型的乳腺癌细胞系供病理机制和影像诊疗一体化药物研究。 

方法：获取临床人乳腺癌组织标本，常规机械法+酶消化法制备单细胞悬液，10%胎牛血清的

RPMI Medium 1640进行原代和传代培养。经有限稀释法获取单个肿瘤细胞团，培养成功后命

名为 ZJU-1(ZJU-1-1和 ZJU-1-2)和 ZJU-2。细胞倍增法绘制肿瘤细胞生长曲线；细胞流式法检

测上皮标志物 CK-pan；细胞周期试剂盒检测细胞周期；Western Blot检测 ER-α、PR、HER2

和 Basal-like Marker表达；肿瘤细胞皮下接种 Babl/c裸鼠观察成瘤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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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成功培养出三株乳腺癌细胞系，目前在体外已连续传代 100代以上；电镜下无成纤维细

胞，各株肿瘤细胞形态上不一致，具有典型的恶性上皮特征；细胞倍增时间 ZJU-1-1为

57.5h；ZJU-1-2为 18.8h和 ZJU-2为 18.7h；细胞流式检测细胞系 CK-pan阳性率为 98%以

上；Western Blot检测结果为三株细胞系均为 HER2阳性且 Basal-like Marker大部分阳性；

乳腺癌原代细胞系皮下接种裸鼠均成瘤性良好。 

结论：成功建立了 3株乳腺癌细胞系，体外培养生长状态良好；经鉴定细胞表型为 BASAL-

HER2+；接种裸鼠后在体内具有致瘤性。所建立的乳腺癌原代细胞系可作为乳腺癌研究的模

型。 

 

 

EP-0231 

离子型与非离子型含钆对比剂的安全性比较 

 
张薇

1,2
,王滨

2
,秦昕东

3
 

1.德州学院 

2.滨州医学院 

3.德州市人民医院 

 

目的：对比分析临床常用的离子型 (钆喷酸葡胺 Gd-DTPA)、非离子型(钆双胺 Gd-DTPA-BMA)两

种含钆对比剂的不良反应及安全性。 

方法：选取行 MRI增强扫描的患者 2837例（经临床诊断无肝、肾脏损害），分别注射离子

型、非离子型含钆对比剂，观察行 MRI增强检查前后的反应，分析常用含钆对比剂不良反应的

发生情况及其严重程度。其中 Gd-DTPA2182例、Gd-DTPA-BMA 655例。 

结果：在所有注射 MRI对比剂的患者中，不良反应人数共 27 例（约占 0.95% ），均为轻度

不良反应，Gd-DTPA不良反应人数 21例（约占 0.96%），其中轻微头昏头痛 10例，轻度恶心

呕吐 6例,局部皮肤潮红 5例；Gd-DTPA-BMA不良反应人数 6例（约占 0.92% ），其中 5例表

现皮肤有烧灼感, 1例表现轻微头昏头痛。在 MRI对比剂检查患者中无死亡病例。Gd-DTPA-

BMA与 Gd-DTPA之间不良反应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临床常用的离子型 (钆喷酸葡胺 Gd-DTPA)、非离子型(钆双胺 Gd-DTPA-BMA)两种含钆对

比剂安全性相当，均为安全性较高的磁共振对比剂。 

  

 

 
EP-0232 

PET/CT 显像技术诊断原发鼻咽癌的临床价值 

 
钱根年,陈自谦,赵春雷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 350025 

 

目的：探讨 18 F-FDG（18 F-脱氧葡萄糖）PET/CT显像技术对原发鼻咽癌的诊断价值。 

方法：65例鼻咽癌病例来源于本院耳鼻喉科，其中男 42例，女 23例，年龄 23～67岁，中位

年龄 47岁。所有鼻咽癌患者均经病理确诊。病理为低分化鳞癌 59例(泡状核细胞癌 3 例)，未

分化癌 6例。30例健康检查者来源于同一时期健康体检者，均无恶性肿瘤病史。所有受检者

PET/CT检查前均要求避免使用镇静药。    

图像的判读和鼻咽癌原发灶的确认：图像的阅读由 2名影像科专职医师共同进行，在图像工作

站依次分析横断位、冠状位和矢状位的 PET、CT及 PET/CT 融合的系列图像。18F-FDG PET/CT

判断为鼻咽癌原发灶的诊断标准是: （1）CT见鼻咽部局部软组织过度增生的表现，包括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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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肿块突向鼻咽腔及临近腔隙，导致咽隐窝变浅、消失，咽鼓管咽口变窄等；（2）在鼻咽壁

及壁下组织见有局灶性的边缘清晰的 18F-FDG摄取增高灶, SUVmax (maximum standardized 

up takevalue) 2.5以上。PET/CT显像有阳性的，均判断为阳性。符合上述 2项标准中的任何

1项，均诊断为鼻咽癌。健康对照组中 PET/CT检查后被判为鼻咽部异常的受检者，均经鼻咽

镜检查及随访观察三个月，完全除外鼻咽癌的诊断。按灵敏度、特异性、准确度、阳性预测值

和阴性预测值的计算公式，直接计算相应的指标。 

结果：65例鼻咽癌患者，18F-FDG PET/CT确定为真阳性 62例，假阴性 3例。30例健康对照

组 18F-FDG PET/CT确定为假阳性 1例，真阴性 29例。诊断的灵敏度、特异性和准确度分别是

(62/65)95.38%、(29/30)96.67%和(91/95)94.74%。阳性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值分别是

(62/63)98.41%和(29/32)90.63%。 

结论：18 F-FDG PET/CT显像技术对原发鼻咽癌具有较高的诊断价值。 

 

 
EP-0233 

双时相 PET 显像在胃癌及其术后复发中的诊断价值 

 
陈杰,钱根年,陈自谦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 350025 

 

目的 本研究回顾分析 55例可疑胃癌及术后复发患者双时相 PET显像结果，以评价其在胃癌及

其术后复发中的诊断价值。 

资料与方法 收集本院 2012 年 5月—2014年 5月间临床高度怀疑胃癌及其术后复发患者 55

例，其中男性 43例，女性 12例，年龄 31-82岁，显像前 2周无放、化疗史。对以上患者行常

规及延迟扫描，并对病灶形态及 SUV变化进行回顾性比较。由 2位以上核医学专科医师分别独

立进行视觉判断。定量分析由同一操作者核对。FDG摄取增高区域勾画感兴趣区（ROI）计算

标准摄取值（SUV）。根据双时相病灶 SUV值摄取程度（SUV>2.5为判断良恶性病变的标准）

及病灶形态变化判断是否为恶性肿瘤，最后诊断以病理和临床随访结果为依据。 

结果：高度怀疑原发胃癌组（A组）共 20例，其中 17例最终确诊为恶性肿瘤，另 3例为炎性

病变。胃癌术后组（B组）共 35例，其中 28例最终确诊为术后复发，另 7例为术后吻合口

炎。以病理及随访结果为金标准，常规扫描准确度 87.3%（48/55），双时相扫描准确度 92.7%

（51/55）；常规扫描灵敏度 95.6%（43/45），双时相扫描灵敏度 95.6%（43/45）；常规扫描

特异度 50%（5/10），双时相扫描特异度 80%（8/10）；常规扫描假阳性率 50.0%，双时相扫

描假阳性率 20.0%；双时相扫描较常规扫描准确度高，假阳性率较常规扫描明显降低。 

结论 本研究通过双时相显像技术提高了诊断的准确性，减低了假阳性率。 

 

 
EP-0234 

靶向胶质母细胞瘤 EGFRvⅢ的多模态纳米探针的应用研究 

 
刘先平

1
,李海春

2
 

1.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2.复旦大学药学院 

 

目的：制备针对胶质母细胞瘤 EGFRvⅢ的靶向特异性多模态分子探针，探讨其理化性质和小鼠

体内外靶向性，为胶质母细胞瘤的靶向诊断及靶向治疗提供良好的物质基础。 

方法：采用 PEG包被的超顺磁性氧化铁纳米颗粒 USPIO与胶质母细胞瘤 EGFRvⅢ的特异性短肽

PEPHC1结合，然后标记荧光探针，得到靶向纳米探针 PNP。采用透射电镜观察纳米探针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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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采用动态光散射法检测纳米粒径及表面电位。采用 3.0T MRI扫描仪检测纳米探针的 T2弛

豫率。MTT法分析不同浓度的探针对标记细胞生长增殖的影响。采用荧光显微镜及流式细胞仪

检测 U87细胞对探针的摄取能力。构建裸鼠胶质母细胞瘤原位瘤模型，取肿瘤组织，采用免疫

荧光染色及 western-blot法检测裸鼠模型中 EGFRvⅢ的表达水平。经小鼠尾静脉注射纳米探

针，采用 3.0T MR扫描仪及专用小动物线圈，行冠状位 T2WI扫面，计算得到相对 T2弛豫值，

以此评估纳米探针对 EGFRvⅢ的靶向显像能力，并在不同时间点采用小动物活体成像仪评估探

针在小鼠体内到达肿瘤部位的靶向性并定量分析。 

结果：成功制备纳米探针 PNP，透射电镜观察纳米探针呈均匀分散的球形，动态光散射仪测得

纳米粒的水合粒径约为 111.3nm，表面电位约为-26.6mV。3.0T MRI测得 PNP的 T2弛豫率约为

44.85mM
-1
S
-1
。MTT结果显示，不同浓度的探针对细胞增殖影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共聚焦显微镜与流式细胞仪检测均表明胶质母细胞瘤 U87高表达抗原 EGFRvⅢ。倒置荧光显微

镜与流式细胞仪均证明 U87 细胞与探针具有良好的靶向特异性结合性。小鼠体内实验研究表

明，PNP探针可靶向凝聚于肿瘤部位，在活体成像与 MRI扫描中具有较高的敏感性。 

结论：成功制备了双模态分子探针，该探针具有良好的理化性质和磁特性并有良好的 T2 弛豫

性能，为高表达 EGFRvⅢ的胶质母细胞瘤的治疗打下良好的基础。 

  

 

 

EP-0235 

Computed tomography imaging of cancer cells using 

acetylated dendrimer-entrapped gold nanoparticles 

 
Li Zhicong,Zheng Linfeng,Feng Yan,Wang Han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Shanghai General Hospital，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Shanghai 200080，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620 

 

We report a new use of acetylated dendrimer-entrapped gold nanoparticles (Au DENPs) 

for in vitro and in vivo computed tomography (CT) imaging of cancer cells. In this 

study, Au DENPs prepared using amine-terminated generation 5 poly(amidoamine) 

dendrimers were subjected to an acetylation reaction to neutralize the positive 

surface potential. The acetylated Au DENPs were used for both in vitro and in vivo 

CT imaging of a human lung adencarcinoma cell line (SPC-A1 cells). Micro-CT images 

show that SPC-A1 cells can be detected under X-ray after incubation with the 

acetylated Au DENPs in vitro and the xenograft tumor model can be imaged after 

both intratumoral and intraperitoneal administration of the particles.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y data further confirm that the acetylated Au DENPs 

are able to be uptaken dominantly in the lysosomes of the cells. Combined 

morphological observation of cells after hematoxylin and eosin staining, MTT (3-

(4,5-dimethylthiazol-2-yl)-2,5-diphenyltetrazolium bromide) assay of cell 

viability, and flow cytometric analysis of cell cycle show that the acetylated Au 

DENPs do not appreciably affect the cell morphology, viability, and cell cycle, 

indicating their good biocompatibility at the given concentration range. Findings 

from this study suggest that the developed acetylated Au DENPs have a great 

potential to be used for CT imaging of cancer ce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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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236 

Lactobionic Acid-Modified Dendrimer-Entrapped Gold 

Nanoparticles for Targeted Computed Tomography 

Imaging of Huma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Li Zhicong,Chen Jingwen,Wang Han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Shanghai General Hospital，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Shanghai 200080，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620 

 

Development of novel nanomaterial-based contrast agents for targeted computed 

tomography (CT) imaging of tumors 

still remains a great challenge. Here we describe a novel approach to fabricating 

lactobionic acid (LA)-modified dendrimer-entrapped gold nanoparticles (LA-Au DENPs) 

for in vitro and in vivo targeted CT imaging of huma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In 

this study, amine-terminated poly(amidoamine) dendrimers of generation 5 pre-

modified with fluorescein isothiocyanate and poly(ethylene glycol)-linked LA were 

employed as templates to form Au nanoparticles. The remaining dendrimer terminal 

amines were subjected to an acetylation reaction to form LA-Au DENPs. The prepared 

LA-Au DENPs were characterized via different methods. Our results reveal that the 

multifunctional Au DENPs with a Au core size of 2.7 nm have good stability under 

different pH (5−8) and temperature (4−50 °C) conditions and in different aqueous 

media, and are noncytotoxic to normal cells but cytotoxic to the targeted 

hepatocarcinoma cells in the given concentration range. In vitro flow cytometry 

data show that the LA-Au DENPs can be specifically uptaken by a model 

hepatocarcinoma cell line overexpressing asialoglycoprotein receptors through an 

active receptor-mediated targeting pathway.Importantly, the LA-Au DENPs can be 

used as a highly effective nanoprobe for specific CT imaging of hepatocarcinoma 

cells in vitro and the xenoplanted tumor model in vivo. The developed LA-Au DENPs 

with X-ray attenuation property greater than clinically employed iodine-based CT 

contrast agents hold a great promise to be used as a nanoprobe for targeted CT 

imaging of huma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EP-0237 

Folic acid-modified dendrimer-entrapped gold 

nanoparticles as nanoprobes for targeted CT imaging 

of human lung adencarcinoma 

 
wang han,Zheng Linfeng,Zhang Guixiang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Shanghai General Hospital，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200080，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0080 

 

We report a new usage of folic acid-modified dendrimer-entrapped gold 

nanoparticles (Au DENPs-FA) as nanoprobes for in vitro and in vivo targeted 

computed tomography (CT) imaging of human lung adencarcinoma. In this study, 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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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Ps prepared using amine-terminated generation 5 poly(amidoamine) dendrimers as 

templates were covalently linked with FA, followed by an acetylation reaction to 

neutralize the remaining dendrimer surface amines. The formed Au DENPs-FA was used 

for both in vitro and in vivo targeted CT imaging of human lung adencarcinoma 

cells (SPC-A1 cells) and the xenograft tumor model, which express folic acid 

receptors (FAR) verified by immunohistochemical staining. Micro CT images show 

that SPC-A1 cells can be detected under X-ray after incubation with the Au DENPs-

FA in vitro and the xenograft tumor model can be imaged after intravenous, 

intratumoral, and intraperitoneal administration of the particles.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y data confirm that the Au DENPs-FA is able to be uptaken 

dominantly in the lysosomes of the cells. Combined morphological observation of 

cells after Hematoxylin and Eosin staining, MTT (3-(4,5-dimethylthiazol-2-yl)-2,5 

diphenyltetrazolium bromide) assay of cell viability, and flow cytometric analysis 

of cell cycle and apoptosis show that the Au DENPs-FA does not affect cell 

morphology, viability, and cell cycle and apoptosis, indicating their good 

biocompatibility at the given concentration range.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 

developed Au DENPs-FA have a great potential to be used as imaging probes for 

targeted CT imaging of human lung adencarcinoma. 

 

 

EP-0238 

Facile synthesis of acetylated dendrimer-entrapped 

gold nanoparticles with enhanced gold loading for CT 

imaging applications 

 
wang han,Zhao Jinglong,Zhang Guixiang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Shanghai General Hospital，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200080，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0080 

 

We describe a facile approach to synthesizing acetylated dendrimer-entrapped gold 

nanoparticles (AuDENPs) with enhanced Au loading in the dendrimer interior. In 

this study, amine-terminated generation 5 poly(amidoamine) (PAMAM) dendrimers 

(G5.NH 2 ) were used as templates to form Au DENPs via a stepwise Au salt 

complexation/reduction approach, followed by acetylation of the dendrimer terminal 

amines. The formed Au DENPs before and after acetylation were characterized with 

different techniques. We show that the stepwise complexation/reduction of HAuCl 4 

is able to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loading amount of Au within the dendrimer 

interior. UV-Vis spectroscopy reveals that the intensity of the surface plasmon 

resonance (SPR) band increases with the Au loading, confirming the stepwise 

loading synthesis of Au DENPs. TEM images show that the synthesized Au DENPs have 

a quite uniform size distribution with sizes tunable in the range of 2–4 nm 

depending on the Au loading. The formed acetylated Au DENPs with enhanced Au 

loading are very stable under different pH and temperature conditions. Importantly, 

computed tomography (CT) imaging experiments reveal that the formed acetylated Au 

DENPs have higher attenuation intensity than a clinically used iodinated contrast 

agent, Omnipaque, at the same molar concentration of active elements (Au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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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dine), and enable significantly enhanced CT imaging of rat heart in vivo. The 

acetylated Au DENPs with enhanced Au loading formed via the facile stepwise 

approach may be used as contrast agents for highly sensitive CT imaging 

applications. 

 

 

EP-0239 

Dendrimer-entrapped gold nanoparticles as potential 

CT contrast agents for blood pool imaging 

 
Li Zhicong,Zheng Linfeng,Wang Han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Shanghai General Hospital，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200080，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620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valuate dendrimer-entrapped gold nanoparticles 

[Au DENPs] as a molecular imaging [MI] probe for computed tomography [CT]. Au 

DENPs were prepared by complexing AuCl 4 - ions with amine-terminated generation 5 

poly(amidoamine) [G5.NH 2 ] dendrimers. Resulting particles were sized using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y. Serial dilutions (0.001 to 0.1 M) of either Au 

DENPs or iohexol were scanned by CT in vitro. Based on these results, Au DENPs 

were injected into mice, either subcutaneously (10 μL, 0.007 to 0.02M) or 

intravenously (300 μL, 0.2 M), after which the mice were imaged by micro-CT or a 

standard mammography unit. Au DENPs prepared using G5.NH 2 dendrimers as templates 

are quite uniform and have a size range of 2 to 4 nm. At Au concentrations above 

0.01 M, the CT value of Au DENPs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iohexol. A 10-μL 

subcutaneous dose of Au DENPs with [Au] ≥ 0.009 M could be detected by micro-CT. 

The vascular system could be imaged 5 and 20 min after injection of Au DENPs into 

the tail vein, and the urinary system could be imaged after 60 min. At comparable 

time points, the vascular system could not be imaged using iohexol, and the 

urinary system was imaged only indistinctly. Findings from this study suggested 

that Au DENPs prepared using G5.NH 2 dendrimers as templates have good X-ray 

attenuation and a substantial circulation time. As their abundant surface amine 

groups have the ability to bind to a range of biological molecules, Au DENPs have 

the potential to be a useful MI probe for 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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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240 

Enhanced X-ray attenuation property of dendrimer-

entrapped gold nanoparticles complexed with 

diatrizoic acid 

 
wang han,Zheng Linfeng,Zhang Guixiang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Shanghai General Hospital，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200080，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0080 

 

We describe a unique approach to combining two kinds of radiodense elements, gold 

and iodine,within one single dendrimer-based nanodevice with an enhanced X-ray 

attenuation property for potential computed tomography (CT) imaging applications. 

In this approach, amine-terminated generation 5 poly(amidoamine) dendrimers were 

used as templates for the entrapped synthesis of gold nanoparticles (AuNPs). The 

dendrimer-entrapped AuNPs (Au DENPs) were then conjugated with diatrizoic acid 

(DTA) via an EDC coupling reaction, resulting in the loading of 59 DTA molecules 

on average within each Au DENP nanodevice, where only 13 DTA molecules were 

covalently attached onto the surface of each dendrimer. The formed Au DENP–DTA 

nanocomplexes possessed a good stability in aqueous solution. X-ray absorption 

coefficient measurements reveal that the attenuation effect of Au DENP–DTA is 

much higher than that of both the commercial iodine-based contrast agent at the 

same iodine concentration and pure Au DENPs at the same gold concentration. With 

the prolonged circulation time of NPs, the Au DENP–DTA nanocomplex is expected to 

have a high efficacy as a contrast agent in dynamic CT imaging and angiography. 

This work demonstrates for the first time the enhancing effect of two different 

radiodense elements within the architecture of one contrast agent, presenting a 

novel concept for designing high-performance contrast agents for biomedical CT 

imaging applications. 

 

 
EP-0241 

Acetylation of Dendrimer-Entrapped Gold Nanoparticles: 

Synthesis, Stability, and X-ray Attenuation 

Properties 

 
Wang han,Li Zhicong,Zhang Guixiang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Shanghai General Hospital，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200080，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0080 

 

Functionalized dendrimer-entrapped gold nanoparticles (Au DENPs) ar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terest in biomedical applications. In this study, AuDENPs 

prepared with amine-terminated generation 5 (G5) poly(amido amine) dendrimers as 

templates were subjected to acetylation to neutralize the positive surface charge 

of the particles. By varying the molar ratio of Au salt to G5 dendrimer, we 

prepared acetylated Au DENPs with a size range of 2–4 nm. Meanwhile, we attemp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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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add glucose to the dialysis liquid of the acetylated Au DENPs to prevent 

possible particle aggregation after lyophilization. The acetylated Au DENPs with 

different compositions (Au salt/dendrimer molar ratios) were characterized with 1 

H-NMR,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y, ultraviolet–visible (UV–vis) 

spectrometry, and f-potential measurements. We show that when the molar ratio of 

Au salt to dendrimer was equal to or larger than 75:1, the acetylated Au DENPs 

showed a significant aggregation after lyophilization, and the addition of glucose 

was able to preserve the colloidal stability of the particles. X-ray absorption 

measurements showed that the attenuation of the acetylated Au DENPs was much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iodine-based contrast agent at the same molar 

concentration of the active element (Au vs iodine). In addition, the acetylated Au 

DENPs enabled X-ray computed tomography (CT) imaging of mice after intravenous 

injection of the particles. These findings suggest a great potential for 

acetylated Au DENPs as a promising contrast agent for CT imaging applications 

 

 
EP-0242 

X-ray Attenuation Property of Dendrimer-Entrapped 

Gold Nanoparticles 

 
Wang han,Chen Jingwen,Zhang Guixiang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Shanghai General Hospital，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200080，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0080 

 

We report the X-ray attenuation property of dendrimer-entrapped gold nanoparticles 

(Au DENPs) that could be used as a computed tomography (CT) contrast agent. Amine-

terminated generation 5 (G5.NH 2 ) poly(amidoamine) dendrimers were used as 

templates to complex AuCl 4 ions for subsequent reductive formation of Au DENPs 

using sodium borohydride as a reducing agent. By varying the molar ratio between 

gold salt to G5.NH 2 , Au DENPs with a size range of 2-4 nm can be prepared. The 

formed Au DENPs are not only stable in water, PBS buffer, and cell culture media 

but also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s (from 4 to 50°C) and different pH conditions 

(pH 5-8). X-ray absorption coefficient measurements show that the attenuation of 

Au DENPs is much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iodine-based contrast agent at the same 

molar concentration of the active element (Au versus iodine). Furthermore, CT 

scanning showed significant enhancement at the point of mice injected 

subcutaneously with Au DENPs, and intravenous injection of acetylated Au DENPs 

enabled the X-ray CT imaging of mice, rendering them a promising contrast agent in 

CT imaging ap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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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243 

Size-controlled synthesis of dendrimer-stabilized 

silver nanoparticles for X-ray computed tomography 

imaging applications 

 
Li Zhicong,Zhao Jinglong,Wang Han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Shanghai General Hospital，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200080，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620 

 

We report a facile size-controlled synthesis of dendrimer-stabilized silver 

nanoparticles (Ag DSNPs) for X-ray computed tomography (CT) imaging applications. 

Amine-terminated generation 5 poly(amidoamine) dendrimers were used as templates 

to complex Ag( I ) ions for subsequent reductive formation of dendrimer-entrapped 

Ag nanoparticles. Following a one-step acetylation reaction to transform dendrimer 

terminal amine to acetyl groups, Ag DSNPs can be formed. The formed AgDSNPs were 

characterized using 1 H NMR, UV-Vis spectrometry,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y, 

and z-potential measurements. We show that through the variation of the 

dendrimer/Ag salt molar ratio, the size of Ag DSNPs can be controlled at the range 

of 8.8–23.2 nm. The formed Ag DSNPs are stable not only in water, PBS buffer, and 

fetal bovine serum, but also at different pH conditions (pH 5–8) and 

temperatures . X-Ray absorption coefficient measurements show that the attenuation 

of Ag DSNPs is size-dependent, and the Ag DSNPs with a diameter of 16.1 nm display 

an X-ray attenuation intensity close to thatof a clinically usediodine-based 

contrast agent (Omnipaque) at the same molar concentration of the active element 

(Ag versus iodine). This suggests that Ag DSNPs with an appropriate size have a 

great potential to be used as a CT imaging contrast agent, although the atomic 

number of Ag is lower than that of iodine. Furthermore, CT scanning showed 

prolonged enhancement at the point of mice injected subcutaneously with Ag DSNPs, 

rendering them as a promising contrast agent in CT imaging applications. 

 

 
EP-0244 

宫颈鳞状细胞癌 SUV 与 IVIM 参数的相关性分析：基于 18F-

FDG PET/MR 一体机的研究 

 
杜思瑶

1
,孙洪赞

1
,张乐

1
,辛军

1
,史凯宁

2
,郭启勇

1
 

1.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2.飞利浦影像研究学院 

 

目的：应用 18F-FDG PET/MR 一体机探讨宫颈鳞状细胞癌原发灶及转移淋巴结 SUV与 IVIM 参数

的相关性。 

方法：前瞻性收集盛京医院 2015年 1月至 12月收治的 46例宫颈鳞癌患者，将患者按病灶分

化程度分为高分化（G1级）组、中分化（G2级）组及低分化（G3级）组，在治疗前行盆腔

PET/MR检查，增加多 b值 DWI扫描序列。计算 SUVmax、SUVmean、IVIM参数［慢扩散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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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快扩散系数（D*）、灌注分数（f）。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评估 IVIM参数与

SUVmax、SUVmean的相关性。 

结果：G1、G2、G3级组及转移淋巴结组的 D分别为（0.827±0.232）×10-3、

（0.640±0.153）×10-3、（0.563±0.090）×10-3和（0.772±0.246）×10-3 mm2/s；f分

别为 0.310±0.068、0.348±0.073、0.287±0.057 和 0.413±0.103；D*分别为

（9.241±2.001）×10-3、（9.408±1.927）×10-3、（9.715±1.827）×10-3和

（0.830±1.632）×10-3 mm2/s；SUVmax分别为 9.988±3.806、12.941±5.990、

14.543±7.050 和 9.890±3.906；SUVmean分别为 5.717±2.830、7.094±3.518、

8.263±4.124 和 4.952±1.343。 G1、G2级组的 D与 SUVmax、SUVmean均呈负相关

（P<0.05）；G2级组 f与 SUVmax、SUVmean呈正相关（P<0.05）。 

结论：中高分化程度宫颈鳞癌原发灶的糖代谢水平参数 SUV与细胞密度参数（D）、毛细血管

密度参数(f)具有一致性，PET/MR-IVIM检查可为宫颈癌患者的治疗监测和预后评估等提供重

要的互补信息。 

  

 

 
EP-0245 

树状大分子修饰纳米金颗粒作为 CT 分子探针 

的可行性初步研究 
 

 
陈静文,郑林丰,解学乾,张贵祥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 200080 

 

目的 研究树状大分子修饰纳米金颗粒作为 CT分子探针的可行性。  

方法 将第 5代聚酰胺胺树状大分子修饰的纳米金颗粒（Au DENPs）配制成 15种浓度（0.001

～0.1 mol/L）的悬液为实验组， 相同浓度的非离子型碘造影剂（Omnipaque）为对照组， 离

体 CT扫描比较相同浓度 Au DENPs与 Omnipaque 的 CT 值差异。根据离体实验结果将

≥0.006 mol/L 的 6 种浓度（0.006～0.02 mol/L）的 Au DENPs 10 μl 注射至 BALB/C 小

鼠背部皮下行 microCT扫描， 观察其显影效果。  

结果 （1）离体实验发现当浓度≤0.01mol/L 时， Au DENPs的 CT值略低于相同浓度的非离

子碘造影剂； 当浓度>0.02mol/L 时，Au DENPs的 CT值高于相同浓度的非离子碘造影剂。

（2） 动物体内显像实验证实， 当浓度≥0.009 mol/L 时， 经 microCT成像可以清晰的显示

注入小鼠皮下软组织的 Au DENPs， 而浓度≤0.008 mol/L 时， 注入小鼠体内的 Au DENPs 未

被检出。 

结论 Au DENPs具有比现有 CT造影剂更优秀的固有显影特性， 具备成为 CT分子探针的首要

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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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246 

A comparison of 3D-CTA and 4D-CE-MRA for the dynamic 

monitoring of angiogenesis in a rabbit VX2 tumor 

 
zheng linfeng,Xie Xueqian ,Feng Yan,Wang Han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Shanghai General Hospital，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200080，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0080 

 

Purpose 

To compare three-dimensional computed tomography angiography (3D-CTA) and 

fourdimensional contrast-enhanced magnetic resonance angiography (4D-CE-MRA) for 

the in vivo monitoring of tumor angiogenesis. 

Methods 

VX2 tumors were implanted into the right thigh muscle of 30 New Zealand white 

rabbits. The animals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5 groups, which, respectively, were 

scanned by 3D-CTA and 4D-CE-MRA on day 4, 7, 10, 13, or 16 after tumor 

implantation. After scanning, tumors were resected and processed for conventional 

histology and CD-31 immunohistochemistry. Tumor volume measurements derived from 

CT and MR imaging were compared with histopathological data. The minimum tumor 

diameter and the number of new tumor blood vessels detectable by 3D-CTA and 4D-CE-

MRA were also compared. 

Results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tumor volume measurements derived 

from CT, MR,and histological analysis. The minimum diameter of tumor vessels 

detectable by 3D-CTA (0.68 ± 0.07 mm)was significantly less than that by 4D-CE-

MRA (0.85 ± 0.12 mm) (P = 0.005). The number of tumor vessels detected by each 

imaging method was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until day 13 after 

implantation,when 3D-CTA detected a greater number (P < 0.001). The morphologic 

process of tumor angiogenesiswas demonstrated dynamically by 3D-CTA and 4D-CE-MRA 

in vivo.  

Conclusions 

Tumor angiogenesis can be dynamically monitored in vivo by 3D-CTA and 4D-CE-MRA. 

Of the two methods, 3D-CTA has better spatial resolution, but 4D-CE-MRA allows 

temporal resolution of tumor angiogen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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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247 

CTA Combined with CT Perfusion for Assessing the 

Efficacy of Anti-angiogenic Therapy in Rabbit VX2 

Tumors 

 
Feng Yan,Chen Jingwen,Yang Jia,Wang Han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Shanghai General Hospital，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00082 

 

 

Purpose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validate the feasibility of assessing the efficacy of 

antiangiogenic therapy on VX2 tumors using three-dimensional computed tomographic 

(CT) angiography (CTA) combined with CT perfusion. 

Methods 

Forty rabbits with VX2 tumors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four group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doses of antiangiogenic drug, which were administered intraperitoneally 

daily for 14 days. In each group, 10 animals were scanned using three-dimensional 

CTA and CT perfusion on days 1 and 2 after the latest administration of the drug. 

Tumor masses were sectioned, stained by immunohistochemistry, and processed for 

correlation between CT imaging and histology. 

Results 

The numbers of new tumor vessels from CTA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mong the 

four groups (P < .001). As the dose of the drug increased, blood flow and blood 

volume on CT perfusion increased linearly, but the mean transit time and 

permeability surface-area product decreased linearly (P < .001). 

Immunohistochemical analyses showed that microvascular density decreased, while 

both luminal vascular number and mature vessel number increased linearly as the 

drug dose increased (P < .001). CT manifestations were correlated well with 

histologic findings (P < .05).  

Conclusions 

It is feasible to assess the efficacy of antiangiogenic therapy on VX2 tumors 

using three-dimensional CTA combined with CT perfusion. Three-dimensional CTA can 

display the morphologic changes of tumor vessels, while CT perfusion can predict 

the functional changes of tumor vessels after antiangiogenic 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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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248 

Lactobionic Acid-Modified Dendrimer-Entrapped Gold 

Nanoparticles 

 
QUAN QIMENG,Li Zhicong,Lu Lunbo,Wang Han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Shanghai General Hospital，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00080 

 

 

Purpose 

We describe a novel approach to fabricating lactobionic acid (LA)-modified 

dendrimer-entrapped gold nanoparticles (LA-Au DENPs) for in vitro and in vivo 

targeted CT imaging of huma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Methods 

In this study, amine-terminated poly(amidoamine) dendrimers of generation 5 pre-

modified with fluorescein isothiocyanate and poly(ethylene glycol)-linked LA were 

employed as templates to form Au nanoparticles. The remaining dendrimer terminal 

amines were subjected to an acetylation reaction to form LA-Au DENPs. 

Results 

Our results reveal that the multifunctional Au DENPs with a Au core size of 2.7 nm 

have good stability under different pH (5−8) and temperature (4−50 °C) 

conditions and in different aqueous media, and are noncytotoxic to normal cells 

but cytotoxic to the targeted hepatocarcinoma cells in the given concentration 

range. In vitro flow cytometry data show that the LA-Au DENPs can be specifically 

uptaken by a model hepatocarcinoma cell line overexpressing asialoglycoprotein 

receptors through an active receptor-mediated targeting pathway. Importantly, the 

LA-Au DENPs can be used as a highly effective nanoprobe for specific CT imaging of 

hepatocarcinoma cells invitro and the xenoplanted tumor model in vivo.  

Conclusions 

The developed LA-Au DENPs with X-ray attenuation property greater than 

clinically employed iodine-based CT contrast agents hold a great promise to be 

used as a nanoprobe for targeted CT imaging of huma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EP-0249 

MRI-Monitored Intra-Shunt Local Agent Delivery of 

Motexafin Gadolinium: Towards Improving Long-Term 

Patency of TIPS 

 
Xu Yanhong,Zhang Feng,Zheng Linfeng,Zhang Guixiang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Shanghai General Hospital，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00080 

 

Purpose Transjugular intrahepatic portosystemic shunt (TIP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and effective interventional procedure in treatment of the com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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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 to portal hypertension. Although the primary patency of TIPS has 

beengreatly improved due to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cover stent-grafts, the 

long-term patency is still suboptimal.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feasibility of using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monitored intra-shunt local 

agent delivery ofmotexafin gadolinium (MGd) into shunt-vein walls of TIPS. This 

new technique aimed to ultimately inhibit shuntstenosis of TIPS. 

Methods Human umbilical vein smooth muscle cells (SMCs) were incubated with 

various concentrations of MGd, and then examed by confocal microscopy and T1-map 

MRI. In addition, the proliferation of MGd-treated cells was evaluated. For in 

vivo validation, seventeen pigs underwent TIPS. Before placement of the stent, an 

MGd/trypan-blue mixture was locally delivered, via a microporous balloon, into 

eleven shunt-hepatic vein walls under dynamic MRI monitoring, while trypan-blue 

only was locally delivered into six shunt-hepatic vein walls as serve as controls. 

T1-weighted MRI of the shunt-vein walls was achieved before- and at different time 

points after agent injections. Contrast-to-noise ratio (CNR) of the shunt-vein 

wall at each time-point was measured. Shunts were harvested for subsequent 

histology confirmation. 

Results In vitro studies confirmed the capability of SMCs in uptaking MGds in a 

concentration-dependentfashion, and demonstrated the suppression of cell 

proliferation by MGds as well. Dynamic MRI displayed MGd/blue penetration into the 

shunt-vein walls, showing significantly higher CNR of shunt-vein walls on post-

delivery images than onpre-delivery images (49.569.4 vs 11.261.6, P,0.01), which 

was confirmed by histology 

Conclusions Results of this study indicate that MRI-monitored intra-shunt local 

MGd delivery is feasible and MGd functions as a potential therapeutic agent to 

inhibit the proliferation of SMCs, which may open alternative avenues to improve 

thelong-term patency of TIPS. 

 

 

EP-0250 

Multifunctional Gold Nanoparticles for Targeted 

Computed Tomography/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of 

Tumors 

 
chen jingwen,LI Zhicong ,Wang Han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Shanghai General Hospital，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00080 

 

 

Purpose 

We report the use of multifunctional dendrimer-entrapped gold nanoparticles (Au 

DENPs) loaded with gadolinium chelator/Gd(III) complexes and surface-modified with 

thiolated cyclo(Arg-Gly-Asp-Phe-Lys-(mpa)) (RGD) peptide for targeted dual-mode 

computed tomography  an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of small tumors.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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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is study, amineterminated generation 5 poly(amidoamine) dendrimers were used 

as a nanoplatform to be covalently modified with Gd chelator, RGD via a 

polyethylene glycol (PEG) spacer, and PEG monomethyl ether. Then the 

multifunctional dendrimers were used as templates to entrap gold nanoparticles, 

followed by chelating Gd(III) ions and acetylation of the remaining dendrimer 

terminal amines. The thus-formed multifunctional Au DENPs were characterized via 

different techniques.Results We show that the multifunctional Au DENPs with a Au 

core size of 3.8 nm are water-dispersible, stable under different pH (5−8) and 

temperature conditions(4−50 °C), and noncytotoxic at a Au concentration up to 100 

μM. With the displayed X-ray attenuation property and the r1 relaxivity (2.643 

mM−1 s−1), the developed Gd−Au DENPs-RGD are able to be used as a dual-mode 

nanoprobe for targeted CT/MR imaging of an αvβ3 integrin-overexpressing 

xenografted small tumor model in vivo via RGD-mediated active targeting pathway. 

Conclusions The developed multifunctional Gd−Au DENPs-RGD may be used as a 

promising dual-mode nanoprobe for targeted CT/MR imaging of different types of 

αvβ3 integrin-overexpressing cancer. 

 

 

EP-0251 

Synthesis of diatrizoic acid-modified LAPONITE®  

nanodisks for CT imaging applications 

 
chen jingwen,Yang Jia,Wang Han,Zhang Guixiang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Shanghai General Hospital，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00080 

 

We report a novel iodinated computed tomography (CT) contrast agent, diatrizoic 

acid (DTA)-modified LAPONITE® (LAP) nanodisks for X-ray CT imaging applications. 

In this study, LAP was first silanized with aminopropyldimethylethoxysilane to 

render the particles with amine groups (LM–NH2). Then, the LM– NH2 

nanoparticles (NPs) were conjugated with DTA via 1-ethyl-3-(3-dimethylaminopropyl) 

carbodiimide hydrochloride coupling chemistry, followed by acetylation of the 

remaining amines of the LM–NH2–DTA NPs to improve their cytocompatibility. The 

formed LM–NHAc–DTA NPs were characterized via different techniques. The results 

of the cell viability assay reveal that the LM–NHAc–DTA NPs are 

cytocompatible in the given concentration range of 0.1–1.0 mg mL1. The 

measurements of the X-ray attenuation coefficient demonstrate that the CT value 

of the LM–NHAc–DTA NPs is much higher than that of free DTA at the same iodine 

concentration. Notably, the acetylated LM–NHAc–DTA NPs showed a 

high performance in CT imaging of the major organs (heart, liver, and bladder) 

and a tumor model in vivo after intravenous injection. The developed LM–NHAc–

DTA NPs may hold great promise to be used as a contrast agent for different CT 

imaging ap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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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252 

建立评估影像诊疗一体化药物的中国人群的原代胆管癌模型 

 
周飞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杭州 310016 

 

目的：构建可用于测试诊疗一体化药物的中国人群胆管癌模型，鉴定并研究建立的细胞系的生

物学特性，为药物的开发和临床应用提供研究对象。 

方法：获取新鲜的人胆管癌组织，利用美天旎的单细胞制备系统制备组织单细胞悬液，经

10%FBS(胎牛血清)的 1640进行原代和传代培养，经酶消化法多次消化去除成纤维细胞。电镜

和透射电镜下观察肿瘤细胞形态和特性；核型分析分析肿瘤内染色体情况；流式分析检测上皮

标志物 CK-pan阳性率；ICC 检测胆管上皮标志物 CK-7和 CK-19表达情况；皮下接种肿瘤细胞

检测成瘤情况。 

结果：经体外培养成功建立两株胆管癌细胞系，分别命名为 ZJU-CH-1和 ZJU-CH-2。建立的细

胞系在体外已连续传代至 120代左右，无成纤维细胞污染，形态和遗传性状稳定。电镜下为典

型的恶性上皮细胞特征；核型分析发现 ZJU-CH-1染色体数为 77-80，ZJU-CH-2染色体数为

58-69，均发现有多个染色体有异常；CK-pan阳性率在 90%以上；在胆管上皮标志物分析方面

ZJU-CH-1低表达，ZJU-CH-2高表达；皮下接种肿瘤细胞均能成瘤，成瘤率方面 ZJU-CH-1在

25%左右，ZJU-CH-2在 100%。 

结论：成功建立了来自于一对中国人群的胆管癌细胞系，该对细胞系在体外生长特性好，可连

续传代，此外在胆管上皮标志物表达上相反，可作为诊疗一体化药物研究的参照，为胆管癌的

临床诊断提供更好的实验工具。 

 

 
EP-0253 

Iron oxide nanoparticles with different polymer 

coatings for photothermal therapy 

 
Yang jia 

Shanghai General Hospital 200080 

 

Fe3O4 NPs have obtained increasing attentions in the biomedical fields. The surface 

coatings or modifications are generally need to improve their colloidal stability 

in physiological environment. In this study, Fe3O4 NPs coated with polyacrylic acid 

(PAA), poly(vinyl alcohol) (PVA) and PEI were synthesized through a mild reduction 

route to investigate their potentials for photothermal therapy. These Fe3O4 NPs 

were water-dispersible and colloidally stable and displayed different surface 

charge dependent on their surface coatings. The strong absorption in the NIR 

region enabled these Fe3O4 NPs be used as agents for photothermal therapy. While 

the photothermal conversion efficiency of PEI-Fe3O4 NPs was obviously inhibited 

when they were exposed in cell culture medium. In addition, PEI-Fe3O4 NPs displayed 

higher cytotoxicity and enhanced cellular uptake efficiency than PAA-Fe3O4 NPs and 

PVA-coated Fe3O4 NPs (PVA-Fe3O4 NPs). This study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surface properties on biomedical applications of Fe3O4 NPs, which will provide 

meaningful guidance for the design and development of functional Fe3O4 NPs for 

cancer 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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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254 

18F-FDG PET/CT 在鼻型 NK/T 细胞淋巴瘤分期 

及治疗后随访中的应用 

 
唐文静，吕维富 

安徽省立医院 230001 

 

目的 探讨在鼻型 NK/T细胞淋巴瘤分期中
18
F-FDG PET/CT和 CT等常规影像学方法进行比较，

并探讨最大标准化摄取值(SUVmax)预测恶性程度并预估鼻型 NK/T细胞淋巴瘤生存期。 

材料与方法 56例鼻型 NK/T 细胞淋巴瘤均行穿刺活检病理证实，均在治疗前 2周内行 PET-CT

检查，治疗开始后 6-8周内复查 PET-CT。在
18
F-FDG PET/CT 图像上观察并分析病变，并测量

病变的 SUVmax。计数资料比较采用卡方检验，以随访 6个月时肿瘤是否进展作为状态变量分

类标准，绘制受试者工作特性曲线（ROC曲线）。按诊断界点将病例分为两组（高 SUV组和低

SUV组），用 Kaplan-Meier 方法计算累积生存率，绘制生存曲线，并 Log-rank方法检验两组

差异。校验水准α=0.05。 

结果 56例鼻型 NK/T细胞淋巴瘤患者，其中 15例属于Ⅲ期～Ⅳ期，其它 41例均属Ⅰ期～Ⅱ

期，随访中 3例死亡；
18
F-FDG PET/CT和 CT平扫两者的一致率为 44.6%（25/56）。与 CT等常

规影像学检查方法相比，
18
F-FDG PET/CT检查方法使 55.4%（31/56）的病例的临床分期发生了

改变。总体生存期为 23个月，总体 1年、2年、5年生存率分别为 62.5%、33.9%、71.4%；低

SUV组 SUVmax<12.5，共 29 例中位生存期为 40个月，1年、2年、5年生存率分别为 65.5%、

51.7%、6.9%；高 SUV组的 SUVmax>12.5，共 27例的中位生存期 20个月，1年、2年、5年生

存率分别为 55.6%、14.8%、3.7%。 

结论 不同病理类型的恶性肿瘤的生物学行为不同，而恶性肿瘤的分化情况反映了其恶性程

度，从而决定了恶性肿瘤的预后。SUV对预后的指导意义在于 PET/CT显像时，FDG吸收与恶性

肿瘤的组织病理学类型及其分化程度等生物学特性有关，因而对于恶性肿瘤具有一定的预后价

值。 

 

 

EP-0255 

Bioluminescence For Monitoring miR-200c Expression In 

Breast Cancer Cells And Its Effects On Epithelial-

Mesenchymal Transition Progress In Living Animals 

 
liu jing 

Shanotou University Medical College 515041 

 

Dysregulation of microRNAs (miRNAs) are not only involved in the formation of 

malignant tumors but also in the processes of differentiation and aggressiveness. 

However, current methods for detecting miRNA expression have major disadvantages, 

such as being invasive and non-reproducible. The 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 

(EMT) has been implicated as a pivotal event in the metastasis, stemness, and 

chemoresistance of malignant tumors. In our study, we constructed a new reporter 

gene, Luc2/tdT_miR200c_3TS, to examine the in vitro and in vivo expression of miR-
200c, an EMT-associated miRNA. Quantitative real-time PCR was used to measure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miR-200c and EMT-related mRNA, and luciferase assa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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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luminescence imaging were used to measure the luciferase activities in vitro 
and in vivo, respectively. We found that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miR-200c was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cell migration and invasion. Luciferase activities were 

regulated by the differential expression levels of miR-200c and EMT process. Our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Luc2/tdT_miR200c_3TS may be a useful tool for monitoring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miR-200c at both the cellular level and in living animals, 

thereby providing a potential high throughput approach for anticancer drug 

screening. 

 

 

EP-0256 

Potential Therapeutic Target, COL1A1 Promotes 

Metastasis of Breast Cancers 

 
liu jing 

Shanotou University Medical College 515041 

 

Purpose: Extracellular matrix (ECM)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umor 

microenvironment and plays critical roles in cancer development and metastasis, in 

which collagen is the major structural protein. Collagen type I alpha 1 (COL1A1) 

is reportedly associated with development of several human diseases. However, the 

function and mechanism of cellular expression of COL1A1 in breast cancer remains 

unknown.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cellular COL1A1 

expression in breast cancer cells and patients, and its role in development and 

metastasis of breast cancer. 

Methods: The immunofluorescence staining was used to identify the cellular 

location of COL1A1 in breast cancer cell lines. Real-Time PCR was applied to 

measure the mRNA levels of COL1A1 and interesting genes. Wound healing and 

transwell assay were conducted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COL1A1 on metastasis of 

breast cancer cells. 97 patients with breast cancer were recruited in this study 

to evaluate the correlation of COL1A1 with survival and clinicopathological 

parameters. 

Results: COL1A1 expressed in all examined breast cancer cells. Knockdown of COL1A1 

inhibited metastasis of breast cancer cells, with low level of CXCR4, independent 

of 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 (EMT) process. In patients with breast cancer, 

cellular expression of COL1A1 was associated with ER/PR expression and metastasis 

status. Increased COL1A1 level was associated with poor survival, especially in 

patient with ER+ breast cancer. Patients with high level of COL1A1 showed better 

cisplatin-based chemotherapy response. 

Conclusion: Cellular COL1A1 could promote the metastasis of breast cancer, with 

regulating CXCR4, independent of EMT process. COL1A1 is a new prognostic biomarker 

and potential therapeutic target for breast cancer patients, especially with 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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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257 

Evaluating the expression and prognostic value of 

STAT family transcription factors in human breast 

carcinoma 

 
liu jing 

Shanotou University Medical College 515041 

 

Signal Transducer and Activators of Transcription (STAT) is a set of transcription 

factors, involved in diverse cellular functions. Evidences from cell lines, mouse 

models and human tissues implicate these transcription factors in the oncogenesis 

of breast cancer. However, the diverse expression pattern and prognostic value of 

7 STATs were unclear. In the current study, we mined the transcriptomic and 

survival data of STATs in patients with breast carcinoma (BC) through ONCOMINE, 
bc-GenExMiner, Kaplan-Meier Plotter and cBioPortal. It was found that STAT1/2 were 

up-regulated, whereas STAT3/4/5A/5B were down-regulated in BC patients compared 

with the normal tissues. The expressions of STAT5A/5B/6 were correlated with 

decreased levels of histological differentiation. In survival analyses, high 

transcription levels of STAT2/4/5A/5B/6 were associated with better relapse-free 

survival (RFS) in all BC patients. Oppositely, high STAT3 predicted shorter RFS in 

BC patients, suggesting that STAT3 is potential targets for precision therapy to 

BC patients. These data also provided STAT5A/5B/6 as new biomarker for BC 

prognosis. 

 

 

EP-0258 

Triple rule-out CTA protocol for patients with acute 

chest pain  

 
Xu Yanhong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Shanghai General Hospital，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00080 

 

Purpose We present two methods of One-Stop-Shop protocols for Triple-Rule-Out CTA 

(TRO-CTA). We evaluated the image quality and contrast agent dosage and radiation 

dose of the two methods. 

Materials and Methods We present a novel scanning technique for wide-detector CT 

scanners (Revolution CT, GE Medical Systems) that could obtain One-Stop-Shop 

protocols for TRO-CTA. In group A, 20 patients were adopted the first method. 

Firstly, a bolus of 15 ml of iomeprol 370 was injected at 5 ml/s to get the 

interval time from pulmonary artery (PA) to ascending aorta (AA). Then the region 

of interest was located at the PA followed by 40 ml of the same contrast material 

at 4 ml/s and 30 ml of saline flush at 5 ml/s. The patients underwent spiral CT 

scan in PA then axial CT scan in coronary artery with 100 kV. In group B, the 

second method was used for 20 cases. The cranio-caudal acquisition was star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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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ing automatic bolus triggering (trigger level 70 HU) in the AA followed by 40 ml 

of the same contrast material at 4 ml/s and 25 ml of the same contrast material at 

2.5 ml/s and 30 ml of saline flush at 2.5 ml/s. The region of interest was located 

at the AA and the patients underwent axial CT scan in PA and coronary artery with 

100 kV. Quantitative image quality was assessed as vascular attenuation in the AA 

and PA and the signal-to-noise ratio (SNR) in the AA and PA and the ratio of PA to 

AA. 

Results Mean PA and AA attenuations we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481 vs. 410 

HU; 409 vs. 440 HU). The ratio of PA to AA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group A 

compared to the group B (p< 0.001). SNRs in the AA and PA we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Radiation dose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in the group B (4.6 ± 0.8 vs. 

2.0 ± 0.6 mSv; p < 0.001). Contrast agent dosage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in the 

group A. 

Conclusion Two methods of One-Stop-Shop protocols for TRO-CTA are feasible in 

patients with acute chest pain. The ratio of PA to AA significantly was higher in 

the group A compared to the group B. Therefore, if the patient is considered of 

pulmonary embolism, we will use the first method. If the patient is considered of 

myocardial infarction, we will use the second method. 

A Clinical Relevance statement Two methods of One-Stop-Shop protocols for TRO-CTA 

can be performed. The first method showed with lower contrast agent dosage while 

the second method showed with lower radiation dose 

 

 
EP-0259 

Bronchial artery CT angiography derived from lung 

cancer CT perfusion acquisition 

 
Xu Yanhong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Shanghai General Hospital，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00080 

 

Purpose We present a novel One-Stop-Shop protocol for wide-detector CT scanners 

that interleaves bronchial artery CT angiography (CTA) with lung cancer CT 

perfusion (CTP). We evaluated the image quality and diagnostic value of CTA 

reconstructed using novel image processing algorithms. 

Materials and Methods We retrospectively included 20 patients (age 56 ± 11 years) 

who underwent lung cancer. CT imaging was performed on wide-detector CT scanners 

(Revolution, GE Medical Systems) that could obtain One-Stop-Shop protocols for CTA 

and CTP of lung cancer. Firstly, a bolus of 15 ml of iomeprol 370 (Iomeron 370 

mg/ml; Bracco) was injected at 5 ml/s to get the point time of ascending aorta 

(AA). Then 50 mL of iomeprol 370 was injected into a dorsal hand vein with an 

injection rate of 5 mL/s followed by 40 mL saline flush at 5 mL/s. Two observers 

independently evaluated image quality and diagnostic content for each case. We 

used the software “integrated registration” of GE advantage station to induce 

the motion of chest. The blood volume (BV), blood flow (BF), mean transit time 

(MTT), time to peak (TTP), PS, TMAx were attained before and after using 

integrated registration. Receiver-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analysis was perfor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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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evaluate interobserver agreement and diagnostic value of this novel imaging 

modality. 

Results Bronchial artery CTA images were successfully generated from all data sets. 

Two observers agreed well that the image quality for bronchial arteries was good. 

Thoracic motion induced after using integrated registration for dynamic lung 

cancer perfusion CT images. The BV, BF, MTT, TTP, PS, TMAx were no significant 

before and after integrated registration (P>0.05). Receiver-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s demonstrated excellent diagnostic value for detecting 

bronchial arteries occlusions. 

Conclusion Bronchial artery CTAs derived from lung cancer CT perfusion 

acquisitions provide high quality images that allowed accurate diagnosis of 

bronchial artery occlusions. Thoracic motion induced after adopting integrated 

registration for lung cancer perfusion CT images. 

A Clinical Relevance statement Bronchial artery CTAs to the capabilities of the 

angiography suite further enhances its suitability as a One-Stop-Shop for care for 

patients with lung cancer. 

 

 

EP-0260 

CTA and CT Perfusion of Lung Cancer: Dose Estimation 

for Examinations with Revolution CT 

 
Xu Yanhong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Shanghai General Hospital，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00080 

 

Purpose We present a novel One-Stop-Shop protocol for wide-detector CT scanners 

that interleaves bronchial artery CT angiography (CTA) with lung cancer CT 

perfusion (CTP).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stimate the patient dose from 

perfusion CT examinations of lung cancer on a revolution CT scanner. 

Materials and Methods We retrospectively included 40 patients (age 59 ± 14 years) 

who underwent lung cancer. CT imaging was performed on wide-detector CT scanners 

(Revolution, GE Medical Systems) that could obtain One-Stop-Shop protocols for CTA 

and CTP of lung cancer. Group A: 20 patients took One-Stop-Shop scan that 

interleaved bronchial artery CTA with lung cancer CT perfusion (CTP) with 100 kV 

tube voltage, 0.625 mm slice thickness, 0.5 s rotation time. Firstly, a bolus of 

15 ml of iomeprol 370 (Iomeron 370 mg/ml; Bracco) was injected at 5 ml/s to get 

the point time of ascending aorta (AA). Then 50 mL of iomeprol 370 was injected 

into a dorsal hand vein with an injection rate of 5 mL/s followed by 40 mL saline 

flush at 5 mL/s. The blood volume (BV), blood flow (BF), mean transit time (MTT), 

time to peak (TTP), PS, TMAx were attained. Group B: 20 cases took CT contrast 

enhancement of chest with 100 kV tube voltage, 0.625 mm slice thickness, 0.5 s 

rotation time. Radiation dose was recorded.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BMI (26.0 ± 4.6 vs. 28.0 ± 6.7 

kg/m
2
)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ronchial artery CTA images were successfully 

generated from all data sets. Two observers agreed well that the image quality for 

bronchial arteries was good. The average effective doses were approximately 6 mS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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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perfusion CT of the lung cancer protocol. The average effective doses were 

approximately 4.9 mSv for CT contrast enhancement of chest. 

Conclusion Radiation dose of the One-Stop-Shop scan CT protocol for imaging the 

lung cancer performed on a revolution CT scanner was higher compared with CT 

contrast enhancement of chest. However, the One-Stop-Shop scan CT protocol 

provides both bronchial artery CTA and CTP of lung cancer compared with 

conventional contrast enhancement of chest. 

A Clinical Relevance statement The One-Stop-Shop scan CT protocols for imaging the 

lung cancer performed on a revolution CT scanner yielded patient doses that are 

safely compared with CT contrast enhancement of chest. 

 

 
EP-0261 

Revolution CT 胸痛三联征的一站式 CTA 检查 

 
许艳红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 200080 

 

目的 评价 Revolution CT对于胸痛三联征（Triple-Rule-Out，TRO）CTA一站式扫描的图像

质量、辐射剂量及其临床价值。方法 选取 2016年 10月－2017年 4月有胸痛症状的 40例患

者，20例采取第一种 TRO-CTA的扫描方法，首先行造影剂小剂量测试得到肺动脉达峰时间与

主动脉达峰时间的时间间隔，采用 370优维显造影剂 40 mL以 4 mL/s的速度经手背静脉注

射，接着注射生理盐水 30 mL 以 5 mL/s的速度注射。以肺动脉为感兴趣区，首先螺旋扫描肺

动脉接着轴扫冠状动脉。20 例采取第二种 TRO-CTA方法，以降主动脉为感兴趣区，CT值达 70 

HU自动触发扫描，采用 370 优维显 40 mL以 4 mL/s的速度注射，接着跟注 370优维显 25 mL

以 2.5 mL/s的速度注射，然后注射生理盐水 30 mL以 2.5 mL/s 的速度注射。以降主动脉为感

兴趣区，连续轴扫肺动脉及冠状动脉。采用独立样本检验比较两组的图像质量、辐射剂量及对

比剂剂量。结果 肺动脉达峰时间与主动脉达峰时间的时间间隔为 6-14 s。两组肺动脉根部 CT

值分别为（481 HU，410 HU），两组主动脉根部 CT值分别为（409 HU，440 HU），均没有统

计学意义。第一种 TRO-CTA 方法肺动脉与主动脉的 CT值比值明显高于第二种方法（P < 

0.001）。第一种 TRO-CTA方法造影剂用量低于第二种方法。 第一种 TRO-CTA方法辐射剂量高

于第二种方法（4.6 ± 0.8 mSv，2.0 ± 0.6 mSv， P < 0.001）。结论 第一种 TRO-CTA方

法肺动脉与主动脉比值明显高于第二种方法，当患者怀疑为肺动脉栓塞时建议采用第一种

TRO-CTA扫描方法，当患者怀疑为冠脉综合征建议采用第二种 TRO-CTA扫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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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262 

Cholangiocarcinoma: Molecular Imaging-Guided 

Radiofrequency Hyperthermia-Enhanced Intratumoral 

Herpes Simplex Virus Thymidine Kinase Gene Therapy 

 
Jin Yin

1,2
,Zhang Feng

2
,Gao Jun

2
,Sun Jihong

1
,Yang Xiaoming

2,1
 

1.Sir Run Run Shaw Hospital， Zhejia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Image-Guided Bio-Molecular Intervention Research， Division of Interventional Radiology，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School of Medicine， Seattle， Washington， 

USA. 

 

Purpose: To investigate the feasibility of using radiofrequency hyperthermia (RFH) 

to enhance green fluorescent protein (GFP)/herpes simplex virus thymidine kinase 

(HSV-TK)/ganciclovir (GCV) gene therapy of cholangiocarcinoma. 

Materials and Methods: The animal protocol was approved by our institutional 

animal care and use committee. Cholangiocarcinoma cells (n=6/group) and mice with 

cholangiocarcinoma (n=6/group) were treated by (i) GFP/HSV-TK/plasmid combined 

with RFH at 42℃, followed by ganciclovir administration; (ii) HSV-TK alone; (iii) 

RFH alone; and (iv) saline. The therapeutic effects among different treatments 

were evaluated by bioluminescent optical imaging and ultrasound imaging. For the 

technical validation, GFP/HSV-TK/plasmid was intrabiliarily injected into pig 

common bile duct (CBD) walls using a needle-integrated balloon catheter with (n=6) 

or without (n=6) RFH enhancement. GFP gene expression was evaluated by optical 

imaging, which was correlated with histology. 

Results: MTS assay demonstrated significantly lower cell viabilities with 

combination therapy of HSV-TK plus RFH, compared with other three treatments 

(24.0±5.3% vs 41.9±6.4% vs 72.0±9.0% vs 100%, p<0.001). Combination therapy 

induced the significant decrease of bioluminescence signals, compared to the three 

groups (0.71±0.16 vs 1.46±0.21 vs 2.10±0.27 vs 2.36±0.28, p<0.001), which were 

further confirmed by the tumor volume decrease with combination therapy, as 

measured by ultrasound imaging (0.90±0.21 VS 1.61±0.21 VS 2.22±0.25 VS 

2.50±0.30, p<0.001). Optical imaging of CBD tissues demonstrated an increased GFP 

expression in the group with RFH enhancement, compared that with non-RFH treatment 

(1.28±0.61 VS 0.49±0.31, P<0.05).  

Conclusion: Intratumoral RFH can enhance 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GFP/HSV-

TK/plasmid on cholangiocarcinoma, which may open new avenues for effective 

treatment of this deadly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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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263 

腹腔韧带样型纤维瘤病的 CT 特征与病理对照 

 
倪耿欢

1,2
,孙继红

2
 

1.浙江省嘉兴市第二医院 

2.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目的 通过分析腹腔内韧带样型纤维瘤病的 CT征象及病理特征的关系，以提高该病的诊断水

平。 

方法 回顾分析 12例经手术病理证实的腹腔内韧带样型纤维瘤病的 CT表现，并与病理结果对

照。 

结果 12例病灶全部为单发。以浸润性生长为主，边界不清楚的 6例，以膨胀性生长为主,边

界清楚的 6例；囊实性病灶 5例(边缘囊变），实性病灶 7例；病灶实性部分平扫密度低于肌

肉密度，增强后病灶实质成呈持续轻中度强化为主（10/12），强化均匀或不均，囊变区不强

化； 

结论 腹腔韧带样型纤维瘤是侵袭性生长的良性肿瘤，边缘囊变，平扫实性区密度低于肌肉密

度，轻中度持续不均强化等 CT表现对该病的诊断及鉴别诊断具有重要价值。 

 

 

EP-0264 

肝移植术后肝脏淋巴回流淤滞发生的影响因素 

 
许静波,郑林丰,何之彦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 200080 

 

目的: 分析肝移植术后肝脏淋巴回流淤滞(Intrahepatic lymphatic stasis，IHLS)的影响因

素。 

方法: 收集我院自 2004～2012年期间行肝移植手术并经增强计算机断层扫描（Computed 

tomography，CT)和/或磁共振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 确诊的 IHLS病人，分析

正常肝移植组 IHLS阳性率与肝移植术后静脉并发症、胆道并发症、乙肝复发、肝癌复发、动

脉并发症、移植排斥、药物性肝损害、转移瘤组 IHLS阳性率的差异。  

结果:正常移植肝组术后 IHLS 的阳性率分别与术后胆道并发症、静脉并发症、乙肝复发组肝移

植术后 IHLS的阳性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与其他并发症组 IHLS的阳性率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肝移植术后静脉并发症、胆道并发症及乙肝复发可影响肝移植术后 IHLS发生。 

  

 

 
EP-0265 

脑发育性静脉畸形临床影像特征 

 
郑林丰,赵京龙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人民医院 200080 

 

目的: 研究脑发育性静脉畸形（Cerebral Developmental Venous Anomalies，CDVA）临床及

影像学特征及复习 CDVA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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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回顾性收集了自 2011 年 11月至 2014年 3月我科确诊的 9例 CDVA的病人，对其临床特

征、影像学检查方法包括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Computed Tomography，CT）、核磁共振成像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igital Subtraction 

Angiography，DSA）及特征进行分析并对相关文献进行复习。 

结果：（1）临床症状：9例病人的临床症状包括头晕 4 例（4/9）、头痛 4例（4/9）、恶心

不适 2例（2/9）、站立不稳 1例（（1/9）、小脑出血史 1例（1/9）、眼部症状行眼科检查

偶然发现小脑 CDVA1例（1/9）；（2）病变部位：病变位于幕上 4例（4/9）；幕下 5例

（5/9）；（3）影像学检查：9例病人中，6例行 CT平扫或增强扫描（3例平扫，3例平扫+增

强）；4例行 MRI（1例平扫，3例平扫+增强）；3例行 DSA检查；（4）影像学特点：CT增强

及重建、MRI 的 T1WI增强、SWI、MRA及 DSA静脉期像均可显示出髓静脉及其形成的特征性

“海蛇头”征象和其引流静脉。 

结论：CT、MRI、DSA影像学方法均可用于 CDVA的诊断，在临床实践中需根据需要优化选择联

合应用。 

 

 
EP-0266 

首抑郁症前额叶静息态葡萄糖代谢和血流灌注改变及其与临

床症状的 相关性 

 
付畅,徐俊玲 

河南省人民医院 450003 

 

目的 探讨首发抑郁症患者前额叶脑功能改变及其与临床症状改变之间的关系。  

方法 2012年 11月以来郑州大学人民医院神经心理门诊 17例首发抑郁症患者为抑郁组，16名

本院 实习医生及职工为健康对照组，均签署知情文件且经过伦理委员会批准。静息状态下接

受磁共振 3D 动脉自旋标记(ASL)及”F氟脱氧葡萄糖(FDG)正电子发射断层显像(PET)／计算机

体层摄影(CT) 扫描，以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评估患者临床症状，以 SPM8及 SPSS 17．0

软件进行影像数据及 临床症状相关分析。 

结果 较之对照组，抑郁组双侧额上、中、下回葡萄糖代谢减低(总体素值 462)， 左侧额中回

及右侧额上、中回血流灌注减低(总体素值 136)，二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3．89，P= 0．

02)，左侧额中回的 FDG标准化摄取值(SUV)和局部脑血流量值(CBF)改变呈正相关(，=0．

63)。 患者认知障碍与双侧额中回 SUV(r=0，55，0．52，P<0，05)及右侧额中回 CBF(r=0．

59，P<0．05)呈 正相关，焦虑与右侧额下回 SUV(r=一 0．71，P<0．05)及左侧额中回 CBF(r=

一 0．69，P<0．05)呈负相关，迟缓与左侧额中回及右侧额下回 SUV呈负相关(r=一 0．67，一

0．64，P<0．05)，HAMD量表总 分与双侧额中回 SUV(r=0．58，0．62，P<0．05)及

CBF(r=0．61、0．54，P<0．05)呈正相关。 

结论 PET显像能更敏感检出抑郁患者病变脑区；抑郁患者前额叶葡萄糖代谢与血流灌注改变

具有相对一 致性且与诸多抑郁症状密切相关；左侧额中回可能是抑郁患者前额叶损伤的核心

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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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267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Diagnosis and Prognostic 

Value of 18F-FDG PET / CT in Gastric Mucosa-

associated Lymphoid Tissue Lymphoma 

 
chen yinan,Yu Hong 

Shanghai Chest Hospital 200000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18F-FDG affinity in gastric MALT 

lymphoma and the prognostic value of 18F-FDG PET / CT in gastric MALT lymphoma. 

【Materials and Methods】   

The clinical data, pathologic data, follow - up data and 18F - FDG PET / CT 

results of 37 cases of gastric mucosa - associated lymphoid tissue lymphoma 

confirmed by pathology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Analysis of the sensitivity 

of PET / CT diagnosis.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ccording to 

their sex, age, clinical stage, plasma cell differentiation and Helicobacter 

pylori infection. The difference of FDG affinity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as 

analyzed. Moreover, we analyzed the difference of the lesion size and progression-

free survival according to FDG adivity.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SUVmax and tumor 

proliferation index Ki-67 expression is related. SPSS17.end0 software was used for 

statistical analysis. FDG differences between groups were tested by Fisher exact 

test.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SUVmax and Ki-67 was tested by Pe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Log-rank test was used to analyze whether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progression-free survival between different groups. The test level was 0.05.. 

【Results】9 patients with gastric mucosa-associated lymphoid tissue lymphoma 

(24.3%) showed FDG high affinity, ie, FDG uptake. According to Musshoff staging, 

31 patients were IE, 3 patients were IIE, and 3 were IIIE. (61.5%, 8/13) FDG 

affinity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plasma-free tumors (4.2%, 1/24), P 

<0.001. FDG affinity between different groups of tumor size was statistically 

different (t = -3.33, P = 0.008). (Age ≤ 36 years, 36.3 ± 6.7), middle age group 

(45-59 years old, 50.1 ± 4.5), elderly group (≥60 years old, 67.1 ± 4.9), 

different gender (30 cases, 20 males, 17 femaless), early stage (I and II) and 

late stage (III and IV), Helicobacter pylori positive patients (23 cases) and 

negative patients (14 cases) FDG affinity between no significant statistics 

Differences in learning.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Ki-67 expression 

between different groups (t = -5.48, P <0.001). There was a correlation between 

SUVmax and expression rate of Ki67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 0.818, P = 0.007). 

There was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progression-free survival 

curves between different groups (c2 = 11.39, P <0.001). 

【Conclusion】 

FDG affinity of gastric mucosa-associated lymphoid tissue lymphoma is related to 

tumor plasma cell size and tumor size. SUVmax is related to Ki67 expression rate 

and can reflect the proliferation ability of tumor to a certain extent. the 

progression-free survival rate according the FDG affinity is diffe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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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268 

多模态磁共振成像对前列腺外周带弥漫病变的鉴别诊断 

 
王伟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200065 

 

目的 探讨多模态磁共振成像对外周带弥漫前列腺癌和前列腺炎的鉴别诊断价值。方法  回

顾性分析经直肠超声（TRUS）引导下饱和穿刺活检或前列腺根治术后病理证实前列腺病例 33

例，其中前列腺炎 18例，前列腺癌 15例。所有患者均采用 Siemens Verio 3.0 T磁共振扫

描，成像序列包括横断位、矢状位高分辨 T2WI，横断位弥散加权成像（DWI）及动态对比增强

（DCE）扫描。 

结果 前列腺炎 T2WI呈均匀或不均匀低、稍低信号，14例与中央带分界清，包膜完整；DWI呈

稍高或高信号，平均 ADC值为（1.12±0.15）×10
-3
 mm

2
/s；DCE 9例呈速升平台型，6例呈

流入型，3例表现为不均匀强化，可伴有小脓肿或囊肿形成。前列腺癌呈均匀低信号，9例病

灶与中央带分界不清，累及包膜；DWI呈高或稍高信号，平均 ADC值（0.85±0.19）×10
-

3
mm

2
/s，与前列腺炎之间存在统计学差异（t=4.563，P＜0.01）；DCE 10例呈流出型，5例呈

速升平台型。结论  多模态磁共振成像有利于外周带弥漫前列腺癌和前列腺炎的鉴别诊断。 

 

 
EP-0269 

不同计算化高 b 值对外周带前列腺癌 PI-RADS V2 

中 DWI 评分的影响 

 
王伟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200065 

 

目的 探讨不同计算化高 b值对外周带前列腺癌 PI-RADS V2 中 DWI评分的影响。 

材料与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直肠超声（TRUS）引导下前列腺饱和穿刺活检或前列腺根治术后病

理证实外周带前列腺病癌 104例。所有患者均采用 Siemens Verio 3.0T MR扫描，成像序列包

括横断位、矢状位高分辨 T2WI，b=0、50、1000s/mm
2
横断位弥散加权成像（aDWI）及动态对比

增强（DCE）扫描，通过 Matlab后处理计算化合成 b=1000、1400、2000s/mm
2
的 DWI图像

（cDWI）。依据 PI-RADS V2 评分标准对 b=1000、1400、2000s/mm
2
三组 cDWI资料逐一对比分

析，并对各组病灶信号强度比（SIR）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三组 cDWI评 2、5分病例数没有差别，27例 b=1000 s/mm
2
DWI评分 3分的病例中有 9

例（33.3%）在 b=1400 s/mm
2
及 b=2000 s/mm

2
时均升高到 DWI评分 4分，且升高至 DWI 评分

4分的病例与仍为 3分病例之间的病灶 SIR在 b=1400s/mm
2
及 b=2000 s/mm

2
时均有统计差异

（t=2.486, P＜0.05）、（t=3.671, P＜0.05）。升高至 DWI评分 4分的 9例病灶 SIR，在

b=1000 s/mm
2
、b=1400s/mm

2
、b=2000s/mm

2
时两两之间均有统计学差异（P＜0.05），且病灶

SIR均随 b值的升高而增大。 

结论  b≥1400s/mm
2
的高 b值主要影响 DWI评分 3分的病例，但 b=2000s/mm

2
不改变

b=1400s/mm
2
时的 DWI评分, b=1400 s/mm

2
可能更适用于外周带前列腺癌的 PI-RADS V2中 DWI

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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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270 

基于 3.0T 磁共振探究内源性化学交换饱和转移试剂—γ 氨基

丁酸的试管成像 

 
宗晓丹 

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515041 

 

目的：γ-氨基丁酸是大脑内最主要的抑制性神经递质，它的功能可能涉及中枢神经系统几乎

所有信号处理的过程且其含量可能在许多中枢神经系统疾病中发生改变，如抑郁、癫痫、帕金

森、等病症。化学交换饱和转移（chemical exchange saturation transfer）是一种新的

MRI成像方法：间接探测水信号来反应γ-氨基丁酸的变化。既往有关实验在 7.0T场强完成，

本研究着重尝试并希望实现由高场强到低场强转换，为临床研究提供依据。实验探讨了试管模

型中γ-氨基丁酸 cest成像的浓度依赖性效应变化。 

方法：在 GE3.0T磁共振上完成，配制不同浓度 γ-氨基丁酸及其他代谢物溶液（谷氨酸、肌

醇、肌酸及胆碱）的试管模型，在温度与酸碱度统一的情况下，用 GRE序列采集水峰附近

±2.75ppm，以及远离水峰处 S0图像，用磁化传递非对称分析方法计算 cest效应。参数：

TR=67ms，TE=min  flip=15° flip-rfmt=870  pw-rfmt=20ms，研究γ-氨基丁酸在 3.0T

磁共振 CEST成像的浓度临界值、CEST效应与浓度的关系及其他代谢物对 CEST效应的潜在贡

献。所得数据均在 Matlab上处理。 

结果：通过 Z谱分析，偏离水峰 2.75ppm （parts per million）处明显观察到γ-氨基丁酸

的 CEST效应。当 pw-rfmt=20ms、flip-rfmt=870时非对称效应最为明显。图像信号随其浓度

升高而升高，在 2.75ppm处获得的试管中大脑内其他代谢物 CEST图示除谷氨酸外其他代谢物

几乎不显影。 

结论：本实验的第一步试管研究成功实现 γ-氨基丁酸在 3T低场强磁共振及低浓度时的 CEST

特异性成像。是一种无创，无放射性，高时空分辨率的成像技术，下一步进行动物模型验证，

并有望获得活体γ-氨基丁酸脑部分布图，为伴有γ-氨基丁酸浓度变化的多种神经精神类疾

病提供重要信息。 

 

 
EP-0271 

Zoomed IVIM-DWI 在胰腺癌与肿块型胰腺炎 

鉴别诊断中的价值 
 

史瑞华,蒋涛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100020 

 

目的：评估 IVIM-DWI序列在胰腺癌与肿块型胰腺炎鉴别诊断中的价值。 

方法：对 32例胰腺癌患者（男 18人，女 14人，年龄 51.03±3.12）、18例肿块型胰腺炎患

者（男 10人，女 8人，年龄 48.13±2.01）以及 15例健康志愿者进行 MRI扫描。MRI 检查序

列包括轴位 T1WI、轴位 T2WI 以及多 b 值 Zoomed IVIM-DWI(b 值分别为 0, 50, 100, 150, 200, 

400, 600, 800s/mm
2
)。Zoomed IVIM-DWI序列靶向 FOV 为 130×90 mm

2
 ，并行加速因子为

2。IVIM参数图由西门子公司提供的后处理软件获得，从 IVIM参数图测量 D、D*及 f值，运用

单因素方差分析对 3组数据进行分析。 

结果：与常规 DWI序列相比，Zoomed IVIM-DWI序列胰腺图像质量明显提高，能显示出更多解

剖细节。胰腺癌、肿块型胰腺炎以及正常对照组 f值分别为[(13.1±0.2)%，(22.3±4.6)%，

(29.6±3.2)%， P<0.01]，三组间具有显著性差异。胰腺癌、肿块型胰腺炎以及正常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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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值分别为[(9.80±1.20)×10
-3
 、（20.3±2.8)×10

-3
 、(22.1±3.5)×10

-3
 mm

2
/s，

P<0.05]，胰腺癌组 D*显著低于肿块型胰腺炎和正常胰腺，但肿块型胰腺炎与正常胰腺 D*值无

显著性差异。 肿块型胰腺炎、胰腺癌以及正常对照组 D 值分别为 [(85.1±5.6) ×10
-

3
、 (95.0±4.9)×10

-3
 、(98.0±6.3)×10

-3
 mm

2
/s，P<0.05]，肿块型胰腺炎 D值显著低于

胰腺癌与正常对照组，但胰腺癌与正常对照组间无显著性差异。 

结论：在 IVIM-DWI序列中，胰腺癌 f 值和 D*值显著低于肿块型胰腺炎，但肿块型胰腺炎 D

值显著低于胰腺癌。Zoomed-IVIM-DWI序列有助于胰腺癌与肿块型胰腺炎鉴别诊断。 

  

 

 

EP-0272 

基于脑 CT 灌注评估头颈部动脉狭窄后侧支循环情况 

 
许云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200065 

 

目的:应用 320排 CT一站式 CTA-CTP动态容积灌注成像技术，探讨头颈部动脉狭窄后脑血流动

力学改变与侧支循环关系。 

方法:92例经颈动脉 CTA或 CE-MRA及头颅 CTA诊断为单侧颈动脉系统中重度狭窄的患者纳入

本研究中，收集患者的临床基本信息资料及影像学检查资料。所有患者均行脑 CTP检查。经灌

注后处理软件，分别得到相对脑血流量（relative cerebral blood volume，rCBV）图、达峰

时间（time to peak，TTP）图、相对脑血流量（relative cerebral blood flow，rCBF）

图、平均通过时间（mean transit time，MTT）图及灌注参数值。将颈内动脉组和大脑中动脉

狭窄组按侧支循环分级分为良好组和不良组，分析两组间 CTP增加率的变化。 

结果:将颈内动脉（55例）和大脑中动脉（37例）中重度组患者根据侧支循环分级分为良好组

和不良组。颈内动脉侧支循环良好组 41例，不良组 14例；大脑中动脉良好组 15例，不良组

22例。组间年龄、性别及患有高血压、糖尿病患者比例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当 ICA、MCA中重度以上狭窄时，侧支循环不良者发生 CTP阳性概率增加。比较各组组间 CTP

参数增加率，rCBV增加率、rCBF增加率及 MTT增加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TTP增

加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说明侧支循环不良者，TTP增加率较高 

结论:CTA或 CE-MRA联合 CTP，可直观显示血管狭窄部位、程度及责任血管供血区的血流动力

学情况，评价侧支循环情况，可综合评价颈动脉系统狭窄对个体的影响，对临床个体化治疗具

有重要意义。 

 

 

EP-0273 

 基于脑 CT 灌注评估头颈部动脉狭窄 

 
许云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200065 

 

目的 应用 320排 CT一站式 CTA-CTP动态容积灌注成像技术，探讨头颈部动脉狭窄的脑血流动

力学改变，分析头颈部动脉狭窄程度与脑灌注成像表现的关系。 

方法 163例经颈动脉 CTA或 CE-MRA及头颅 CTA诊断为单侧颈动脉系统狭窄的患者纳入本研究

中，收集患者的临床基本信息资料及影像学检查资料。所有患者均行脑 CTP检查。经灌注后处

理软件，分别得到相对脑血流量 rCBV图、达峰时间 TTP图、相对脑血流量 rCBF图、平均通过

时间 MTT图及灌注参数值。根据头颈部动脉狭窄程度将头颈部动脉分为轻度、中度及重度狭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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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对各组灌注表现进行定性和定量研究，分析各灌注参数中的敏感性指标；分析单侧头颈部

动脉狭窄程度与灌注参数的相关性。 

结果 80例颈内动脉狭窄患者纳入本研究，年龄 44-90岁，分为三组。其中轻度组 25例。中

度组 41例。重度组 14例。83例大脑中动脉狭窄患者纳入本研究，年龄 44-90岁，分为三

组。轻度组 46例。中度组 12例。重度组 25例。组间年龄、性别及患有高血压、糖尿病患者

比例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各组间灌注参数图的定性、定量诊断显示，共 21例颈

内动脉狭窄和 33例大脑中动脉出现灌注异常，颈内动脉狭窄患者患、健侧 TTP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大脑中动脉狭窄患者患、健侧 rCBV、MTT、TTP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颈内动脉狭窄程度与患、健侧 rCBV增加率、rCBF 增加率、MTT增加率无相关性(P＞
0.05)，与患、健侧 TTP增加率有相关性（P＜0.05）。而大脑中动脉狭窄程度还与患、健侧

rCBV增加率、MTT增加率有相关性（P＜0.05＝。   

结论 CTP是评价颈动脉系统狭窄后脑组织血流动力学改变的敏感方法，其中 TTP是评价脑灌

注异常的最敏感指标，与动脉狭窄程度呈正相关。 

 

 
EP-0274 

靶向 β 淀粉蛋白的顺磁性纳米胶束的构建与体外结合力研究 

 
吴佳琪 

上海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200065 

 

目标：构建以纳米级顺磁性物质 MZF为核心，两亲性聚合物为表面涂层，Aβ蛋白特异性探针

PiB为修饰的纳米胶束，并通过体外实验评估该纳米胶束与目标蛋白靶向结合的能力，从而达

到早期检测 Aβ蛋白的目的。 

方法： 

1. 构建以纳米级顺磁性物质 MZF为核心，两亲性聚合物为表面涂层，Aβ蛋白特异性探针 PiB

为修饰的纳米胶束。 

2. 理化特性和生物学性质测定：通过透射电镜 TEM检测纳米胶束的形貌和粒径，3.0T 磁共振

扫描测定 MZF-PiB胶束的横向弛豫率 r2。为了评估纳米胶束的生物相容性，本研究将 SH-SY5Y

细胞和 MDCK细胞与 MZF胶束和 MZF-PiB胶束共同孵育，测定不同时间点各组细胞的活性。组

织分布则是通过测定小鼠尾静脉注射前后不同时间点各组织内的铁含量来反映。 

3. 与目标蛋白靶向结合的能力测定：通过基于酶联免疫吸附的纳米胶束靶向结合力检测和免

疫组化染色结果分析对 MZF-PiB胶束与目标蛋白靶向结合的能力进行评估。 

结果： 

1. MZF胶束和 MZF-PiB胶束呈均匀分散的类圆形纳米晶体结构，粒径分别为 107 nm和 112 

nm。 

2. 经测定 MZF-PiB胶束 r2=163.11 mM
-1
S
-1
，高于曾被 FDA批准应用于临床的 MR负性对比剂菲

立磁，对 T2弛豫的衰减有显著作用。 

3. 当纳米胶束与 SH-SY5Y细胞和 MDCK细胞孵育 24 h和 48 h后，各组细胞存活率均大于

85%，因此认为 MZF胶束和 MZF-PiB胶束均具有较好的生物兼容性。 

4. 根据组织分布检测结果初步认为 MZF-PiB胶束主要由肝脏的内皮网状系统代谢，而其他组

织如：肾脏、肺及肌肉并非胶束的主要代谢部位。 

结论： 

分子探针 MZF-PiB胶束在体外试验中表现出了较好的理化特性和生物学性质，对目标蛋白—

Aβ蛋白具有较高的亲和力，因此 MZF-PiB胶束对在体示踪 Aβ斑块有着巨大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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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275 

磁共振扩散加权成像在直肠肿瘤性病变诊断中的价值 

 
姬国敏

1
,王锡臻

2
 

1.故城县医院 

2.潍坊医学院附属医院 

 

目的：1、探讨磁共振扩散加权成像(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 DWI)及表观扩散系数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ADC)在直肠肿瘤性病变中的诊断价值。2、通过与病理学

结果对照分析，比较直肠癌转移性淋巴结与非转移性淋巴结之间 ADC值的差异。 

材料与方法：直肠肿瘤病人 50例，其中男性 42例，女性 18例。其中腺瘤 3例，腺癌 36例

（中分化腺癌 30例，低分化腺癌 6例），粘液腺癌 7例，淋巴瘤及间质瘤各 2例。分别测量

病灶的 ADC值及直肠癌病例中所见≥5mm 的淋巴结的 ADC值。对不同病理类型直肠肿瘤的转移

性淋巴结与非转移性淋巴结的 ADC值进行比较及统计学分析。 

结果：1、直肠中分化腺癌、低分化腺癌、粘液腺癌、腺瘤、淋巴瘤和间质瘤的 ADC值组间两

两比较：(1)直肠淋巴瘤的 ADC值明显低于直肠癌、直肠腺瘤，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淋巴瘤与间质瘤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2)直肠腺瘤 ADC值低于粘液腺癌

(P<0.05)，与间质瘤、腺癌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3)间质瘤 ADC值低于粘液腺癌

(P<0.05)，与淋巴瘤、腺癌、腺瘤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4)粘液腺癌 ADC 值高于

中分化腺癌(P<0.05)，与低分化腺癌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中分化、低分化腺癌之

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2、直肠癌病例转移性淋巴结与非转移性淋巴结的 ADC 值存在

重叠，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1、扩散加权成像对不同病理类型的直肠肿瘤有一定的鉴别诊断价值，结合常规 MRI检

查有助于鉴别诊断。2、DWI 检测淋巴结敏感性较高，但仅靠 DWI信号强度及 ADC值来准确预

测淋巴结转移有一定限度。 

 

 

EP-0276 

基于 CT 纹理特征的放射组学方法评估阿帕替尼治疗非小细胞

肺癌患者的疗效 

 
洪之海

1
,陈峰

1
,赵琼 彭玲 王懿娜 叶香华

1
,庞佩佩 李昕

2
 

1.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2.通用中国电气医疗 

 

 

背景：阿帕替尼为靶向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受体-2（VEGFR-2）的新型小分子药物，目前正在多

种肿瘤中进行临床研究。本研究的目的是根据实体瘤疗效评价标准（RECIST），评估阿帕替尼

治疗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临床试验的疗效，应用基于治疗后肺部 CT 纹理分析的放射组

学方法进行评价。               

方法：本研究属在研的多中心 III 期阿帕替尼 ANSWER 研究（NCT 02332512），本中心共入组

19 例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根据 RECIST 标准被归类为反应者（CR、PR）和无反应者（SD、

PD）。在非小细胞肺癌治疗后得靶病变区域提取 CT 纹理特征，通过 Lasso 回归建立模型，以

区分反应者和非反应者。应用 ROC 模型分别在内部和独立验证队列中对所建模型的效能进行

了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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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共进行了 108 次 CT 扫描，随机选择 75 次扫描作为内部验证组（70%），其余 33 次扫

描（30%）作为独立的验证组。共提取了 384 个 CT 纹理参数，最后选取了 21 个参数进入模

型。ROC 曲线下面积（AUC）在内部验证组为 0.903，独立验证组为 0.714。               

结论：根据治疗后的 CT 纹理特征建立的放射组学判别模型，在阿帕替尼治疗 NSCLC 后区分反

应者与无反应者上具有良好的鉴别效能。 

 

 
EP-0277 

两种磁共振技术对急性创伤性脑损伤的谷氨酸成像研究 

 
毛义菲

1
,庄泽锐

1
,陈彦孜

1
,张晓磊

2
,沈智威

1
,沈苑玉

1
,陈苗苗

1
,马希伦

1
,吴仁华

1
 

1.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2.汕头大学医学院 

 

目的：创伤性脑损伤（TBI）是全世界共同关注的公共安全问题，其后遗症造成了巨大的经济

损失。谷氨酸（Glu）在急性 TBI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我们利用化学交换饱和转移

（CEST）技术对急性轻中度 TBI（< 1周）的病人进行谷氨酸成像，并通过磁共振波谱（MRS）

技术进一步验证谷氨酸的变化，从而探究 TBI急性期的谷氨酸变化情况以及 CEST技术在评估

TBI预后方面的独特性。 

方法：34个轻中度 TBI病人及 17个健康志愿者最终完成了所有的实验项目。我们在 3T磁共

振扫描仪对所有受试者进行 GluCEST及 MRS成像研究。在 TBI一个月后，我们又对所有病人进

行蒙特利尔认知评估（MoCA）。根据 MoCA评分评估病人认知功能预后，将其分为预后好的

TBI组及预后差的 TBI组。GluCEST数据采用 Matlab 7进行处理，得到 GluCEST%值。MRS 通过

LCModel 软件处理，获得谷氨酸绝对浓度（[Glu]）。 

结果：与健康对照组相比，TBI病人组的 GluCEST%值与[Glu]均明显升高（p＜0.05）。与健康

对照组以及认知功能预后好的 TBI组相比，在枕叶灰质区（OGM）及双侧顶枕叶脑白质区

（PWM），GluCEST%值与[Glu]仅在认知功能预后差的 TBI组出现显著的升高（p＜0.05），而

在健康志愿者组与认知功能预后好的 TBI组之间没有显著性差别（p＞0.05）。GluCEST%值与

[Glu]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性，进一步证明 GluCEST的变化是由于谷氨酸浓度的变化所引起

的。 

结论：1.利用 GluCEST技术获取脑内谷氨酸浓度的区域变化情况、诊断 TBI具有可行性。2.在

轻中度 TBI急性期，大脑中的谷氨酸具有明显升高的趋势，并且谷氨酸浓度的升高与伤后短期

内的认知功能预后密切相关。3.GluCEST成像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神经分子影像学方法，用

于指导 TBI治疗及康复方案的决策，从而改善患者预后。 

 

 

EP-0278 

概述 Micro-CT 在肿瘤方面的应用 

 
杨晓东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0001 

 

Micro-CT 是一种新型的采用 X 射线成像原理进行高分辨三维成像的设备，近年来更多地用于

小动物活体成像，药物开发，肿瘤病理学和基因显型的研究。本文紧紧围绕 micro-CT在肿瘤

领域的应用进行综述，对近年来 micro-CT在肿瘤方面的应用进行的系统回顾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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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279 

神经干细胞移植改善阿尔兹海默症小鼠认知行为的研究 

 
郭屹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200065 

 

目的：研究神经干细胞移植对阿尔兹海默症小鼠认知行为的影响。 

方法：采用 12月龄 24只 APP／PS1双转基因鼠随机分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10只，治疗组

予移植神经干细胞，对照组予移植等量磷酸缓冲液。移植前及移植 5周后采用水迷宫检测小鼠

的行为学指标，采用蛋白印记法检测小鼠脑中 TLR-4、IL-6表达情况。 

结果：行为学检测显示移植后小鼠逃避潜伏期较移植前、对照组明显缩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移植后小鼠平台停留时间、穿越平台次数也较移植前、对照组明显增加，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蛋白印记检测显示移植后治疗组 TLR-4、IL-6表达较对照组减低，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本研究提示神经干细胞移植能够改善阿尔兹海默症小鼠的认知行

为，其可能的机制是通过抑制颅内炎症反应来实现的。 

 

 
EP-0280 

PiB 修饰的磁性纳米颗粒对阿尔茨海默病淀粉斑块 

的体外早期检测 

 
曾嘉齐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200065 

 

目的 构建特异性结合阿尔茨海默病（AD）病理标记物β淀粉（Aβ）斑块的靶向磁性纳米颗

粒，并探究其与 Aβ斑块体外结合的能力。 

方法 采用纳米级锰锌铁氧体 Mn0.6Zn0.4Fe2O4，以两亲性星型嵌段共聚物进行包覆，负载 Aβ特

异性探针匹茨堡复合物 B（PiB），构建新型靶向 Aβ斑块的磁性纳米颗粒，透射电镜、傅里

叶变换红外波谱检测其形态学及结构，3.0T MRI扫描测量 T2值，通过计算 r2弛豫率评估其超

顺磁性，细胞毒性实验评估该纳米颗粒的生物安全性，酶联免疫吸附试验、6月龄 AD小鼠脑

片免疫组化染色检测其体外结合 Aβ的能力。 

结果 MZF-PiB纳米颗粒成功构建，透射电镜显示其粒径约 100nm，r2弛豫率约为 163.11mMS
-

1
，对细胞活性无显著影响（p＞0.05）。体外结合实验显示纳米颗粒可与 Aβ斑块特异性结

合，被检出斑块最小尺寸约 30μm。 

结论 PiB修饰的靶向磁性纳米颗粒具有良好的生物安全性和优良的顺磁性，具有体外检测 Aβ

斑块能力和早期诊断 AD的潜力。 

  

 

EP-0281 

糖尿病合并脑梗死患者颈动脉粥样斑块 MR 特征分析 

 
郝培培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200065 

 

目的：运用磁共振（MR）管壁成像技术，探讨糖尿病合并脑梗死患者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特征

和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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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入选经影像学（CT或 MR）证实脑梗死患者 102例，根据诊断分为 A组（糖尿病）44

例，B组（非糖尿病）58例，并进行高分辨率颈动脉管壁 MR成像（QIR_T1WI，MDIR_T2WI，

3D_TOF，3D_MPRAGE），运用专用血管分析软件进行斑块形态分析，定量斑块负荷和内部成

分，测量指标包括：纤维帽的完整性，钙化、出血和坏死脂核的大小，管壁厚度、管壁标准化

指数和管腔狭窄率，比较两组人群的颈动脉粥样病变特征的差异。 

结果：A、B 组管腔面积（㎜²)为（44.05±15.14、47.35±15.83，p=0.287），管壁厚度 (mm)

（2.82±1.86、2.62±1.83，p=0.598），PWV(mm
3
)（40.07±11.01、38.08±10.36，

p=0.356），即 A、B组的血管负荷没有差异性。在斑块成分分析中，A、B组坏死脂核[n](%)

（31 (70.5%)、29(50%)，p=0.030），出血 [n](%)（4 (9.1%)、5(8.6%)，p=0.600），钙化 

[n](%)（18 (40.9%)、25(43.1%)，p=0.493），两组在斑块成分中坏死脂核的大小存在差异性

p＜0.05。A、B组的管腔狭窄率没有差异性，即（p=0.247，＜0.05）；斑块在两组中的存在

没有差异性，即（p=0.137，＜0.05）。 

结论：糖尿病合并脑梗死患者的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具有坏死脂核的成分含量多的特

征，多序列 MR管壁成像技术对颈动脉粥样硬化病变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对糖尿病促脑卒中风

险防治具有临床价值。 

 

 
EP-0282 

双源 CT 对诊断冠心病及心肌缺血的研究 

 
郝培培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200065 

 

目的：利用双源 CT冠状动脉性心脏病患者，心脏 CT冠状动脉狭窄严重程度的准确评估，冠心

病患者存活心肌的评价，心脏“一站式检查”。 

方法：收集 2013年 2月至 2014年 2月行双源 CT心脏检查，同时做过冠状动脉造影（CAG）的

患者 119例，共有冠状动脉 476支，分析冠状动脉 CTA诊断不同程度狭窄的敏感性、特异性、

阳性预测值及阴性预测值。38例行心肌显像，其中 4例行 PET，评估冠心病患者存活心肌的双

源 CT分析患者的价值。心肌图像按 17段分段法重建，对强化后的心肌密度进行测量，并记录

CT值，结合 SPECT及 PET检查结果，对冠状动脉供血区的心肌密度进行定量分析。 

结果：96例中 119例，1级的图像质量，图像质量 2级 19例，4例（3.1%）3级的图像质量，

图像质量差的主要原因是搏动伪影和呼吸伪影。所有 1级、2级分支，绝大部分的 3级分支和

部分的 4级分支可以得到良好的显影。双源 CT诊断不同冠状动脉狭窄的敏感性、阳性预测

值、特异性、阴性预测值最大可达 44.6%、68%、95.7%、97.4%。38例患者在一周内均接受了

状动脉 CTA及心脏 SPECT检查，其中 4例还进行了 PET检查。CT图像重建后，38例患者，共

640个心肌节段的图像，对应的 SPET阳性结果，阳性面积测量心脏密度：（25.25±17.68）

HU。4例搭桥术前的患者对照 PET及 SPECT检查结果，得出双能量心肌灌注检查心肌活性的特

异度达到 65%，异常心肌密度包括 VNC、OL分别为：57.51±29.25、0.24±13.91。VNC代表虚

拟平扫时的组织密度，OL(Overlay Value)代表组织增强程度，某个区域组织 OL值越大，提示

其强化越明显。 

结论：双源 CT评价冠状动脉狭窄的断价值高冠状动脉疾病筛查具有重要的床意义。双源 CT冠

状动脉造影过程中,综合评价冠状动脉和心肌增强图像在定程度上反映了肌血液供应,为临床治

疗诊所提供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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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283 

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管腔狭窄度测量方法的研究 

 
郝培培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200065 

 

目的： 

通过比较冠脉狭窄程度的自动测量与目测手动测量的差异性；探究 CT对冠脉粥样硬化管腔狭

窄水平的最好的测量方法。 

方法： 

收集 2013年 1月至 3月在我院同时行冠脉造影和心脏 CTA检查的患者 20例。在冠状动脉标准

的基础上，将检查美国心脏协会制定，忽视小树枝末端，使用的方法 10修改版。记录冠脉造

影对存在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分支的狭窄度测结果，并按照冠心病冠状动脉狭窄程度分级。利用

后处理自动测量管腔狭窄度的软件对存在冠脉粥样硬化的管腔进行分析测量，同时记录狭窄程

度。最后用目测手动法进行狭窄管腔的测量，保证腔狭窄程度=（狭窄侧靠近心脏和血管内径

正常 - 直径）/窄边靠近心脏和血管内径正常×100％。测量结果与测量结果冠状动脉造影比

较两种测量方法。 

结果： 

手动测量与自动测量两种测量方法对于不同狭窄程度的管腔的敏感性亦不相同，手动测量方法

对于狭窄程度为小于 25%、25%~50%、50%~75%、大于 75%的管腔的敏感性分别为：92.9%、

37.5%、33.3%、46.1%；自动测量法对于狭窄程度为小于 25%、25%~50%、50%~75%、大于 75%的

管腔的敏感性分别为：85.7%、25%、55.6%、46.1%。自动测量对狭窄程度＞75%的特异性为

94.4%，手动测量对狭窄程度＞75%的特异性为 87%，自动测量法对重度狭窄的冠状动脉的测量

特异性明显优于手动测量法。 

结论： 

利用自动测量在测量多发钙化及中重度狭窄管腔时，其特异性稍优于手动测量法，合理利用测

量方法能够提高冠状动脉狭窄程度的准确性。 

 

 
EP-0284 

磁共振 T1-mapping 量化分析温度对纳米造影 

剂纵向弛豫率的影响 

 
何芳菲,王昱青,甘雅玲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100190 

 

目的：大量核磁造影剂实验结果表明纳米造影剂纵向弛豫率受温度影响较大，而造影剂在体外

和体内存在温度差。本研究通过磁共振 T1-mapping方法计算不同温度下纳米造影剂的纵向弛

豫率，以期定量评价纳米造影剂纵向弛豫率与温度的关系。 

方法：造影剂体外成像利用磁共振 T1-mapping方法同时测量 6个温度(50,40,30,20,10,0℃)

下 5只不同浓度纳米造影剂的各自的纵向弛豫值 R1。采用多 TR的 SE序列

matrix=128×128,FOV=3.0×3.0cm,slice thickness=1mm, 

TR/TE=3000,1500,1000,500,335/5.9ms, ETL=2, NEX=1, FA=90。R1计算公式如下：SI= 

M0*[1-e
(-TR*R1)

], M0为磁化矢量，R1为纵向弛豫值。采用线性拟合计算每个温度下纳米造影剂的

R1与浓度之间的对应关系即：纵向弛豫率 r1，在此基础上利用线性拟合计算 r1和温度的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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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体外检测每个温度下纳米造影剂的 r1分别是：r150℃=4.6(mM·s)
-1
 ，

r140℃=5.548(mM·s)
-1
，r130℃=6.773(mM·s)

-1
，r120℃=8.231(mM·s)

-1
，r110℃=9.551(mM·s)

-1
，

r10℃=10.65(mM·s)
-1
，温度和 r1的对应关系为：r1t=10.684.6(mM·s)

-1
-

0.1249*t4.6(mM·s·℃)
-1
。 

结论：本研究发现，纳米造影剂的纵向弛豫率随温度升高而降低，两者成线性关系，利用这种

线性关系可以修正造影剂在体内成像时的纵向弛豫率。这将可以更准确的动态评价造影剂的生

物分布和代谢。 

 

 
EP-0285 

国产 128 层 CT 心肌桥形态功能学的临床研究 

 
成水华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200065 

 

目的：基于国产 128层 CT冠状动脉成像，分析心肌桥形态功能学的变化，探讨其于心肌桥的

临床诊断价值。 

方法：收集 2016年 5月至 2017年 2月接受国产 128层 CCTA检查诊断心肌桥的患者的影像资

料。评价不同类型心肌桥患者壁冠状动脉在舒张期、收缩期管径变化及舒张早、中期 FFRCT值

差异，探讨不同类型心肌桥形态功能学意义。 

结果：1、40例患者，共检查出 48处心肌桥，平均长度为（2.02±1.02） cm（0.5～5.2）

cm，其中表浅型心肌桥 26处，纵深型心肌桥 22处。浅心肌桥组舒张期及收缩期壁冠状动脉段

平均管径分别为 1.93mm 及 1.71mm，深心肌桥组舒张期及收缩期壁冠状动脉平均管径分别为

2.21mm 及 1.63mm，两组心肌桥舒张期及收缩期管径差值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08）。2、两组心肌桥在舒张中期的 FFRCT值不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两组在舒

张早期及两期差值∆FFRCT均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并且舒张早期 FFRCT均值小于舒张中

期。 

 结论：CCTA结合 FFRCT在心肌桥的应用，有助于了解不同类型心肌桥形态学差异及血流动力

学变化的意义，为临床诊治心肌桥提供重要信息。 

  

 

 
EP-0286 

国产 128 层 CT 冠状动脉形态功能学的临床研究 

 
成水华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200065 

 

目的：分析国产 128层 CT冠状动脉成像在冠心病冠状动脉狭窄血流储备分数变化敏感性、特

异性及对临床的诊断价值。 

方法：FFRCT值，接受 CAG检查的部分患者接受有创 FFR检查，分别以 CAG、FFR结果为参考标

准，评价 CTA及 FFRCT对于冠心病的诊断价值。 

结果：以 CAG结果为参考标准，CCTA≥50%准确性、敏感性、特异性、阳性预测值及阴性预测

值分别是 91.0%、93.6%、88.9%、87.4%、94.4%。以 FFR为标准，在血管水平，FFRCT准确性、

敏感性、特异性、阳性预测值及阴性预测值分别为 94.7%、95.8%、92.9%、95.8%、92.9%。 

结论：CCTA结合 FFRCT通过无创 CT检查明确冠心病冠状动脉狭窄程度及血流动力学的改变情

况，为临床干预治疗冠心病提供有力信息。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676 

 

EP-0287 

基于 THz 波谱的胶原蛋白定量及定性检测方法初探 

 
袁杰

1
,詹松华

1
,姚振威

2
,周涛

3
 

1.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2.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3.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 

 

目的：研究表明，肿瘤的浸润和转移与肿瘤组织的胶原纤维有重要的关系。但是目前对于胶原

蛋白的精确定量及定性测定缺乏有效方法。太赫兹波（Terahertz，THz）通常指频率从

100GHz（0.1THz）～10THz 之间的电磁波，对应的波长为 3mm～30um。许多生物分子，细胞和

组织在 THz频段具有相对应的响应谱，利用 THz波可进行鉴别和定量工作。本实验拟应用太赫

兹波谱探索胶原蛋白定性及定量新方法。  

实验材料与方法 应用四种组织：猪跟腱、皮肤、脂肪及我院外科结肠癌标本。1、将猪跟腱、

皮肤及脂肪组织切成 1毫米厚度，用聚氯乙烯薄板固定，进行 THz透射光谱实验。测定后的组

织进行 HE染色及 Masson染色。2、将外科切除的结肠癌标本用石蜡固定后，切成 1毫米厚

度，用聚氯乙烯固定进行 THz透射光谱实验。将透射实验阳性的部分（有明显吸收峰的位置）

进行 HE染色及 Masson染色。将 Masson染色的组织应用 Imagepro Plus 进行胶原半定量分

析。将有明显 THz吸收峰的组织进行定量分析。应用重复样本测量分析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通过 THz光谱实验的谱线，我们可以看到猪的跟腱、皮肤及结肠癌富含胶原纤维的组

织，在 243-410 GHz频段有明显吸收峰。作为不含胶原蛋白的脂肪组织则没有明显吸收峰。

Masson 染色测得的胶原含量与 THz 谱线测得的胶原含量分别为：猪跟腱 (79.20% vs 81.41%), 
猪皮肤 (98.32% vs 96.11%), 猪脂肪 (0 vs 0.30%) ，猪肌肉(3.02% vs 4.08%), 人结肠癌 

(52.40% vs 51.38%). 
结论 THz光谱作为一个敏感性及特异性较高的新技术，有可能成为胶原蛋白定量及定性检测

中的重要方法。本实验样本量尚不足，进一步实验将会扩大样本量。 

 

 
EP-0288 

Measurement of Collagen in Biological Specimens using 

Terahertz Spectroscopy 

 
YUAN JIE

1
,ZHAN SONGHUA

1
,YAO ZHENWEI

2
,ZHOU TAO

1
 

1.Shuguang Hospital Affiliated with Shangha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2.Hua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3.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ackground: Terahertz (THz) spectroscopy has been attracting increasing attention 

in recent years, especially in the biomedical field. Collagen is highly expressed 

in a variety of cancers where it favors tumor growth and progression. Despite the 

biological importance of collagen,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studies on its 

biology have been lacking. In this study, we aimed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of 

THz spectroscopy for the analysis of collagen in normal and cancerous tissue 

specimens.   

Materials and Methods: We used five kinds of tissue specimens in this study. These 

were porcine tendon, skin, muscle and fat, as well as human colon cancer. In 

addition to THz spectroscopy, hematoxylin/eosin and the traditional Mas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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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ining were performed according to standard histopathological procedures to 

visualize collagen fibers. THz data was compared with the Masson staining data. 

Results: The spectra showed a striking contrast between tissues lacking collagen 

(e.g., fat, muscle) and collagen-rich tissues (e.g., tendon, skin and colon cancer) 

at around 243GHz to 410 GHz. 

Conclusions: This study demonstrates the potential of THz spectra to perform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collagen in biological specimens and 

encourages further studies to determine th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of the 

technique. 

 

 
EP-0289 

颅内不典型部位表皮样囊肿 MRI 表现及病理对照研究 

 
汤翔宇,朱文珍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 探讨颅内不典型部位表皮样囊肿(atypical intracranial epidermoid cysts)的 MRI表

现及病理基础，提高影像诊断的准确性。方法 回顾性收集 28例经手术病理证实的颅内不典型

部位表皮样囊肿的 MRI检查资料及组织病理结果，28例均行 MRI平扫，其中 10例行 DWI检

查,16例行 MRI增强检查。然后总结其影像学表现特点及与组织病理学的关系。结果 28例颅

内不典型部位表皮样囊肿中位于硬膜外 8例、脑实质 12例、脑室 6例、岩骨尖 2例。8例硬

膜外肿瘤信号复杂多样，T1、T2、DWI信号均高低不等，增强扫描囊肿不强化。20例非硬膜外

不典型部位（脑实质内+脑室内+岩骨尖内）的肿瘤 MRI均以长 T1、长 T2信号为主，混杂不等

量的点条片状等 T1、等 T2 信号影，DWI均呈不均匀高信号。MRI增强扫描脑室内的肿瘤未见

强化，而脑实质内及岩骨尖的肿瘤边缘可见断续条状强化。组织病理学显示本组中硬膜外表皮

样囊肿内容物以角化物为主，大体标本呈豆腐渣状，而非硬膜外不典型部位表皮样囊肿内容物

以胆固醇结晶为主，大体标本呈腊块状或结晶样。结论 颅内不典型部位表皮样囊肿的 MRI表

现不同，深刻理解其病理基础，对病变诊断及鉴别诊断有重要价值。 

 

 

EP-0290 

GE11 多肽对表皮生长因子受体阳性的乳腺癌脑转移瘤的靶向

性研究 

 
李琳

1
,聂芳

2
,杨健

2
,张建琼

3
,滕皋军

2
 

1.无锡市人民医院 

2.江苏省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3.江苏省东南大学微生物与免疫重点实验室 

 

目的 探讨 GE11多肽对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阳性的乳腺癌脑转移瘤靶向结合的可行性，

为构建特异性靶向乳腺癌脑转移瘤的分子探针寻找合适的靶向基团。 

方法 应用 Western blot及流式细胞学方法检测人三阴性乳腺癌脑转移细胞株（MDA-MB-231-

BR）的 EGFR的表达，采用细胞免疫荧光染色及流式细胞学方法检测荧光标记的 GE11多肽对

MDA-MB-231-BR细胞株的体外靶向结合特性，并利用皮下荷瘤鼠进行活体水平靶向性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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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Western blot及流式细胞学检测结果显示 EGFR在 MDA-MB-231-BR细胞株中表达比例为

88.6%，呈明显高表达。流式细胞检测结果显示，10μmol/L 浓度 GE11多肽与 MDA-MB-231-BR

细胞结合比例为 38.4%，结合比例明显高于相同浓度的对照肽；细胞荧光染色结果显示 GE11

多肽与细胞共孵育后可检测出更强的荧光信号，并且结合具有剂量及能量依赖性。活体实验结

果显示 GE11多肽在肿瘤部位有较强的信号，其他组织信号较弱。 

结论 GE11多肽与 EGFR阳性的乳腺癌脑转移瘤具有特异性靶向结合特性，为进一步构建靶向

乳腺癌脑转移瘤的分子探针奠定了基础。 

 

 
EP-0291 

靶向 EGFR 分子探针在乳腺癌脑转移瘤诊断中的应用研究 

 
李琳

1
,聂芳

2
,杨健

2
,张建琼

3
,李聪

4
,滕皋军

2
 

1.无锡市人民医院 

2.江苏省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3.江苏省东南大学微生物与免疫重点实验室 

4.上海复旦大学药学院 

 

目的 本研究旨在通过构建一种靶向乳腺癌脑转移瘤 EGFR 的可跨越血脑屏障的双模态分子成

像探针，对乳腺癌脑转移瘤进行实时、无创成像，以期实现对乳腺癌脑转移的早期诊断。 

方法 本实验以 PAMAM树枝状分子为载体，GE11为 EGFR分子靶向肽，Angiopep2为脑靶向肽，

Gd
3+
-DTPA为 MR显像剂，IR783为近红外荧光显像剂，设计并合成一种可跨越血脑屏障的靶向

EGFR的磁共振/光学双模态分子成像探针。利用人三阴性乳腺癌脑转移细胞株（MDA-MB-231-

BR）、人胶质瘤细胞株（U87）及乳腺导管癌细胞株（BT-474）体外验证该分子探针靶向 EGFR

的特异性；利用三阴性乳腺癌脑转移细胞株 MDA-MB-231-BR构建乳腺癌脑转移瘤荷瘤鼠模型，

并通过 MR和近红外成像进行分子探针的活体分子成像。 

结果 1）细胞免疫荧光染色实验结果显示，相同浓度探针与细胞共培养后，Den-Angio-GE11

探针组显微镜下可观察到较多的探针红色荧光信号。 

2）流式细胞学检测结果显示，当探针浓度为 5µmol/L 时，乳腺癌脑转移细胞株 MDA-MB-31-BR

与 Den-Angio-GE11探针组细胞结合比例显著高于对照探针组（P<0.05）。 

3）乳腺癌脑转移细胞株 MDA-MB-231-BR体外磁共振及近红外成像结果显示 Den-Angio-GE11探

针组信号强度显著高于对照探针组。 

4）乳腺癌脑转移瘤荷瘤鼠活体近红外结果显示注射探针 2h后，荷瘤鼠活体头部荧光信号达到

高峰，且 Den-Angio-GE11探针组荷瘤鼠头部荧光信号显著高于对照探针组。 

5）乳腺癌荷瘤鼠活体磁共振成像结果显示注射分子探针 5min后，Den-Angio-GE11探针组脑

转移瘤 T1WI序列可见增强，对照探针组未见明显强化。 

结论 可跨越血脑屏障的靶向 EGFR的磁共振/光学双模态分子成像探针成功实现乳腺癌脑转移

瘤荷瘤鼠的活体近红外及磁共振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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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292 

基于分子影像的上转换荧光纳米探针对于乳腺癌淋巴结转移

诊断的研究 

 
文玲

1,2
,胡春洪

1
,高明远

2
 

1.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苏州大学 

 

目的：借助纳米分子影像探针，对不同时期乳腺癌淋巴结转移情况进行优势互补的多模态精确

诊断，从而实现对不同时期乳腺癌淋巴结转移情况的精确诊断。 

方法：首先，我们采用足垫注射肿瘤细胞的方式建立乳腺癌淋巴结转移模型。其次，采用高温

热分解和配体交换法制备的上转换荧光纳米探针 NaGdF4:Yb,Er@NaGdF4，通过上转换荧光成像

和 SPECT/CT成像来研究不同时期的淋巴结转移，最后通过免疫荧光实验探索淋巴结内探针的

分布情况。 

结果：NaGdF4:Yb,Er@NaGdF4纳米探针成功地诊断了早、中、晚期的乳腺癌淋巴结转移，活体

即可清晰的区分存在转移的淋巴结。进一步研究发现，NaGdF4:Yb,Er@NaGdF4纳米探针呈环状

分布在转移的淋巴结边缘，清晰显示肿瘤边界，这一研究成果为临床手术准确切除淋巴结转

移、避免过分的清扫淋巴结提供了强有力的参考 

结论：利用多模态分子影像技术，成功诊断了不同时期的乳腺癌淋巴结转移，清晰显示转移瘤

的边界。 

 

 

EP-0293 

射频加热增强间充质干细胞引导下自杀基因治疗胰腺癌的疗

效 

 
骆靖峰,朱亚莉,周飞,姜少杰,何杰,孔祥磊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310016 

 

目的 胰腺癌是一类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疾病。传统的手术治疗方法由于难以界定肿瘤边界常

导致肿瘤复发，而放、化疗的方法又因为肿瘤细胞迅速产生耐药性而变的更难作进一步的治

疗。以自杀基因为代表的基因药物可以间充质干细胞由于自身向肿瘤的趋向性，可以作为基因

药物的载体靶向到肿瘤部位，从而实现对胰腺癌的精准治疗。射频温和加热在其它肿瘤中已经

实现了增强化疗疗效的目的，因此在胰腺癌中利用射频加热来增强间充质干细胞介导的自杀基

因治疗疗效意义重大。 

方法 从大鼠骨髓中分离得到间充质干细胞，并通过 CD90，CD29，CD45和 CD54分子标志的流

式分析来鉴定原代培养的大鼠骨髓间充质干细胞。以大鼠骨髓来源的间充质干细胞作为自杀基

因 HSV-TK运载体（RMSC-TK），在胰腺癌细胞株 BXPC3和 CFPAC1中加入 1:1比例的 RMSC-TK, 

并加入 TK基因的作用底物更昔洛韦(GCV)，在射频加热组中则利用射频仪将 RMSC-TK+BXPC3 及

RMSC+CFPAC1组分别加热到 45度。在 3天后，利用 ANNEX-V法对 RMSC-TK对胰腺癌的杀伤作

用进行评估。 

结果 从大鼠骨髓中分离得到的原代间充质干细胞通过表面分子的鉴定证实 CD90,CD29,CD54阳

性率均达到了 99%以上，CD45 则为阴性。在胰腺癌细胞株 BXPC3和 CFPAC1中加入 1:1 比例的

RMSC-TK,用 GCV作用 3d后相对于正常 BXPC3及 CFPAC1其凋亡比例显著增加，利用射频温和加

热到 45度后，其杀伤效果增加更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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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大鼠骨髓来源的间充质干细胞携 TK基因在底物 GCV的作用下可以实现对胰腺癌细胞

BXPC3和 CFPAC1的显著抑制。在利用射频温和加热后更增强了 TK基因对胰腺癌细胞的杀伤效

果。这为进一步研发射频加热结合间充质干细胞介导下的自杀基因 HSV-TK治疗胰腺癌的综合

治疗技术奠定了基础。 

 

 

EP-0294 

相变型多功能纳米粒检测动静脉血栓 

及靶向溶栓的体内外研究 

 
徐杰,郭大静,周君,钟毅欣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放射科 400010 

 

目的：血栓性疾病是全球范围内致死率最高的疾病
1
，单模态对比剂提供的信息十分有限

2
。拟

研发一种集诊疗于一体的多功能纳米粒，在提供丰富的血栓影像信息的同时溶解血栓。 

方法：应用三步乳化法及碳二亚胺法构建多功能纳米粒（EWVDV-Fe-Ink-PFH NPs），利用粒径

电位仪、荧光显微镜、流式细胞仪、原子吸收光谱仪、透射及扫描电镜对纳米粒的理化性质进

行了表征；利用光声成像仪、磁共振及超声仪对纳米粒的基本成像特性及体内外下腔静脉和腹

主动脉血栓成像进行了研究；联合低能聚焦超声（LIFU）在体外研究相变溶栓效果。 

结果：多功能分子探针（EWVDV-Fe-Ink-PFH NPs）呈灰色乳液，大小均匀，光滑表面，分散性

好；扫描电镜（SEM）呈规则球形，透射电镜（TEM）见氧化铁颗粒均匀地分布在纳米粒壳上；

荧光显微镜见纳米粒周围红色荧光物质，表明具有罗丹明的短肽 EWVDV与 Fe-Ink-PFH NPs的

表面成功连接，流式细胞仪显示连靶率为 63.48％；纳米粒粒径为 387.1±129.1 nm，多分散

指数（PDI）为 0.09±0.032，表明 NPs分散良好，电位为-23.2±3.4 mV，Fe含量为

4.29±0.27 µg Fe / mg PLGA。成功地在体内、外实现光声、磁共振及超声成像，通过病理学

和影像学方式在下腔静脉及腹主动脉血栓上验证了纳米粒优良的渗透和靶向性能。首次应用

LIFU致相变技术成功实现体外溶栓，30min溶栓率达 27%。 

结论：成功构建多功能分子探针（EWVDV-Fe-Ink-PFH NPs），可用于体内外血栓检测，在实现

光声、磁共振、超声多模态成像的同时具有靶向溶栓的功能，是一种简单、安全、有效的诊疗

对比剂。 

 

 
EP-0295 

全身 DWI 监测乳腺癌术后患者随访期转移 

的中医辨证分型研究 

 
闫明勤,王嵩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200032 

 

目的：评价全身 DWI在监测乳腺癌术后患者转移灶及指导临床治疗方面的价值，并初步探讨乳

腺癌术后中医辨证分型与转移之间的关系。 

方法：回顾性分析自 2009年 8月至 2012年 10月行全身 DWI的乳腺癌术后随访期的患者 159

例，其中有病无证型 29例，脾肾两虚证 36例，气虚血瘀证 45例，肝肾亏虚证 49例，统计分

析不同证型的转移情况。23 例在首次检查后 6～12个月内进行随访。 

结果：乳腺癌术后随访期气虚血瘀证者转移率高达 31.1%（14/45），而其他 3型的转移率分

别为 10.3%、11.1%和 12.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0.05) ，随访期总的转移率为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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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全身 DWI可以监测并定期随访乳腺癌患者术后转移灶及指导临床综合治疗。乳腺癌术后

患者随访期不同中医辨证分型与转移之间有一定关系，气虚血瘀证患者转移率最高，这一结论

有助于通过中医辨证分型来预测乳腺癌预后及采用正确的治疗方案。 

 

 
EP-0296 

全身磁共振扩散加权成像在淋巴结病变应用 

 
闫明勤,王嵩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200032 

 

目的：探讨背景抑制全身磁共振扩散加权成像在淋巴结病变应用。 

方法：经病理证实或临床证实的淋巴结病变患者 21例，其中肿瘤性病变 12例（淋巴瘤 5例，

肺癌伴淋巴结转移 7例），系统性红斑狼疮伴良性淋巴结病变 9例，所有患者均接受 WB MR 

DWI检查，原始图像经后处理获得 3D MIP图像并翻转显示。分别计数淋巴结个数，测量病灶

的 ADC值。 

结果： WB MR DWI清楚显示淋巴结病变，良性和恶性淋巴结病变均呈高信号。淋巴瘤的平均

ADC值明显小于良性组，两者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肺癌原发灶与转移灶的 ADC值

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WB MR DWI对淋巴结的显示较敏感，可作为探测全身良、恶性淋巴结病变的一种快速可

行方法 

 

 
EP-0297 

Effect of fixation, coil and signal average on 

features of rat brains by diffusion tensor imaging at 

7.0 T 

 
Wang Chunhua,Song Li,Zhang Ruzhi,Gao Fabao 

West China Hospital 610041 

 

Purpose: To compare diffusion tensor imaging (DTI) parameters between in vivo and 

ex vivo in the brain and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coil and signal average (SA) on 

ex vivo DTI parameters. 

Materials and Methods: Six SD rat brains were employed to obtain in vivo and ex 

vivo DTI maps with different coils and SAs on 7.0 T MR scanner. DTI parameters of 

white matter (WM) and gray matter (GM) regions of interest (ROIs) including 

diffusivities, fractional anisotropy (FA) and other dimensionless ratios (λ2/λ1, 

λ3/λ1 and λ2/λ3) were obtained from reconstruction maps. 

Results: FA WM integrity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GM integrity both 

in vivo and ex vivo under different scanning conditions (all p < 0.001). The 
diffusivities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after fixation in all the selected WM and GM 

ROIs (all p < 0.001, table 1). The diffusivities in WM integrity decreased more 
than in GM integrity after fixation (all p < 0.001). The ratio of λ2/λ3 in the 

major brain structures changed significantly after fixation. Figures 1 and 2 shows 

that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major ex vivo brain structures in maj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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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TI parameters between with surface coil and with volume coil, and between with 1 

SA and with 4 SAs (most p < 0.05). 
Conclusion: The effect of fixation, coil and signal average should be taken 

account in clinical and experimental studies. 

 

 

EP-0298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adrenal adenomas and 

nonadenomas with DCE-CT 

 
xifu wang

1
,Li Kangan

1
,Sun Haoran

2
,Zhao Jinglong

1
,Zheng Linfeng

1
 

1.Shanghai General Hospital，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2.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General Hospital 

 

Io evaluate the findings including the time density curve (TD curve), the relative 

percentage of enhancement washout (Washr) and the absolute percentage of 

enhancement washout (Washa) at dynamic contrast-enhanced computed tomography (DCE-

CT) in 70 patients with 79 adrenal masses (including 44 adenomas and 35 

nonadenomas) confirmed histopathologically and/or clinically. The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the TD curves of adrenal masses were classified into 5 types, 

and the type distribution of the TD curves wa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adenomas and nonadenomas. Types A and C were characteristic of adenomas, whereas 

types B, D and E were features of nonadenomas. The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and 

accuracy for the diagnosis of adenoma based on the TD curves were 93%, 80% and 87%, 

respectively. Furthermore, when myelolipomas were excluded, the specificity and 

accuracy for adenoma were 90% and 92%, respectively. The Washr and the Washa 

values for the adenomas were higher than those for the nonadenomas. The diagnostic 

efficiency for adenoma was highest at 7-min delay time at DCE-CT; Washr was more 

efficient than Washa. Washr ≥34% and Washa ≥43% were both suggestive of adenomas 

and, on the contrary, suspicious of nonadenomas. The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and 

accuracy for the diagnosis of adenoma were 84%, 77% and 81%, respectively. When 

myelolipomas were precluded, the diagnostic specificity and accuracy were 87% and 

85%, respectively. Therefore, DCE-CT aids in characterization of adrenal tumors, 

especially for lipid-poor adenomas which can be correctly categorized on the basis 

of TD curve combined with the percentage of enhancement wash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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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299 

Angiogenesis in  adrenal adenomas and nonadenomas: a  

computed tomography biomarker for diagnosis 

 
xifu wang

1
,Li Kangan

1
,Sun Haoran

2
,Zhao Jinlong

1
,Zheng Linfeng

1
 

1.Shanghai General Hospital，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2.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General Hospital 

 

To explor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typical findings of dynamic contrast-

enhanced computed tomography (DCE-CT) and tumoral angiogenesis (microvessel 

density [MVD] and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VEGF]) in adenomas and 

nonadenomas such that the enhancement mechanism of DCE-CT in adrenal masses can be 

explained more precisely. Forty-two patients with 46 adrenal masses confirmed by 

surgery and pathology were included in the study; these masses included 23 

adenomas, 18 nonadenomas, and 5 hyperplastic nodules. The findings of DCE-CT and 

angiogenesis in adrenal masses were studied. The features of DCE-CT in adenomas 

and nonadenomas were evaluated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CE-CT 

in adrenal masses were closely correlated with tumoral angiogenesis. Adrenal 

adenomas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nonadenomas in the time density curve 

and the mean percentage of enhancement washout at the 7-minute delay time in DCE-

CT. The mean MVD and VEGF expression exhibi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rapid washout group (types A and C) and the slow washout group (types B, D, and E) 

and between the relative washout (Washr) ≥34% and the absolute washout (Washa) 

≥43% on the 7-minute enhanced CT scans (P=0.000). Adenomas were suggested when 

adrenal masses presented as types A and C, and/or the Washr ≥34%, and/or the 

Washa ≥43%, and the opposite was suggested for nonadenomas. These results showed 

a clos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CE-CT and both MVD and VEGF 

expression in adrenal masses. There was also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MVD and 

VEGF expression between adenomas and nonadenomas. In conclusion, MVD and VEGF 

expression are two important pathological factors that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DCE-CT in adrenal masses because they cause different time 

density curve types, the Washr and the Washa for adrenal adenomas and nonadenom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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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300 

The potential to eliminate the effects of fat on 

Chemical Shift magnetization transfer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xifu wang

1
,Li Weiguo

2
,Larson Andrew C.

2
 

1.Shanghai General Hospital，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2.Department of Radiology，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Chicago， Illinois， USA 

 

 

 

PURPOSE:The purpose of this work was to develop a chemical shift magnetization 

transfer (CSMT)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method to provide accurate 

magnetization transfer ratio (MTR) measurements in the presence of fat.  

METHODS: Numerical simulations were performed to compare MTR measurements at 

different echo times (TEs) for voxels with varying fat/water content. The CSMT 

approach was developed using water fraction estimates to correct for the impact of 

fat signal upon observed MTR measurements. The CSMT method was validated with 

oil/agarose phantom and animal studies. 

RESULTS:Simulations demonstrated that the observed MTRs vary with water fraction 

as well as with the TE-dependent phase difference between fat and water signals; 

simulations also showed that a linear relationship exists between MTR and water 

fraction when fat and water signals are in phase. For phantom studies, observed 

MTR decreased with increasing oil fraction: 42.41 ± 0.54, 38.12 ± 0.33, 

32.93 ± 0.56, and 26.08 ± 0.87 for 5% to 40% oil fractions, respectively, compared 

to 42.63 ± 1.04 for phantom containing 4% agarose only. These offsets were readily 

corrected with the additional acquisition of a water fraction map.  

CONCLUSION:Fat fraction and TE can significantly impact observed MTR measurements. 

The new CSMT approach offers the potential to eliminate the effects of fat upon 

MTR measurements. Magn Reson Med 78:656-663, 2017. © 2016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Magnetic Resonance in Medicine. 

 

 

EP-0301 

Irreversible electroporation in primary and 

metastatic hepatic malignancies  

 
xifu wang

1
,Lyv Tianchu

2
,Zhang Zhuoli

2
 

1.Shanghai General Hospital，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2.Department of Radiology，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Chicago， Illinois， USA 

 

 

BACKGROUND: 

Liver cancer makes up a huge percentage of cancer mortality worldwide. 

Irreversible electroporation (IRE) is a relatively new minimally inva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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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thermal ablation technique for tumors that applies short pulses of high 

frequency electrical energy to irreversibly destabilize cell membrane to induce 

tumor cell apoptosis.  

METHODS: 

This review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studies regarding the use of IRE treatment in 

liver tumors and metastases to liver. We searched PubMed for all of IRE relevant 

English language articles published up to September 2016. They included clinical 

trials, experimental studies, observational studies, and reviews. This review 

manuscript is nothing with ethics issues and ethical approval is not provided.  

RESULTS: 

In recent years, increasingly more studies in both preclinical and clinical 

settings have been conducted to examine the safety and efficacy of this new 

technique, shedding light on the crucial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that IRE 

possesses. Unlike the current leading thermal ablation techniques, such as 

radiofrequency ablation (RFA), microwave ablation (MWA), and cryoablation, IRE 

requires shorter ablation time without damaging adjacent important vital 

structures.  

CONCLUSION: 

Although IRE has successfully claimed its valuable status in the field of hepatic 

cancer treatment both preclinical and clinical settings. In order to systemically 

test and establish its safety and efficacy for clinical applications, more studies 

still need to be conducted. 

  

 

 
EP-0302 

铁碳复合物的磁共振、荧光双模态成像 

 
张爱薇,韩翠平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221003 

 

目的：应用简单的一锅法合成碳铁纳米粒子（MCNPs），并探讨其与 Fe3O4的性能及靶向小鼠乳

腺癌 4T1细胞的磁共振—荧光双模态成像的功能。 

方法：利用 Fe
2+
、Fe

3+
、二乙二醇、乙二胺合成 MCNPs，并利用戊二醛修饰 CD44抗体构成

MCNPs-CD44分子探针；利用透射电镜（TEM）观察 MCNPs大小和形态；利用 MTS评估 MCNPs 细

胞毒性；测量 MCNPs的荧光量子产率、荧光稳定性；利用 3.0T磁共振扫描计算 MCNPs和 Fe3O4

的弛豫率；评估 MCNPs的靶向细胞磁共振成像和荧光成像。 

结果：TEM显示 MCNPs是直径为 40 ±10 nm 的碳材料上随机分布 5±1 nm 的 Fe3O4的复合材

料；细胞毒性试验显示在一定浓度范围内 MCNPs对 4T1细胞活力影响较小，48h后细胞活力为

83.24%，溶血率为 1.357%；MCNPs的荧光量子产量为 58.4%，在 PH4-11范围内 MCNPs荧光强

度几乎没有变化，用紫外灯连续照射 MCNPs一个小时后，荧光强度仅下降 10.17%；MCNPs 的稳

定性远强于 Fe3O4，其 r2 = 10.5055 mM
-1
s
-1
，远大于 Fe3O4（r2 = 4.42538 mM

-1
s
-1
）；MCNPs 靶

向细胞荧光成像示 4T1细胞对 MCNPs-CD44的吞噬作用远强于 MCNPs，在与 4T1细胞一起孵育

1h后，用不同激发光照射，细胞可以发出红光、绿光和蓝光；MCNPs靶向细胞磁共振成像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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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NPs-CD44组的磁共振信号强于 MCNPs组，在一定浓度范围内，随着浓度增加，磁共振信号

强化增强。 

结论：MCNPs-CD44分子探针毒性小，对对 4T1细胞有较好的主动靶向作用，能够实现磁共

振—荧光双模态成像，克服磁共振成像敏感性低及荧光成像分辨率低的缺点。 

 

 

EP-0303 

同步辐射技术应用在慢性肾小球肾炎模型中的研究 

 
彭屹峰 

上海市普陀区中心医院 200062 

 

目的：应用同步辐射(SR)衍射增强(DEI)对兔子慢性肾小球肾炎(CGN)模型病变的研究。 

材料和方法：采用盐酸阿霉素以 17mg/kg的两次注射量，两个月后 5只新西兰大白兔慢性肾小

球肾炎模型形成。以后抽取血液做肾功能检查，尿液做尿常规检查，切片做病理检查。动物处

死后肾组织固定在 4%福尔马林溶液里，准备 DEI实验。另外取 5只正常的兔子做对照组。本

实验在北京同步辐射装置 4W1A X线实验站（射束能量 14keV）进行。取摇摆曲线的腰位，做

360度旋转平扫，同时取背景图像。最后用衍射成像软件重建图像，用 MATLAB分析 CGN 和对

照组病变区间的灰度差异。 

结果：在没有静脉注射成像造影剂条件下，DEI 方法能清楚地显示两组肾脏微结构，包括动静

脉系统，集合管，隋袢及肾小球，其空间分辨率达 10μm。 CGN 组的肾皮质比对照组丢失较

多灰度值。DEI 图像和病理图像有较多相似性，CGN 组的病变微结构得以显示，归功于 DEI相

位成像(PCI)的原理优势，从而使应用 SR DEI 对 CGN 进行诊断的可能得以成为现实。 

结论：同步辐射(SR) 衍射成像(DEI) 实验使无创伤，无造影剂的慢性肾小球肾炎的动物模型

诊断成为可能。未来随着实验设备的提高和图像分析操作的简易化，DEI 很可能在临床上取代

用来诊断 CGN的创伤性病理活检。 

  

 

 
EP-0304 

Imaging investigation of mouse kidney with SR -DEI 

 
Peng Yifeng 

putuo hospital;Shanghai 200062 

 

Objective unlike conventional X-rays absorption imaging on mechanism, one new 

technique named phase contrast imaging (PCI) may give rise to higher resolution 

and reveal more microstructure information which especially adapt to light element. 

The study aims to evaluate the meaning of the DEI with Synchrotron radiation (SR) 

in soft tissue imaging through mouse kidney experiment.  

Materials and methods At 4W1A line in the BSRF(Beijing synchrotron radiation 

facility), the mouse kidney tissues were study. The tissues were excised basing on 

the size of the light source and then fixed on the sample holder. The diffraction 

enhancement imaging (DEI), one of the PCI techniques were performed, and the image 

contrast and resolution were analyzed.  

Results lots of microstructure and information including the structure of 

glomerulus were founded which can’t be revealed in the convention X-rays im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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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is better imaging contrast with the Si (333) as the analyser crystal than 

with the Si(111), and the images resolution reach to micrometer grade by 

magnifying calculation.  

Conclusion The DEI phase contrast imaging is a fine imaging model, which shows 

the  micro change by improving greatly images resolution and good contrast. 

Basing on the excellent tissue contrast and resolution, many difficults in the 

actual clinic such as tumor and cardiovascular disease diagnosis in the early 

phase time may well be solved.     

 

 

EP-0305 

SPECT/ CT 实时引导经皮胸腔穿刺活组织检查的可行性究  

 
倪建明,赵艳军,唐平,华茜,张追阳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第二医院） 214002 

 

 

目的 探讨一种基于 SPECT/CT 平台上的多模态融合影像实时引导经皮胸腔穿刺活检（PTNB）的

技术方法并测试其临床可行性及安全性。  

材料和方法 12例临床疑诊恶性病变的胸部肿块患者进行了
99m
Tc-MIBI SPECT/CT引导下的经皮

穿刺活检，其中男 7例，女 5例，平均年龄 59.2±13.2 岁。根据术前影像进行体位设计，然

后进行 SPECT/CT成像，以具有安全穿刺路径的最大浓聚区作为取样靶区。同机引导 CT扫描分

别与
99m
Tc-MIBI SPECT进行融合以逐步引导活检针达到最大浓聚取样靶区，切割 13~23 mm组

织送病理。记录病理结果，整个检查时间、活检操作时间、并发症及 CT辐射剂量。 

结果 11个病例活检针均能准确到达最大浓聚部位，1例无明显摄取的病灶按照常规 PTNB原则

进行取样。所有取样都获得足够量的组织样本，12例患者均获得明确的诊断和病理分型，包

括：肺腺癌 5例，肺鳞癌 3例，小细胞肺癌、转移癌、纵膈淋巴瘤及炎症各 1例。无任何严重

并发症发生。 

结论 SPECT/CT平台上的多模态融合影像进行实时引导经皮胸腔穿刺活检是可行且安全的 

 

 

EP-0306 

偶联 cetuximab 的双模态靶向 EGFR 探针设计及其应用研究 

 
梁宝霞,曹碧辉,张金玲,黄宇峰,张振峰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510260 

 

EGFR（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是表皮生长因子受体（HER）家族成员之一，属

于酪氨酸激酶型受体，其信号通路对细胞的生长、增殖和分化等过程发挥重要的作用。EGFR

在多种肿瘤细胞中高表达，并影响肿瘤的转移侵袭，其突变可导致耐药的发生。由于 EGFR在

肿瘤尤其是肺癌中的重要最作用，因此其作为抗肿瘤研究的重要靶点长期受到研究者发关注
1, 

2
。香港科技大学唐本忠院士课题组报道了一种新型的聚集诱导发光 （Aggregation-induced 

emission, AIE）材料，其特性明显优于传统的生物荧光染料
3
。此类 AIE分子在溶解状态下不

发光，但在聚集时能诱导高强度的荧光，这种反常的 AIE效应和当前的绝大多数有机荧光物质

所具有的聚集导致光淬灭的传统理论完全相反，目前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并广泛运用于合

成高效荧光性纳米颗粒，用于 OLED、 生物感应和生物成像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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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基于 AIE和纳米粒子的优点，我们设计将含四苯基乙烯（Tetraphenylethene，TPE)的

基团装载到具有生物活性的基质聚乙二醇 DSPE-PEG中，然后再修饰上 Cetuximab单抗

（C225）和碘海醇，制备具有靶向 EGFR的复合荧光纳米粒。该新型纳米粒可用于荧光成像及

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Computed Tomography，CT)，具有双模态检测性能，以达到多方位检测

和临床检测功能，可用于肿瘤在分子水平的检测、分子分型诊断（指导个体化治疗）或肿瘤异

质性分析（联合靶向治疗），具有重要研究价值。 

  

 

 
EP-0307 

新型核酸适配体银纳米簇用于胰腺癌的诊断和治疗研究 

 
姜玉洁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 212001 

 

目的 为了探索胰腺癌早期诊断及治疗新方法，合成了能特异性识别 Glut-1的 aptamer,并搭

载核酸银纳米簇制备成荧光探针，并在该粒子表面负载 Mn离子，验证其用于体内外磁共振诊

断的可行性，同时链接能够干扰 HIF-1a的 SiRNA，验证其干扰效果，并联合使用化疗药物达

到化疗增敏的作用。 

方法  1、制备核酸银纳米团簇，使用带有 Glut-1靶向识别位点的序列与 DNA-Ag进行组装获

得靶向肿瘤的核酸银，负载 Mn离子，表征并验证其生物安全性，通过荧光成像和体外磁共振

成像表明该纳米粒子有主动靶向作用； 

2、纳米粒子与细胞共培养，通过 TEM、线粒体膜电位的变化、蛋白质免疫印迹法、活性氧含

量的测定检测纳米粒子对线粒体的影响； 

3、纳米粒子链接干扰 HIF-1a的 SiRNA,在 mRNA和蛋白水平验证其干扰效果； 

4、联合使用纳米粒子和化疗药物，运用蛋白质免疫印迹法检测相关凋亡蛋白、CCK-8测定细

胞生存率,划痕实验和小室实验检测药物对肿瘤细胞迁移和侵袭的抑制能力； 

5、体内实验验证纳米粒子的磁共振成像效果和对肿瘤的治疗效果。  

结果 1、纳米粒子粒径小（〈10nm）,分散均匀，并且核酸银与 Mn离子组装在一起，且具有良

好的荧光性能，具有良好的生物安全性；能够靶向 Glut-1高表达的细胞，可以用于磁共振成

像。 

2、纳米粒子能够进入线粒体使其肿胀，引起线粒体融合和分裂蛋白的改变，并且线粒体膜电

位低电位增加，同时细胞内活性氧生成增多； 

3、纳米粒子能够搭载 SiRNA 进入细胞并发挥干扰作用； 

4、纳米粒子能够明显增强化疗药物对肿瘤的抑制作用，肿瘤细胞的增殖、侵袭、迁移能力均

下降； 

5、体内实验同时证明纳米粒子可以用于磁共振成像并且可以抑制肿瘤增长  

结论 我们设计合成的纳米粒子具有良好的生物安全性，可以靶向肿瘤用于磁共振诊断，同时

搭载 SiRNA,联合化疗药物，起到化疗增敏的效果，是集诊断治疗于一体的多功能纳米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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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308 

复杂性肛瘘的中医证型及与 MRI 信号特征的相关研究 

 
孔德伟,王嵩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200032 

 

目的：分析复杂性肛瘘的中医证型及相关 MRI信号特征，为复杂性肛瘘的中医辨证分型提供一

定的 MRI客观依据，为临床治疗提供参考。 

方法：收集 58例复杂性肛瘘临床资料及一般资料，包括患者性别、年龄、身高、 体重、体重

指数，既往脓肿史、手术史、吸烟史等一般资料。同时对患者记录中医证候并辨证分型，分湿

热下注证、正虚邪恋证两型。MRI检查采集主瘘管的信号强度，主瘘管的内口位置、主瘘管的

长度、主瘘管的深度等影像学参数。 

结果：复杂性肛瘘患者中湿热下注证患者中的男性比例、BMI、有脓肿史及瘘管的信号强度多

于或高于正虚邪恋证，正虚邪恋证患者病程较湿热下注证患者长。 

结论：肛瘘的中医证型特点在基本资料及 MRI征象上有可寻规律，MRI信号特征可以作为其辨

证分型的参考信息。 

  

 

 
EP-0309 

基于化学交换饱和转移技术关节软骨的可行性研究 

 
张培烘 

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515041 

 

目的：运用化学交换饱和转移成像技术对猪膝关节软骨行定量测定，探讨 gagCEST成像在检测

关节软骨在发生形态学改变之前，即能在早期发现关节软骨的生化改变，对早期膝关节软骨损

伤的诊断和监测具有很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体外实验中，用安捷伦 7T动物磁共振扫描仪对猪膝关节分别进行 B0图、B1图、

T1map、T2map和 gagCEST成像，其中 gagCEST使用基于连续波饱和的梯度回波序列实现，扫

描参数：TR 30ms，TE 5ms，Flip Angle 20 ，饱和频率为 -1200Hz~1200Hz，间隔 30Hz，个

数为 81个。扫描饱和能量为 1.5ut的磁共振成像，获得的原始图像在 Matlab软件上使用自行

开发的程序进行处理分析，并校正 B0、B1干扰后，得到 Z谱、差谱以及 gagCEST像。 

结果：体外实验结果经分析 Z 谱、差谱以及 gagCEST像能准确定量分析关节软骨的 CEST 磁化

传递率（测得 1.5ut的磁化传递率为 1.8455%），研究中 7T在软骨区域 B0/B1不均匀性的影

响较大，因此需要修正。使用磁化传递率可以量化关节软骨不同区域的 gagCEST效应。 

结论： 通过校正 B0/B1和 T1map/T2map得到质量好的关节软骨 gagCEST像，并可结合 T1、T2

弛豫时间值和磁化传递率，为探测关节软骨的生化改变提供一个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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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310 

结直肠癌术前 18F-FDG PET/CT 对区域淋巴结转移的价值 

 
田蓉蓉,薄云峰,张毅勋,赵铭,靳宏星,张红雨 

山西省肿瘤医院 030013 

 

 

目的 探讨术前
18
F-FDG PET/CT对结直肠癌区域淋巴结转移的价 

值及其最佳诊断阈值。 

方法 结直肠癌初诊患者 76例，均在
18
F-FDG PET/CT检查后 1周内行结直肠癌根治术，将所

有与 PET/CT相匹配的淋巴结依据其与原发肿瘤的位置分为近端和远端淋巴结，同时以病理为

金标准，采用非参数法，生成淋巴结短径与最大标准摄取值(maximum standardized uptake 

value, SUVmax)的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确定最佳诊断阈值，对不同方法的诊断效能

行 Pearsonχ
2
检验、Fisher 确切概率法及 Kappa一致性检验。 

结果 近端淋巴结 ROC曲线示短径及 SUVmax的最佳阈值为 6.5mm、1.90，最佳阈值时诊断淋巴

结转移的灵敏度、特异性、准确性分别为 84.85%（112/132）、73.02%（157/215）、77.52%

（269/347）和 84.85%（112/132）、95.81%（206/215）、91.64%（318/347）；ROC曲线示远

端淋巴结短径与 SUVmax最佳阈值为 5.5mm、1.81，最佳阈值下诊断远端淋巴结转移的灵敏

度、特异性、准确性分别为 97. 62%（41/42）、65.45%（36/55）、79.38%（77/97）和

92.86%（39/42）、94.55%（52/55）、93.81%（91/97）；SUVmax最佳阈值时特异性、准确性

均高于短径最佳阈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
=42.450、26.530，P均<0.01），且 SUVmax最

佳阈值时与病理结果比较一致性极好，Kappa值分别为 0.813、0.874（P均<0.01）。 

结论 PET/CT对于结直肠癌淋巴结转移是一种有价值的诊断方法，SUVmax最佳阈值下与病理结

果一致性极好。 

 

 

EP-0311 

基于脑葡萄糖增强的化学位移交换传递技术在阿尔茨海默病

大鼠的初步研究 

 
陈佩东,沈智威,吴美妮,吴仁华* 

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515041 

 

目的：实现阿尔茨海默病大鼠脑葡萄糖化学位移交换传递（glucoseCEST）图像，及脑内葡萄

糖增强曲线。 

方法：AD大鼠 3只（16-20w  250-320g），对照组 3只。使用立体定向仪对大鼠脑内注射淀

粉样蛋白 AB25-35，建立大鼠 AD模型。造模后 14d进行扫描。在 7T小动物磁共振成像仪上，

对大鼠腹腔注射 D-glucose，然后使用微量泵持续小剂量注射，维持血糖浓度稳定，打药前及

打药后 10、20、30、40min 及停药 10min，扫描打药前后大鼠大脑 glucoseCEST成像。使用基

于连续波饱和脉冲的 EPI序列，饱和脉冲 1.5ut，持续时间 5s，饱和频率-900Hz至 900Hz，间

隔 30Hz，采集次数为 51次。经过后处理得到大鼠全脑 z谱，差谱和 glucoseCEST，计算全脑

的 glucoseCEST磁化传递率。并对 2只健康鼠进行打药前后的尾静脉取血，检测静脉血糖浓

度。 

结果：健康大鼠在打药前及打药后 10、20、30、40、50min 及停药的 glucoseCEST磁化传递率

分别为：2.26%，2.41%，2.78%，3.92%，4.01%，3.88%；AD大鼠的上述传递率分别为：

0.89%，1.59%，2.22%，3.14%，3.34%，3.02%，3.44%；尾静脉取血检测的血糖浓度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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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5 mM/L，9.3 mM/L，13.35 mM/L，11.35 mM/L，13.95 mM/L，15 mM/L，15.55 mM/L，

14.95 mM/L。 

结论：glucoseCEST可检测出大鼠脑内葡萄糖增强曲线，变化趋势与尾静脉取血检测的血糖浓

度变化相似。14天 AD大鼠脑内葡萄糖增强曲线幅度与健康大鼠不尽相同，初步证实该技术具

有检测早期 AD的潜在应用价值。 

 

 
EP-0312 

SAFARI 饱和技术在 glucoseCEST 成像的对比研究：与连续波

饱和和脉冲波饱和比较 

 
陈佩东,沈智威,吴美妮,陈苗苗,吴仁华* 

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515041 

 

目的：通过试管和健康大鼠实验，验证基于变化频率射频照射饱和（SAFARI）饱和的化学交换

饱和传递（CEST）成像的可行性与可靠性。 

方法：在 7T小动物磁共振成像平台上修改饱和脉冲的 EPI-CEST成像序列，实现饱和脉冲+/-

频率交替扫描的 safari序列。试管实验使用浓度为：6.25mM，12.5mM，25mM，50mM，75mM和

100mM的 6只 D-glucose试管，以及浓度为 25mM，pH值为 6.4，7.4, 8.4的 3只试管。依次

使用连续波(CW)饱和、脉冲波(pulse)饱和 Safari饱和技术的 CEST检测 glucose磁化传递率

与浓度和 pH的关系，并与上述两种传统饱和方案的 CEST结果比较。上述 CEST均进行 T1，

T2，B0和 B1校正。在 3只正常大鼠脑中分别使用基于 safari-CEST、CW-CEST和 pulse-CEST

采集 glucoseCEST成像，并比较差异。 

结果： 在不同浓度葡萄糖的试管实验中，基于连续波饱和和脉冲波饱和的 CEST图均可检测

1ppm处的 glucoseCEST磁化传递率变化，磁化传递值随浓度增长递增。基于 SAFARI饱和技术

CEST成像也可检测出上述变化，且图像均匀性优于两种传统方案，但 CEST变化幅度小于上述

两种传统方案。在不同 pH值的试管实验中，两种传统饱和方案均可检测出 glucoseCEST磁化

传递率随 pH减低而增强。但基于 SAFARI饱和技术的结果中，上述变化不明显。在健康大鼠实

验中，基于 SAFARI饱和技术可有效降低主磁场不均匀性干扰，图像均匀性优于传统两种饱和

方案结果，但结果 SAFARI饱和技术的 CEST对比明显高于传统方案，结果准确性有待进一步证

实。 

结论：SAFARI技术的 glucoseCEST 成像的均匀性明显高于连续波 CEST和脉冲波

glucoseCEST。但 SAFARI技术 CEST对比不足，有待进一步优化和证实。 

 

 
EP-0313 

磁热响应型纳米药物载体对肿瘤的热化疗的增强协同作用 

 
李铭华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200065 

 

目的：探索锰锌铁氧体磁性纳米颗粒（Mn， Zn doped ferrite magnetic nanoparticles，

MZF-MNPs)在外加交变磁场(alternating magnetic field，AMF)作用下产生磁热效应。方法：

温敏聚合物药物载体 6sPCL-b-P(MEO2MA-co-OEGMA)展现出良好的温控药物释放反应，通过改变

甘醇单甲醚甲基丙烯酸酯(MEO2MA)与寡聚乙二醇单甲醚甲基丙烯酸酯(OEGMA)两种单体的比例

可将其低临界溶解温度(lower critical solution temperature，LCST)调整至 43℃。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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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 MZF-MNPs、温敏聚合物药物载体和化疗药物阿霉素（Doxorubicin，DOX）合成为磁热

响应型纳米载体/DOX（magnetothermally-responsive nanocarriers，MTRN/DOX)。结果 ：磁

靶向高效集中于肿瘤部位。结论：其能够将磁性纳米粒子的磁热效应与温敏聚合物药物载体的

温控药物释放反应有机结合起来，使热疗和化疗达到空间-时间的同步，对化疗药物产生协同

增效作用。 

 

 
EP-0314 

基于生物还原可降解纳米复合物钆对比剂用于肿瘤基因递送

和磁共振成像研究 

 
高晓龙,王培军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200065 

 

【目的】构建一种新型生物还原可降解钆对比剂（FA-PEG-Gd-DTPA），并探讨其理化特性、T1

弛豫性能及细胞毒性，评价其细胞毒性及其转染效率能力，以及叶酸靶向肿瘤细胞能力。研究

FA-PEG-Gd-DTPA转染相应的 VEGF siRNA对人肝癌荷瘤裸小鼠的抑瘤率，分析其作为 siVEGF

载体进行体内外 RNAi治疗的有效性。并探讨该试剂 MR靶向诊断裸小鼠人卵巢癌模型的可行

性。 

【方法】首先以二硫代二乙二醇、对硝基苯基氯甲酸酯为主要材料按照一定比例合成 2,2’-

二硫代二乙醇对硝基苯基碳酸酯。其次将得到的 DTDE-PNC 和含有叔胺基团的二伯胺化合物逐

步缩合的得到生物可还原降解阳离子聚氨酯（SSBAP）。然后以 SSBAP为载体，将 DTPA以可降

解的酰胺键的形式引入高分子的主链，进行共价偶联可形成大分子对比剂 SSBAP-Gd-DTPA。然

后通过 SSBAP-Gd-DTPA侧链上的氨基与 FA-PEG末端的羧基脱水缩合生成 FA-PEG-Gd-DTPA，对

其进行物理化学表征，及其安全性评价，并以 FA-PEG-Gd-DTPA为载体，携带 siVEGF基因进行

体内外基因实验，并对其进行动物活体磁共振成像。 

【结果】经荷瘤裸小鼠尾静脉注射 FA-PEG-Gd-DTPA/siVEGF 5次后，每隔 4 d观察测量待肿瘤

大小，结果显示：40 d后，FA-PEG-Gd-DTPA/siVEGF组平均肿瘤体积较 Control组显著减小，

差异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1）。 

【结论】首次成功合成了一种新型生物还原可降解纳米复合物磁共振钆对比剂（FA-PEG-Gd-

DTPA）。该对比剂分布均匀，颗粒均匀，低细胞毒性，生物安全性良好。同时可以紧密包裹

DNA和 siRNA形成纳米颗粒，高效转染进肿瘤细胞，介导 VEGF对荷人卵巢癌荷瘤小鼠进行靶

向肿瘤治疗，并且能够进行活体磁共振成像。 

 

 
EP-0315 

首发抑郁症患者对负性情绪处理障碍的脑功能磁共振研究 

 
宋筱蕾 

滨州医学院烟台附属医院 264100 

 

目的：通过分析抑郁症患者在负性情绪面孔刺激下的行为学特点，探索抑郁症患者在情绪认知

任务状态下的负激活脑功能变化规律。 

方法：14例抑郁症患者与 12例健康对照组接受任务态磁共振扫描，以情绪图片判别作为刺激

任务，图片来自国际情绪图片库中标准化的情绪线索图片，比较两组被试在任务状态下负激活

的差别。统计分析采用 SPM8 软件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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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相对于健康被试组，抑郁症患者组表现出更为显著的全脑负激活模式。其中健康对照

组，显著的负激活出现在后扣带回（BA30），楔前叶（BA7），楔叶（BA19）等区域。抑郁症

患者组，显著的负激活主要出现在前额叶内侧（BA10，BA32），扣带回，楔前叶（BA7），楔

叶（BA19），额中回，中央前回，中央后回等较多区域。 

结论：本结果显示抑郁症患者有被负性情绪吸引的趋向，而抑郁症患者的这种异常表现可能与

其认知功能障碍密切相关。 

 

 

EP-0316 

探索 1HMRS 缺氧缺血性脑病模型（HIE）中变化，探索其在缺

氧缺血性脑病的诊断价值。 

 
陈洁琼 

广东省汕头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515000 

 

目的：探索 1HMRS缺氧缺血性脑病模型（HIE）中变化，探索其在缺氧缺血性脑病的诊断价

值。 

材料与方法：采用 7T磁共振扫描仪将 5只出生胎龄为 7 天的行左侧颈总动脉结扎后，置于低

氧环境后，在结扎后第 1、2、7天采集序 press序列观察胎鼠大脑的情况是否存在缺氧缺血性

改变，采集参数分别为 TR/TE=2800ms/144ms， 感兴趣区（ROI）大小为 3×3×3mm，选择基底

节区，该区域教容易缺氧缺血性损伤，所选定的代谢产物为：N-乙酰天门冬氨酸（NAA）、

Cr、乳酸,以及 NAA/Cr比值 。 

结果：1）部分小鼠可以观察到 Lac升高，2）NAA/Cr比值为 0.328±0.062，较正常值明显降

低。 

结论：1HMRS能够早期、敏感地反映缺氧缺血后脑损伤的情况, N-乙酰天门冬氨酸（NAA）、

Cr肌酸及乳酸经行对比可反应缺氧缺血模型（HIE）的进展情况。可以全面、准确地评估 HIE,

更好地评价缺氧缺血性脑损伤的程度,为临床诊疗提供有力依据。 

  

关键词：大脑；磁共振波谱； PRESS序列； 

 

 
EP-0317 

Amide Proton Transfer (APT) Imaging in Patients with 

Cervical Lymphadenopathy: Initial Difference between 

Benignity and Malignancy 

 
luo xiaojie,Li Chen,Chen Min 

Beijing Hospital 100730 

 

PURPOSE 

To depict practical image manifestations of magnetic resonance amide proton 

transfer (MR-APT) imaging in patients with cervical lymphadenopathy and to reach a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the signal changes according to benignity and malignancy, 

and to discuss its potential clinical ap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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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12 patients (M = 8, average years = 56.1 ± 12.3) with cervical lymphadenopathy 

were enrolled in this study. They were underwent MRI on the neck. Amide Proton 

Transfer (APT) images (saturation time 0.8 s, saturation power 2 µT) and Diffusion 

Weighted Images (DWI) were included in the scanning protocols under 3.0 Tesla MR 

scanner. APT images were calculated using magnetization transfer ratio asymmetry 

at 3.5ppm with respect to water. ROIs were drawn along the contour of lymph node 

with maximum size on the slice consistent with chosen on DWI. APTw values of the 

lymph nodes in the benign group and the malignant group were compared using two-

sample t-test. Pathological results of all the imaged lymph nodes were obtained 

through fine needle aspiration biopsy. 

Results: 

(1) Malignant lymph nodes (8/12) were metastasis from oropharynx squamous 

carcinoma and malignant fibrous histiocytoma. (2) MTRasym(3.5ppm) (P=0.003) were 

showing significant different between benignity (1.91% ± 1.31%) and malignancy 

(3.69% ± 0.24%). (3) In ROC analysis, its AUC was 0.906 and it was an effective 

method that the AUC wa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0.5  

Conclusions: 

APTw could be useful in differentiating benign and malignant lymph nodes. 

 

 
EP-0318 

Evaluation of Adrenal Adenomas and Nonadenomas Using 

DCE-CT: Correlation With Tumoral Angiogenosis for 

the explanation of Enhancement Mechanism 

 
xifu wang

1
,Li Kangan

1
,Sun Haoran

2
,Zhao Jinglong

1
,Zheng Linfeng

1
 

1.Shanghai General Hospital，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2.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General Hospital 

 

Objective To investagit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enhanced characteristics of 

dynamic contrast-enhanced CT(DCE-CT) and tumoral angiogenesis in adrenal adenomas 

and nonadenomas, and further explain the enhancemen tmechanism of DCE-CT. 

Materials and Methods Forty-two cases with 45 adrenal masses including 27 adenomas 

and 18 nonadenomas proven pathologically were enrolled in this study. The features 

of DCE-CT and tumral angiogenesis in adrenal masses were evaluated, an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both were further explored. 

Results The enhanced features of DCE - CT in adrenal masses were classified into 

two groups: rapid washout group and slow washout group. Types A and C of TD curves, 

relative washout rate (Washr)  ≥34%, and absolute washout rate (Washa)  ≥43% 

belonged to the rapid washout group, in contrast, types B, D and E, Washr <34%, 

and Washa <43% to slow washout group.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present in the 

feature at DCE-CT between adenomas and nonadenomas (p=0.000). Rapid washout group 

were mainly found in adenomas; whereas, slow washout group in nonadenomas. 

The tumoral angiogenesis including MVD, VEGF expression, and microvascular 

ultrastructures had statistically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rapid was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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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 and slow washout group at DCE-CT. MVD and VEGF expression in the rapid 

washout group were marked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slow washout group. 

Meanwhile, The tumoral angiogenesis was also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adenomas and nonadenomas. MVD and VEGF expression were also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adenomas than in nonadenomas.On the other hand, different microvascular 

ultrastructures were present between adenomas and nonadenomas, which were 

inaccordance with those between rapid washou group and slow washout group at DCE-

CT. Microvascular ultrastructures in adrenal adenomas and/or the rapid washou 

group presented with regular lumens and nonstenosis; more pinocytotic vesicles and 

fenestrations of endothelium; widening of intercellu-lar space; uniform thinning 

and better integrity of basal membrane; regular and uniform thinning, less stroma 

of extra vessel space; in contrast, absolutely opposite appearances oppeared in 

adrenal nonadenomas and/or the slow washou group. Conclusion The clos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findings at DCE-CT and tumoral angiogenesis was present between 

adrenal adenomas and nonadenomas.Tumoral angiogenesis including MVD, VEGF and 

microvascular ultrastructure in adrenal adenomas and nonadenomas was the main 

pathological factors of different enhancement characteristics including different 

T-D curve, Washr and Washa at DCE-CT.   

 

 

EP-0320 

肺癌椎体转移的 MR 表现对患者预后评价 

 
马强,杨正汉 

北京友谊医院 100050 

 

目的 评价磁共振成像技术在肺癌椎体转移诊断中的作用，研究肺癌转移灶的病理征象是否能

够预测患者的预后。 

方法 搜集病理及临床证实的肺癌椎体转移患者 60例(椎体病灶病理活检证实 20例，核素扫描

及临床证实 40例，60例患者病理证实有原发肺腺癌)，女 36例，男 24例，行脊柱 MR扫描。

均采用常规自旋回波（SE）T1WI、脂肪抑制序列（SPIR）序列、增强 T1WI行矢状及横断面扫

描。 

结果 60例肺腺癌患者，MRI 下均可见椎体信号异常。单发灶与多发灶组在椎体转移灶出现后

患者的生存时间差异有显著性意义（t=10.63、p<0.001）；无椎体附件受累与有椎体附件受累

两组之间的患者的生存时间差异有显著性意义（t=12.23、p<0.001）；无椎旁软组织肿块与有

椎旁软组织肿块两组之间的患者的生存时间差异有显著性意义（t=12.50、p<0.001）；无脊髓

受压与有脊髓受压两组之间的患者的生存时间差异有显著性意义（t=14.36、p<0.001）。结

论  MRI能够显示肺癌椎体转移的病理改变，MRI表现可以前瞻性的预测肺癌患者的病程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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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321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MＲI on back pain caused by 

inflammatory sacroiliac joints． 

 
Qiang Ma,Yang Zhenghan 

Beijing Friendship Hospital，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100050 

 

Objective To study the appearance of various sacroiliitis on MＲI，and to evaluate 

the role of MＲI on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the etiology of inflammatory back pain． Methods 162 patients with medical history 

of inflammatory back pain were enlisted in this study． T1 －weighted spin echo，

FS － FSE of sacroiliac joint，post － contrast sequences on the axial and coronal 

planes were performed． In addition，CT，X －ray films，clinical information，

included swollen joint，patient global assessment ( AIMS) ，and laboratory 

examinations were achieved． ＲesultsAccording to the criteria of American Ｒ

heumatism Association ( AＲA) ，2009 edition，among 162 patients，91 of them were 

diagnosed as ankylosingspondylitis，41 patients were diagnosed as undifferentiated 

spondyloanthropathy，24 patients were diagnosed as other seronegative 

spondyloanthropathy, and 6 were diagnosed as other kinds of diseases． Bilateral 

pannus on bilateral sacroilitis occured in 87 patien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unilateral or bilateral sacroillac joints among patients with 

various arthritis ( χ2 = 3． 264，P = 0． 659) ．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bilateral sacroiliitis among patients with various arthritis ( χ2 = 

91． 866，P ＜ 0． 001) ． The difference in bilateral sacroiliitis between 

ankylosing spondylitis and undifferentiated spondyloanthropathy was significant 

( χ2 = 54． 548，P ＜ 0． 001) ．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bilateral 

sacroiliitis between ankylosing spondylitis and psoriatic arthritis ( χ2 = 49． 

888，P ＜ 0． 001) ，they were same as patients with ankylosing spondylitis and 

patients with reactive arthritis ( χ2 = 12． 452，P ＜ 0． 001) ，ankylosing 

spondylitis and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arthritis ( χ2 = 44． 321，P ＜ 0． 

001) ，ankylosing spondylitis and other joint diseases ( χ2 = 49． 888，P ＜ 0． 

001) ． Conclusion MＲI can demonstrate the pathologic changes of sacroiliitis． 

The appearance of MＲI in patients can help us to differentiate various etiology 

of sacroilii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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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322 

A retrospective study on features of CT，MＲI 

scanning and pathological examination of 

elastofibroma． 

 
Qiang Ma,Yang Zhenghan 

Beijing Friendship Hospital，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100050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maging of elastofibroma dorsi，and 

to assess the significance of CT and MＲI scanning in diagnosis of elastofibroma 

dorsi．  

Methods Twenty － one cases of elastofibroma dorsi confirmed by pathological 

examination of surgical resected specimens or biopsies were included in this 

study． The data of CT and MＲI scannings and pathologic findings were 

retrospectively reviewed．Ｒesults Forty － two masses were found in 21 cases in 

this study including 15 females and 6 males． They were bilateral involved in all 

patients，and presented as a flat mound － like or spindle soft － tissue mass in 

the deep subscapular region． CT and MＲI scannings showed heterogeneous soft － 

tissue masses，with slightly decreased density compared to that of muscle on plain 

CT scanning． In addition，the masses had irregular edge，with some interlaced 

linear or patch fat － like areas along the long axis of lesions． CT and MＲI 

post － contrast scannings showed slight enhancement compared with the soft tissue 

around it． In pathological examination，4 of 19 resected masses had envelopes，

others had no clear bounda-ry． Dense collagen tissue and interspersed adipose 

tissue were microscopically observed in all masses．  

Conclusion Elastofibroma dorsi has typical involvement site and imaging 

appearence． It is necessary to examine carefully bilateral lesions for patients 

with elastofibroma dorsi in case with missed diagnosis． 

 

 
EP-0323 

Differential Diagnosis between Benign and Malignant 

Vertebral Fracture with MRI  

 
Qiang Ma,Yang Zhenghan 

Beijing Friendship Hospital，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100050 

 

Objective To study MRI appearances and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vertebral 

compresion from benign or malignant causes.  

Methods 96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2 groups according to causes (46 cases were 

diagnosed as benign fracture of vertebrae, 50 cases were diagnosed as malignant 

fracture of vertebrae), who had biopsy and MRI examination of spine.  

Results In group with benign fracture, 30 cases were involved in thoracolumber, 

while in group with malignant fracture 19 cases were involved in thoracolumber.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focus location between patients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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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benign fracture and patients group with malignant fracture（χ2
＝7.102  P＝

0.009）. In group with benign fracture, 9 cases appeared as skip lesion, while in 

group with malignant fracture, 25 cases appeared as skip lesion.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focus spread between group with benign fracture and 

group with malignant fracture（χ2
＝5.995  P＝0.027）,which is the same in the 

signal characteristic between group with benign fracture and group with malignant 

fracture（abnormal appearance: 40 cases vs 50 cases, χ2
＝6.957  P＝0.010）. 

Conclusion Focus location、focus spread, and focus signal are recognized as a 

useful technique for the diagnosis of benign or malignant vertebral compression 

fractures. 

  

 

 
EP-0324 

The role of medical imaging in the diagnosis and 

assessment of Klippel-Trénaunay Syndrome 

 
ALWALID OSAMAH,Han Ping,Cheng QiGuang 

Wuhan Union Hospital 430022 

 

Objective : To describe the imaging features and elucidate the exact role of each 

imaging modality in the diagnosis and assessment of complications and associations 

of Klippel-Trénaunay Syndrome (KTS). 

Methods: Imaging data of 14 patients (6 men and 8 women, aged 4-53 years, mean age 

23 years) who underwent imaging examinations and diagnosed with KTS were 

retrospectively reviewed. Imaging findings on plain radiography followed by 

ascending venography (n=7), ultrasonography (n=6), CTA (n=9), MRA (n=6), DSA (n=1) 

and lymphoscintigraphy (n=1) were analyzed. 

Results: Unilateral lower limb involvement was evident in 71% of cases (n=10, 

right:4, left:6) and bilateral but asymmetric lower limb involvement in the 

remaining 29% of cases (n=4). The most common imaging features were varicosities 

93% (n=13), muscle hypertrophy 79% (n=11) and venous anomalies 64% (n=9). Other 

less common imaging findings included lymphedema 29% (n=4), arterial malformations 

including anomaly of origin and/or stenosis 29% (n=4), soft tissue hemangiomas 21% 

(n=3), pelvic and thigh phleboliths 21% (n=3), venous aneurysms 21% (n=3), bone 

abnormalities 14% (n=2) and lymphadenopathy 14% (n=2). A severe unilateral lower 

limb deformity resulting in contractures and muscle atrophy of the whole limb was 

depicted in 1 case. The pathognomonic marginal vein of Servelle was identified in 

2 cases. AV shunt was highly suspected in 4 cases and confirmed by DSA in 1 case, 

making Klippel-Trénaunay-Weber Syndrome a more apt diagnosis. Associated 

ipsilateral duplicated renal artery was found in 1 case. 

Conclusion: KTS diagnosis is a great challenge because of the widely varied 

clinical presentations with varying degrees of severity and complications. 

Therefore, Medical imaging is the cornerstone in the diagnosis and assessment of 

severity and complications of KTS, with considerable roles of different imaging 

moda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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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325 

老年髋关节低能量骨折患者肌肉脂肪测量重复性 

和可信度研究 

 
晏乘曦

1
,唐光才

1
,程晓光

2
 

1.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放射科 

2.北京积水潭医院放射科 

 

 

目的 探讨 CT定量测量髋部肌肉、脂肪面积，大腿内侧肌群中心层面、臀大肌中心层面 CT值

的重复性及可信度。 

方法 随机抽取 2015年 6月因髋部骨折到积水潭医院进行 QCT检查的 28例≥55 岁（女 15

例，男 13例）老年人为测量对象，以基于 CT值阈值的分割方法，采用东软图像处理软件中的

脂肪分析功能，测患者健侧股骨小转子下 3cm，垂直于股骨长径切面的大腿皮下脂肪面积，大

腿肌间隙脂肪面积，大腿肌肉（包括股前肌肉群、内群、半腱肌、半膜肌、臀大肌）面积，股

内侧肌群中心层面 CT值 ，臀大肌中心层面 CT值。由 1 名经过严格培训的放射医生及 2名研

究生独立进行测量（分别为测量者 A、B、C），3名测量者记录测量数据及所需测量时间，1 

周后，其中第三名测量者（C）按照同样的方法重复测量一次。3名测量者及同一测量者前后

两次测量值的差异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比较；前 2名测量者和第 3名测量者任意一次测量值，

第 3名测量者两次测量值的一致性用组内相关系数( ICC) 描述，可信度用 Cronbach’s α系

数描述。并运用 Bland-Altman分析显示测量者 A、B、C 和 C两次测量结果之间一致性界限。

结果：三名观察者及一名观察者前后两次测量值均值没有显著差异(P>0.05），三名观察者及

一名观察者前后两次测量值之间高度一致（ICC>0.900），可信度较高（Cronbach’s 

α>0.900）。 

结论 基于 CT值阈值分割的方法对老年髋部骨折患者肌肉脂肪测量的重复性及可信度较好。 

 

 
EP-0326 

强直性脊柱炎骶髂关节病变的影像学表现 

 
翁静飞,韩福刚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646000 

 

目的 分析强直性脊柱炎骶髂关节病变在 CT和 MRI的影像学表现。 

方法 从本院 2014年 1月至 2017年 1月收治的强直性脊柱炎患者中随机选出 80例患者的 CT

和 MRI图像进行比较，并分析强直性脊柱炎合并肿瘤的患者的影像学特征。 

结果 MRI对骶髂关节病变的 I级、II级检出率高于 CT，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并且 MRI对

关节面侵蚀、关节面下骨质囊变、关节面增生硬化、软组织肿胀的检出率高于 CT，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合并肿瘤的强直性脊柱炎多为 III级、IV级，并且多表现为关节间隙变窄、骶髂

关节面虫蚀样破坏及硬化。 

结论 与 CT相比，MRI能更早更准确的对强直性脊柱炎进行诊断；强直性脊柱炎有合并肿瘤

的风险，临床应引起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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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327 

Atlantoaxial LCH radi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and 

corresponding prognosis analysis 

 
Zhang Lihua,Yuan Huishu 

perking university third hospital 100190 

 

Objective: The present study investigated the image manifestations of atlantoaxial 
Langerhans cell histiocytosis (LCH) to improve the in-depth comprehension on LCH. 

Methods: The study included 25 men and 16 women (average age 12.9 years and median 
age 8 years) diagnosed with LCH. The image findings of computed tomography (CT) 

an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were analyzed to evaluate the locations, 

numbers, types, and signal characteristics of bone erosions.  

Results: Eighty-four lesions of LCH were identified including 47 in the atlas and 
37 in the axis. The osteolytic lesions in the atlas and axis were characterized as 

geographic (15, 37%), moth-eaten (7, 17%), and penetrating (19, 46%) bone 

destructions. The incomplete bone cortex was revealed in 71% lesions, 22% of them 

accompanied by sclerotic margins. Thirteen patients had compression fracture, 11 

in the lateral mass of the atlas and 2 in the C2 vertebral body. Sixteen and three 

patients had atlantoaxial malalignment and dislocation, respectively. On T1-

weighted images, LCH showed 93% iso-intensity or low intensity; On T2-weighted 

images, 68.9% showed low signal intensity, 27.6% showed hyperintensity signal and 

3.4% showed heterogenous signal . On post-contrast images, 81.9% showed 

significant enhancement,12.5% showed moderate enhancement and 6.3% showed mild 

enhancement. CT reexamination of 14 patients indicated atlantoaxial bone 

destruction relatively repaired in 12 patients, no obvious alteration in one 

patient, and increased lesions in another patient. Thirty-three patients were 

follow-up, 81.8% had no significant symptoms and 18.2% with remaining symptoms.  

Conclusion: The atlas and axis were affected by LCH, mainly in children. The 

lateral mass was easily affected and compressed , destruction of the atlas and 

axis could lead to atlantoaxial lateral joint instability. The conservative 

treatment was usually adopted for atlantoaxial LCH, and the prognosis was 

generally satisfactory. 

  

 

 

EP-0328 

人体瘦组织对骨密度的影响 

 
蔡思清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362000 

 

目的 探讨人体瘦组织对骨密度的影响。 

方法 将 160例进行 DXA骨密度和身体成分分析的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瘦组织指数将女性

和男性患者平分为高瘦组织指数组和低瘦组织指数组，比较二组的股骨颈、全髋和腰椎骨密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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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54例高瘦组织指数组女性瘦组织指数为 16.9942±1.2634 kg/m
2
， 54例低瘦组织指数组

女性瘦组织指数为 14.2981±0.7956 kg/m
2
；26例高瘦组织指数组男性瘦组织指数为

19.5200±1.0863 kg/m
2
，26例低瘦组织指数组男性瘦组织指数为 16.0654±1.4077 kg/m

2
。男

女高瘦组织指数组的股骨颈、全髋和腰椎骨密度均显著高于低瘦组织指数组（p<0.05）。 

结论 高瘦组织指数女性和男性患者均具有较高的股骨颈、全髋和腰椎骨密度。本研究证实在

女性和男性人体瘦组织与股骨颈、全髋和腰椎骨密度有关，特别是本研究中，女性高瘦组织指

数组与低瘦组织指数组年龄无统计学差异，但股骨颈、全髋和腰椎骨密度均显著高于低瘦组织

指数组，说明人体瘦组织是影响骨密度的重要因素。瘦组织指数是较好反映人体瘦组织的参

数，不管是女性或男性，在高瘦组织指数组患者的 total lean+BMC 和 total mass均显著高于

低瘦组织指数组的患者。瘦组织指数有效消除身高对个体 lean mass的影响，有利于比较个体

间瘦组织的多少。瘦组织主要是肌肉组织，高瘦组织指数患者一般具有较高的体重和肌肉组

织。因此我们选择瘦组织指数作为观察肌肉量的指标，并观察瘦组织指数对各部位骨密度的影

响。成人以后随年龄增大，肌肉量和骨量均会下降。肌肉量和肌力与骨密度有关，在无机械负

荷时，肌肉萎缩先于骨丢失，并可能会导致以后的骨缺损，保有肌肉可以减少由于无机械负荷

或废用引起的骨丢失。值得重视的是肌肉和骨骼都会对低强度的机械信号做出反应，通过有管

理的体育锻炼可以有效提高绝经前和绝经后妇女的人体瘦组织量、肌力和骨密度。 

 

 

EP-0329 

髌韧带-股骨外侧髁挤压综合征发病机制的磁共振半定量研究 

 
李佳,杨海涛,吕富荣,吕发金,李咏梅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目的：通过髌股关节部分指标的分析，探讨髌韧带-股骨外侧髁挤压综合征的发病机制。 

材料与方法：回顾性分析髌韧带-股骨外侧髁挤压综合征患者及正常受检者的膝关节 MR图像，

测量 I-S指数、胫骨结节-滑车沟间距、股骨滑车沟深度、股骨内外侧髁高度比值及长度比

值、外侧髌股角及股骨外侧滑车倾斜角，对比病变组与正常组 MRI测量数据的差异，分析发病

机制。 

结果：共 100名髌韧带-股骨外侧髁挤压综合征患者纳入病变组，正常组 88名。两组间比较

I-S指数、股骨滑车沟深度、股骨内外侧髁长度比值、外侧髌股角及股骨外侧滑车倾斜角（均

为 P<0.001）有显著差异。分别绘制存在差异的指标的 ROC 曲线，曲线下面积分别为：I-S指

数 0.925；股骨滑车沟深度 0.784；股骨内外侧髁长度比值 0.8；外侧髌股角 0.731；股骨外

侧滑车倾斜角 0.675。 

结论：虽然髌韧带-股骨外侧髁挤压综合征的确切病因仍然没有定论，但通过髌股关节相关指

标的测量可以推测其发病机制，尤其是髌骨高位与该疾病的发生关系最为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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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330 

Quantifying MRI of lumbar intervertebral discs 

degeneration：A study of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Pfirrmann’ degrade、T1rho and spectroscopy   

 
li yong,Chen Jian yu 

Sun Yat-sen Memorial Hospit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510120 

 

 

Objective To quantitatively detect the proteoglycan and water content in lumbar 

intervertebral discs using T1rho and MRS in vivo technique, and to analyz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m and Pfirrmann grading. Methods 118 cases of low back pain 

patients and 30 cases of normal volunteers underwent lumbar MRI routine scan, 

T1rho and MRS scan. Pfirrmann grading was performed on the discs. The area under 

the peak of the water peak was taken as the relative concentration of the main 

metabolite nitrogen-acetamide, and the area under the peak was taken as the 

relative concentration. T1rho was averaged. The specimens of 35 patients 

undergoing intervertebral discectomy were stained with HE and AB, and the 

proteoglycan content in intervertebral disc specimens was quantitatively assessed 

by 1,9-dimethyl methylene blue solution. Results There was a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Pfirrmann grade and the N-acetyl, Water, N-acetyl / Water and T1rho 

values in the nucleus pulposus. N-acetyl, Water, N-acetyl / Water in the nucleus 

pulposus region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1rho,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were 0.368,0.142,0.421. N-acetyl, N-acetyl / Water, and T1rho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in the patients under the same Pfirrmann classification than 

in the volunteers. HE staining showed that the number of nucleus pulposus cells 

decreased gradually with the degree of degeneration; AB staining showed that the 

blue-stained acidic proteoglycans decreased gradually in the extracellular matrix; 

the proteoglycan content in the disc specimens decreased. The N-acetyl, N-acetyl / 

Water and T1rho values in the nucleus pulposus of the intervertebral disc showed a 

linear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content of proteoglycan,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were 0.863,0.935,0.771. Conclusion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Pfirrmann 

classification, the MRS values of the lumbar intervertebral disc in the nucleus 

pulposus region of N-acetyl, Water, N-acetyl / Water and T1rho decreased. MRS 

measurements N-acetyl, N-acetyl / Water and T1rho values were associated with 

proteoglycan and water content. MRS, T1rho technique can be used to quantify the 

degree of degeneration of lumbar di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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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331 

Application of 3D printing technique in surgical 

planning of refractory pelvic tumors 

 
qu yang,Ai Songtao,Tao Xiaofeng 

Shanghai Ninth People’s Hospital，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00011 

 

Objective：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of CT/MRI image fusion and 3D printing 

technique in the surgical planning for patients with refractory pelvic tumors. 

Methods：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was performed on patients who were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or refractory pelvic tumors from March 2014 to December 2016. CT/MRI 

examinations were performed before operation and images were merged by Medraw 

software. The image fusion technique was used to accurately determine the surgical 

boundary of pelvic tumors. Along with image fusion technique, 3D printing 

technique was applied in the current study to build pelvic models, individualized 

implant and surgical guide. The 3D printed pelvic models was applied for 

preoperative surgical rehearsal, and 3D printed implants were installed with the 

assistance of 3D printed surgical guide. 

Results：13 patients with refractory pelvic tumors were included in this study 

with a mean age of 50±8.51 years (33~63year). Histopathological results showed 

that 7 cases of chondrosarcoma, 1 case of osteosarcoma with aneurysmal bone cyst, 

1 case of dedifferentiated sarcoma, 1 case of fibrous connective tissue 

hyperplasia, 1 case of solitary fibrous tumor/hemangiopericytoma, 1 cases of 

metastatic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According to Enneking’s classification，there 

were 2 cases of typeⅠ, 2 cases of typeⅠ+Ⅱ, 1 case of typeⅡ+Ⅲ, 3cases of 

typeⅠ+Ⅱ+Ⅲ, 1case of typeⅠ+Ⅱ+Ⅳ, 1 case of typeⅠ+Ⅱ+Ⅲ+Ⅳ, 1case of typeⅠ+Ⅳ, 

1 case of typeⅡ+Ⅳ,1 case of type Ⅳ.The mean maximal diameter of pelvic tumors 

was 15.15±4.81cm (5~21cm) and all the pelvic vessels were not included. According 

to intraoperative frozen section at resection boundaries and the installation of 

prosthesis, the actual surgical procedure was consistent with the surgical 

planning designed by the reported image fusion technique. 

Conclusions：CT/MRI image data fusion technique can accurately determine the 

resection boundary of pelvic tumors. The reported technique can be applied in the 

design of individualized 3D-printed prosthesis and surgical guide, which are quite 

necessary in the treatment of refractory pelvic tum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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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332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of fracture healing after 

internal fixation of spinal fractures by dual-energy 

technology 

 
yang qian

1
,Liu Yulin

1
,Sun Kai

1,2
 

1.Hubei Cancer Hospital 

2.Shanxi yikedaxue dieryiyuan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value of dual-energy technology in the treatment of 

fracture healing after internal fixation of spinal fractures. 

Methods: 60 cases of spine ( cervical spine 5 cases, thoracic vertebrae 25 

cases,  lumbar vertebrae 30 cases) were collected and examined by dual-energy X-

ray absorptiometry (DXA).The bone mineral density (BMD) measurements were 

performed at the same time by gemstone spectral imaging (GSI) scan for patients 

with spinal fractures, before operation, after metal internal fixation, and after 

removal of metal internal fixation. The data used in the analyzing were obtained 

by the energy spectrum analysis software. The single energy images at different 

energy levels of 40-140 keV, the base substance diagram of calcium and water 

were obtained. The ROIs were measured by different parameters among 40-140 keV 

( with interval 10 keV) and the CT values of different energy levels, the 

calcium and water based material density, and the bone density values were 

calculated. 

Results: The best single energy image was obtained at 60 keV. Before operation, 

there was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 <0.05) between the bone mineral densities 

getting from GSI (0.440 ± 0.056 g / cm3) and QCT (0.404 ± 0.069 g / cm3) , and 

the former was greater than that of the QCT. The GSI measurement was (0.360 ± 

0.026 g / cm3) in the 6 patients healing well，(0.281 ± 0.032g / cm3) in the 8 

patients delayed healing, and (0.121 ± 0.021g / cm3) in the 8 patients nonunion. 

Conclusion: The energy spectrum CT scanning technique can effectively remove metal 

artifacts and ray beam hardening artifacts, and clearly show the fine structure 

after metal fixation for fracture, and the image quality is higher. The best 

single energy image was achieved at the 60keV. By using of calcium-water-based 

substance pairs, the bone density could be measured more accurately than by QCT, 

and can be used as a new bone density measurement method to predict the degree of 

fracture hea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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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333 

负重状态下半月板周缘性移位的 MRI 研究及其临床意义 

 
景辉

1
,王峻

2
,牛金亮

2
,彭琨

1
,甄俊平

2
 

1.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总医院 

2.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目的：采用 MRI观察负重状态下半月板周缘性移位的影像学特点，并探究其临床意义。方法：

收集本院 2013年 12月-2015 年 12月因膝关节症状进行 MRI检查符合骨性关节炎诊断 148例

患者（共 240个膝关节）作为观察组，30例健康志愿者正常膝关节（共 60个膝关节）作为对

照组，共 300个膝关节，分析其半月板周缘性移位的发生率。结合年龄等情况，以移位指数为

量化标准进行分析。结果：膝关节半月板发生周缘性移位共 62例，其中外侧半月板发生周缘

性移位 8例，内侧半月板发生周缘性移位 54例，总发生率为 20.7％。半月板周缘性移位外内

侧发生率之比为 1：6.75。观察组与对照组半月板周缘性移位发生率及移位指数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5)。所有病例移位指数平均值为 0.4170±0.1567。观察组各年龄组间半月板周

缘性移位发生率及移位指数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青壮年组及老年组半月板周缘性

移位发生率及移位指数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负重状态下半月板周缘性移位

与年龄、骨性关节炎具有明显的相关性。 

  

 

 
EP-0334 

四肢腺泡状软组织肉瘤的 MRI 表现 

 
袁亚 

重庆市第七人民医院 400054 

 

目的:分析四肢腺泡状软组织肉瘤的 MRI表现。方法 搜集 10例病例确诊为四肢腺泡状软组织

肉瘤的患者，对其 MRI表现进行分析。结果 9例患者的肿瘤部位均位于深部肌群，1例位于浅

肌群。其中 6例患者肿瘤呈现分叶状，4例边缘光滑，T1WI呈等或稍高号，T2WI呈不均匀高信

号，增强扫描后肿瘤实质中等或明显强化，坏死区无强化，周围延迟强化的迂曲血管影。结论 

腺泡状软组织肉瘤的诊断主要依靠病理组织学，临床上常常被误诊。影像学检查，特别是 MRI

检查如发现较大软组织肿块，信号不均匀，增强后呈中等到明显的强化，MRI上见到肿块内部

“血管流空”及肿块周围迂曲强化血管时，对本病有提示作用。 

 

 

  

 

 

EP-0335 

单能量 CT 成像对足踝部痛风石治疗疗效评估 

 
冯卫华,胡大力,冯硕,崔久法 

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266003 

 

目的：探究慢性痛风关节炎患者非布司他、别嘌醇治疗前后血尿酸水平及能谱 CT检测痛风石

体积的变化情况。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706 

 

材料与方法：44例患者平均年龄（51±11.2）岁，非布司他组 26例，为男性；别嘌醇组 18

例，男性 17例，女性 1例。实验组采用非布司他（万邦医药 优力通 2片/天 80mg/d，

n=26）；对照组采用别嘌醇（华东医药 3片/天 300mg/d，n=18）。降尿酸治疗前后行血尿酸

水平检查、肝肾功检查、双足踝关节能谱成像。图像处理：所得能谱序列（Mono）录入

Matlab矩阵软件进行分析。 

结果： 1.足踝关节痛风结晶分布：跖趾关节（28）、较跗跖关节（12）、趾骨间关节

（20）、肌腱及韧带痛风结晶（6）分布数量明显增多，差异具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2.降尿

酸治疗之前非布司他组 sUA 水平为 602.5±39.26μmol/L，痛风石体积 22.35±18.03cm
3
。对

照组使用常规药物别嘌醇组，血尿酸水平为 586.35±42.36μmol/L，痛风石体积

20.01±15.34 cm
3
,将尿酸治疗之前两组间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患者经 24周

的治疗后 sUA都有不同程度的减少：非布司他组 sUA水平为 312.78±31.72μmol/L，痛风石

体积 3.46±2.69cm
3
；对照组 sUA平均水平为 425.78±38.36μmol/L，痛风石体积均数为

12.23±5.92cm
3
。实验组、对照组 sUA水平、痛风石体积均较治疗前减小，（P＜0.05）差异

具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3.以 360μmol/L 血尿酸水平为基准，实验组达标 19例（73%），对

照组达标 6例（33.3%），卡方值 6.85（P＜0.05）。 

结论：1.慢性痛风关节炎患者，跖趾关节尿酸盐结晶沉积数量较其余小关节多.2.非布司他

（80mg/d）较别嘌醇(300mg/d)具有更好的降低血尿酸水平、缩小痛风结晶体积的能力。 

 

 
EP-0336 

肱二头肌长头腱损伤 MR 与 US 一致性分析 

 
李海燕,马晓文 

西安交通大学附属红会医院 710061 

 

目的 以肩关节镜为金标准，比较肱二头肌长头腱损伤 MR和 US两种检查方法诊断效能是否一

致及其一致性程度，从而评价 MR在肱二头肌长头腱损伤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 96例肱二头肌长头腱损伤患者影像资料，男 60例，女 36例，年龄 24～76

岁。96例患者一周内全部接受全部行 MR及 US检查。采用卡方检验（χ
2
检验）、Fisher 确切

概率法和一致性检验（Kappa 检验），其中 Kappa值>0.75为一致性极好，0.4≦Kappa 值

≦0.75 为一致性好，Kappa 值<0.4为一致性差，P<0.05 时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96例肱二头肌长头腱损伤中，完全撕裂 23例，部分撕裂 51例，肌腱炎 14例，脱位 8

例。肱二头肌长头腱损伤 2名 MR医师检出率分别为 91.66%和 88.54%，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2名 US医师检出率分别为 83.33%和 77.0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MR

诊断完全撕裂、部分撕裂、肌腱及脱位准确率分别为 22（23）、47（51）、12（14）及 8

（8）；US准确率分别为 20（23）、44（51）、10（14）及 7（8）；MR与 US诊断部分撕裂及

肌腱炎一致性差（Kappa=0.290；Kappa=0.32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3和 P=0.04），

MR准确性高于 US。MR与 US 诊断肱二头肌长头腱完全撕裂及脱位一致性较好（Kappa=0.465；

Kappa=0.61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13和 P=0.20）。 

结论 MR 能准确显示肱二头肌长头腱损伤及损伤类型，并且判断肱二头肌长头腱部分撕裂及肌

腱炎优于 US，MR应作为肱二头肌长头腱损伤首选检查方法。 

关键词：磁共振成像;超声检查;肱二头肌长头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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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337 

MRI 与 MSCT 对脊柱骨肿瘤的诊断效能对比分析 

 
王筱璇,马晓文 

西安交通大学附属红会医院 710054 

 

目的：探讨磁共振成像（MRI）与多层螺旋 CT（MSCT）对脊柱骨肿瘤的诊断价值。 

方法：回顾性分析 116例我院自 2011年 1月至 2017年 6月经穿刺活检或手术病理证实的脊柱

骨肿瘤患者的 MRI和 MSCT，并将影像学诊断结果与病理进行对照，分别计算其诊断效能。 

结果：116例患者包括男性 62例，女性 54例，年龄 8～75岁，平均 48.6岁。依据 2013 年

WHO骨肿瘤分类，恶性肿瘤 68例，其中转移瘤 23例，浆细胞骨髓瘤 18例，淋巴瘤 13例，脊

索瘤 8例，骨肉瘤 6例。中间型肿瘤 14例，其中骨巨细胞瘤 9例，骨母细胞瘤 5例。良性肿

瘤 12例，均为骨软骨瘤。未明确肿瘤性质的肿瘤 18例，其中纤维结构不良 9例，朗格汉斯细

胞组织细胞增多症 7例，骨性纤维结构不良 2例。杂类肿瘤 4例，均为未分化高级别多形性肉

瘤。MRI的敏感度、特异度、准确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分别为 85.3%、83.3%、

84.5%、87.9%、80.0%；MSCT 的敏感度、特异度、准确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分别为

70.6%、72.9%、71.6%、78.7%、63.6%。MRI对溶骨性骨质破坏、附件受累情况、病理性压缩

骨折、累及椎体节段数、椎旁软组织肿块的诊断均优于 MSCT，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2种检查方法对成骨性骨质破坏、混合性骨质破坏及椎管狭窄诊断比较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P＞0.05）。 

结论：MRI、MSCT对脊柱骨肿瘤的诊断各有优势，但 MRI在发现早期病变、病理性压缩骨折、

附件及软组织受累等方面更有优势。 

 

 
EP-0338 

MRI 诊断 Duchenne 型肌营养不良症一例并文献分析 

 
朱云 

昆明医科大第一附属医院 650032 

 

目的 结合一例 Duchenne型肌营养不良症患者的临床及影像资料，探讨 MRI在骨骼肌系统的应

用。 材料及方法 回顾性分析一例 Duchenne型肌营养不良症患者的临床及影像资料。患儿，

男，12岁，自诉近 3年来无明显诱因出现左臀及大腿内侧不适，活动后无明显变化，夜间无

明显加重，休息后可减轻。入院查体：左下肢肌力近端 2级，远端 4级。左臀及大腿内侧肤色

正常，皮温无明显变化，髋骨内侧可见静脉扩张。左大腿内侧中、下段压痛（+），未见明显

结节及包块。MRI示：平扫上见左侧臀大肌形态小，在 T2WI、T1WI横轴位上信号均较对侧增

高。左侧缝匠肌、阔筋膜张肌、臀小肌、臀中肌、髂腰肌等形态较对侧明显变细，但信号未见

确切异常。冠状位 T2WI压脂像见左侧臀肌信号不均，其内见条片状高信号影。MR增强压脂扫

描示左侧臀大肌中度强化。 结果 病理示左臀横纹肌肌纤维显著萎缩，间质纤维及脂肪增生，

局灶性淋巴细胞浸润。肌核内移，核固缩，血管壁增厚。结合临床，多考虑 Duchenne型肌营

养不良症（DMD）。 结论 Duchenne型肌营养不良症的 MRI具有一定的特征，但确诊需结合临

床及病理。MRI凭借其良好的软组织分辨率，可广泛应用于骨骼肌系统疾病的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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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339 

多回波化学位移编码水/脂 MRI 评估骨髓脂肪的价值 

 
陈义磊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东院) 201203 

 

  

目的 以多回波 T2校正的轻质子磁共振波谱成像（MRS）为参考，证实化学位移编码 8 回波 3D

扰相梯度回波序列水／脂分离 MRI成像（CSE-MRI）定量绝经后女性椎体骨髓脂肪含量的可行

性。方法 双能 X线吸收测量仪测定 83例（平均年龄，62.8±6.6 岁）绝经后妇女骨密度，将

受试者分为正常骨量组、低骨量组及骨质疏松组。8位受试者重新摆放位置做三次 CSE-MRI重

复扫描，以均方根绝对精度误差及均方根变异系数评价 CSE-MRI定量质子密度脂肪分数(PDFF)

的可重复性。组内相关系数(ICC) 及其 95%可信区间评估观察者内及观察者间测定 CSE-MRI 

PDFF值的一致性。采用 Linear regression、Bland-Altman 分析及 Lin’s 一致性相关系数法

评价 CSE-MRI与 MRS定量 PDFF的可代替性。结果 CSE-MRI 重复扫描，均方根绝对误差为

1.45%，均方根变异系数为 2.50%。协方差分析校正年龄、绝经年数及体重指数，正常骨量

组、低骨量组、OP组 PDFF 值存在统计学差异（P均< 0.001）。观察者内及观察者间测定受试

者 CSE-MRI PDFF均具有实质性的一致性，ICC均≥0.993。MRS、CSE-MRI定量 83位受试者

PDFF的线性回归分析，相关系数为 0.979，Lin’s一致性相关系数为 0.962。 所有的 MRS 

PDFF与 CSE-MRI PDFF差值的点均落在 Bland-Altman分析法 95%可信区间内。各组受试者

CSE-MRI PDFF与腰椎 BMD (r = –0.560 ~ –0.710)、T 分数(r = –0.526 ~ –0.747)及 MRS 

PDFF与腰椎 BMD(r = –0.539 ~ –0.706)、T分数(r = –0.501 ~ –0.742)均呈中度正相关

性。结论 CSE-MRI应用多脂峰模型及 T2’校正定量椎体骨髓脂肪含量其准确性可等同于多回

波 T2校正 MRS。 

 

 

EP-0340 

朗格汉斯组织细胞增多症累及骨的影像表现 

 
司莉萍,姚伟武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200335 

 

目的：探究朗格汉斯组织细胞增多症（LCH）的典型与不典型影像表现特点，以提高其临床诊

断准确率，有助于治疗及预后。 

方法：回顾性收集上海六院 2008年-2017年 40例朗格汉斯组织细胞增多症累及骨骼的病例，

其影像学检查手段为 X线、CT及 MR。 

结果：男女比例为 3:2，0-25岁占 72.5%（29/40），单骨受累及为股骨 7例（17.5%），肱骨

7例（17.5%），多骨受累及 4例（10%），其余锁骨、肩胛骨、脊柱、胫骨、耻骨等均有累

及。平均住院天数为组织学染色均表现为朗格汉斯组织细胞的异常增生，嗜酸性细胞、淋巴细

胞和炎性背景细胞的混合性浸润。免疫组化表现为 CD1+(100%),S100+(90%)。影像表现可分为

3类：表现为边界不清的溶骨性破坏、广泛骨髓水肿、明显骨膜反应及可伴有骨皮质破坏者为

32例（80%），表现为良性改变、反应性骨髓水肿及不明显的骨膜反应的 3例（7.5%），表现

为边界清晰的硬化边改变为 5例（12.5%）。 

结论：朗格汉斯组织细胞增多症好发于男性儿童，发病率低，单骨累及病例预后较多骨及多系

统累及病例好。其影像学表现、发病部位变化多端，其中变化不一的影像表现主要与 LCH 的疾

病进展阶段高度关联。早期可表现为弥漫性的骨质浸润，边界不规则；广泛的骨髓水肿；明显

的骨膜反应以及骨皮质破坏。早期的影像学表现并不具有特异性，有时难以与其它骨病如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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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瘤、骨肉瘤鉴别。疾病进展的晚期阶段可表现为良性肿瘤样病变，骨髓水肿有所吸收；骨膜

反应也可不甚明显。疾病的治愈阶段可表现为边界清晰的硬化边，需要与其它良性骨肿瘤鉴

别。 

 

 
EP-0341 

3.0T MR 水、脂分离 Dixon 技术鉴别椎体良恶性 

压缩性骨折的价值 

 
谭辉

1
,樊秋菊

1
,于楠

1
,王少彧

2
 

1.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2.西门子医疗系统有限公司磁共振事业部 

 

目的：探讨 MR水、脂分离 Dixon技术在良恶性椎体压缩性骨折中的鉴别诊断价值。方法：本

研究收集 2016年 8月至 2017 年 1月期间因椎体压缩性骨折接受 CT扫描并难以诊断的患者共

76例。所有患者均应用 Siemens skyra3.0T 磁共振行常规矢状位 T1WI、T2WI、STIR序列；

T1WI Dixon序列获得同相位（in-phase）、反相位(opp-phase)、水相(water-signal-

only)、脂相图像(fat-signal-only)。根据临床随访或病理结果，患者被确定为良性压缩性骨

折 43例（35例骨质疏松性骨折，5例创伤性骨折，3例感染性骨折；年龄 28〜76岁）和恶性

压缩性骨折 33例（28例转移性骨折，3例多发性骨髓瘤，2例非霍奇金淋巴瘤；年龄，34-81

岁）。Dixon T1WI序列参数：TR / TE = 600 / 9.5ms，层厚 3mm，矩阵 384×384，iPAT 

=2。计算病变椎体信号强度指数（SIR）及脂肪分数(FF)，SIR = SIopp-phase/SIin-phase , FF = 

SIfat /(SIwater﹢SIfat)×100％。结果：良性组的 FF（27.43±6.77）值显著高于恶性组

（11.88±4.23）（P <0.01）；良性组 SIR（0.72±0.28）显著低于恶性组（1.38±0.21）

（P <0.01）。对 FF值及 SIR值绘制良、恶性 ROC曲线，得出良恶性椎体压缩性骨折诊断的临

界值分别为 12.75和 0.86，FF和 SIR的 AUC分别为 0.79和 0.88。结论：通过 3.0T MR水脂

分离 Dixon技术可以定量测定椎体的信号强度指数和脂肪含量的变化，对于椎体骨折性质的诊

断和鉴别诊断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EP-0342 

IVIM-DWI 联合 MR 波谱对骨质疏松和转移性 椎体压缩骨折鉴

别诊断的价值 

 
谭辉

1
,樊秋菊

1
,于楠

1
,王少彧

2
,于勇

1
,杨祺

1
 

1.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2.西门子医疗系统有限公司磁共振事业部 

 

目的 探讨体素内不相干运动 DWI(IVIM-DWI)联合 MR波谱鉴别骨质疏松和骨转移所致椎体压缩

骨折的价值。方法 本研究收集 2016年 8月至 2017年 1 月期间因椎体压缩性骨折接受 CT扫描

并难以诊断的患者共 70例。基于病理或临床随访结果将骨折原因分为骨质疏松性骨折组和转

移性压缩性骨折组。所有患者均应用 Siemens Skyra 3.0T MR扫描仪行常规矢状位 T1WI、

T2WI、STIR序列和 IVIM-DWI、
1
H-MRS。测定 4.7ppm的水信号和 1.3ppm的脂质的相对峰下面

积，评估 IVIM-DWI参数（f值，D值和 D
*
值）和 MRS参数（FF），通过使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

线（ROC）评估 MRS，IVIM-DWI以及 MRS加 IVIM-DWI对转移性椎体压缩性骨折的诊断效能。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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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转移组的 f值（0.11±0.05）、D值（1.04±0.93）和 FF（14.95±7.37）显著低于骨质疏

松组（0.16±0.08，1.68±0.35 和 24.73±6.72），D*值（5.38±1.11）明显高于骨质疏松组

（2.58±0.34）（P均<0.05）。MRS的敏感度、特异度和准确度分别为 87.5％、84.6％、

71.4％，应用 IVIM-DWI分别为 78.13％、82.93％、84.28％，MRS与 IVIM-DWI联合为 90.6

％、92.5％、94.3％。三种方法的 AUC分别为 0.73,0.88和 0.94。结论 IVIM-DWI联合 MRS可

提高鉴别诊断骨质疏松和转移性椎体压缩性骨折的效能。 

 

 

EP-0343 

恶性骨肿瘤的影像学分析 

 
闫立民,宋晓彬 

西安交通大学附属红会医院 710054 

 

目的 分析恶性骨肿瘤 53例影像学表现，探讨 X线平片、CT、磁共振在恶性骨肿瘤中的影像 

学表现特征和诊断价值，为恶性骨肿瘤的临床诊断与鉴别提供准确的参考依据。 

方法 回顾性分析 53例经手术病理证实的恶性骨肿瘤的影像学表现，术前均经过 X线平片、CT

或磁共振的影像学检查。确定病灶部位、形态、大小、边缘界限、钙化、骨膜反应及软组织肿

块等，并与手术病理进行对照。 

结果 病灶形态均有不规则骨质破坏，边缘界限不清，肿瘤直径大小 6 ～ 16cm，＜ 10cm 45

例，＞ 10cm 8例，平均 8.5cm。其中病变钙化 8例，骨膜反应 11例，软组织肿块 38 例。肿

瘤的部位分布：股骨上段 6例，股骨下段 12例，胫骨上段 10例，胫骨中下段 5例，肱骨 5

例，脊柱 4例，尺桡骨 3例，骨盆 6例，腓骨 2例。 

经证实的恶性骨肿瘤 53例中，骨肉瘤 8例，软骨肉瘤 4 例，尤文肉瘤 2例，骨髓瘤或浆细胞

瘤 4例，纤维肉瘤 1例，骨淋巴瘤 3例，骨转移瘤 8例，骨巨细胞瘤 23例。 

X线可以直观的显示恶性骨肿瘤病变的整体形态、骨质改变及钙化灶、骨膜反应情况，为首选

检； 

CT可以显示恶性骨肿瘤病变的内部结构，如边缘骨质破坏区，内部间隔及钙化灶； 

MRI软组织分辨率高,多平面显示病灶的内部各类组织成分及软组织侵犯范围，在恶性骨肿瘤

检查中具有一定的优势，对恶性骨肿瘤病变术前诊断有较高的价值。但对钙化灶、骨膜反应不

能显示。 

结论 X线平片、CT、磁共振对恶性骨肿瘤病变的诊断，都具有各自的优势和不足，综合应

用，相互补充进行鉴别诊断，方能做出正确的恶性骨肿瘤诊断。 

恶性骨肿瘤的影像学表现存在多样性，恒定的典型征象较少，确定肿瘤的组织类型较为困难，

正确的诊断有赖于临床、影像学表现、病理学检查相结合才能确定。 

 

 

EP-0344 

腰椎间盘突出程度与患者腰腿疼痛严重程度的相关性研究 

 
董志坚 

陕西杨凌示范区医院 712100 

 

 

目的 研究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突出物体积占相应椎管容积百分比与腰腿痛严重程度的相关

性。方法 我院 2013年 10月到 2015年 2月之间收治椎间盘突出症患者 68例，一方面全部行

腰椎 CT容积扫描，使用 CT 后处理软件测量并计算腰椎间盘突出程度，即突出物体积占相应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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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容积百分比；另一方面由疼痛科两位从事临床工作 20年以上的副主任医师查体，依据视觉

模拟疼痛评分(visual analogue scale/score，简称 VAS)法评估患者疼痛程度，并客观给出

疼痛评分。对两组数据进行统计学处理，来分析腰椎间盘突出程度与腰腿痛严重程度的相关

性。结果使用 SPSS19.0统计学分析软件，r=0.098，显示腰椎间盘突出程度与腰腿痛严重程度

无相关性。 结论 腰椎间盘突出程度与腰腿疼痛严重程度无关。 

 

 

EP-0345 

脊柱骨巨细胞瘤 CT、MR 表现及其鉴别诊断 

 
章晨蕾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30006 

 

目的 总结脊柱骨巨细胞瘤(giant cell tumor，GCT) CT 及 MR影像表现特点并探讨其鉴别诊

断，以提高对该病的诊断水平。 

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病理证实的 14例脊柱 GCT,其中颈椎 1例,胸椎 4例,腰椎 2例,骶椎 7例。

术后复发 1例，伴动脉瘤样骨囊肿 1例，伴病理性骨折 1例。其中女性 8例, 男性 6例。所有

病例均行 CT 和 MRI 检查。 

结果 (1)脊柱 GCT骶椎发生率最高, 其次为胸椎。女性多于男性。病变可侵犯单一或多个椎

体，12例病变多椎体受累。(2)CT可见椎体呈膨胀性、偏心性骨质破坏，病变以实性成分为

主，部分呈囊实性；部分可同时累及附件；骨质破坏区内无骨化、钙化，无骨硬化边缘及骨膜

反应；椎旁软组织肿块形成。14例病变均呈膨胀性、偏心性骨质破坏，9例病变累及附件骨，

14例伴有软组织肿块，14例病例均未见骨化、钙化及骨膜反应。 (3)MRI 扫描显示病变 T1WI

呈不均匀的等或稍低强度信号,T2WI呈不均匀高或等强度信号,STIR 呈不均匀高或稍高密度信

号；合并压缩骨折时呈“哑铃”样；伴动脉瘤样骨囊肿表现为多囊状高信号。(4)术后复发可

见原病变区再次出现膨胀性骨质破坏和软组织肿块。（5）病理显示肿瘤大小不等，在 2-5cm

范围内，质软脆，周围可见纤维包膜，切面呈灰红灰黄的鱼肉状，内可见碎骨组织、出血、坏

死区。光镜下肿瘤主要由决定其生物学活性的基质细胞及均匀分布的多核巨细胞组成。（6）

脊柱 GCT需与脊柱转移瘤、脊柱结核、脊柱骨母细胞瘤、动脉瘤样骨囊肿及脊索瘤等鉴别。 

结论 脊柱 GCT具有偏心性、膨胀性骨质破坏及多椎体受累特点，但骨质破坏区内无骨化、钙

化，无骨硬化边缘及骨膜反应的特点与脊柱转移瘤、脊柱骨母细胞瘤、脊索瘤等的表现有别；

局部形成明显的软组织肿块与动脉瘤样骨囊肿及脊柱结核的表现有别, 均应予以重视。CT 与

MRI 影像对脊柱骨巨细胞瘤诊断具有重要价值,两者结合有助于提高诊断及鉴别诊断准确性。 

  

 

 
EP-0346 

DKI 技术评估原发性骨肉瘤术前新辅助化疗疗效的应用初探 

 
刘成磊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200233 

 

目的：探讨 DKI技术对原发骨肉瘤术前新辅助化疗疗效评估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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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2015年 3月-2016年 2 月经病理证实的原发性四肢骨肉瘤 29例，新化疗辅助前 3 天，

化疗后术前 3天行常规 MRI 和 DKI检查，在 T1图像上测量病灶的最大延伸，在 T2抑脂图像上

测量病灶的大小，然后根据椭圆公式计算病灶的体积，DKI 图像导入专用的图像分析软件，在

病灶的最大层面，测量 ADC 值，MD，MK值，并计算化疗前后的 ADC，MD，MK值相对变化率，

以病灶术后病理坏死率为参照标准分为 2组，（坏死率小于 90% 为化疗效果差），采用 t检

验比较 2组各个参数的差异，病灶体积，ADC，MK，MD值预测术后坏死率的诊断效能比较用

ROC曲线。 

结果：29例患者男性 20例，女性 9例，平均年龄 17.66岁（7-34岁）。化疗前，2组患者的

病灶体积，ADC值，MK，MD 值没有统计学差别（P>0.05）。化疗后术前病灶 MD，ADC值明显较

前增加，(1.97±0.21vs1.39±0.39，1.39±0.24vs1.00±0.31, P<0.05)， MK值明显下降 

(0.68±0.14vs0.86±0.26, P=0.042)。病灶的体积无明显变化

(379.59±372.49vs339.05±196.67 p=0.706)。比较化疗效果差者，化疗效果好的患者

ΔMD，ΔADC 值变化较大(55.54±26.09 vs7.02±25.16, 47.24±43.15vs10.07±28.81; 

P<0.05) , 但ΔMK值及和 Δ体积变化不明显。 术后 MD 值和ΔMD 较其他参数具有相对高的

诊断效能，敏感性 100%。 

结论：DKI技术有助于评估原发性骨肉瘤的新辅助化疗的疗效，术后 MD值 和ΔMD 可作为潜

在的影像评价指标。 

 

 
EP-0347 

多中心骨巨细胞瘤的临床/影像特征及预后 

 
刘成磊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200233 

 

目的：多中心骨巨细胞瘤是一种罕见的疾病，其影像，病理及生物学行为至今不明。本文通过

回顾性分析 6个多中心骨巨细胞瘤患者的临床特征及预后，旨在探讨其影像/病理特征及生物

学行为，并通过比较地诺单抗治疗前后的影像特征，分析其疗效。 

方法：2001年-2015年经病理证实为多中心骨巨细胞瘤的 6名患者，回顾性分析其临床信息，

影像特征包括平片（n=14），CT(n=13)，MRI(n=8)，骨扫描（n=1），PET/CT(n=2), 病理特征

及预后。 

结果：本研究包括 5名女性及 1名男性，初始发病年龄 18-29岁，平均 22.33岁。3名患者属

于同源性多中心骨巨细胞瘤，3名属于异源性多中心骨巨细胞瘤。6名患者共检出 17个病灶， 

4个位于膝关节周围，3个位于股骨大结节，5个位于脚的小骨，2个位于扁骨。每名患者的所

有病灶均位于同侧肢体。1 名患者合并 Paget’s病。平片及 CT显示 12个病灶显示硬化边或

伴斑片状硬化，8个病灶显示骨皮质不连续，5个病灶合并软组织肿块。病理上，8个病灶可

疑肉瘤样恶性转化，1个病灶恶性转化为骨肉瘤。4名患者的 10个病灶手术切除，其中 3个局

部复发；3名患者的 7个病灶接受地诺单抗治疗，1年后病灶缩小伴周边硬化带形成 。所有患

者目前病情稳定，无出现肺转移。 

结论：多中心骨巨细胞瘤多出现在不典型部位，常伴发硬化；当单发骨巨细胞瘤发生在年轻患

者，干骺端部位，手或脚的小骨或伴发 Paget’s病时应警惕多中心骨巨细胞瘤。其生物学行

为较单发骨巨细胞瘤更具侵袭性，因此应密切随访，尤其是同侧肢体。地诺单抗是多中心骨巨

细胞瘤潜在的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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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348 

长骨非骨化性纤维瘤 X 线、CT 影像诊断与鉴别诊断研究 

 
王瑞芳

1,2,3
,张立亮

1,2
,徐文静

1,2,3
 

1.中国人民武警部队辽宁省总队医院 

2.武警本溪支队卫生队 

3.武警本溪支队卫生队 

 

目的 探讨长骨非骨化性纤维瘤（non-ossifying fibroma， NOF）的 X线、CT影像表现及鉴

别诊断。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5年 3月-2017年 5月诊治的 20例患者经病理证实的非骨

化性纤维瘤的 X线、CT影像表现，其中男 12例，女 8例，年龄 4-40岁，平均年龄 28岁。20

例均做 X线、CT检查。结果 16例为皮质型（偏心型），4例为岁执行（中心型），皮质型在

皮质内呈偏心性、膨胀性骨质破坏，可见残缺的骨嵴，髓质型病变边缘可见明显的薄厚不均匀

的硬化边，髓腔变窄。结论 认识 X线、CT影像表现能够细致地、准确地表现病变的特性，对

诊断及鉴别诊断有重要作用。 

  

 

 
EP-0349 

Remotely trigged release of NO for blood 

anticoagulation with Upconversion Nanoparticles 

 
Qiu Yuyou 

Affiliated Tenth people’s hospital of TongJi University 200072 

 

 

Objective Remotely controlled release systems have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owing 

to their non-invasive strategy, offering new opportunity in the area of 

biomedicine. Methods Herein, we developed a novel and general strategy for NIR 

light-triggered NO release system based on S-nitroso-N-acetyl-DLpenicillamine 

(SNAP) tagged upconversion nanoparticles/SiO2 with core/shell structure 

(UCNP@SiO2@SNAP). With the irradiation of 980 nm laser, the UCNP@SiO2@SNAP converts 

NIR light into a range of different wavelengths throughout the UV and visible 

lights, which can decompose SNAP to generate NO. Results It was found that the 

NIR-trigged NO release was effectively to inhibit platelet aggregation. Conclusion 

Our work suggests that the penicillamine-tagged UCNP@SiO2 system is capable of 

providing remotely controlled release strategy for blood anticoagulation and 

treatment of restenosis and neointimal hyperpl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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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350 

Experimental study on Oxytocin-cheated Osteoporosis 

Model of Rabbit：Dynamic Evaluation of bone marow 

changes with Magnetic Resonance Spectroscopy 

 
Shao Hongda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Shanghai Tenth People’s Hospital 200072 

 

Objective To dynamically investigate the regular alteration of bone marrow changes 

in oxytocin-cheated osteoporosis model of rabbit with MR spectroscopy. Methods 

Forty 8-month-old, skeletally mature, female New Zealand rabbits were randomly 

allocated into two groups. Group A underwent bilateral overiectomy(OVX).Group B 

underwent OVX and subcutaneous injection of oxytocin(OT).Both groups underwent MR 

spectroscopy(MRS) of left upper femur and measured estrogen, total calsium, serum 

bone metabolism markers at 3,6,10,and 14 weeks after operation(5 rabbits at each 

time point for each group). Result  fat fraction (FF) of left upper femur were 

(46.20±5.24)%, (64.39±5.53)%, (69.13±6.14)%, (78.14±7.42) respectively in 

group A, (42.8±7.11)%, (52.00±3.77)%, (58.25±3.75)%, (61.5±6.63)% respectively 

in group B.FF of group B at 6,10,and 14 weeks after OVX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compared to that of group A (P<0.01),both of which increased over time. 

Conclusions MRS may be valuable to dynamically assess bone marrow changes in OP 

model of rabbits at early stage. It offers primary animal experiment evidence for 

early assessment of OT treatment with OP patients. 

 

 

EP-0351 

Contributions of fat mass and fat distribution to hip 

bone strength in healthy postmenopausal Chinese women 

 
Liu Yong 

Affiliated Tenth people’s hospital of TongJi University 200072 

 

Abstract The fat and bone connection is complicated, and the effect of adipose 

tissue on hip bone strength remains unclear.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clarify 

the relative contribution of body fat accumulation and fat distribution to the 

determination of proximal femur strength in healthy postmenopausal Chinese women. 

This cross-sectional study enrolled 528 healthy postmenopausal women without 

medication history or known diseases. Total lean mass (LM), appendicular LM (ALM), 

percentage of lean mass (PLM), total fat mass (FM), appendicular FM (AFM), 

percentage of body fat (PBF), android and gynoid fat amount, android-to-gynoid fat 

ratio (AOI), bone mineral density (BMD), and proximal femur geometry were measured 

by dual energy X-ray absorptiometry. Hip structure analysis was used to compute 

some variables as geometric strength-related parameters by analyzing the images of 

the hip generated from DXA scans. Correlation analyses among anthropometrics, 

variables of body composition and bone mass, and geometric indices of hip b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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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ength were performed with stepwis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es as well as 

Pearson’s correlation analysis. In univariate analysis, there were significantly 

inverse correlations between age, years since menopause (YSM), hip BMD, and hip 

geometric parameters. Bone data were positively related to height, body weight, LM, 

ALM, FM, AFM, and PBF but negatively related to AOI and amount of android fat (all 

P\0.05). AFM and AOI were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most anthropometric parameters. 

AFM was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height, body weight, and BMI. AFM was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age and YSM. AOI was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height, 

body weight, and BMI. AOI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age and YSM. LM, ALM, and FM 

had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with anthropometric parameters (P\0.05 for all). PLM 

had a negative relationship with those parameter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LM, ALM, 

FM, PLM, ALM, age, and YSM was not significant. In multivariat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hip bone strength was observed to have a consistent and unchanged 

positive association with AFM and a negative association with AOI, whereas its 

association with other variables of body composition was not significant after 

adjusting for age, years since menopause, height, body weight, and BMI. AFM may be 

a positively protective effect for hip bone strength while AOI, rather than 

android fat, shows a strong negative association with hip bone strength after 

making an adjustment for confounders (age, YSM, height, body weight, and BMI) in 

healthy postmenopausal Chinese women. Rational weight control and AOI reduction 

during menopause may have vital clinical significance in decreasing postmenopausal 

osteoporosis. 

 

 
EP-0352 

MR 膝关节功能位在 DOA- ACL 附着端早期损伤 

的评价及临床价值 

 
徐子军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200072 

 

目的 研究退行性膝骨关节炎（DOA）患者功能位 MRI扫描对前交叉韧带附着端早期损伤的临床

应用价值。 

方法 对临床高度怀疑退行性骨关节炎（DOA）患者 88例行常规和功能位磁共振扫描，分次提

供常规和功能位磁共振扫描的影像资料，由高年资影像医师诊断，以关节镜或手术结果为金标

准，进行回顾性统计分析常规和常规附加功能位之后的诊断符合率差异。 

结果 磁共振常规体位扫描诊断与关节镜结果对照显示 1-3级损伤符合率为 28.5%，45.4%和

100%，功能位组分别为 89.2%，89.3%，100%。CMH卡方检验结果显 c
2
=27.538，P<0.001,表明

两种诊断方法的符合率存在显著统计学差异；1级损伤， c
2
=13.789，P<0.001；2级损伤， 

c
2
=13.800，P<0.001，诊断符合率上存在明显统计学差异。 

结论 膝关节功能位磁共振扫描对 ACL起始和终止端具有独特的显示视角；可明显提高退行性

骨关节炎（DOA）的 ACL损伤，特别是起始和终止端 1级，2级等轻中度撕裂诊断符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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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353 

儿童长骨血源性骨髓炎的 MRI 应用价值 

 
李旭,胡克非,尹传高,李庚武 

安徽省儿童医院 230051 

 

目的：探讨儿童长骨血源性骨髓炎的 MRI表现，提高影像诊断及鉴别诊断水平，为临床积极治

疗提供帮助。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6年 1月至 2017 年 6月诊断儿童血源性骨髓炎的 14

例患儿病例的影像资料，其中 13例行 x线检查，14例均行 MRI平扫及增强扫描，仅 1例行骨

髓炎慢性期行 CT检查，通过影像资料回顾性分析骨髓炎影像特征。结果 本组均为 13例为单

发病变，1例为多发病变，其中桡骨 1例，胫骨 4例，股骨 9例。X线表现为阴性 8例，阳性

6例。MRI检查平扫病变区多呈不规则 T1WI髓腔信号减低，T2WI为稍高信号，PDW序列病变呈

高信号，增强后病变区可呈明显强化或不强化，周围肌群水肿明显，伴肌群下水肿 10例。临

床实验室血培养检查金黄色葡萄球菌阳性 8例，鲍曼氏杆菌阳性 1例，4例细菌培养阴性。13

例患儿手术治疗 10例；3例抗感染治疗后复查，病变范围减小，临床症状好转。结论 四肢

长骨血源性骨髓炎好发于长骨骨干，早期 X线可见表现为阴性，MRI对骨髓炎具有较高敏感

性，结合临床表现，MRI可明显提高术前诊断率，为早期有效治疗、减少并发症提供帮助。 

 

 
EP-0354 

3.0T MR 肩关节撞击综合征影像分析 

 
王小铭,黄显龙,李必强 

重庆市人民医院（三院院区） 400014 

 

目的：探讨 3.0T MR肩关节撞击综合征影像特征以及临床诊治 

方法：回顾性分析 2016年 1 月-2017年 5月来我院就诊的 30例患者 3.0T MR影像学表现，男

性 19名，女性 11名，年龄 43-65岁，平均年龄 52.3岁，左肩 13例，右肩 17例。临床表现

为肩关节不同程度的疼痛、压痛及疼痛引起的上肢活动范围减少，以肩关节外展、上举为重，

无外伤史。 

结果：3.0T MR能够很好的显示肩关节的解剖结构以异常改变。本组所有 30例肩关节撞击综

合征 MR影像特征，如下：（1）直接征象：11例（11/30）冈上肌肌腱完全撕裂表现为冈上肌

肌腱正常低信号的连续性中断，裂口回缩，中断处 T1WI呈中等信号，T2WI呈高信号；13例

（13/20）表现为冈上肌肌腱的增厚或变细，在 T1WI和 T2WI 上肌腱信号均明显增高；6例

（6/30）仅表现冈上肌肌腱表面的信号异常、混杂。（2）间接征象：3例（3/30）肩峰下滑

囊炎、6例（6/30）肩峰下-三角肌下滑囊积液、5例（5/30）冈上肌肌腱的回缩，均提示冈上

肌撕裂可能。（3）继发征象：13例（3/30）关节盂唇撕脱，表现为盂唇内出现条带状 T2WI

高信号影；5例（5/30）冈上肌萎缩，表现为肌肉体积小于正常的 50%，T1WI肌肉组织内呈现

条状高信号脂肪沉积；4例（4/30）Bankart病变，即盂肱下韧带和前盂唇从关节盂边缘撕

脱。（4）病因征象：本组患者肩峰形态分为平直型（4例）、弧形（7例）、钩型（19

例）；肩峰下通道（AHI）7例＜5mm，23例 5~10mm之间；所有患者均有不同程度的骨质增生

及骨赘形成。 

结论：无创性高场强 3.0T MRI能够清晰、多平面立体显示肩撞击综合征损伤的病变，对肩撞

击综合征的诊断具有重要价值，且对肩关节功能慢性损伤康复、监护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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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355 

手指血管球瘤的 MRI 表现 

 
赵颖 

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河南省骨科医院） 471000 

 

目的 探讨手指血管球瘤的 MRI表现，以提高对本病的认识，减少误诊。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手

术病理证实的 11例手指血管球瘤的临床及 MRI资料，11例均行 MRI平扫，其中 7例行 MRI增

强检查。结果 11例中位于指甲下 10例，1例位于指骨背侧；肿瘤边界清晰，在 T1WI上呈等

信号 8例、稍低信号 3例，在 T2WI及 PDWI上均呈高信号，增强扫描呈均匀明显强化。结

论 手指血管球瘤多具有典型的部位及 MRI表现，MRI是诊断手指血管球瘤的首选方法。 

  

 

 

EP-0356 

动态对比增强磁共振在糖尿病足骨髓炎中的应用价值 

 
廖旦,李咏梅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目的 探讨动态对比增强磁共振成像（DCE-MRI）在 DF骨髓炎中的应用价值及与临床实验室检

查 CRP及 ESR的相关性。方法 30例经临床综合诊断的 DF 骨髓炎患者行实验室血清检查、足

部常规 MRI和 DCE-MRI 检查，运用动态增强血流动力学软件测量足部骨髓炎及非骨髓炎区定

量参数：容积转移常数（K
trans

）、细胞外液间隙对比剂百分比（Ve）、内渗透系数（Kep）。采

用 t检验比较分析骨髓炎及非骨髓炎区各参数的差异，并与血清学检查各指标之间进行相关性

分析。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ROC)分析

K
trans

、Kep、Ve对于骨髓炎及非骨髓炎区的鉴别能力。结果 骨髓炎区定量参数 K
trans

、Kep、Ve值

分别为 0.819±1.172 ml/min、1.191±0.853ml/min、0.483±0.328 ml/min、0.101±0.054 

ml/min。DF患者骨髓炎区定量参数 K
trans

、Kep、Ve明显高于非骨髓炎区。Pearson相关分析显示

DF患者骨髓炎区域灌注参数 K
trans

、Kep、Ve与 CRP及 ESR呈正相关。ROC曲线显示 K
trans

、Ve值对

DF骨髓炎的鉴别诊断效能高于 Kep值。结论 动态增强 MRI定量参数可以定量评价 DF骨髓炎

的严重程度，对于临床监测疗效及评估预后具有重要价值。 

 

 
EP-0357 

髋臼唇的生长发育的磁共振定量研究 

 
张梦,万业达 

天津医院 300211 

 

 

目的：分析髋臼唇在生长发育过程中的形态、信号、大小的变化特征及趋势。方法：收集

2014年 10月-2017年 3月就诊于天津医院行双侧髋关节检查的患者（年龄≤35 岁），共得到

496例髋关节 MRI资料，剔除不符合入组标准的病例，最终获得 238个正常髋关节图像。将上

述资料按照生长发育阶段分为：A 组为 0<Y≤ 1 岁，共 15个；B组为 1<Y≤ 3 岁，共 67

个；C 组为 3<Y≤ 8 岁，共 63个；D 组为 8<Y≤15 岁，共 40个；E组为 25≤Y≤ 35 岁，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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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个作为对照组。利用 AW4.6 工作站中进行分析处理，取冠状位 PDWI中股骨头直径最大层面

的图像，测量并记录每组髋臼唇的信号强度、长度及宽度、面积和同一层面中闭孔外肌的信号

强度，并计算髋臼唇与闭孔外肌的信号强度比。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不同分组之间信号强

度比、长度与宽度、面积的差异；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比较同组内不同性别及侧别的髋臼唇长

度、宽度、面积的差异，用折线图表述髋臼唇长度与宽度、面积的变化趋势。结果：①冠状位

PDWI成像序列可以清晰地显示髋臼唇，其信号特征为三角型、边缘锐利的低信号；②髋臼唇

的信号强度比在 A组和 E组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③髋臼唇的面积在 A、

B、C、D组分别和 E组、C和 D组分别与 A组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④髋臼

唇的长度在在 A组分别与 B、C、D和 E组、B组和 C组、C组和 E组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P <0.05）；⑤髋臼唇的宽度在 A、B、C、D组分别和 E组、A组和 D组之间的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P <0.05）；⑥髋臼唇长度和面积在 A～E组呈先增后降、宽度逐渐增宽趋势。结

论：①生长发育过程中，髋臼唇内部逐渐出现高信号，这可能与退变、囊内压力增大有关。②

髋臼唇面积、长度及宽度在生长发育中逐渐的发生变化，以婴幼儿组和青年组之间变化最为显

著。③髋臼唇的形态变化不受性别和侧别的因素的影响。 

 

 
EP-0358 

髋臼软骨复合体角度的磁共振定量研究 

 
张梦,万业达 

天津医院 300211 

 

 

目的：探讨反映髋臼覆盖程度的量化指标-髋臼软骨复合体角(LA)的变化趋势，分析该指标的

临床意义。方法：收集 2014 年 10月-2017年 3月就诊于天津医院行双侧髋关节检查的患者

（年龄≤35 岁），共得到 496例髋关节 MRI资料，剔除不符合入组标准及对照组的病例，最

终获得 185个正常髋关节图像。将上述资料按照生长发育阶段分为：A 组为 0<Y≤ 1 岁，共

15个；B组为 1<Y≤ 3 岁，共 67个；C 组为 3<Y≤ 8 岁，共 63个；D 组为 8<Y≤15 岁，共

40个。利用 AW4.6工作站中进行分析处理，取冠状位 PDWI 中股骨头直径最大层面的图像，测

量并记录髋关节的骨性髋臼指数（BAI）、软骨性髋臼指数（CAI）及 Kim法和葛氏法的不同测

量方法所得的髋臼唇软骨复合体角度（LA）。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相同的测量方法下，不

同分组 BAI 、CAI 及 LA的差异；用折线图绘制 BAI 、CAI 及 LA变化趋势；对两种测量方法

所得的 LA进行相关性分析；对 LA与 BAI、CAI之间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① BAI、CAI在

各组之间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采用 Kim法和葛氏法测量的 LA在各组之间差

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②BAI、CAI及 LA的大小基本上与性别和侧别无关；③ A

～D组的 BAI逐渐减小、CAI 先增后降；两种方法测量下的 LA逐渐增大；④Kim 法和葛氏法的

两种测量所得的 LA之间呈线性相关；LA1与 BAI呈中等程度相关，与 CAI呈弱相关；LA2与

BAI、CAI之间弱相关或无相关。结论：①在发育过程中，骨性髋臼指数不断下降，髋臼唇软

骨复合体角度则不断增大，预示髋臼骨性结构的逐渐完整，随着骨质结构的进一步成熟，髋臼

唇所起到的作用逐渐减弱。②髋臼唇软骨复合体角与骨性髋臼指数之间存在中等程度相关性，

髋臼唇软骨复合体角可以作为新的衡量髋臼唇对股骨头包容性的测量指标，为临床评估髋臼覆

盖程度提供新的可靠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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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359 

Success of Arterial Revascularization in PAOD 

Patients Determined by Foot CT Perfusion Imaging 

 
xiao li 

Renji Hospital，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200127 

 

Purpose—To assess the success of arterial revascularization in peripheral 

arterial occlusive disease (PAOD) patients by foot CT perfusion.  

Methods—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approval and informed patient consent were 

obtained. 13 patients (mean 73.2 years, range 67.2-92.7 years) with PAOD and 

undertaken endovascular revascularization were enrolled. All patients underwent 

foot CT perfusion examinations twice (before and after endovascular 

revascularization). A 320-row CT scanner (TOSHIBA Aquilion one) was used with 

acquisition 16cm once (108s acquisition time; 60ml iopamiro 370mg/ml, rate of 

6ml/s). Data were analyzed by two blinded readers using Vital software to 

calculate perfusion parameters. Inter-observer and intra-observer agreement of 

perfusion CT analysis was assessed using Bland-Altman analyses and 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The Wilcoxon signed rank test was used to prov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blood flow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Results—Good inter-observer and intra-observer agreement was obtained in all 

patients. After successful revascularization procedure, the blood flow of the 

plantar dermis increased. By comparing perfusion parameter with pre-

revascularization, the symptomatic PAOD limb was characterized with significantly 

higher blood flow (BF) (127.8±27.6 vs. 65.6±22.9ml/min/100ml, P=0.023).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lor-coded perfusion map correlated well with the clinical 

and angiographic findings. 

Conclusion—Foot CT perfusion can be a feasible diagnosis method of PAOD by 

providing quantitative information on foot perfusion status and to determine the 

success of an arterial revascularization. 

 

 
EP-0360 

Serum levels of Dkk-1, sclerostin, BMP-7 and VEGF in 

patients with ankylosing spondylitis and their 

association with radiographic parameters  

 
Wang Jing,Wu Xianhua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tong University 226001 

 

Objective: We aim to measure serum levels of Dkk-1, sclerostin, BMP-7 and VEGF in 

AS patients, and to investigate their association with and radiographic damage. 

Methods: 103 AS patients and 98 healthy controls were recruited. Each patient 

completed BASDAI, BASFI, BASMI score. Radiographic damage was assessed by mSASSS. 

Serum samples for biomarkers were determined by ELI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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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Serum levels of Dkk-1, sclerostin, BMP-7 and VEGF are obviously higher in 

AS than controls. A substantial decrease in Dkk-1 and sclerostin concentrations 

coupled with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BMP-7 levels, BASMI values, and mSASSS 

scores were found in syndesmophyte-positive group compared with the -negative. The 

presence of syndesmophytes was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BMP-7 

levels but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Dkk-1.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high BMP-7 and low Dkk-1 levels significantly and independently predicted 

syndesmophytes. 

Conclusion: Dkk-1, sclerostin, BMP-7 were involved in the pathogenesis of 

syndesmophyte formation in AS. High BMP-7 and low Dkk-1 levels significantly and 

independently predicted syndesmophytes. 

 

 
EP-0361 

探讨水脂分离序列对脊柱韧带损伤的诊断价值 

 
何涌,何启辉 

桂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541199 

 

目的：探讨磁共振水脂分离序列对脊柱韧带损伤的显示能力，评价其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对 98例脊柱外伤患者行磁共振 TSE-T2WI序列、水脂分离序列扫描，观察韧带包括前纵韧带、

后纵韧带、黄韧带、棘间韧带、棘上韧带；对比两个序列对脊柱损伤韧带的信号异常显示检出

率，以及对比两个序列对脊柱韧带损伤段的长径范围。 结果： 98例脊柱损伤患者中，FSE-

T2WI序列、水脂分离序列对脊柱韧带损伤检出率分别为（括号内为水脂分离序列检出率）：

前纵韧带 18.4%（30.6%）、后纵韧带 14.3%（25.5%）、黄韧带 8.2%（18.4%）、棘间韧带

19.5%（38.8%）、棘上韧带 6.5%（20.4%），两序列对各脊柱韧带损伤检出率有显著性差异

（P<0.05）。FSE-T2WI序列、水脂分离序列显示脊柱韧带损伤段的长径均值分别为（括号内

为水脂分离序列测得长径均值）： 前纵韧带 13.61cm/19.98cm、后纵韧带 11.61cm/16.19cm、

黄韧带 9.05cm/13.46cm、棘间韧带 15.32cm/23.80cm、棘上韧带 8.96cm/15.14cm，两序列对

脊柱韧带损伤范围的显示有显著性差异（P<0.05）。 结论：水脂分离序列较 FSE-T2WI 序列对

脊柱韧带的显示具有更高的敏感性，对韧带损伤段显示的损伤范围更宽，明显提高脊柱韧带损

伤的检出率、清晰度和显示范围。  

  

 

 

EP-0362 

高原地区健康中老年人椎体骨量的 CT 定量评价 

 
张恒 

甘肃省人民医院 730000 

 

目的 探讨高原地区健康中老年人群椎体骨密度的变化规律及多层螺旋 CT（MSCT）评价椎体

骨质疏松的价值。方法 130 例 50岁以上健康体检人员行双能 X线吸收仪（DXA）测量腰椎骨

密度（BMD）值，再行胸部 CT扫描，测量胸 10-腰 1（T10-L1）椎体 CT值，对两种检查值进行

直线相关分析，将男、女性分别按年龄分为 55岁以下、56-65岁、66岁以上三组，用统计学

方法，比较各组间及同年龄组不同性别间 CT值的差异。结果 腰椎 BMD值与胸腰椎 CT值呈显

著正相关，各组胸腰段椎体 CT值随年龄增大而减小，性别间 55岁以下组和 56-65岁组差异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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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意义，66岁以上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老年人椎体骨密度随年龄增大而减小，

年龄越大，男、女性之间的差异越明显；MSCT是一种方便、廉价且较为准确评价椎体骨密度

的方法。 

 

 
EP-0363 

Imaging Features and Misdiagnostic Analysis of 

Primary Bone Lymphoma 

 
Wang chipeng 

Wuhan General Hospital of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430070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maging diagnosis of primary bone lymphoma(PBL),and aim 

at improving the understanding and diagnostic ability of the disease.Materials and 

Methods Retrospective analysis was done by means of studying X-ray plain 

film,computerized tomography(CT) an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 features in 

12 cases of PBL that had been confirmed by biopsy or surgical 

pathology.Result  Among 12 cases of PBL,single lesion was detected in 9 cases(3 

in femur,2 in tibia,2 in spine,2 in ilium) ,multiple bone infiltration was found 

in 3cases(2 in spine,1 in sternum and acetabulum).12 cases PBL all is non-Hodgkin

＇s lymphoma,11 cases in large B-cell lymphoma,1 case follicular lymphoma.The X-

ray and CT findings:bone destruction appeared as osteolytic type in 5 cases,hybrid 

type in 3 cases, sclerosis type in 3cases,the other showed no abnormality,but MRI 

showed signal abnormalities.3 cases were with the pathological fracture,4 cases 

with the periosteal reflect,and 12 cases with mass lesion.PET/CT was performed 

before operation in one case,showing local increasement of glycometabolism and 

uptake of radioactive nuclide without abnormality for other site.MRI demonstrated 

heterogeneous focal-lamellar or diffuse signal intensity within marrow,slightly 

hypointense or isointense on T1WI,isointense or slightly hyperintense on T2WI,and 

hyperintense on fat-suppression T2WI.The inequalities of size soft tissue tumors 

were shown in 12 cases,8 cases appear small bone invasion or bone destruction with 

large soft tissue tumor.The preoperative diagnosis were osteomyelitis in 

1case,myeloma in 1,osteosarcoma in 1.The misdiagnosis rate was 

25.0%.Conclusion  PBL is a rare tumor lacking of the specific clinical 

manifestation,so that it＇s easy to be misdiagnose.X-ray plain film and CT have 

good findings in showing the extent and type of bone destruction,but there is no 

abnormal finding at the early stage of diseases.In comparison,the sensitivity of 

MRI is remarkably higher,and the MRI findings of PBL are characteristic.Therefore 

the combination of X-ray,CT and MRI findings can further improve accurate 

diagn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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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364 

Quantitative Discrimination of MRI Infiltration 

Patterns in Patients with Multiple Myeloma Using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ADC) Maps of Bone 

Marrow 

 
Wang Qin,Xue Huadan,Jin Zhengyu,Li Shuo,Sun Zhaoyong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100730 

 

PURPOSE : To evaluate the feasibility of using ADC-derived quantitative 

parameters for the discrimination of different MRI patterns in patients with 

multiple myeloma(MM). METHODS: 51 consecutive patients with MM was recruited 

retrospectively. All patients received whole-body MRI including DWI and 

conventional MRI sequences at baseline assessment. Based on STIR and T1 FSE 

sequences, four MRI patterns were identified including normal pattern, “salt and 

pepper (S&P)”, moderate diffuse infiltration(DI) and severe DI. These patterns 

were grouped into “DI group”(including moderate and severe DI) and “no DI 

group”（including normal pattern and S&P）.Quantitative histogram analysis of ADC 

maps on vertebral bodies were performed using TexRAD research software(TexRAD Ltd, 

Cambridge,UK) by manually delineating a round region of interest covering the 

middle cross-sectional area of each vertebra. Vertebrae with focal lesions or 

compression fractures were excluded. The software extracts five ADC-based 

quantitative parameters: mean, standard-deviation(SD), entropy, skewness and 

kurtosis. Difference among four MRI patterns were accessed by Kruskal Wallis tests. 

ROC analysis was performed for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DI group and no DI group. A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integrating three most discriminative parameters (with 

highest AUCs) was established. RESULTS: The number of vertebrae classified into 

normal pattern, S&P, moderate DI and severe DI was 71, 44, 81 and 83, respectively. 

All the parameters show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mong the four patterns (Pmean, PSD, 

Pentropy, Pskewness and Pkurtosis<0.0001). Three parameters with highest AUCs for DI group 

detection were mean(AUC=0.945), SD (AUC= 0.906) and entropy(AUC=0.883).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integrating mean, SD and entropy resulted in AUC of 0.972 (95%CI: 

0.945 - 0.988). Th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of this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for DI detection was 96.95% and 85.22%,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ADC-derived 

parameters may serve as a quantitative tool with high accuracy for the 

discrimination of MRI infiltration patterns in patients with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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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365 

Depth-Dependent and Time-

Dependent Concentration Changes of  Contrast Agent 

under Dynamic Loading in Native and Damaged 

Cartilage  by Micro-Computed Tomography 

 
Chen Zhe

1,2
,Kahn David

2
,Mittelstaedt Daniel

2
,Yan Fuhua

1
,Xia Yang

2
,Lu Yong

1
 

1.Department of Radiology， Ruijin Hospital，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2.Oakland University 

 

Objective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measure the time-dependent and depth-

dependent concentration changes of contrast agent in native and damaged articular 

cartilage subjected to different dynamic loading parameters by micro-computed 

tomography (micro-CT). 

Methods Fresh full-thickness native (n = 60 in 10 subgroups) and trypsin-degraded 

(n = 60 in 10 subgroups) articular cartilage blocks fully immersed in Hexabrix 

were imaged by micro-CT at high resolution (6.7 μm × 6.7 μm) before and after 

dynamic loading (5% and 15% strain; 0.5 Hz; 5, 15, 30, 60 and 90 min). The zone-

dependent concentration changes of Hexabrix was determined by calculating the area 

between the pre-loading and post-loading depth-concentration curves for each zone 

in native and trypsin-degraded cartilage using integral equations. The 

glycosaminoglycan (GAG) concentration was calculated based on Gibbs-Donnan 

equilibrium theory. For statistical analysis, two-tailed two independent sample t 

- test was used for comparing the GAG concentration between native and trypsin-

degraded cartilage. One-way ANOVA with Tukey post-test was used for comparison 

among different groups, and between each group. A p - value of p < 0.05 was 

considere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Results For each loading time, the concentration changes of Hexabrix in each zone 

of native and trypsin-degraded cartilage ha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5% 

and 15% strain. The concentration changes of Hexabrix in superficial zone (SZ), 

transitional zone (TZ) and radial zone (RZ) 2 of native cartilage ha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each other in each loading time, but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RZ1 and other zones which occurred within 5 min 

after loading (p < 0.05). For trypsin-degraded cartilage,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SZ and TZ in each loading time, but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RZ2 and SZ/TZ which occurred after 30 min of loading (p < 0.05), 

and there was still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RZ1 and other zones which 

occurred within 5 min after loading (p < 0.05).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demonstrated for the concentration changes of Hexabrix in SZ and TZ between native 

and trypsin-degraded cartilage after 30 min of loading (p < 0.05), and in RZ1 and 

RZ2 within 5min after loading (p < 0.05). The zonal GAG concentration wa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in trypsin-degraded cartilage compared to native cartilage 

(p < 0.05), and this decrease was increasing with depth. 

Conclusion Micro-CT provided a sensitive and accurate method to measure the 

concentration changes of contrast agent under dynamic loading in nativ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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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maged cartilage. The flow field change of extracellular matrix not only 

concentrates in the upper radial zone of damaged cartilage, but also in the lower 

radial zone after dynamic loading. This change is sensitive to the compositional 

and structural changes of extracellular matrix in articular cartilage. The upper 

radial zone of native mature cartilage may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pressure-

bearing, and in damaged cartilage the lower radial zone may also make a 

contribution. This study may provide a basis for cartilage bionic, 3D printing and 

other biological materials. 

 

 

EP-0366 

骨促纤维组织增生性纤维瘤的影像学分析及鉴别诊断 

 
张宁,曽献军,何来昌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30006 

 

 

目的：探讨骨促结缔组织纤维瘤的影像表现，提高对该病的认识及诊断水平。方法：回顾 3例

骨促结缔组织纤维瘤患者的临床及影像资料，并结合文献进行分析。3 例中 2 例女性 1 例男

性，年龄 12-26 岁，平均年龄 20 岁。其中 2 例发生于左侧下颌骨，1 例位于右侧腓骨近端。

结果：3 例均为单发病灶。X 线平片表现轻度膨胀性溶骨性骨质破坏，沿长轴生长，病灶与正

常骨组织分界清楚，无硬化边及骨膜反应，未见分隔及钙化。CT 表现为正常骨小梁破坏吸

收，为囊性膨胀性或侵袭性骨质破坏，骨皮质可变薄或增厚，局部皮质可以不完整，被软组织

密度肿物取代。MRI上病灶 T1WI 呈等信号，信号尚均匀，T2WI 呈不均匀稍高信号，增强扫描

中度渐进性强化。结论：骨促结缔组织增生性纤维瘤是一种罕见的良性原发性纤维性骨肿瘤，

但较其它纤维性病变侵袭性明显，临床上为防止复发需进行扩大范围切除、长期密切随访，因

此，提高骨促结缔组织纤维瘤影像诊断能力对临床评估非常重要。 

 

 
EP-0367 

肩袖全层撕裂：肩关节 CT 造影评价 

 
田春艳,袁慧书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00191 

 

目的 评价肩关节 CT造影对肩袖全层撕裂的诊断价值 资料与方法 自本院 PACS系统

（CENTRICITY, GE）查询 2010年 6月至 2017年 5月间的肩关节 MRI扫描数据，查询条件为：

具有完整的术前 MRI资料，并在本院接受了随后的肩关节镜或/和手术；肩关节 MRI检查前无

肩部手术史。共计 58例患者符合条件，包括男 36例，女 22例，年龄 14岁～84岁，分析结

果与肩关节镜手术相比较。计算肩关节 CT造影评价肩袖全层撕裂的敏感性、特异性和准确

性。结果 58例患者中，肩袖全层撕裂 27例（冈上肌腱全层撕裂 27例，冈下肌腱全层撕裂

11例，肩胛下肌腱全层撕裂 3例，小圆肌腱全层撕裂 2例）。肩关节 CT造影评估肩袖全层撕

裂的敏感性、特异性和准确性分别为 92.59％(25/27) 、96.77％(30/31) 和 94.83％

(55/58)。结论 肩关节 CT 造影是评价肩袖全层撕裂可靠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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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368 

CT 灌注对 Ilizarov 外固定架骨搬移术治疗糖尿病足疗效评价

研究 

 
董妍

1
,曾自三

2
,邱维加

1
 

1.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 

2.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探讨 CT灌注对 Ilizarov外固定架骨搬移治疗糖尿病足疗效评估的价值，并探索建立相

应定量评价指标。 

方法： 

  12例应用 Ilizarov张力应力法则、外固定架骨搬移的方法治疗糖尿病足病受检者纳入研

究， 按足部溃烂分为溃烂组、非溃烂组及糖尿病双足组（溃烂足+非溃烂足）三组，对此三组

进行术前、术后对照研究。术前及术后 8周均行西门子公司 CT（Definition Flash）摇篮床

容积扫描。27期动态扫描数据导入西门子 VPCT Body软件—Customized Tumor2后处理，定义

灌注组织阈值范围为-50Hu 至 150Hu，选择糖尿病溃烂足距足底内 、外侧动脉分叉部约 15cm

胫后动脉为输入动脉，在冠、轴位两侧足底内侧肌群（姆展肌）中央选取感兴趣区，应用去卷

积法计算两侧足底组织灌注数据。实验组数据均为计量资料。统计学采用 P-P图检测数据是否

服从正态分布，服从正态分布者采用配对 t检验比较有无显著差异。 

结果： 

 1、术后双足足底内侧肌群 BV、BF、PMB均较术前增加（P值分别为 P=0.004、P=0.003、

P=0.037）；糖尿病足 Ilizarov外固定架骨搬移术后双足足底内侧肌群 BV及 MTT差异性较术

前缩小（P值分别为 P=0.027、P=0.026）。 

2、术后溃烂足足底内侧肌群 BF较术前增加（P=0.044）。 

3、术后非溃烂足足底内侧肌群 BF、BV较术前增加（P值分别为 P=0.021、P=0.006）。 

结论： 

糖尿病足 Ilizarov外固定架骨搬移术后搬移侧与非搬移侧足底血流量、血容量及毛细血管通

透性均增加，术前术后的双足血容量差异性减小，提示 Ilizarov外固定架骨搬移能增加双侧

足底组织的灌注，是 Ilizarov外固定架骨搬移促使糖尿病足溃疡面愈合的原因之一。 

 

 
EP-0369 

Association between insulin resistance and chemical 

shift-encoded water-fat MRI-determined marrow proton 

density fat fraction in nondiabetic postmenopausal 

women  

 
Li Guanwu,Lin Haiyang ,Jiang Lei ,Lu Li,Chang Shixin 

Yueyang Hospital， Shangha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200437 

 

Purpose: The clinical consequences of insulin resistance and hyperinsulinemia on 
marrow lipid remain elusive. We aimed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anthropometric and 

biochemical measures, estimates of insulin resistance on marrow lipid accumulation 

in nondiabetic postmenopausal women using chemical shift-encoded (CSE) water-fat 

im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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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erials and Methods: The study subjects were 91 nondiabetic postmenopausal women. 
Marrow proton density fat fraction (PDFF) in the L3 vertebral body by 8-echo CSE 

MRI and bone mineral density (BMD) by dual-energy X-ray absorptiometry were 

measured. Their glucose and lipid metabolism were determined by biochemical 

analysis, and their insulin sensitivity was evaluated using homeostasis model 

assessment of insulin resistance (HOMA-IR). 

Results: Adjusted for multiple covariates including age, years since menopause, 

body mass index, alcohol intake, tobacco use, physical activity and serum lipids 

profile, the mean PDFF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and BMD at the lumbar spine, 

femoral neck and total hip decreased as quartiles of HOMA-IR increased (P for 
trends <0.01). HOMA-IR had a positive association with PDFF (ß = 0.300, P <0.001) 
and a negative association with BMD at the spine lumbar (ß = –0.182, P =0.016), 
total hip (ß = –0.219, P =0.001) and femoral neck (ß = –0.195, P =0.013). Even 
after adjusting for the aforementioned confounders, these associations remained 

essentially unchanged except for the association with the femoral neck BMD. 

Conclusions: In non-diabetic postmenopausal women, insulin resistance is 
correlated with marrow lipid expansion independent of body weight and other 

potential covariates, suggesting that hyperinsulinemia directly affects marrow 

adiposity independent of obesity and may explain, at least in part, the skeletal 

deterioration and higher fracture risk in type 2 diabetes.  

 

 
EP-0370 

扩散峰度成像用于肌骨系统肿瘤定性诊断的可行性研究 

 
李莹

1
,任翠萍

1
,程敬亮

1
,卓芝政

2
 

1.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飞利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目的：探讨磁共振扩散峰度成像（DKI）用于肌骨系统肿瘤定性诊断的可行性。 

材料和方法：本研究为前瞻性研究，选择经病理证实为肌骨系统肿瘤患者共 28 例。参照 2013

年 WHO软组织肿瘤分类和 WHO骨肿瘤分类及肿瘤学国际疾病分类编码将所有患者分为良性组

18例和恶性组 10例。使用 3.0Ｔ扫描仪行 DKI检查，在 15个方向上施加均匀分布的扩散敏感

梯度场，3个扩散敏感因子 b值分别取 0、600、1200 s/mm
2
。DKI原始图像采用 DKE后处理软

件进行处理，可同时得到 DTI及 DKI的参数图。分别在病变强化最明显的边缘、中心、正常骨

髓及软组织选取 ROI，可同时得到 DTI和 DKI的参数值，包括部分各向异性分数(FA)、平均扩

散系数(MD)、径向扩散系数(RD)、轴向扩散系数(AD)以及 DKI的参数图，包括平均扩散峰度

(MK)、径向峰度(RK)、轴向峰度(AK)。统计分析采用 SPSS 18．0统计学软件，对每组肿瘤的

边缘和中心的 FA、MD、AD、RD、MK、AK、RK值进行两个独立样本的秩和检验分析，以 P＜

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并对有统计学意义的参数绘制 ROC曲线。以有统计学差异的参

数作为特征，应用随机森林分类算法进行良恶性肿瘤的鉴别。 

结果：良、恶性骨肌肿瘤之间，肿瘤边缘的 P-MD、P-AD、P-RD、P-MK、P-RK值及肿瘤中心的

C-MK值具有统计学意义（Ｐ＜0.05）。绘制的 ROC曲线，P-MD、P-AD、P-RD、P-MK、P-RK、

C-MK值的线下面积是 0.822、0.839、0.822、0.739、0.739、0.739。随机森林算法分类结果

显示，DTI及 DKI相关参数对于骨肌肿瘤良恶性判断的准确率、特异度及敏感度分别为

85.7%、80%和 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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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DTI及 DKI相关参数可以反映肌骨系统良、恶性肿瘤在组织微结构复杂程度方面存在差

异，有助于肿瘤的定性诊断。 

 

 

EP-0371 

椎体成形术后并发症的影像学诊断 

 
杨海涛,李咏梅,吕发金,欧阳羽,吕富荣,罗天友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目的：探讨椎体成形术后的影像学表现，提高对其并发症的诊断能力。 

方法：回顾性分析 2011.5-2016.5在我院进行影像学检查的椎体成形术患者资料共 182例，其

中行 X线平片检查者 119例，CT检查者 38例，MR检查者 25例(同一患者前后 X线平片检查记

录为 1例，同时做 X线和 CT或 MR检查者分开记录)。分析术后椎体的形态、高度及骨水泥的

位置，评价骨水泥渗漏、感染和邻近椎体继发压缩骨折等并发症的发生率及表现。 

结果：发现骨水泥渗漏者共计 21例，发生率约 11.6%，其中渗漏入椎管者 16例、椎间孔者 8

例、椎间盘者 3例、椎后静脉丛者 6例、椎前静脉者 5例、下腔静脉者 1例，同时合并肺动脉

栓塞引发肺炎者 2例（若同时渗漏入多个部位则分开记录）。影像学表现为相应椎管内硬膜

外、椎间孔区平片和 CT可见高密度骨水泥渗漏聚集；进入血管者表现为椎体周缘高密度血管

影显示，类似于血管造影；MRI则各序列均呈低信号改变。合并感染者 2例，发生率 1%。影像

学表现平片无明显阳性发现，CT表现为椎体骨质密度不均，散在局限性低密度区，但不易诊

断；MRI更有价值，可见椎体信号不均匀，明显增多的骨髓水肿样 T2W高信号，1例同时累及

椎间盘，可见终板破坏，椎间盘 T2W信号增高，周围软组织肿胀。12例患者在随访过程中发

现相邻椎体继发压缩性骨折，最短者 3个月，最长者 1年，发生率约 6%。 

结论：椎体成形术是临床常见骨科手术之一，最常见并发症是骨水泥渗漏入椎管和血管内，若

进入血管应注意并发肺动脉栓塞；椎体感染较少见，MRI更有价值；随访过程中因注意相邻上

下椎体继发压缩性骨折。 

 

 
EP-0372 

成人发育性髋关节发育不良的 MRI 半定量研究 

 
杨海涛,李咏梅,吕发金,欧阳羽,吕富荣,罗天友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目的：探讨成人发育性髋关节发育不良（Developmental Dysplasia of Hip, DDH）的 MRI表

现及价值。 

方法：回顾性分析 16例（年龄 25-55岁，平均 36.2岁）共 20个 DDH的单侧或双侧髋关节 DR

平片和 MRI及临床资料，6 例行全髋关节置换术。参考 WORMS分级积分系统对 DDH的关节盂

唇、软骨、骨髓水肿、骨赘和关节积液等 MR表现进行分级。根据平片表现进行 Kellgren-

Lawrence分级，将 1-2级（无阳性表现或轻度骨赘及轻度关节间隙狭窄者）定义为早期组，

观察其 MRI有无阳性发现；3-4级组定义为中晚期组，统计学分析二组见分级评分的差异。 

结果：20个髋关节可见关节盂唇不同程度病变，6例盂唇信号增高，边缘不光滑、形态拉长

（1级），10例可见明确撕裂（2级），4例可见盂唇磨损、消失（3级）。关节负重区的髋

臼或股骨头软骨信号异常 10例（1级），部分缺损 6例（2级），全层缺损、软骨下骨暴露 4

例（3-4级）。髋臼及股骨头软骨下骨髓水肿 8例，软骨下囊变 2例。14例关节周缘可见骨赘

形成。所有病例均伴有不同程度关节积液。平片 K-L 1-2级者共 8例，MR可见盂唇及关节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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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变性，信号异常（1级），3例可见撕裂，均伴有关节积液；K-L 3-4级组共 12例，二者积

分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MR能直接观察成人发育性髋关节发育不良的关节盂唇及关节软骨变性、撕裂等早期骨

关节炎改变，有利于 DDH早期评价和诊断。 

 

 

EP-0373 

 32 例血友病性肌骨假肿瘤假包膜 3.0T T2/PD 压脂序列研究 

 
于洪存

1,2
,史浩

1,2
,李爱银

1,2
 

1.山东省千佛山医院 

2.山东大学临床医学院 

 

目的 应用 3T MRI T2/PD压脂序列研究血友病假肿瘤假包膜形态与临床意义。 

材料与方法  

一般材料 选择 32例临床血友病 A或 B假瘤患者，均为住院患者。32例患者均为男性，年龄

10-58岁，27例患者为血友病 A型,5例为血友病 B型。轻度患者 2例,中度患者 23例，重度

患者 7例。 

测量和观察内容 1.位于软组织中假瘤，测量软组织假瘤最大径（LD）(包括假包膜厚度)，假

包膜最宽处厚度（PCW）。观察软组织假瘤假包膜形态、内外缘及包膜完整性。2.位于骨骼中

假瘤，按骨骼假瘤所在骨骼内部位和骨破坏程度来分别观察和描述假包膜形态结构。所有测量

数据均在 T2WI 压脂和 PDWI 压脂序列上完成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 22.0 统计学软件,正态分布数值用均数+标准差（X±SD）表示，分析软

组织假瘤大小与假包膜厚度有无相关性，p＜0.05作为标准；初步分析骨骼不同部位假瘤假包

膜特点。 

结果 1.研究的 32例患者，符合标准的有 63个假瘤，其中软组织假瘤 46个，骨骼假瘤 17

个。46个软组织假瘤最大径和最大假包膜厚度为： LD 1.30-27.30cm, 10.87± 6.91mm; 

PCW:1.20-10.80mm, 4.13±2.28mm, LD 和 PCW（r=0.854,p=0.000），两者显著正相关。假包

膜形态有一下几种情况：内外缘光滑规整，包膜完整，厚度均匀；外缘光整，内缘不光滑，厚

度不均匀；内缘不光滑，有结节与假包膜相连；包膜蜂窝状改变；包膜局部不完整，有破溃；

包膜破溃假瘤间穿通。2.17 个骨骼假瘤  髓内小的假瘤有薄的硬化边缘呈低信号；较大假瘤

有皮质受压改变和外缘有骨膜形成骨壳或纤维性包膜；骨膜下假瘤内侧可向内外压迫骨皮质和

软组织。 

结论 血友病假肿瘤假包膜厚度与大小具有相关性，假瘤大小位置对组织和机体影响有重要临

床意义 

 

 

EP-0374 

MRI 对强直性脊柱炎髋关节受累改变的诊断及鉴别诊断价值 

 
贺雁,马晓文 

西安交通大学附属红会医院 710061 

 

目的 探讨 MRI对强直性脊柱炎髋关节改变的诊断价值以及 MRI对早期强直性脊柱炎髋关节改

变和股骨头缺血性坏死鉴别诊断的价值。 

方法 收集我院 52例髋关节病变病例，收集临床资料，回顾性分析其中 18例临床证实为强直

性脊柱炎髋关节受累的患者，对其髋关节 MRI表现进行影像分析，得出 AS病变髋关节受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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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I表现特征；另选取 10例早期强直性脊柱炎髋关节受累患者及 10例股骨头缺血性坏死 I期

患者，对两者早期 MRI表现进行对比分析。 

结果 1.MRI上强直性脊柱炎髋关节表现为关节面间隙改变、关节面毛糙、关节面下骨质的缺

血及囊变，软骨不同程度的变薄、缺失以及滑膜的增殖和关节腔积液的积聚。2.早期强直性脊

柱炎髋关节改变有滑膜增厚，增强扫描可强化；早期股骨头缺血性坏死则表现为股骨头关节面

下的“双线征”，滑膜增厚罕见。 

结论 MRI对强直性脊柱炎髋关节早期病变的诊断有优势，并通过对关节间隙、关节下骨质的

改变、关节腔积液及关节滑膜的改变的显示对早期强直性脊柱炎和股骨头缺血性坏死进行鉴别

诊断。 

 

 
EP-0375 

单体素质子波谱（1H-MRS）及 T2W-SPAIR 序列在股神经卡压

综合征中诊断及治疗后随访中的应用价值 

 
晋佳丽,兰红琳,周大庆 

晋城市人民医院 048000 

 

目的：探讨单体素质子波谱（1H-MRS）及 T2W-SPAIR序列在股神经卡压综合征中诊断及治疗后

随访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骨骼肌单体素质子波谱峰主要有细胞内脂质峰(IMCL，1.19ppm)、细胞外脂质峰

(EMCL,1.53ppm)两个脂峰、胆碱峰(Cho,3.2ppm)及肌酸峰(Cr3.03ppm)。第一部分我们选取了

20名志愿者，男 10名，女 10名，年龄 22-54岁,平均年龄 28±9.29 岁，所有志愿者采用相

同的 MR扫描方案，先对双侧股四头肌进行常规 MRI检查，获得解剖图像，然后分别对 10名志

愿者左右腿股四头肌 1H-MRS 检查，使用 philips后处理软件对 20组原始资料进行处理，获得

各代谢物的含量。分析数据我们可以分别得出男性组及女性组 IMCL、EMCL、Cho、Cr各代谢物

的绝对值，通过分析可以得出 Cr值相对稳定，据此我们分别计算出男性组及女性组

IMCL/Cr、EMCL/Cr、Cho/Cr 的相对比值。通过数据分析我们可以得出正常志愿者股四头肌 1H-

MRS主要代谢物的含量，所有志愿者 MR平扫均进行 T2W-SPAIR横轴位扫描，并利用海纳影像

报告系统测得信号强度值，并计算均值。第二部分共收集我院 2013年-2017年 5月，合计临

床诊断股神经卡压综合征患者 36例，所有患者均进行单体素质子波谱（1H-MRS）检查及 MR平

扫，1H-MRS经 Philips后处理系统测得 IMCL、EMCL、Cho、Cr各代谢物的绝对值以及

IMCL/Cr、EMCL/Cr、Cho/Cr 的相对比值，通过 MR平扫 T2W-SPAIR序列测量股四头肌信号值，

所得结果均与志愿者进行统计学分析。 

 

 

EP-0376 

磁共振与超声在腹外型韧带样纤维瘤中的应用价值分析 

 
李伟 

内蒙古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010030 

 

目的 探讨超声与 MRI检查在腹外型韧带样纤维瘤诊断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78例腹外型韧带

样纤维瘤患者，术前行超声检查 36例，行 MRI常规及增强扫描 42例，回顾性分析超声及 MRI

图像特点。结果 超声诊断 36个病灶中，31例病灶内部见条索状强回声，23例病灶内可见明

显血流信号；MRI诊断 42个病灶 STIR以高信号为主，其内可见点片状、索条状低信号，42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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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呈中等及以上强化；36例术前超声所测肿瘤直径[（4.38±1.81)cm]小于术后组织病理实测

结果[(6.25±1.26)cm](P<0.05)，42例 MRI扫描所测肿瘤直径[(6.11±1.02)cm]与术后组织

病理实测结果[(6.18±0.99)cm]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超声对韧带样纤维

瘤纤维成分显示良好，MRI 诊断韧带样纤维瘤具有一定优势，可为术前评估及术后评价提供客

观依据。 

 

 
EP-0377 

膝关节前交叉韧带急性损伤的 DECT 诊断价值 

 
邓亚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九医院 661600 

 

目的 探讨双能螺旋 CT（DECT）在诊断前交叉韧带 (ACL)损伤中的价值。方法 54例具有临床

资料的膝关节外伤患者，均行 DECT和关节镜检查。结果 54例中，DECT诊断 41例 ACL 损伤，

关节镜确诊 39例 ACL损伤。DECT诊断 ACL损伤的敏感性、特异性、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

分别为 96.7%、84.6、96.7%、84.6%；在 ACL有无急性损伤、ACL损伤程度的判断上， DECT

检查与关节镜检查有较好的相关性，两者无显著性差异；但 ACL慢性损伤诊断中，DECT 诊断

正确性较差。结论 DEDCT对诊断急性 ACL损伤是比较理想的无创检查方法之一。 

 

 
EP-0378 

滑膜血管瘤的 MRI 诊断 

 
刘玉珂 

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河南省骨科医院) 10105413 

 

目的 探讨滑膜血管瘤的 MRI 表现。方法 回顾性分析 23例经病理证实的滑膜血管瘤患者资

料，总结其 MRI特征。结果 局限型 6例，弥漫型 17例。局限型肿瘤位于关节内滑膜组织，不

侵犯关节囊和周围组织，常有包膜，边界清楚，形态较规则，5例信号不均匀，T1WI上呈低或

等信号，T2WI及脂肪抑制序列 PDWI上呈不均匀高信号，其内可见斑片状及多发细条形低信号

影。弥漫型肿瘤分布于关节内外，常侵犯关节囊或关节囊外组织，17例肿瘤信号皆不均匀，

T1WI上呈低或等信号，其内可见斑片状或蜿蜒匍匐状高信号，T2WI及脂肪抑制序列 PDWI 上呈

不均匀高信号，其内可见斑片状、结节状及多发细条形低信号，6例瘤体内可见粗大的低信号

流空血管，3例可见静脉石。增强扫描 15例，肿瘤呈明显斑片状、结节状或迂曲脉管状不均

匀强化，其内可见斑片状、结节状及条索状低信号未强化区。结论 滑膜血管瘤内常见脂肪纤

维成份和流空血管，MRI表现具有特征性，对该病的诊断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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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379 

基于 MRI 的自动软骨分割技术在髋关节骨关节炎患者中的可

行性运用研究 

 
李静 

第三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重庆市西南医院 400038 

 

目的：进行基于 MRI的髋关节软骨自动分割技术在髋关节软骨定量评估中的可行性运用研究，

评估手动和自动软骨分割的一致性。方法：选择诊断为 OA的患者（除外伤，类风湿及其他炎

症性疾病）40例和正常对照 40例运用 3.0T核磁进行扫描，序列包含双髋的常规扫描和单髋

的冠状位 DESS序列扫描，将所获得的 DESS序列 MRI图像病例组和对照组各随机抽取 10例进

行自动软骨和手动软骨分割，并计算软骨体积。手动分割由 2位有 10年有经验的医生进行间

隔 1周的 2次的随机分割）。将所获得的自动分割和手动分割结果进行一致性检验。结果：自

动分割软件可以高效的实现软骨的分割，并计算出软骨体积，并与手动分割具有高度的一致

性，且所需时间较手动分割大大的减少，可实现髋关节软骨的高效准确分割。结论：髋关节属

于深部球窝关节，关节间隙狭窄，实现对其关节软骨的准确评估需要丰富的临床经验，难度

高，手动分割，耗时长，强度大。而本研究中的自动软骨分割技术已经实现了髋关节的自动软

骨分割和软骨体积的测量，并与手动分割所获得的结果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实现高效准确软骨

体积及厚度定量评估，便捷的为临床提供更加准确全面的信息，利于制定合理的个性化的诊疗

方案，方便临床密切检测患者病程，大大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有望该技术在临床中进行广泛

的推广运用。 

 

 

EP-0380 

T1 Mapping 对股骨颈骨折后人工内固定置入术后股骨头关节

软骨的评估 

 
周易

1,2,3
,张璟

5
,周建军

1,2,3
,阎作勤

4
 

1.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放射诊断科 

2.上海市影像医学研究所 

3.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影像学系 

4.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骨科 

5.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光华医院 

 

目的 本研究旨在观察股骨颈骨折后关节软骨的 T1 mapping 影像学表现。 

材料与方法 对 18 例股骨颈骨折行内固定置入术后的患者进行核磁共振 T1 mapping序列检

查。 

检查时，患者的平躺于 MR检查床上，双侧髋关节取中立位。图像采集后使用东芝软件工作站

Vitrea Advanced Workstation分析。我们取股骨头冠状位图像得到最大曲面半径，并以股骨

头表面覆盖的 60度夹角范围内的图像作为感兴趣区进行图像分析。双侧股骨头的 T1值均进行

测量。 

结果 在 18例患者中，6例患者有髋部症状，其中的 5例在影像学上有明确的坏死表现，其骨

折侧与健康侧股骨头软骨的 T1值比值为 1.51 ± 0.25（P<0.05）；12例患者没有髋部症状，

其中的 1例在影像学上有明确的坏死表现，其骨折侧与健康侧股骨头软骨的 T1值比值为 1.08 

± 0.10（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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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股骨颈骨折后，骨折侧的关节软骨的具有更高的 T1值，后者与髋部是否有症状具有相关

性。 

 

 

EP-0381 

Adding T1rho imaging to routine clinical MRI improved 

the detection of arthroscopically confirmed knee 

cartilage lesions  

 
yang haitao

1
, Li Xiaojuan

2
 

1.Department of Radiolog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Chongqing Medical University， 

Chongqing， China 

2.Department of Radiology and Biomedical Imaging，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Francisco 

(UCSF) 

 

Purpose: 

This study aimed to evaluate whether adding T1rho imaging to a routine clinical 

MRI protocol under regular clinical settings will improve the diagnostic 

performance in identifying knee cartilage lesions confirmed by arthroscopy. 

Methods and materials: 

Thirty patients (10 females; age range: 13-56 years), a subset of clinical 

patients who had the T1rho imaging sequence added to their routine clinical exam 

using a 3T scanner, and 72 healthy controls (28 females; age range: 22-69 years) 

were studied. 37 cartilage lesions in 30 patients were found by arthroscopy 

performed within 6 months after MRI scan. T1rho value and z-scores value (T1rho 

normalized to control values in matched regions) in full thickness, deep layer and 

superficial layer cartilage were compared between compartments with and without 

arthroscopic cartilage lesions. Whole-Organ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Score 

(WORMS) was also used for clinical MRI grading. Student t-tests were applied to 

compare WORMS, T1rho and Z-score values between cartilage compartment with and 

without arthroscopic lesions respectively.  ROC analysis was performed to compare 

the specificity and sensitivity of the three methods.   

Results: 

WORMS, T1rho and z-score values of cartilag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the 

compartments with arthrosopic cartilage lesions compared to compartments without 

lesions (p<0.001). The areas under ROC curve were 0.74 (95% CI: 0.64, 0.83), 0.75 

(95% CI: 0.64, 0.85) and 0.78 (95% CI: 0.69, 0.86) of WORMS, T1rho value and z-

score values separately. 

Conclusion: 

T1rho quantification showed a better diagnostic capability compared conventional 

clinical MRI grading in detecting cartilage lesion confirmed by arthroscopy, 

especially when using normalized z-score. The present study demonstrated the 

feasibility of integrating advanced T1rho mapping techniques into regular clinical 

exams, which provides valuable additional information on cartilage composition 

evaluation and has great promise to improve the diagnostic capabilit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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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fying early cartilage degeneration and help clinicians to optimize patient 

management.  

  

 

 
EP-0382 

孤立性浆细胞瘤的影像表现与鉴别诊断 

 
敬婷,斯光晏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 646000 

 

目的：探讨孤立性浆细胞瘤的影像特征，提高对该病的影像诊断及鉴别诊断水平。方法：回顾

性分析 24例经临床病理证实的孤立性浆细胞瘤患者的临床和影像学资料。结果：24例中，骨

孤立性浆细胞瘤 20例，其中脊柱 6例，长骨 6例，扁骨 5例，颧骨 1例，斜坡 2例，X线和

CT上均为单发膨胀性溶骨性骨质破坏，多有残存骨质，均未见骨膜反应。骨质破坏区见软组

织充填，可突破骨皮质形成软组织肿块。髓外浆细胞瘤 4例，CT表现为病变部位软组织肿块

及病变邻近部位骨质破坏。MRI信号具有多样性，增强扫描均呈明显强化。结论：孤立性浆细

胞瘤的影像学表现具有一定的特征性，包括孤立的膨胀性溶骨性骨质破坏伴残存骨质及软组织

肿块、无明显骨膜反应、出现“微脑征”“皂泡状”“花边状”改变、增强扫描明显均匀强化

等。  

 

 

EP-0383 

3T 膝关节软骨自动分割软件 Kneecap 应用的可行性研究 

 
赵骏

1
,侯文静

1
,周皛月

2
,王健

1
,陈伟

1
 

1.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2.西门子医疗中国上海 

 

目的；评价西门子膝关节软骨自动分割软件 Kneecap计算软骨体积的准确性，是否有应用于膝

关节软骨辅助诊断的价值。 

方法：我院 3T 磁共振扫描系统 MAGNETOM Spectra(Siemens Healthcare, Erlangen, Germany)

体检的 16名正常人，行 T2 双回波稳态激发序列扫描(T2 dual echo steady state, DESS)，

扫描参数(matrix 256x238, TR ms/TE ms: 14.8/5.3, Field of view= 50 mm, slice 

thickness =0.6 mm, filp angle = 25°)。图像行手动分割软件 Amira(Visage Imaging, 

version 5.2, Australia)和 Kneecap自动分割软件计算髌软骨、股骨软骨和胫骨平台软骨体

积，行配对 T检验比较各部分体积差异性。 

结果：Amira计算髌软骨、股骨软骨和胫骨平台软骨体积分别为 2.69±0.64ml、9.12±1.99ml

和 3.16±0.16ml，Kneecap 计算髌软骨、股骨软骨和胫骨平台软骨体积分别为

2.54±0.63ml、8.80±0.23ml 和 3.44±0.99ml，三部分体积配对 T检验结果显示无显著性差

异(P=0.06、0.21、0.14)。 

结论：Kneecap自动分割软件能够准确计算膝关节软骨体积，减少后处理运算时间，有运用于

关节软骨辅助诊断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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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384 

踝关节外侧韧带解剖及损伤的 MRI 表现 

 
钱占华,詹惠荔,刘悦,张恒,白荣杰,李亚雄,吴伯栋 

北京积水潭医院 100035 

 

目的 探讨踝关节外侧韧带损伤的 MRI表现及 MRI对踝关节外侧韧带损伤的诊断价值。方法 回

顾性分析 2013年 1月至 2016 年 9月间，10名健康志愿者，26例经手术治疗的踝关节外侧韧

带损伤患者的临床及影像学资料。健康志愿者包括男性 5名，女性 5名，年龄范围 21-27岁，

平均年龄（24.40±2.22）岁；踝关节外侧韧带损伤患者包括男性 16例，女性 10例，年龄范

围 16-64岁，平均年龄（38.62±12.77）岁。所有患者及志愿者均行踝关节 MR检查，将外侧

韧带损伤患者与正常志愿者的 MRI表现进行影像对照，并与手术结果进行对照分析，研究损伤

的 MRI表现特点。结果  10名正常踝关节外侧韧带 MRI 表现为 T1WI和质子密度压脂（PD 

FS）序列均为条带状均匀低信号。正常距腓前韧带、距腓后韧带至少可在 1个层面上完整显示

韧带的全长。跟腓韧带至少在 3个层面上清晰显示，但不能在 1个层面完整显示韧带全程，需

三个层面结合，观察韧带全长。26例外侧韧带损伤患者（其中单纯距腓前韧带损伤 19例，单

纯跟腓韧带损伤 1例，距腓前韧带合并跟腓韧带损伤 3例，距腓前韧带合并跟腓韧带、距腓后

韧带损伤 3例）主要表现为损伤韧带 T1WI序列信号不清晰、纤维连续性中断，PD压脂序列韧

带信号不均匀增高，肌纤维连续性中断，形态异常，腱鞘积液，周围软组织水肿。结论  MR

检查是明确踝关节外侧韧带正常结构及损伤的有效方法，在踝关节韧带外侧损伤的诊断和治疗

方面具有重要的临床应用价值。 

 

 
EP-0385 

Nora 病 3 例影像及病理学分析 

 
徐磊,邹月芬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10029 

 

目的 探讨 nora病即奇异性骨旁骨软骨瘤样增生(bizarre parosteal osteochondromatous 

proliferation，BPOP)的影像学和病理组织学特征、鉴别诊断。方法对 3例 BPOP进行 HE染

色，并进行相关文献复习。结果 3例 nora病患者发病年龄 

10～53岁，均感觉肿痛不适就诊，病变位于四肢长、短管状骨。x及 CT线示宽基底的边界清

晰的高密度肿块，起源骨膜下完整的骨皮质，病变部位与附着骨的骨髓腔亦不相通。镜下见主

要由软骨、骨和纤维组织无规则排列而成，轻度异型的软骨细胞可伴大部分钙化软骨，即多形

性骨小梁中的“蓝骨”；骨小梁周围被覆无异型的骨母细胞，骨小梁间有大量的血管、纤维组

织增生。结论 nora病是一种罕见的、良性的骨软骨瘤样病变，术后高复发性，无转移，恶变

罕见，需结合影像学与病理组织学特点进行诊断，易误诊，需与骨旁骨肉瘤、软骨肉瘤、骨化

性肌炎等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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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386 

体素内不相干运动的扩散加权成像对良、恶性骨肿瘤 

的鉴别诊断价值  

 
高飞,董江宁,王传彬,李乃玉,方昕 

安徽省肿瘤医院 230000 

 

目的：探讨体素内不相干运动扩散加权成像（IVIM-DWI）对良、恶性骨肿瘤的鉴别诊断价值。

方法： 收集手术确诊为良、恶性骨肿瘤患者 44例，良性肿瘤 21例 、恶性肿瘤 23例，术前

接受 GE 3.0T MRI常规和 IVIM-DWI扫描（b=0，10，20，50，100，200，400，800, 1200, 

2000 s/mm
2
）。应用 GE ADW 4.5工作站分别测量病灶的标准扩散系数（

stand
ADC）、单纯水分子

扩散系数（
slow

ADC）、灌注相关的扩散系数（
fast

ADC）和灌注分数（f），采用统计学分析软件

SPSS17.0对上述参数值分别进行两两比较统计学分析，采用 ROC曲线确定诊断阈值，评估上

述参数对良、恶性骨肿瘤的诊断效能；结果：良性骨肿瘤组的
stand

ADC、
slow

ADC、
 fast

ADC 值分别

为（1.46±0.39）×10
-3
mm

2
/s、0.71（0.34，1.14）×10

-3
 mm

2
/s、4.87（2.93，23.50）×10

-3
 

mm
2
/s，明显高于恶性骨肿瘤组（0.99±0.42）×10

-3
 mm

2
/s、0.42（0.29，0.50）×10

-3
 

mm
2
/s、2.98（2.36，7.40）×10

-3
 mm

2
/s，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良性骨肿瘤组

的 f值分别为 (0.52±0.25)，恶性骨肿瘤组的 f值分别为 (0.57±0.23)，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449）。在鉴别诊断良、恶性骨肿瘤方面，
stand

ADC的 ROC曲线下面积最大（0.803），

以 1.125×10
-3
 mm

2
/s为诊断阈值时, 其敏感度及特异度分别为 85.7%、73.9%。结论：IVIM参

数
stand

ADC、
slow

ADC、 
fast

ADC 值对良、恶性骨肿瘤的鉴别有一定价值，而 f值诊断价值有限。

IVIM参数在诊断骨肿瘤中，
stand

ADC值诊断效能最大。 

 

 
EP-0387 

膝关节外伤在磁共振和螺旋 CT 的诊断价值对比分析 

 
赵华林 

常德市第一中医院 415000 

 

目的：研究膝关节外伤在磁共振和 64排螺旋 CT的诊断价值对比分析。方法：选取 2015 年期

间我院接受的 46例膝关节外伤患者，给予以上患者进行磁共振和 64排螺旋 CT进行检查，对

比分析两种检查结果。结果：64排螺旋 CT检查数量为 42 例，检出率为 91.30%，远远低于磁

共振检查 45例检出率为 97.82%，两种检查结果比较，差异明显，并具有统计学意义 P＜

0.05；磁共振骨质损伤检出 16例（94.12%）、韧带损伤 12例（92.31%）、半月损伤 7 例

（100.00%）、关节积液 9例（100.00%）远远高于 64排螺旋 CT检出 14例（82.35%）、10例

（76.92%）、6例（85.71%）、8例（88.89%），两组检出结果比较差距较明显，有统计学意

义 P＜0.05。结论：磁共振和 64排螺旋 CT应用于膝关节外伤的诊断中，均具有较高的诊断效

果，但是磁共振的诊断效果要高于 64排螺旋 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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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388 

DECT VNCa 图联合常规 CT 对膝关节细微骨折的诊断价值 

 
方义杰

1
,梁建超

1
,洪国斌

1
,李绍林

1
,俞文

1
,李文娟

1
 

1.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 

2.珠海市人民医院 

 

摘要：目的: 探讨双能量 CT虚拟去钙(VNCa)图联合常规 CT对膝关节细微骨折的诊断价值。 

方法：连续选取 25例因膝关节急性外伤而怀疑有骨折的患者，根据病例的纳入及排除标准，

最终纳入 17例患者（共 18 个膝关节）。17例患者均行双源 CT(DECT)及 MRI检查，分别获得

常规 CT图像、VNCa图像及常规 MRI图像。将每个膝关节分成股骨下端、胫骨上端、腓骨头及

髌骨 4区,以术中探查和/或经 X线、CT、MRI随访证实作为细微骨折诊断标准。首先由 2名影

像诊断医师（分别从事放射诊断工作 3年、10年）分别运用常规 CT对区域内的骨折情况进行

初步判定，然后联合应用 VNCa图和常规 CT对骨折进行再次判定，分别对其敏感性、特异性、

阳性预测值及阴性预测值进行比较，一致性分析采用 Kappa 检验。 

结果：最终证实存在 14处细微骨折。57.1％(8/14)细微骨折在常规 CT图像上显示，常规 CT

发现细微骨折的敏感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值分别为 80.0％(8/10)、90.6％

(58/64)、57.1％(8/14)和 96.7％(58/60)。78.5％(11/14)细微骨折在 VNCa图像上显示，联

合应用 VNCa图和常规 CT发现细微骨折敏感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值分别为

84.6％(11/13)、95.1％(58/61)、78.5％(11/14)和 96.7％(58/60)。2名医师利用 VNCa图进

行骨髓损伤分级与 MRI一致性均较高（Kappa值分别为 0.81和 0.85，P值均＜0.05）。联合

应用 VNCa图和常规 CT用于检测细微骨折，2名医师间的一致性亦较高（Kappa值为 0.76，P
值均＜0.05）。 

结论： DECT VNCa图结合常规 CT能显著提高对膝关节细微骨折诊断水平。  

 

 
EP-0389 

单侧髋 3.0T MRI 在髋关节撞击综合征患者中的应用价值 

 
陈静,邹月芬,冯阳,徐磊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10029 

 

目的：主要探讨单侧髋 3.0T MRI在髋关节撞击综合征（femoroacetabular impingement，

FAI）中盂唇损伤的诊断价值。 

方法：收集本院 2014年 1月至 2017年 6月经髋关节镜证实为 FAI的患者共 60名。所有入选

患者术前均行单侧髋关节 3.0T MR检查，MR检查与关节镜手术的间隔时间为 2天~5个半月，

平均 25天。以关节镜手术结果为标准，将 MRI结果与手术结果进行比较。MR检查包括斜冠状

位 T1WI序列及 T2WI压脂序列、斜轴位 T1WI序列及 T2WI 压脂序列、矢状位 T2WI压脂序列。 

结果：60例患髋中，术中证实有 57例髋臼前上唇损伤，而 MRI诊断前上唇损伤 45例，MRI对

前上唇损伤的灵敏度、特异度、准确率、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分别为 78.9%、100%、

80%、100%、20%。对于滑膜囊肿、骨髓水肿、股骨头囊肿、圆韧带损伤诊断的符合率均为

100%，而对于软骨损伤诊断的符合率为 8.3%。MRI同时发现 6例累及后盂唇或下盂唇损伤。 

结论：髋臼前上唇是 FAI主要损伤部位。单侧髋 3.0T MRI 对髋臼唇的损伤有较高的诊断价

值，可以为临床医生提供一定的诊断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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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390 

双源 CT 识别尿酸盐结晶对痛风诊断的临床价值 

 
张雪坤

1
,李伟雄

2
 

1.上海市儿童医院 

2.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分析广西籍痛风病人临床特点，探索 DSCT在痛风诊断的价值及所示 MSU沉积特点。 

材料与方法 

1、收集 2014年 1月-2015 年 12月就诊于我院风湿免疫科疑似痛风 102例患者的临床资料。 

2、判断 DSCT诊断痛风的敏感性与特异性。 

3、测量确诊痛风病例 DSCT 所示的尿酸盐结晶体积，与其年龄、病程、结节数目及生化指标进

行相关性分析及其沉积部位。 

4、分析足趾趾甲绿色伪彩的真实性。 

5、20例患者治疗前后，DSCT 检查 MSU部位及体积变化。 

结果 

本组确诊痛风 86例，非痛风 16例。平均年龄 55.8±12.7 岁，平均病程 91.7±63.6 月，平均

发病年龄 47.8±11.8 岁；男女比例约 11.3:1。急性发作时平均血尿酸水平

497.3±122.9μmol/L；平均肌酐水平 122.2±67.8μmol/L；C反应蛋白阳性率 89.7%，血沉

加快阳性率 85.9%；44例测得类风湿因子阳性 20例，包括 2例合并类风湿性关节炎，即 42例

单纯痛风患者类风湿因子阳性率为 42.9%。83.7%患者存在合并症，最常见为高血压、血脂异

常、糖尿病。 

双源 CT诊断痛风的敏感性为 96.5%，特异性为 87.5%。测得 MSU体积 1mm
3
~279.55cm

3
，中位数

2.52cm
3
。尿酸盐沉积体积与年龄、病程、血尿酸水平及肌酐水平均无相关性，但与结节数呈

正相关。尿酸盐沉积好发于下肢关节，依次是足部关节、膝关节、踝关节。痛风组与非痛风组

甲部伪彩体积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痛风结晶手术标本组最大径与 DSCT测量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且前者均数较大。 

结论 

1、痛风多发于中青年男性，常单关节起病，常伴发多种代谢性疾病。 

2、双源 CT对诊断痛风有较高的敏感性与特异性。 

3、双源 CT显示 MSU体积与年龄、病程、单次血尿酸、肌酐水平均无相关性，与结晶数呈正相

关。 

4、足趾趾甲处绿色伪彩显示，对临床诊断有一定指导意义。 

5、双源 CT可用于痛风病情监测。 

 

 
EP-0391 

 能谱 CT 物质分离技术对糖尿病患者腰椎骨密度的测定 

 
马春玲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712000 

 

目的：利用能谱 CT物质分离技术（HAP/fat）对糖尿病患者进行腰椎骨质密度的测定。材料与

方法：对 34例行腰椎 GSI扫描的男性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其中 A组为研究组（n=16例）患

有糖尿病病史 5以上；B组为对照组（18例）。纳入标准：（1）1周内未做过增强扫描，

（2）无肿瘤病史，（3）无消化系统疾病，（4）无骨髓弥漫性疾病，（5）无代谢异常性疾

病。两组数据重建 1.25mm传至 AW4.6工作站 GSI浏览器进行物质分离分析。选取 L1-L4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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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层面进行 ROI测量，避开椎体静脉，骨质增生及赘生物，ROI大小为 100mm²，并记录 HAP

值及脂基值，利用 SPSS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两组年龄及 BMI均无统计学差异

（57.25±7.74 vs. 55.66±10.29、23.42±2.68 vs. 23.31±3.21）,P＞0.05，HAP

（127.32±18.70 vs. 147.22±24.98，P＜0.05），脂基值（952.49±10.47 vs. 

947.16±17.00）P =0.73（表 1），L1-4椎体的 HAP虽无统计学差异，但 L3 椎体 HAP 低于

L1、L2、L4椎体（图 2），脂基值无统计学差异（表 2）。结论：在相同因素下（年龄），糖

尿病组的钙含量（HAP）低于对照组（图 1）。临床意义:对于糖尿病患者应提前预防骨质的流

失。 

 

 

EP-0392 

 Detection of bone density measurement based on 

spectral CT imaging in the diabetic spine 

 
ma chun ling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hannx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712000 

 

Objective:To evaluate the use of dual-energy spectral CT imaging for quantifying 

bone density in the spine for diabetic patients.Material: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68 male patients who had non-contrast, dual-energy spectral CT scans that involved 

spine. 32 were diabetic patients for more than 5 years (Group A), and 36 were 

without diabetes. ROI of the vertebra of L1-L4, the density measurements for HAP 

and fat of the L1-L4 were obtained on the HAP-based and fat-based material 

decompositions pectral CT images, respectively. Results: Age and BMI between the 2 

groups showed no difference (P>0.05). HAP （127.32±18.70 vs. 147.22±24.98），

statistically lower than in the normal group, (P<0.05). The fat densities for the 

spine were the same in two groups, (P =0.73). For the normal group, HAP density 

for L3 was lower than L1, L2 and L4, but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while 

the fat densities were the same.  Conclusion: There is difference in bone density 

measurement in the spine between diabetic and non-diabetic patients, and bone 

density may be quantified using HAP-based material decomposition images in dual-

energy spectral CT imaging.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739 

 

EP-0393 

The Effect of Snap Shot Freeze(SSF) Motion Correction 

Algorthm on The Image Quality of Coronary Angiography 

Based on Gemstone Spectral CT and Revolution CT 

 
ma chun ling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hannx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712000 

 

Purpose: To evaluate the the effect of snap shot freeze(SSF) motion correction 

algorthm on the image quality of coronary angiography based on spectral CT and 

Revolution CT 

Material and Methods:40 patients (70-85beats per minute ) underwent retrospective 

ECG-gated CCTA.15 patientsusing a 64-slice CT scanner(Discovery CT 750 HD,GE 

healthcare) and 25 patients using a 256-slice CT scanner(Revolution CT,GE 

healthcare) .The standard (STD) and SSF motion correction were performed for each 

patientin a AW4.6 workstation, Multiphase bisector images were reconstructed 

aswell and the optimal phase was selected for comparison with SSF images. The 

images were interpreted by 2 experienced readers using a 5 point scale for the 

subjective image quality evaluation and comparisons of variables were performed 

with aired wil coxon rank sum test. 

Conclusion: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age and BMI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 0.05). Image qualitities were higher with the use of SSF than STD 

(P<0.05) on left anterior descending (LAD), left circumflex 

(LCX)  in both groups and right coronary artery (RCA) in Revolution CT groups. 

After reconstructed using SSF,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Gemstone Spectral CT and Revolution CT coronary artery image quality(P>0.05) 

The SSF algorithm can reduce coronary artery motion artifact effects，providing 

acep tablediagnostic image quality in coronary CTA for patients with high heart-

rate in Gemstone Spectral CT and Revolution, and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the 

Optimal image quality after SSF reconstruction. 

 

 
EP-0394 

多层螺旋 CT 对隐匿性肋骨骨折的诊断价值 

 
丁焕芝,李广政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15006 

 

 

目的 探讨多层螺旋 CT三维重建技术对隐匿性肋骨骨折的诊断价值。 方法 分析 70例拟诊肋

骨骨折的胸部外伤患者的 X 线平片及多层螺旋 CT 资料，比较 CT 轴位与三维重建图像对隐匿

性肋骨骨折的诊断检出率。 结果 70例胸部外伤患者共发现隐匿性肋骨骨折 165 处。CT轴位

及 CT 三维重建检出隐匿性肋骨骨折分别为 155 处（93.9%）和 165处（100%），两者在隐匿

性肋骨骨折检出率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t=-3.05，P=0.003）。 结论 多层螺旋 CT三

维成像技术对隐匿性肋骨骨折的具有重要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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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395 

POEMS 综合征的影像学表现分析：附 6 例报道 

 
江南,张妤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15006 

 

目的：探讨 POEMS综合征的临床及影像学特点，以提高对本病的认识。 方法：回顾性分析 6

例经临床确诊的 POEMS综合征患者的临床与影像学资料。 结果：2例均为女性，年龄为 52岁

和 65岁。1例临床表现为消瘦、皮肤发黑、ACTH水平和甲状腺激素水平异常、脾肿大等，CT

上表现为 L3椎体及附件膨胀性骨质破坏。另 1例表现为皮肤色素沉着、肝脾肿大、多浆膜腔

积液、免疫球蛋白异常，影像学显示多个椎体硬化性表现。经临床综合诊断为 POEMS综合征。 

结论：POEMS综合征是一种罕见的克隆性浆细胞疾病，临床上可累及多个系统，影像学上应加

强对本病的认识，以尽早提示临床，及早治疗。 

 

 
EP-0396 

横纹肌肉瘤的影像学表现 

 
诸静其,张蕾,席芊 

上海市东方医院 200120 

 

目的 分析横纹肌肉瘤（RMS）的 CT和 MRI表现，探讨其影像学表现与病理亚型的相关性。 

方法 结合病理结果，回顾性分析 22例有 CT及 MRI完整资料的 RMS患者，观察肿瘤的位置、

大小、数目、范围、CT密度、MR信号、钙化、出血、骨质破坏、转移及增强表现等，并比较

胚胎型 RMS（eRMS）和非 eRMS 的影像学表现差异。 

结果 22例 RMS患者中，发生在头颈部占 45.5%（10/22），18岁以下占 54.5%（12/22），单

发占 95.5%（21/22），大于 5cm肿块占 72.7%（16/22），实性占 68.2%（15/22），边界清但

无包膜占 86.4%（19/22）。CT呈等密度占 70.6%（12/17），TIWI以等信号占 75%

（12/16），T2WI呈稍高信号占 93.8%（15/16）。肿块均匀强化占 59.1%（13/22），不均匀

强化占 40.9%（9/22）。骨破坏占 68.2%（15/22），淋巴结及远处转移占 22.7%（5/22）。

所有肿块未见出血、钙化。eRMS（15例）和非 eRMS（7例，其中腺泡型 5例，多形型 2例）

的 CT与 MRI表现无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RMS可发生全身各部位，头颈部及青少年多见，常为单发、实性较大肿块，CT和 MRI能

准确显示肿瘤位置、形态、范围及转移情况，但缺乏特异性；RMS以胚胎型为主，不同病理亚

型之间的影像学表现差异不明显。 

 

 

EP-0397 

正常颈椎椎间盘及黄韧带的动态 MRI 初步研究 

 
李周丽 

皖南医学院附属医院/皖南医学院弋矶山医院 241001 

 

目的 探讨正常颈椎椎间盘及黄韧带的动态 MRI功能变化,为脊髓型颈椎病的研究提供解剖学基

础。方法 2015年 12月至 2016年 10月招募 40名健康志愿者，行常规的中立位、最大屈曲和

后伸位颈椎 MRI扫描。测量 3种体位颈椎不同节段正中面、左右旁正中面的椎间盘膨出大小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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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韧带厚度。比较 3种体位不同节段、不同部位的椎间盘膨出及黄韧带厚度的差异。结果 3

个不同体位 C3～7节段椎间盘有不同程度膨出，体位变化较小，C5～6椎间盘膨出在左旁面的

过伸位与过屈位间，右旁面的过伸位与中立位、过伸位与及过屈位间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黄韧带厚度在过伸位>中立位>过屈位，C3～4的左右旁面，C4～5、C5～6 的左右

旁及正中面，C6～7的右旁及正中面的黄韧带厚度在三种体位间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进一步两两比较，C3～6左旁、右旁面，C4～7正中面，C6～7右旁面在过屈与

过伸位之间，C5～6右旁、正中面在中立位与过伸位之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

论 正常颈椎椎间盘在最大屈曲和后伸时变化均较小，黄韧带厚度在不同体位变化较大，以过

伸位明显。 

 

 
EP-0398 

恶性神经鞘瘤的 CT 表现分析 

 
黄仁军,李勇刚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15006 

 

目的：探讨分析恶性神经鞘瘤（Malignant Neurinoma, MN）的影像学表现特点，为以提高对

该病的认识，为临床诊断、治疗提供依据。资料与方法：回顾性分析 5例 经病理证实的 MN

患者的影像学资料，分别从病灶大小、形态、密度、边缘、境界及强化方式这 5个方面进行分

析。结果：5例 MN中，分别位于椎管内、胃、大腿、降结肠及左肺门。除降结肠病灶外，病

变最大径均大于 5CM，形态均呈不规则，边缘均欠光整，除发生于结肠的病灶外，其余病灶的

境界均较为清晰；发生于胃的病灶密度欠均匀，呈囊实性，并以囊性为主，其他部分的病灶为

等或稍低密度；发生于椎管内及股骨的病灶均伴有溶骨性骨质破坏区，骨质破坏区内见残存的

骨质；胃部及降结肠病变行增强检查，增强后前者科可见包膜及强化，囊性区未见明显强化，

后者呈持续性轻中度强化。结论：MN多表现为体积较大、形态不规则、边缘欠光整的软组织

肿块，可发生坏死囊变，发生骨或骨周围的可伴有溶骨性骨质破坏，CT能够为我们对病变的

特征、与周围结构的邻近关系及鉴别诊断提供有价值的信息，但是最终确诊需要依靠病理。 

 

 
EP-0399 

幼年特发性关节炎膝关节软骨的 T2-mapping 定量评估 

 
朱霞,宋玲玲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550004 

 

目的：应用 MR T2-mapping 分析 5-16岁的幼年特发性关节炎（Juvenile idiopathic 

arthritis, JIA）早期患儿及正常儿童膝关节的髌软骨及股骨远端关节软骨的 T2值，以探讨

T2-mapping对 JIA早期患儿膝关节软骨的定量评估。方法: 收集有膝关节疼痛、肿胀或活动

受限的 JIA患儿 12例，招募正常儿童 16例。应用 GE1.5TMR 成像系统对 12位 JIA患儿疼痛侧

的膝关节及 16位正常儿童的膝关节进行 T2-mapping扫描，将原始数据传至 GE AW4.6工作

站，应用 functool软件对图像进行后处理，形成伪彩图；选取 ROI，测量 T2值并图像后处理

得出两组不同感兴趣区的 T2值，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JIA组的股骨内外侧髁负重区关节软

骨、内侧髁少负重区前、后部关节软骨及外侧髁少负重区后部关节软骨的 T2值均高于对照组对

应解剖部位的关节软骨的 T2值，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照组内股骨内外侧髁

负重区关节软骨的 T2值与内外侧髁少负重区前部关节软骨 T2值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与内外侧髁少负重区后部关节软骨 T2值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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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股骨内侧髁负重区关节软骨的 T2值与外侧髁负重区关节软骨 T2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正常儿童膝关节软骨不同程度负重区的 T2值具有差异性，推测与关节不同程

度负重区的应力作用及软骨不同生化成分有关。JIA早期患儿膝关节软骨 T2值升高，与其在出

现形态学改变之前生理结构及生化成分已发生了变化有关。T2-mapping检查对 JIA关节软骨的

早期生理变化具有提示作用，可指导临床。 

 

 
EP-0400 

The value of whole-body low-dose computed tomography 

in diagnosis of multiple myeloma 

 
Zhao weidong,Yin Hui,Liu Qiang 

The 2nd Hospital of ShanXi Medical University 030001 

 

Purpose: 

A prospective study was carried out in order to assess the feasibility of whole-

body low-dose computed tomography (WBLDCT) for patients with newly diagnosed 

multiple myeloma(MM),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linical prognostic parameters 

and bone disease. 

Material and Methods: 

41 patients with newly diagnosed MM were our candidates. All the 

patients received WBLDCT as part of their diagnostic work-up. The CT scan was 

performed on a Gemstone Spectral Imaging(GSI) scanner(GE Health): tube voltage 

140kV; tube current time product 50mAs; and  ASIR iterative reconstruction 

technique was added. The subjective diagnostic were given by two experienced 

senior radiologists who will analyze the images and then grade them respectively. 

The assessment of radiation dose the patients received was based on the volume CT 

dose index (CTDIvol) which was automatically generated by the CT scanner and the 

dose length product (DLP). The differences in the number and extent of osteolytic 

involvement with other imaging examinations were compared . In addition, 

a comparison between the CT imaging findings, clinical staging and the 

percentage of the plasma cells in bone marrow was made. Five eytogenetie 

abnormalities of bone marrow myeloma cells were tested by fluorescence in situ 

hybridization (FISH)． 

Results: 

The average dose of effective radiation of WBLDCT in our research was 4.75mSv. 

Comparing with conventional radiography more osteolytic lesions could be 

identified by the WBLDCT , the positive sensitivity of WBLDCT and conventional 

radiography were 85.4%(35/41) and 57%(16/28) separately. The number of lesion was 

uncorrelated with the bone marrow monoclonal plasma cell ratio(p＞0.05). Patients 

with positive osteolytic lesions had higher DS staging(p=＜0.01) and ISS staging(p

＜0.05), whil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IGH gene deletion、Iq21 gene deletion 

and positive osteolytic lesions was negative. 

Conclusion: 

WBLDCT is an effective alternative for patients with a new diagnosis of multiple 

myeloma and assessment of complications. More bone lesions  cou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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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detected by WBLDCT comparing with conventional radiography. Osteolysis 

determined by WBLDCT is relevant to clinical DS stages and ISS stage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IGH gene deletion、Iq21 gene deletion and positive 

osteolytic lesions was negative. 

 

 

EP-0401 

成人胸壁软骨间叶性错构瘤一例 

 
徐华,王植 

天津市天津医院 300202 

 

目的 探讨成人胸壁软骨间叶性错构瘤的临床表现、病理特征以及影像诊断与鉴别诊断。方法 

对 1 例成人胸壁软骨间叶性错构瘤的组织病理、免疫组化、临床表现及影像学特点进行观察

分析，并复习相关文献。结果 软骨间叶性错构瘤起源于一个或多个肋骨,成年人极为罕见。患

者常无症状，或因触及胸壁肿块，严重者因呼吸系统症状而就诊。大体上为囊实性肿块，实性

部分主要包含成熟骨样组织、软骨成分及各种细胞间质如脂肪组织,囊性区呈动脉瘤样骨囊肿

改变。CT显示病变部肋骨破坏呈筛孔状，肿块内可见多发囊性区，部分可见液液平面，增强

扫描实性部分呈轻度强化，囊性部分不强化。MRI可更好的反映病变的组织成分，有助于同动

脉瘤样骨囊肿相鉴别。 首选治疗方法为手术切除，预后良好。结论 成人胸壁软骨间叶性错构

瘤是一种罕见的原发性骨组织的良性肿瘤样病变，影像学特征有助于诊断及鉴别诊断，确诊依

靠病理诊断及免疫组化，手术治疗预后良好。 

 

 
EP-0402 

髌骨内侧支持带急性损伤的 MRI 诊断分析 

 
余刚,胡丽,陈平有 

十堰市太和医院 442000 

 

目的 探讨髌骨内侧支持带急性损伤的 MRI表现，提高诊断的准确性。 

材料与方法 回顾分析本院临床和影像证实的髌骨内侧支持带急性损伤 38例 ，其中男 26

例 ，女 12例 ，年龄１0～５5 岁 ，平均３3.2岁。 左膝１6例 ，右膝 22例。 38例均行

MRI成像检查，观察髌骨内侧支持带及膝关节其它结构损伤的 MRI表现。MRI观察髌骨内侧支

持带损伤以横断位为主。髌骨内侧支持带损伤的分级可参照其它韧带 ：I 级（韧带周围的水

肿 ，韧带肿胀或变细） ，（韧带部分撕裂 ，韧带肿胀或变细 ，信号增高 ，局部出血、水

肿） ，III 级（韧带完全撕裂 ，韧带弥漫性信号增高 ，断端回缩）。 

结果 38例髌骨内侧支持带损伤中， I 级为１6 例，II 级１4 例，III 级 8例。其中 25

例存在髌骨半脱位，7例存在髌骨脱位，27例存在骨挫伤，9例存在髌骨骨折，17例存在内侧

副韧带损伤，18例存在股内侧斜肌损伤，１6例存在半月板损伤，38例均有不同程度关节积

液及周围软组织损伤。 

结论 MRI可以对髌骨内侧支持带损伤进行准确定位和分级，能同时显示膝关节其他结构的损

伤及髌骨脱位，对指导临床治疗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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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403 

MRI 矢状位 T2 图在腰间盘分级中的量化分析 

 
吴梅

1
,阴骏

2
 

1.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2.四川省肿瘤医院 

 

目的 利用 MRI矢状位 T2图（矢状位多回波 SE序列 T2 mapping），探讨椎间盘髓核和纤维环

T2值改变在椎间盘退变中的意义，并以此进行椎间盘分级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方法 随机选取 30位健康志愿者（18男，12女；年龄 21-49岁；平均年龄 34.1岁），均利用

常规 FSE序列和多回波 SE序列对 L3/4、L4/5、L5/S1共 90个椎间盘进行 MRI矢状位扫描。通

过图像后处理进行 T2图成像（T2 mapping）并对各椎间盘进行分级；测量椎间盘髓核和纤维

环 T2值，针对 T2值与年龄、椎间盘级别、椎间盘位置之间的关系，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MRI矢状位 T2图分级法中，椎间盘级别随着椎间盘位置的降低而增高，随年龄的增加而

增高。髓核 T2值随着年龄增大而减低（p<0.05）；各级别椎间盘髓核 T2均值间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5）。  

结论 MRI矢状位 T2图提供了一个建立在 T2值上的椎间盘分级方法，通过对 T2图的评估及椎

间盘髓核和纤维环 T2值的测量，有助于监测椎间盘早期退行性改变以及和相关因素的关系。 

 

 
EP-0404 

T1rho 和 T2map 在踝关节距骨骨软骨损伤术后的应用 

 
高丽香,袁慧书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00091 

 

目的 研究 T1rho和 T2map序列对于踝关节距骨骨软骨损伤术后的诊断价值。  

方法 2017.1-2017.7已完成 6例踝关节骨软骨损伤术前、术后 3个月、术后 6个月的 MR扫

描，所有患者均为“微骨折”术式，年龄 27-49岁，平均 39岁。扫描方式为常规踝关节扫描

序列加 T1rho和 T2map序列冠状位成像，经后处理软件处理后，动态监测距骨骨软骨损伤区域

术后软骨的修复过程，分别测量术后 3个月、6个月软骨的 T1值和 T2值。   

结果踝关节距骨骨软骨损伤，术前 MRI上可见局部损伤区域软骨缺失，术后 6个月较 3个月时

软骨厚度明显增加，色阶逐渐接近周围正常软骨，T1值和 T2值减低，接近正常软骨值，术后

6个月与术后 3个月数值比较采用配对样本 t检验，结果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T1rho和 T2map序列可以清晰的显示术后距骨软骨的形态并进行定量分析，能够无创的有

效的监测软骨的修复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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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405 

双能量 CT 虚拟去骨图不同对比物质相对比值对膝关节创伤性

骨髓水肿的诊断价值 

 
梁建超

1
,方义杰

2
,李文娟

2
,张怡

2
,潘洁琳

2
,古凌静

1
,杜中立

1
,洪国斌

2
 

1.珠海市人民医院 

2.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 

 

目的  探讨双能量 CT（DECT）虚拟去骨（VNCa）图不同对比物质相对比值（Rel.CM值）对膝

关节创伤性骨髓水肿的诊断价值。 

方法  前瞻性收集有明确外伤史及膝关节活动障碍等症状的 17例（18个膝关节）患者，行

膝关节 MRI和 DECT平扫检查，获得常规 CT、VNCa图和 MRI图像。将每个膝关节划分为 12个

区域，分别观察 MRI和 VNCa 图表现。以 MRI结果为参考，对不同 Rel.CM值（取 1.25、

1.45、1.75）的 VNCa图对膝关节创伤性骨髓水肿的诊断效能进行分析，优选出 Rel.CM值，并

在最优 Rel.CM参数的 VNCa 图上分别测量骨髓正常、骨髓损伤区域 CT值。采用 ROC评价不同

Rel.CM值的 VNCa图诊断创伤性骨髓水肿的效能，采用秩和检验比较最优 Rel.CM值 VNCa 图上

骨髓损伤区域与骨髓正常区域 CT值的差异。 

结果  17例（18个膝关节）患者均完成了 DECT和 MRI检查。18个膝关节共分为 216个区

域。MRI显示 94个区域出现骨髓水肿，其中股骨下端 35个，胫骨上端 59个。Rel.CM值为

1.25、1.45、1.75的 VNCa 图诊断膝关节创伤性骨髓水肿的 ROC下面积分别为 0.643、0.871、

0.656，Rel.CM=1.45的 VNCa 图诊断的准确性最高。在最优 Rel.CM参数（1.45）的 VNCa图

上，骨髓水肿区域和正常区域的 CT值分别为－64.3（－20.6～－90.8） HU、－93.4（－70.5

～－120.7）HU，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值=－8.270，P=0.000）。 

结论  Rel.CM值为 1.45的 VNCa图对膝关节创伤性骨髓水肿的诊断效能较佳。VNCa图上 CT

值测量可用于创伤性骨髓水肿的定量分析。 

 

 
EP-0406 

MR-IVIM 对于软组织肿瘤良恶性诊断的价值 

 
李莹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探讨磁共振基于体素不相干运动（intra-voxel incoherent motion ,IVIM）对于软组

织肿瘤定性诊断的价值 

材料和方法：本研究为前瞻性研究，选择经病理证实为软组织肿瘤患者共 35例，男 19例、女

16例。参照 2013年 WHO软组织肿瘤分类将所有患者分为良性组 21例和恶性组 14例。患者使

用 3.0Ｔ飞利浦 IngeniaMR 扫描仪行 IVIM检查，IVIM序列选用 10个 b值，分别是 0、 10、 

30、 50、 75、 100、150、 300、500、800s/mm
2
。分别在弥散受限最明显的边缘、中心、正

常骨髓及软组织选取 ROI，可得到 IVIM的参数值，包括 D值、Dstar值和 f值。统计分析采用

SPSS 18．0统计学软件，对每组肿瘤的边缘和中心的 D值、Dstar值和 f值进行两个独立样本

的秩和检验分析，以 P＜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并对有统计学意义的参数绘制 ROC 曲

线。以有统计学差异的参数作为特征，应用支持向量机分类器的方法进行良恶性肿瘤的鉴别。 

结果：良、恶性软组织肿瘤之间，肿瘤边缘的 P-D值及肿瘤中心的 C-D值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0.05）。绘制的 ROC曲线，P-D和 C-D值的线下面积是 0.776和 0.752。支持向量机分类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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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显示，IVIM的 D值对于软组织肿瘤良恶性判断的准确率、特异度及敏感度分别为

82.73%、76.45%和 87%。 

结论：IVIM的参数 D值可以评估软组织肿瘤灌注和弥散属性，有助于肿瘤的定性诊断。 

 

 
EP-0407 

无症状业余冰球运动员膝关节损伤的 MRI 表现 

 
杨培,常晓丹,牟薪砚 

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16001 

 

目的 本研究采用 MRI评估无症状业余冰球运动员膝关节，旨在获取其损伤的发生部位及特

征，为该运动对膝关节的损伤提供影像学依据。方法 共评估 71个无症状膝关节，16名业余

冰球运动员 32个膝作为实验组，运动员年龄 36～59岁（49.5±5.83 岁），冰球运动时间 1～

43年（15.30±11.36 年），频率至少 1次/周；随机选取年龄、性别匹配的 39人，39 个无症

状膝关节作为对照组。两组均采用 3.0T MR扫描仪，8通道膝关节专用线圈成像，行矢状位、

冠状位、轴位三个方位的质子密度加权序列扫描和矢状位 T1WI序列扫描。由两名经验丰富的

骨骼肌肉放射科医师采用盲法评估膝关节积液、半月板损伤（内侧、外侧）、关节软骨损伤

（髌骨软骨、滑车软骨、股骨外侧髁软骨、股骨内侧髁软骨、胫骨外侧平台软骨和胫骨内侧平

台软骨）、骨髓水肿（BME, bone marrow edema）及韧带损伤。应用 SPSS 20.0行统计学分

析，采用卡方检验或 Fisher 确切概率法。结果  实验组关节积液、半月板损伤、关节软骨损

伤、BME及韧带损伤的膝关节分别为 18、16、15、11、3个，对照组分别为 20、2、0、0、0

个，两组间半月板损伤、关节软骨损伤、BME发病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关节

积液、韧带损伤的发病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实验组 16个膝关节半月板损伤中，14个内侧半

月板损伤，5外侧半月板损伤，其中 3个膝关节为内外侧半月板均损伤，与对照组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 = 0.027 <0.05）；实验组关节软骨损伤中，15膝关节有 22个病变部位，

其中髌股关节软骨损伤（18 个）占软骨损伤的 81％。 结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与无症状非运

动员相比，无症状业余冰球运动员更易半月板损伤、关节软骨损伤（主要是髌股关节软骨），

BME更常见。然而，这些发现的长期影响是未知的，需长期随访，以探讨这些有影像学表现的

无症状个体何时开始出现症状。 

  

 

 

EP-0408 

无症状业余冰球运动员膝周滑膜囊积液分布的 MRI 研究 

 
杨培,常晓丹,马伟丽 

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16001 

 

目的 本研究采用 MRI评估无症状业余冰球运动员膝关节周围滑膜囊积液情况，旨在发现其分

布特点及发生率，为该运动对膝关节影响提供影像学依据。方法 实验组：17名无症状业余冰

球运动员 32个膝关节，年龄 36～59岁（49.5±5.83 岁），冰球运动年限 1～43年

（15.30±11.36 年），运动频率至少 1次/周；对照组：39人，39个无症状膝关节，年龄、

性别与实验组匹配。两组均采用 3.0T MR扫描仪、8通道膝关节专用线圈，行矢状位、冠状

位、轴位的质子密度加权序列和矢状位 T1WI序列扫描。评估膝周滑膜囊包括：膝前方滑膜囊

（髌上囊、髌前皮下囊、髌下浅囊、髌下深囊）；膝内侧滑膜囊（Baker’s 囊、鹅足囊、半

膜肌滑囊、内侧副韧带滑囊、腓肠肌内侧囊）；膝外侧滑膜囊（腓骨滑囊、腓腘滑囊、腘肌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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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髂胫束滑囊、腓肠肌外侧囊）。由两名经验丰富的骨肌放射科医师采用盲法评估并记录膝

周滑膜囊积液的分布及发生率。应用 SPSS 20.0行统计学分析，采用卡方检验或 Fisher 确切

概率法。结果 实验组前方、内侧、外侧各滑膜囊积液受累的膝关节分别为 22、1、0、21、

7、7、11、2、21、3、13、29、26、14个，对照组分别为 28、0、0、16、0、0、1、0、11、

0、5、27、17、14个，两组间 Baker’s 囊、鹅足囊、半膜肌滑囊、腓肠肌内侧囊、腓腘滑

囊、腘肌滑囊、髂胫束滑囊积液发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而髌上囊、髌前

皮下囊、髌下深囊、内侧副韧带滑囊、腓骨滑囊、腓肠肌外侧囊积液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 结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与无症状非运动员相比，无症状业余冰球运动

员膝内、外侧滑膜囊（Baker’s 囊、鹅足囊、半膜肌滑囊、腓肠肌内侧囊、腓腘滑囊、腘肌

滑囊、髂胫束滑囊）积液更常见，这可能与其冰球运动中的屈膝、股胫关节的轴向或旋转负荷

运动有关。 

  

 

 

EP-0409 

手指屈肌结构正常解剖及损伤的 MRI 表现 

 
詹惠荔,白荣杰,刘悦,张恒,钱占华,叶薇,李亚雄 

北京积水潭医院 100035 

 

目的 探讨手指屈肌结构正常解剖及损伤的 MRI表现。 方法 研究 2013年 3月至 2016年 3月

间，20名健康志愿者的手指屈肌结构解剖和北京积水潭医院 36例屈肌结构损伤患者的临床及

影像学资料。所有志愿者和患者均行 MR检查，将损伤患者与健康志愿者屈肌结构的 MRI 表

现进行对照，并将损伤患者屈肌结构的影像表现与手术结果进行对照，由双盲法分析确认。结

果 20名志愿者手指屈肌腱的 MRI表现为细条带状均匀低 T1WI、低 PD FS信号。36例手指屈

肌结构损伤患者（其中屈肌腱损伤 21例，滑车损伤 10例，屈肌腱损伤联合滑车损伤 5例）主

要表现为损伤结构 T1WI信号不清、连续性中断，PD FS信号不均匀增高，损伤周围可见软组

织水肿。结论 MRI是评价手指屈肌结构正常解剖及损伤的有效方法，对手指屈肌结构损伤的诊

断和治疗具有重要的意义。 

 

 

EP-0410 

隆突性皮肤纤维肉瘤的 CT 和 MRI 表现 

 
王传彬,董江宁 

安徽省肿瘤医院 230071 

 

目的：探讨隆突性皮肤纤维肉瘤（DFSP）的影像学表现。方法：回顾性分析 12例经病理证实

的 DFSP影像资料，其中原发性 6例（全部单发），复发性 6例（4例多发），共 33个病灶，

平均直径 2.76±0.82cm。男 7例，女 5例，平均年龄 47.6±4.72 岁。术前行 CT检查 5例

（平扫 3例，平扫及增强 2例），MRI检查 7例（平扫 4 例，平扫及增强 3例）。结果：①发

病部位：腹壁 3例（25%），胸壁及头部各 2例（16.7%），盆壁、背部、前臂、上臂、足部各

1例（8.3%）；②病灶起源：1例起源于皮下纤维组织，与皮肤无关；11例起源于皮肤，与皮

肤关系密切；③生长方式和形态：以膨胀性生长为主共 27个病灶（81.8%），表现为类圆形或

浅分叶状；以浸润性生长为主共 6个病灶（18.2%），表现为扁平状或深分叶状；④CT及 MRI

平扫特点：CT平扫呈等-稍低密度；T1WI呈等信号，T2WI 呈稍高信号，T2WI-FS及 DWI序列呈

较明显高信号，7个病灶内可见索条状低信号；⑤CT 及 MRI增强特点：CT增强后动脉期 2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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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轻度强化，静脉期明显渐进性强化，2例病灶内均可见相对低密度区（＜50%）；MRI增强后

2例均匀明显强化，1例不均匀明显强化，病灶内见索条状低信号区；所有病例均未见肿瘤血

管生成；⑥与邻近组织关系：病灶均突出于体表，与肌层分界清楚；2例悬吊于皮肤外，表现

为“悬吊征”；4例为多结节融合，表现为“多结节征”；4例病灶表面见到单独突起，表现

为“子结节外突征”；3例病灶边缘见索条影浸润邻近皮肤或皮下，表现为“树根征”。结

论：DFSP好发于中青年患者，以躯干或四肢多见，表现为起源于皮肤或皮下，并隆凸于体表

的单个或多发结节、肿块；CT及 MRI平扫密度/信号与肌肉相仿，DWI扩散受限，增强后明显

均匀或稍不均匀强化，但无肿瘤血管生成，常可见低信号纤维成分；CT/MRI平扫及增强对病

灶术前评估及复发的监测有重要价值。 

 

 
EP-0411 

成年女性腰部椎后肌群体质成分与腰椎骨密度的相关性研究 

 
李新彤,王玲,王晨,蔡韦,钱占华,程晓光 

北京积水潭医院 100035 

 

目的 探讨成年女性腰部椎后肌群的体质成分与腰椎骨密度的相关关系。 

方法 将 518名 21～81岁的成年女性按年龄分为青中年组（≤50岁）和老年组（＞50岁）。

所有受检者进行腰椎 CT扫描，测量体质指数（BMI）。使用定量 CT（QCT）测量 L2～L4椎体

骨密度（BMD）及 L3椎体中部层面椎后肌群肌肉面积、脂肪面积、肌肉脂肪比。使用独立样本

T检验比较两组间差异。控制年龄、BMI因素，采用偏相关分析椎后肌群体质成分与 BMD 的相

关性。将 BMD作为因变量，椎后肌群肌肉面积（X1）、脂肪面积（X2）、肌肉脂肪比（X3）、

年龄（X4）、BMI（X5）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 

结果 青中年组的 BMI及椎后肌群脂肪面积低于老年组，而 BMD及椎后肌群肌肉面积、肌肉脂

肪比高于老年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值分别为 4.661、12.436、21.763、6.111、14.916，

P值均小于 0.01）。控制年龄、BMI因素进行偏相关分析结果显示，青中年组及老年组 BMD与

椎后肌群脂肪面积呈负相关（r值分别为-0.178、-0.200，P值分比为 0.001、0.010），与肌

肉面积无显著相关性（r值分别为-0.050、0.066，P值分比为 0.350、0.397）；老年组 BMD

与肌肉脂肪比呈正相关（r=0.180， P=0.020），而青中年组两者无显著相关性（r=0.071，

P=0.185）。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椎后肌群脂肪面积（X2）、年龄（X4）、BMI（X5）是 BMD的

影响因素（t值分别为-5.249、-17.785、2.750，P值均小于 0.01），得出回归方程 BMD=-

3.060X2-2.300X4+1.102 X5+239.955。 

结论 腰部椎后肌群的脂肪面积是评价成年女性椎后肌群退变的主要指标，肌肉脂肪比次之。

成年女性腰部椎后肌群脂肪浸润程度与骨密度存在相关性，且相关性随年龄而增加。 

  

 

 
EP-0412 

复发性髌骨脱位患者解剖危险因素的 MRI 对照研究 

 
张磊,王效春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030001 

 

目的：利用 MRI研究复发性髌骨脱位患者解剖危险因素。 

方法：回顾性分析 23例复发性髌骨脱位患者的磁共振图像，同时选取 23例正常患者的图像作

为对照组，进行年龄和性别匹配。通过测量滑车外倾角、内外侧滑车长度比、滑车深度来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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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骨滑车的解剖发育，通过 ISI和 PTI指数来评价髌骨高位，TT-TG指数来评价髌骨滑动的横

向矢量。 

结果：与对照组相比，复发性髌骨脱位患者，股骨滑车发育指标明显低于对照组；髌骨高位指

数均高于正常对照组；TT-TG间距明显大于正常对照组，三项指标均有统计学差异（P＜

0.01）。 

结论：通过对磁共振图像的测量，股骨滑车发育评价、高位髌骨指数及 TT-TG指数对诊断复发

性髌骨脱位有重要的诊断意义。 

 

 
EP-0413 

运用化学饱和转移技术的磁共振成像方法对腰椎间盘退行性

变的早期定量评估 

 
熊宣淇,谢兵,陈伟 

第三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重庆市西南医院 400038 

 

目的：本研究拟将最近几年新兴的化学饱和转移磁共振成像技术运用于腰椎间盘退变的早期、

定量诊断，探索、发现不同退变程度的腰椎间盘中粘多糖含量的变化，以及与腰椎间盘 T2

值、Pfirrmann半定量分级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方法：纳入 40名年龄在 25—70岁之间有或无腰椎间盘退变的患者，每名受试者测试 L1/2—

L5/S1五个椎间盘，共 200 个椎间盘。运用 3.0T磁共振成像设备，扫描腰椎矢状位 T2序列、

T2*及化学饱和转移（CEST）序列，将 200个椎间盘的 T2矢状位图像按照 Pfirrmann分级原则

半定量的分为 1—5级，即五组。在五个实验组共 200个椎间盘的 T2*及 CEST序列图像上分别

勾划椎间盘髓核(NP)与纤维环(AF)的感兴趣区（ROI），测得其 T2值及粘多糖含量

（gagCEST）并统计分析。 

结果：在不同退变程度的腰椎间盘组间，髓核与纤维环的 gagCEST值均具有显著性差异，而其

T2值在 PfirrmannⅠ—Ⅱ级、Ⅳ—Ⅴ级之间却没有显著性差异。退变的腰椎间盘髓核与纤维环

的 T2值和 gagCEST值均显示出与 Pfirrmann等级的显著性负相关：T2值(NP：r=–0.34, 

P<0.001;  AF：r=–0.22, P<0.001) 、gagCEST值(NP：r=–0.79, P<0.001;  AF：r=–

0.56, P<0.001)。 

结论：腰椎间盘退变的进程中，髓核与纤维环粘多糖含量的丢失可被化学饱和转移的磁共振成

像技术所定量地发现，尤其是在退变的早期。并且粘多糖含量的 gagCEST值显示出比 T2 值，

与 Pfirrmann等级之间更好的负相关性。因此化学饱和转移技术的磁共振成像方法可用于对腰

椎间盘退行性变的早期、定量诊断与评估。 

 

 

EP-0414 

腺泡状软组织肉瘤的 CT 及 MRI 表现 

 
许霖,娄昕,马林 

解放军总医院 100000 

 

目的 分析腺泡状软组织肉瘤的 CT和 MRI影像学特点，提高本病的影像诊断及鉴别诊断能力。

方法 搜集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6例腺泡状软组织肉瘤患者的 CT和 MRI资料并对其回顾性分析。

2例行 CT检查，5例行 MRI 检查。结果 6例腺泡状软组织肉瘤中，1例位于腹壁，2例位于咽

旁间隙，3例位于大腿股四头肌内。CT检查：2例呈等密度，增强扫描呈现明显强化。MRI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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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T1WI等/稍低信号 1例，稍高信号 4例；T2WI 2例呈高信号，3例呈混杂信号；DWI 3 例呈

高信号，2例呈混杂信号；增强扫描 3例呈明显强化。2例病变内部及周围见多发流空血管

影。2例在 T2WI及抑脂上可见类似“腺泡样”结构。结论 腺泡状软组织肉瘤较为罕见，影像

学表现部分不典型，应充分分析影像学特点，对提高诊断、指导临床手术治疗及预后有重要的

意义。 

 

 
EP-0415 

POEMS 综合征伴硬化型骨髓瘤的影像学表现 

 
师小凤,严福华,杜联军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200025 

 

目的：探讨 POEMS综合征伴硬化型骨髓瘤骨骼病变的影像学表现。 

方法：回顾性分析经临床及病理证实的 9例 POEMS综合征伴硬化型骨髓瘤的临床资料、实验室

检查及影像学检查。重点分析其骨损病变的 X线、CT及 MRI表现。 

结果：POEMS综合征伴硬化型骨髓瘤好发于男性，中位年龄 50～60岁。主要临床表现为多发

周围神经病变（9例）、脏器肿大（8例）、内分泌异常（6例）、M蛋白 （9例）、皮肤

（4例）、血管外容量负荷增加（9例）、硬化性骨病（9例）等。 

骨损影像学表现：累及部位多为中轴骨，如脊椎、骨盆。骨损大小不一，最大径约 7cm，最小

径约 1～2mm；8例多发，1 例单发；7例表现为骨质硬化型，成骨性改变，3例表现为混合

型，溶骨性骨质破坏伴周边硬化。 

实验室检查：9例尿液检查尿-本周蛋白均阴性，血清蛋白电泳或免疫固定电泳证实有 M蛋白

存在，8例为单克隆性λ型轻链限制型，1例为κ型。3例行血 VEGF测定，VEGF明显升高。 

穿刺病理：3例行病损骨穿刺活检表现为弥漫性浆细胞浸润。4例行淋巴结活检，2例为

Castleman浆细胞型，1例为 Castleman透明血管型，1例表现为慢性淋巴结炎。 

结论：POEMS综合征是一种多脏器损害疾病，临床表现复杂，其伴硬化型骨髓瘤的骨损影像学

表现具有一定的特征性，典型的成骨性骨质改变有助于该病的早期诊断。影像学检查可明确骨

骼病变的类型、数目、大小，对后期临床上选择恰当的治疗提供依据，并可作为治疗后临床疗

效评估的重要手段。当影像上骨骼出现多发成骨性改变，且伴多发外周神经病变、Castlemen

病变、单克隆λ型轻链限制性表达、皮肤改变、胸腹腔积液等临床特征时，要考虑到 POEMS

综合征伴硬化型骨髓瘤的可能。 

 

 
EP-0416 

1.5T 磁共振增强扫描对于颞颌关节早期关节盘及关节软骨损

伤的诊断价值 

 
王军大 

重庆市中医院 400011 

 

目的: 探讨磁共振增强扫描对于颞颌关节（TMJ）早期关节盘及关节软骨损伤的表现及价值，

提高早期关节盘及关节软骨损伤诊断阳性率。方法:收集我院及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2013-2017年 452例患者颞颌关节磁共振平扫及增强图像，38例患者为前瞻性连续三年多次

扫描，观察颞颌关节斜矢状位、横断位及冠状位图像，分析颞颌关节病早期损伤磁共振特点。

结果: 颞颌关节病早期 MRI 表现为关节盘及关节软骨损伤，进而引起髁状突变性、隆起、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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腔积液，最终导致颞颌关节适应性改变；颞颌关节盘早期损伤 T1WI较为敏感，表现为平扫

T1WI信号稍增高，增强延迟扫描对于患侧颞颌关节盘及关节软骨损伤显示清晰；电影序列可

以从颞颌关节运动轨迹初步判断早期患侧的颞颌关节紊乱综合征（TMJDS）存在；早期 TMJ关

节盘移位程度、关节盘形态改变及颞颌关节疼痛程度无相关性；关节穿孔几率随着患者患病时

间延长而增大。结论:早期颞颌关节盘损伤 T1WI 矢状位观察较清晰；同层动态增强扫描对于

颞颌关节早期关节盘及关节软骨损伤诊断无诊断意义；延迟增强扫描对于颞颌关节盘、关节软

骨早期及中期损伤有诊断价值，对于晚期损伤意义不大。 

 

 
EP-0417 

T2 mapping 联合纹理分析在膝关节骨性关节炎中的应用 

 
王姗

1
,任翠萍

2
 

1.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2.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本研究中我们运用 T2 mapping联合纹理分析,探讨其在膝关节 OA诊断中的应用。材料与

方法 收集膝关节 OA患者 44例，男 14例，女 30例，平均年龄 46.5±9.8 岁。根据 WOMAC 对

OA患者进行临床评分。收集健康成年人 39例作为健康对照组，男性 13例，女性 26例，平均

(32.5±9.3)岁。所有受试者都采用 3.0T超导 MRI扫描仪（Philips Ingenia），矢状面 T2 

mapping扫描。根据半月板分区将膝关节胫骨软骨和股骨软骨全层分为 7个感兴趣区(ROI)。

利用 MaZda 软件可计算 ROI 内有关直方图、游程检验、灰度共生矩阵及绝对梯度等方法所得

到的纹理特征。采用 SPSS21.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用双样本 T检验比较两组各参数差异。

用人工神经网络（Artificial Neuro Network，ANN)，随机森林（Random Forest，RF), 朴素

贝叶斯（Naive Bayes，NB) 和线性判别分析（Linear Discriminant Analysis，LDA)的方法

对 OA组和正常对照组纹理参数进行分类。结果 本研究两组间的年龄、WOMAC、LEFS统计学有

明显差异（P < 0.05）。7 个 ROI平均 T2值，OA组为 52.99±4.61ms，正常对照组为

43.74±3.82ms(P<0.05)。OA组中，ROI4、ROI3 和 ROI1 T2 值最高。纹理参数在所有 ROI中

均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ANN的分类效能最好。对 T2 mapping值和 WOMAC、LEFS量表分

别做相关性分析，发现 T2 mapping和 WOMAC有强相关关系（P=0.00），T2 mapping和 LEFS

有强相关关系（P=0.00）。结论 MR T2 mapping联合纹理分析能于 OA患者患病早期检测到软

骨组织学的改变，基于纹理参数的改变，可以实现计算机辅助诊断，提高 OA诊断的准确性和

可靠性。 

 

 

EP-0418 

Texture characteristics of articular cartilage of 

patients with articular cartilage osteoarthritis 

based on MR T2 mapping images 

 
Wang Shan

2
,Ren CuiPing

1
 

1.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2.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In this study, we furtherly evaluated the OA by combining the T2 mapping and the 

texture characteristics extracted from the T2 mapping images within 7 separ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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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s of articular cartilage.Besides,based on T2 value and texture 

parameters,multiple classifiers were selected to furtherly differentiate the OA 

patients from normal controls.Materials and methods Forty-four patients(aged 

46.5±9.8 years old;14 males and 30 females) with OA and Thirty-nine healthy 

volunteers(aged32.5±9.3years old;13 males and 26 females) were recruited in this 

study. All subjects were evaluated by using the Western Ontario and McMaster 

Universities Osteoarthritis Index (WOMAC) for OA severity.T2 values were extracted 

from 7 separated articular cartilage ROIs (Regions of Interest) and the texture 

parameters were extracted within the 7 regions by using Mazda software. Two-sample 

T-test was carried out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OA patients and normal 

controls for each parameter and for each ROI. Classification of the subjects based 

on feature vectors were performed by using Artificial Neuro Network (ANN), Random 

Forest(RF),Naive Bayes(NB) and Linear Discriminant Analysis(LDA) methods.Results 

In this study, including the normal control group of 39 cases, OA patients in 44 

cases.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age, WOMAC and LEF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 < 0.05).Sum of 7 regions,the mean T2 was 52.99±4.61ms in patients and 

was 43.74±3.82ms incontrols(P<0.05).In OA group,the most vulnerable parts of the 

knee are ROI4,ROI3 and ROI1.For all the 7 ROIs, the texture parameters showed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Texture parameters within ROI5 showed the most 

significant difference.The ANN showed the best performance with a high 

classification accuracy compared to other classifiers. 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T2 mapping and WOMAC and LEFS scale showed that there was a strong 

correlation between T2 values and WOMAC (P=0.00).T2 values and LEFS have strong 

correlation (P=0.00).Conclusions This study aim to demonstrate the feasibility of 

using texture analysis to characterize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2 values 

within articular cartilage in OA patients. MRI T2 mapping combined with texture 

analysis in the OA patients can detect the change of cartilage tissue,can realize 

the computer aided diagnosis, improve the reliability and accuracy of the 

diagnosis of OA. 

 

 

EP-0419 

膝关节半月板撕裂类型的 MRI 诊断价值 

 
赵春 

山西省忻州市保德县人民医院 036600 

 

目的：研究探讨膝关节半月板撕裂类型的 MRI诊断价值。 

材料与方法：回顾性研究 40例半月板撕裂的 MRI表现，并与关节镜结果相比较进行分析。根

据 MRI的不同信号信号改变对半月板撕裂进行详细的分类：即分为斜行撕裂、水平撕裂、桶柄

样撕裂、放射状撕裂、纵行撕裂、复合撕裂等。 

结果：40 例患者中，患者出现双前交叉韧带 6 例，半月板翻转征 17例，双后交叉韧带 10 

例，外周残半月板征 13例，空领结征 12例。以关节镜诊断为标准，MRI对纵行撕裂、放射状

撕裂、桶柄样撕裂、水平撕裂、斜行撕裂、复合撕裂的准确率分别为 88.3％、91.45％、

82.36％、97.36％、89.07％、99.01％。 

结论：MRI信号改变对膝关节半月板撕裂类型的分类具有明显优势，且对临床疗效的评价具有

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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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420 

继发性骨肉瘤的临床特点及影像学表现 

 
师小凤,严福华,杜联军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200025 

 

目的：分析继发性骨肉瘤的临床特点及影像学表现。方法：回顾性分析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25

例继发性骨肉瘤患者临床资料并复习相关文献，总结继发性骨肉瘤的临床、影像学特征及病理

组织学表现以及预后情况。25例均行 X线及 CT检查（5例行增强 CT），16例行 MRI增强检

查。25例均有手术瘤段切除或截肢大体标本病理，其中 12例为截肢标本病理。  

结果：男性 13例，女性 12 例，中位年龄为 45岁（14～76岁），中位恶变时间为 8年（0.5-

18年）。25例中骨纤维结构不良、骨母细胞瘤等良性肿瘤或肿瘤样病变恶变 12例，表现为溶

骨性骨质破坏、软组织肿块形成及病灶迅速增大等与原发性骨肉瘤相仿的影像学改变;骨巨细

胞瘤瘤内病灶刮除加植入骨后恶变继发性骨肉瘤 8例，金属植入相关的继发性骨肉瘤 2例，均

表现为植入骨吸收、边缘模糊的骨质破坏区周围出现明显软组织肿块及肿瘤骨形成;放疗后继

发性骨肉瘤 2例，以成骨性骨质破坏为主，可见明显日光放射状骨膜反应;Paget病继发性骨

肉瘤 1例，表现为在患骨增粗、不规则变形基础上，出现溶骨性骨质破坏及软组织肿块。病理

结果：25例镜下均有不同程度的细胞异型、肿瘤骨形成。所有病例术后随访平均 3.4年（1.5

～12年），8例出现肺部转移。 

结论：继发性骨肉瘤的发病率相对少见，发病年龄较传统骨肉瘤晚，继发恶性变的中位间隔时

间较长。临床上以疼痛加重，软组织肿块形成为多见，部分可发生病理性骨折。继发性骨肉瘤

在病理组织学上与原发传统型骨肉瘤无明显差异，但结合其临床资料及影像学表现可明确诊

断。 

 

 
EP-0421 

滤泡树突状细胞肉瘤的 CT 及 MR 影像表现 

 
毛怡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野战外科研究所 400042 

 

目的：分析滤泡树突状细胞肉瘤的 MR及 CT表现，提高滤泡树突状细胞肉瘤的的诊断水平。 

方法：回顾性的分析经手术病理证实的、行 CT或 MR检查的滤泡树突状细胞肉瘤 4例，分析其

临床表现，边界，形态、钙化、密度、强化方式，信号、有无囊变、坏死，有无出血，有无肿

大淋巴结。 

结果：4例滤泡树突状细胞肉瘤,发生于 38-45岁（中位年龄 42岁），男女比例 3：1。其中，

2例发生在淋巴结内（1例纵隔林巴结，1例腹膜后淋巴结），2例发生在结外（1例位于鼻腔

鼻窦部，1例位于咽部）。所有病例均为单发，3例边界清楚，1例呈浸润生长，4例均无囊

变、坏死、出血。2例淋巴结内滤泡树突状细胞肉瘤行 CT 增强扫描，1例出现粗大钙化，CT

平扫 CT值分别为 40HU，42HU，增强扫描动脉期 CT值分别为 115，105HU，静脉期 CT值分别为

102,99HU，腹膜后病灶延迟期 CT值为 82HU，增强扫描呈早期明显强化，病持续性强化的特

点。2例结外病灶行 MR增强检查，呈长 T1长 T2信号，1例为咽部圆形病变，1例为沿着上颌

窦壁浸润性生长，伴有上颌窦壁骨质破坏，2例均无坏死、出血，增强扫描明显均匀强化。4

例病灶周围均无肿大淋巴结。3例病灶无向周围浸润或水肿，1例（上颌窦病灶）周围水肿。 

结论：滤泡树突状细胞肉瘤多见于中年人，40岁左右多见，男性略多发于女性，多发生于淋

巴结内。单发，多呈边界清楚的类圆形肿块，呈长 T1长 T2信号，无坏死出血，增强扫描呈动

脉期明显均匀强化，并呈持续性强化。粗大的钙化对于诊断有提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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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422 

骨孤立性浆细胞瘤的影像学表现及相关病理研究 

 
韩鹏,宋晓彬 马晓文 

西安交通大学附属红会医院 710061 

 

 

目的：探讨发生于骨的孤立性浆细胞瘤的影像学表现，并与其病理学表现相对照，分析其影像

学特点。 

资料与方法：收集 2014年 1月～2017年 5月我院 25例经手术病理证实为浆细胞瘤病例，所

纳入患者均为单骨病灶，符合骨孤立性浆细胞瘤的临床诊断。采用回顾性分析法，结合患者 X

线、CT及 MRI的图像特征及对应病理学上的细胞形态及分化特点，总结出影像学图像上具有

诊断价值的表现。 

结果： 所收集病例均为单骨发病，发生于中轴骨者 8例，分别为：颈椎 4例，胸椎 2 例，腰

椎 2例；发生于长骨者 12例，分别为：肱骨者 6例，股骨 3例，胫骨 2例,桡骨 1例；发生于

肩胛骨者 3例；发生于骨盆者 2例。患者中男性 20例，女性 5例，男女比例为 4:1。年龄 49

岁～78岁，中位年龄为 63.8 岁。X线及 CT片上均为溶骨性骨质破坏，MRI图像上病灶信号均

匀，其内未见明显坏死区，T1WI上为等信号，T2WI及压脂序列上为稍高信号。 

结论：骨浆细胞骨髓瘤好发于中轴骨，其次为长骨；本文研究所收集 25例骨孤立性浆细胞瘤

中，发病率最高的是长骨（肱骨最多），其次为脊柱。 

骨孤立性浆细胞瘤为小圆细胞恶性肿瘤，细胞弥漫且紧密排列，间质少，血管丰富，因此病灶

在 MRI上一般表现为实性且范围较广，与正常骨髓腔分界较清，T1WI上为等信号，T2WI 及压

脂序列上为稍高信号，其内很少见坏死区，增强扫描可见明显均匀强化。 

由于该肿瘤恶性度不高，组织学上其内未见成骨，因此 X线及 CT片上，一般为溶骨性骨质破

坏。发生于长骨者，可见骨皮质内缘多发“扇贝样”弧形压迹，较少见骨皮质连续性中断、哈

弗管扩张及骨膜反应，病灶轻度膨胀，其内可见粗大或细小的骨性间隔。发生于脊柱者，均伴

有椎体压缩性改变，病变椎体相邻椎间隙尚正常，椎间盘未见明显受累，在溶骨性骨质破坏病

灶内可见残存骨小梁，形成特征性的“微脑回征”，椎体及其双侧附件骨质破坏并软组织肿块

形成，部分可环绕椎管，形成特征性的“围管征”。 

 

 

EP-0423 

早期幼儿型类风湿性关节炎的 MRI 表现 

 
唐雯娟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200040 

 

 

目的：探讨早期幼儿型类风湿性关节炎的 MRI表现。方法：回顾性分析 15例经临床表现和影

像学证实的幼儿型类风关的 MRI资料，并选取 50例普通关节病 MRI对照，分析早期幼儿型类

风湿性关节炎的 MRI特征。结果：类风湿性关节炎 MRI阳性表现为滑膜增生血管翳形成

（93.5%）、骨侵蚀（77.9%）、软骨侵蚀（90.3%）等，以滑膜和骨髓改变诊断幼儿型类风湿

性关节炎，其敏感性、特异性、正确率分别为 84%、78%、69%。结论：MRI对于早期幼儿型类

风湿性关节炎诊断有一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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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424 

 肋骨骨肉瘤的临床影像学研究进展   

 
黄梦,杜丽洁,姜增誉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030001 

 

目的：通过文献复习加深对肋骨骨肉瘤临床和影像学表现的认识，为临床诊断提供更加准确及

详细的信息。 

方法：在 Pubmed和 CNKI里收集整理 1955年至 2016年国内外资料较完整且经病理证实的肋骨

骨肉瘤的个案报道 32例，并另附一例未报道病例。 

结果：1.肋骨骨肉瘤好发年龄为 11-20岁和 31-40岁，各占肋骨骨肉瘤的 24.2%；男性多于女

性，分别约占 66.7%、33.3%；右侧较左侧多见，分别约占 54.5%、39.4%；单发病灶较常见，

约占 69.7%；2.肋骨骨肉瘤临床表现以胸背部疼痛和/或皮肤表面局限性隆起为主；3.肋骨骨

肉瘤的影像学表现主要是溶骨性骨质破坏、肿瘤骨和软组织肿块，其比例分别约占 25.3%、

20.7%、33.3%，三者征象同时存在者占 18.4%。 

结论:肋骨是骨肉瘤的罕见发病部位，其临床表现及影像学表现与发生在长骨的骨肉瘤有所不

同，临床上多见于男性，单发多见，较多见于右侧，其发病年龄有两个高峰，第一个高峰与发

生在长骨的骨肉瘤接近，为 11-20岁，第二个高峰为 31-40岁。临床上多以局部疼痛及软组织

肿块就诊，影像学表现主要以软组织肿块、溶骨性骨质破坏及肿瘤骨的形成为主，HRCT 是肋

骨骨肉瘤诊断及鉴别诊断主要的检查手段。临床工作中，肋骨疾病的诊断大多数并不困难，但

是仍存在一定的误诊率，骨肉瘤的早期确诊对于病人的治疗方案的选择、生存质量的提高和生

存时间的延长具有重要意义。总的来说，肋骨骨肉瘤的一般情况、临床及影像学表现与长骨骨

肉瘤有所不同，在临床工作中，应加深对肋骨骨肉瘤的认识，对其进行精确的诊断及鉴别诊

断。 

 

 

EP-0425 

DWI、DTI 及 Dixon 技术在椎体良恶性骨折鉴别中的应用价值 

 
郑修竹

1
,李传亭

2
,朱建忠

1
 

1.泰山医学院附属医院 

2.山东省医学影像学研究所 

 

目的 探讨磁共振弥散加权成像（DWI）、弥散张量成像（DTI）和脂肪抑制 Dixon技术在椎体

良恶性骨折的诊断和鉴别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材料与方法 回顾性分析病理及临床随访证实的椎体良性压缩性骨折 33例 40个椎体（女性 19

例，男性 14例，平均年龄 56.1岁）；恶性压缩性骨折 30 例 47个椎体（女性 13例，男性 17

例，平均年龄 59.7岁）。所有患者均应用 Siemens skyra 3.0T 磁共振行常规矢状位 T1WI、

T2WI、轴位 T2WI序列,矢状位 DWI、DTI及 Dixon T2WI序列。将图像载入 Siemens工作站

（syngo.via）进行图像处理。在良性组及恶性组 ADC图、FA图、水像、脂像中选取病变椎体

病变范围最大层面，手工划定感兴趣区，测量病变区域相应信号强度。通过脂像信号强度比水

像与脂像信号强度之和，计算出脂肪信号分数（FF）。使用 SPSS软件分别对各组参数进行方

差分析统计学处理，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比较良性组与恶性组之间 ADC值、FA值和

FF值有无统计学差异。 

结果 良性压缩性骨折组 ADC值平均值为(1.79±0.33)×10
-3
mm

2
/s；FA值平均值为

(0.32±0.08)；FF值平均值为（0.25士 0.01）。恶性压缩性骨折组 ADC值平均值为

(1.11±0.16)×10
-3
mm

2
/s；FA值平均值为(0.29±0.44);  FF值平均值为（0.09土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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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间进行 Tamhane’s T2 检验，良性压缩性骨折组与恶性压缩性骨折组之间 ADC值及 FF值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FA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磁共振 DWI成像可以定量测定椎体病变区域表观弥散系数，反应水分子扩散情况，Dixon

技术可以定量测定椎体的脂肪含量，二者结合对于椎体良恶性骨折的诊断和鉴别诊断更具有应

用价值；DTI成像 FA值对于椎体骨折性质的鉴别意义不显著。 

 

 
EP-0426 

西藏与汉族地区 DDH 患儿的 CT 影像学差异分析 

 
李婷婷 

上海市儿童医院、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00041 

 

目的 比较西藏与汉族两地区 DDH患儿的三维 CT影像学指标的差异。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3年 1月-2017年 1月的汉族和西藏 DDH患儿，统计性别、首次诊治年龄等一般临床资料，

并收集统计髋关节的三维 CT扫描数据，以颈干角、前倾角、髋臼指数以及脱位高度为主要研

究指标，对两地区的临床影像学特点进行分析比较。结果 1.西藏患儿中男 6例，女 38例，患

髋共 63例，其中单侧 25例，双侧 19例，左侧 35例，右侧 28例；汉族患儿中，男 5 例，女

34例，患髋共 63例，其中单侧 15，双侧 24例，左侧 36 例，右侧 27例。2.西藏患儿与汉族

患儿的初次诊治年龄为 62.32±36.31vs38.46±33.9，具有显著差异（P<0.05），在三维 CT

的测量指标中，西藏与汉族患儿相比，颈干角为 126.20±10.6vs131.59±10.21，前倾角为

41.38±10.65vs45.29±11.43，髋臼指数为 37.73±8.24vs32.76±5.75，三个指标的差异均

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5），脱位高度为 15.03±12.80vs19.03±10.94，差异不具有统

计学意义（P>0.05）；在亚组分析中，以 3岁作为年龄分界，分为高低年龄段，可发现在同一

年龄段内两地区患儿的患髋影像学指标均没有显著差异（P>0.05）；在不同年龄段的影像学比

较中，高年龄段患儿的颈干角均显著低于低年龄段患儿(P<0.05)。结论 西藏 DDH患儿的初次

诊治年龄明显迟于汉族患儿，两地区的 DDH的严重程度没有明显差异。高年龄段患儿的 DDH严

重程度更大，需要手术矫治的几率增加。 

 

 
EP-0427 

腹外型韧带样纤维瘤的 MRI 表现特征及其病理基础研究 

 
王珂,印弘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 探讨腹外型韧带样纤维瘤的 MRI表现特点并分析其病理基础。 

方法 收集本院 2009年-2017 年间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36例腹外型韧带样纤维瘤，分析其 MRI

及病理资料。结果 36名患者中男性 17例，女性 19例，年龄 4岁—63岁，平均 22岁。36个

病灶多位于臀部（10例），其次为肩部（7例）、背部（4例）、腘窝（4例）、大腿 3例、

小腿 2例、手指 1例、颈部 1例、锁骨 1例、前臂 1例、腹股沟 1例、腰大肌 1例。病变最大

者约 21.6×7.0×7.0cm，最小者约 1.2×1.3×1.4cm。分别位于肌间隙内（19例）、肌肉内

（15例），腱膜区（2例）。多呈浸润性生长（29例），其中 2例侵犯临近骨质，少数为膨

胀性生长（7例）。与周围肌肉相比 36个病灶均呈等 T1长 T2信号，内部多伴线样或条带状

长 T1短 T2信号，肿瘤内均未见坏死、囊变，增强扫描不均匀明显强化。病理示肿瘤内纤维母

细胞和成纤维细胞为梭形，呈束状或编织状排列，瘤细胞聚集区于 MRI表现为等 T1长 T2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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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明显强化，其间伴不同程度的胶原纤维，表现为长 T1短 T2信号，此区域多无强化或轻度强

化。 

结论 MRI能够反映腹外型韧带样纤维瘤的组织病理学特点，有助于提高本病的诊断准确性，

并能够评价肿瘤范围及其与周围组织的关系，给临床提供更多的诊疗信息。 

 

 

EP-0428 

青少年腰骶椎解剖变异与椎间盘膨出的相关性探讨 

 
马伟丽,杨培,毛绩伟 

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16001 

 

目的 探讨青少年腰骶部解剖结构发育异常（隐性骶裂、椎弓峡部不连、腰椎横突异常）与腰

椎间盘膨出的相关性。方法：收集我院 2014年 12月-2016 年 12月因腰痛来我院行 CT检查的

患者共 788例，排除（1）脊柱创伤；（2）结核；（3）肿瘤病史。入选患者 511例，运用

SPSS 20.0统计学软件进行处理，采用 Pearson卡方检验方法。 

结果：在 511例入选患者中，有膨出的患者为 469例，无变异无膨出的例数为 56例。有变异

210例受检者中椎间盘膨出的例数为 186（89%），无变异的 315例患者中椎间盘膨出的例数为

259 （82%），有腰骶部解剖变异的患者椎间盘膨出的发生率较高，有无变异组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 

结论：腰骶部解剖变异可能是 13-26岁青少年椎间盘膨出的重要因素。 

 

  

 

 
EP-0429 

腰椎管狭窄症术前术后神经根沉降征的比较性研究 

 
马伟丽,杨培,毛绩伟 

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16001 

 

目的 通过比较马尾神经沉降征（SedSign）在椎管狭窄患者手术前后的变化，来探讨沉降征的

改变与手术疗效的关系以及神经根沉降征与硬膜外压力增高的关系，为 SedSign形成的机制提

供参考，从而可以准确有效的应用 SedSign这一现象。 

方法 纳入自 2015年 1月-2017年 1月收治并术中证实为腰椎管狭窄的患者且术后 3-30个月

有随访的患者 22例，男 9例，女 13例，平均年龄 58岁。52.8%的患者病变节段位于 L4、5椎间

盘,22.2%位于 L3、4椎间盘,13.9%位于 L2、3椎间盘，11.1%的椎间盘位于 L5-S1。纳入标准：

（1 ）间歇性跛行或伴腰痛和下肢疼痛、麻木；（2）核磁共振（magnetic resonance 

image）检查确诊中央椎管狭窄。排除标准：（1）合并有肿瘤、脊柱外伤史、蛛网膜炎、下肢

血管病变患者等；（2）严重腰椎不稳或腰椎滑脱。运用 SPSS 20.0统计学软件进行处理，采

用 Pearson卡方检验方法，探讨手术对 SedSign的影响；根据仰卧位神经根是否沉降到硬膜囊

背侧，分为阳性 SedSign和 SedSign阴性。 

结果 22例患者中 SedSign 阴性组 7例，术后仍为阴性；SedSign阳性组 15例术后仍为阳性

13例，2例术前沉降征阳性组术后转为阴性 。术前术后两组比较得 p=0.833>0.05，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结论 术前 SedSign阳性诊断的腰椎管狭窄节段行手术治疗后复查 MRI见 SedSign这一征象并

没有明显变化,硬膜外压力增高可能不是 SedSign征形成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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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430 

肩关节盂前下缘骨性形态评估方法的探索 ——为评估骨性

Bankart 损伤的关节盂缺失 

 
赵宇晴,袁慧书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00191 

 

目的： 

骨性 Bankart损伤是肩关节脱位时，关节盂前下部发生的撕脱骨折。关节盂缺损的程度是评估

有无手术指征、选择术式及评估预后的重要数据。目前通过在 CT三维重建 en-face面对肩关

节盂后下缘绘制拟合圆，并以此作为未缺损的关节盂前下缘的方式进行评估。其准确性和可重

复性并不理想。本研究旨在通过对无肩关节脱位人群的骨性关节盂形态进行分析，探寻能更准

确描绘关节盂前下缘形态，并能准确还原缺损的关节盂前下缘的方法。 

方法： 

全部入组人群为于我科进行 CT检查，图像中包含完整双侧肩关节盂的患者。均无肩关节脱

位，无肩关节不适症状。 

将检查中层厚为 1.0mm的、包含双侧肩关节盂的图像导入工作站中的 GE AW Server 2.0，分

别于关节盂前缘最凸处、后缘最凸处、下缘最凸处、前下缘中点和后下缘中点处进行标记，并

使所有标记点投影于 en-face 面，以尺规作图的方式绘制通过前、前下、下三点之圆为前缘拟

合圆 O1，同理得后缘拟合圆 O2。分别记录 O1、O2的半径及两圆心距离、前缘及前下缘标记点

与 O2圆心的距离。 

以下缘标记点、后缘拟合圆圆心、对侧关节盂前缘拟合圆半径及对侧前后圆心距离寻找圆心，

以对侧拟合圆半径为半径，绘制圆 O3，测量此圆心与前缘、前下缘的距离。 

将上述数据导入 SPSS进行分析。 

结果： 

入组人数共 20例。 

对 O1半径、O2半径进行配对 t检验，p<0.05。前后缘圆心距离（mm）为 3.27±1.84。 

对 O1圆心与前缘标记点的距离（2.49±2.00）、O3圆心与前缘标记点的距离（0.79±0.66）

进行配对 t检验，p=0.000。 

对 O1与前下缘标记点的距离（1.13±0.97）、O3与前下缘标记点的距离（0.78±1.11）进行

配对 t检验，p<0.05。 

结论： 

肩关节盂后下缘、前下缘拟合圆不一致。相比传统方法，对侧关节盂前下缘拟合圆数据绘制的

圆与关节盂前缘、前下缘更接近，更适合评估关节盂前下缘形态。 

 

 

EP-0431 

结节性筋膜炎的 CT 和 MRI 表现 

 
姚丽锭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310052 

 

目的 探讨 CT和 MRI对结节性筋膜炎(NF)的诊断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2009 年 1月-2017年 7月 17例 NF患者的临床、影像及病理资料。 

结果 17例中 3例行 CT检查,11例行 MR检查，3例行 CT及 MR检查。病灶均表现为单发软组

织结节或肿块（皮下型 9例，肌内型 4例，肌间型 1例，腮腺 2例，舌缘 1例）。皮下型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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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周围软组织水肿，肌内型病灶大部边界清楚。 CT平扫显示结节或肿块密度稍低于肌肉密

度。MR检查：病灶于 T1WI 呈等或稍低信号，T2WI呈不均匀高信号，其中 3例病灶中心可见囊

变区，增强扫描呈环形明显强化-“靶征”，余病灶均呈较均匀明显强化；其中行 MR增强扫描

的皮下、肌内及肌间型的患者均可见筋膜尾征，腮腺及舌缘病灶未见明确筋膜尾征。 

结论 NF影像学表现具有一定特征性,如皮下型均伴水肿, MR筋膜尾征具有良好的诊断效能，

有助于术前精确诊断。 

 

 

EP-0432 

 基于 MRI m-Dxion-Quant 技术快速量化中老年人椎体骨髓脂

肪含量的研究 

 
常荣,马晓文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红会医院 710054 

 

目的：利用腰椎 Q-CT骨密度（BMD）作为参考标准，评价 MRI m-Dxion-Quant方法在中老年人

椎体骨髓脂肪含量研究的可行性及准确性。方法：将 88例患者，其中男性（37名）、女性

（51名），年龄（43-76岁），分别按腰椎 Q-CT骨密度（BMD）分为骨量正常组、骨量减少组

和骨质疏松组，所有患者均行 1.5T MRI常规扫描、及 m-Dxion-Quant容积扫描，获得磁共振

平扫信息及快速、直观的获得 m-Dxion-Quant六组相位图。通过测量磁共振 m-Dxion-Quant 

FF图上腰 3椎体的信号强度，计算脂肪分数，分析 3组椎体脂肪分数及信号强度的差异，并

同腰椎骨密度值分别行相关性分析。结果：按照腰椎骨密度分组，骨量正常组、骨量减少组和

骨质疏松组的椎体脂肪分数中位数分别是 58．37％(22．48％～73．26％)、59．37％(23．46

％-77．24％)、57．96％(35．68％～76．42％)，通过两两比较，骨量正常组和骨量减少组比

较，有显著性差异(P<0.001)，骨量减少组与骨质疏松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01)，骨量

正常组与骨质疏松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01)。腰椎 m-Dxion-Quant脂肪分数和骨密度

值呈显著负相关(r=-0.907，P=0.002)。结论：MR m-Dxion-Quant通过测量椎体脂肪含量计算

脂肪分数，能够快速、无创、准确量化椎体骨髓脂肪含量变化，在椎体骨质疏松的诊断中具有

较高的临床价值。 

 

 
EP-0433 

QCT，1H-MRS 及定量增强 MR（DCE-MRI）在绝经后骨质疏松女

性中的应用 

 
张雪丽,汤光宇,康思凤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暨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 200072 

 

目的：探讨绝经后骨质疏松(OP0女性骨密度(BMD)及骨微环境变化，通过 QCT测量椎体 BMD，
1
H-MRS测 L4椎体 FF值，定量增强磁共振（DCE-MRI）测量 L3-L5椎体 K

trans
，Ve，Kep值，定

量研究其相关性及探讨骨质疏松病因。 

方法：选取经 DXA诊断为 OP绝经后女性患者，通过 QCT 测得腰椎 BMD，行腰椎 MRS检查（矢

状位 T1WI，T2WI，及横断位 T2WI）,腰椎波普单点体素分辨法对 L4椎体进行波普采集，测得

腰椎脂肪含量 FF值（FF=Ffat/（Ffat+Fwater））；DCE-MRI静脉注射对比剂（Gd-DTPA）增强扫

描，经后处理站测量 L3-L5 椎体血流灌注定量参数 K
trans

，Ve，Kep值。所得值行 SPSS19.0 统

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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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1）OP患者随着 BMD 降低，
1
H-MRS测得 FF值增加，且随年龄增大逐渐增加，男女两

性存在差异。（2）随着 BMD 减低，骨髓血流灌注呈减低趋势，DCE-MRI中 K
trans

表示容量转运

常数，是指对比剂从血管内扩散到血管外的速度常数，其值随着年龄增长，逐渐减低。（3）

Kep速率常数，组织间对比剂扩散重新回到血管内的速度常数；Ve，血管外细胞外间隙容积

比，Kep=K
trans/

Ve，均随着 BMD减低而降低。 

结论：QCT是目前唯一能够从三维空间结构测量 BMD及分别测量松质骨和皮质骨的检查方法，

能更敏感的测量 BMD。（2）功能性磁共振成像(MRS、DWI、DCE-MRI)技术可从骨髓微观结构无

创性定量评估椎体变化。（3）BMD与腰椎 FF值呈负相关，当 BMD减低时，腰椎脂肪相应增

加；增加的脂肪可压迫椎体内血管，减少血流量；脂肪增加，动脉管壁被氧化的脂肪积累，使

管壁钙化，亦可减少血流量，加速 OP。（4）MR血流灌注成像可反映微观的分子运动，血液循

环发生变化与 BMD流失存在相关性，腰椎血流量减少，加速了骨质疏松的进程。 

 

 
EP-0434 

DCE-MR 对手部类风湿性关节炎活动性的量化评估研究 

 
刘桂锋,苗莹莹,张卜天 

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 130000 

 

目的 ：应用动态增强磁共振扫描 （DCE-MRI），对类风湿性关节炎（RA）患者活动性进行量

化评估 ，为其早起准确制定合理治疗方案提供可靠依据。 方法：收集我院 2016年 3 月至

2016年 10月对经临床诊断为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 36 例 （男 8例，女 28例），年龄 26-

70岁，中位年龄 55岁，给予手部及腕关节 DCE-MRI 扫描，对时间强度曲线、血流动力学参

数及其临床活动性评分（DAS28）进行分析。 根据临床疾病活动与否分成两组，比较组间血流

动力学参数有无差异性。 结果 ：① RA 活动组（20例）、 非活动组（16例）DCE-MR参数

Ktrans、Kep、Ve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值＜0.05）。② RA 活动组 Ktrans与 DAS28 评分呈

正相关 。 结论 ：动态增强 MR 血流动力学指标可反应 RA 活动性。MR动态增强的参数与 AS

临床活动性评分呈正相关。 

 

 
EP-0435 

磁共振 DTI 与 T2-mapping 成像对膝关节软骨慢性损伤的诊断

价值 

 
张新慧

1
,于静红

2
 

1.河北北方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2.内蒙古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探讨磁共振 T2-mapping与弥散张量成像（diffusion tensor imaging，DTI）对膝关节

骨性关节炎（osteoarthritis，OA）关节软骨慢性损伤的定量诊断价值。材料与方法：收集

2015年 12月-2016年 12月在内蒙古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行膝关节置换的 OA患者 35例（其

中男性患者 2例，女性患者 33例）作为病变组；选取健康成人志愿者 10例，作为对照组。对

病变组与对照组行膝关节 MRI常规序列及生理成像序列（DTI、T2-mapping）扫描，经后处理

得到 T2-mapping及 DTI伪彩图，测量股骨内外侧髁，胫骨内外侧平台，髌骨软骨 5个感兴趣

区 T2值及髌骨软骨表观弥散系数（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ADC）值、部分各向异

性系数（fractional anisotropic，FA）值，进行病变组组间比较同时与对照组进行统计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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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结果：轻度、中度、重度 OA组膝关节各 ROI软骨 T2值较正常组增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P<0.05）。轻度、中度和重度 OA组膝关节髌骨软骨 ADC值较正常组增高而 FA值降低，中

度和重度 OA组与正常组 ADC 值及 FA值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轻度 OA组与正

常组 ADC值及 FA值比较没有显著统计学意义。结论：T2-mapping、DTI成像技术可以对 OA患

者关节软骨损伤程度进行定量评估。 

 

 
EP-0436 

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两侧椎旁肌容积 

和脂肪浸润率差异分析 

 
赵洪波,姜横,张沉石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200003 

 

目的：研究主胸弯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adolescent idiopathic scoliosis，AIS）患者两

侧椎旁肌在肌容积和脂肪浸润率的分布差异。 

方法：通过 MRI检查测量 34例主胸弯 AIS患者主弯的顶椎、上、下端椎 3个水平两侧椎旁肌

的肌容积和脂肪浸润率，比较两侧差异并分析其与各影像学参数如顶椎旋转等的相关性。 

结果：MRI检查发现主胸弯 AIS患者椎旁肌两侧的肌容积和脂肪浸润率存在差异，凸侧椎旁肌

容积更大，而凹侧肌肉脂肪浸润率更高。相关性分析提示顶椎水平肌容积差异指数与顶椎偏移

成显著性负相关（r=-0.749，p=0.032），而脂肪浸润率差异指数与顶椎偏移和 Cobb角大小均

呈显著性正相关（r=0.727，p=0.041； r=0.866，p=0.005）。 

结论：研究表明 AIS患者椎旁肌在肌容积和脂肪浸润率方面存在显著不平衡。凸侧肌容积较

大，而凹侧脂肪浸润率更高。这些肌肉形态学上的改变可能是之前学者报道的肌肉功能改变在

结构上的反映，研究结果有助于我们对 AIS病理和发展机制的认识。 

 

 
EP-0437 

结节性筋膜炎的 MRI 表现与组织病理学分析 

 
宋玉坤,周春香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510080 

 

目的 探讨结节性筋膜炎（Nodular Fasciitis，NF）的 MRI表现与组织病理学特点。 

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15例 NF患者的 15个病灶的 MRI检查和病理结果，其中女

性 8例，男性 7例，年龄 25-71岁之间，平均年龄为 34岁。所有患者的 MRI检查结果均与组

织病理学进行比较。 

结果 8个病灶位于上肢，5个病灶位于下肢，1个病灶位于腹壁，1个病灶位于左侧颊部，平

均发病时间为 15天。根据组织学特点，将 15个病灶分为黏液型（n=7）、细胞型（n=6）和纤

维型（n=2），7个黏液型病灶分别位于皮下（n=3）和肌间（n=4），其中两例肌间型侵犯邻

近骨质；6个细胞型病灶分别位于肌间（n=5）和肌内（n=5）；2个纤维型病灶位于肌内。黏

液型或细胞型 T1WI上信号稍高于肌肉信号，T2WI上信号稍高于脂肪信号，而富含胶原的纤维

型在任何序列上都低于周围肌肉信号，增强扫描可见筋膜尾征（n=7）和反靶征（n=2）。 

结论 组织病理学特点可反映 MRI上不同的信号特征和增强模式。根据 NF具有病史短、生长快

的特点，以及 MRI表现的筋膜尾征，可对部分病例作出影像学诊断，有利于临床治疗方案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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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和定期随访观察。NF属于纤维增生性病变，而部分病灶却可表现出侵袭性生物学行为，影

像诊断较为困难，极易误诊为肉瘤，需结合临床及病理进行评估。 

 

 

EP-0438 

磁共振诊断肩关节撞击综合征的价值 

 
徐占国 

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 300170 

 

目的 评价 3.0T MRI 对肩关节撞击综合征的诊断价值，并分析、总结其 MRI征象及损伤机

制。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1例经关节镜证实为肩关节撞击综合征患者的 MRI及临床资料。 

结果 ①直接征象：17例患者均有冈上肌腱形态及信号的改变，完全撕裂 4例，部分撕裂者 7

例，无法确定有无撕裂者 2例；②间接征象：肩峰下滑囊增厚者 5例，肩峰下滑囊积液者 8

例；③继发征象：关节盂唇撕裂者 3例，冈上肌或三角肌萎缩者 1例；④病因学征象：7例患

者中肩峰为钩状者 9例，扁平状者 3例，弯曲状者 5例；肩峰下间隙<6mm者 5例。 

结论 3.0T MRI能有效显示肩关节撞击综合征的产生原因和损伤程度，在肩关节撞击综合征的

诊断中具有非常高的价值。 

 

 
EP-0439 

双源 CT 诊断隐匿性肋骨骨折的价值 

 
陈东 

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 300170 

 

目的 探讨双源 CT在隐匿性肋骨骨折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 30例有明确外伤史，临床怀疑肋骨骨折 

而 X线检查未发现明确骨折病例的影像资料，采用原始薄层轴位图像结合 MPR、MIP、VR 后处

理技术进行肋骨重建、分析。 

结果 30例患者中，骨折位于第 1、2肋 5例，胸肋关节处 4例，腋中线处 10例，后肋近肋椎

关节处 5例，膈下肋骨 5例，肋软骨 3例。同时合并有其他骨及胸腹部脏器损伤。 

结论 双源 CT扫描得到的原始薄层轴位图像与多种重建图像相结合能对隐匿性肋骨骨折准确诊

断，明显优于 X线平片，是肋骨隐匿性骨折的首选检查方法 

 

 

EP-0440 

皮肌炎\多发性肌炎在 DKI 成像上临床应用 

 
吴小青 

咸宁市中心医院 437100 

 

目的：探究磁共振弥散发峰度成像（DKI）在皮肌炎\多发性肌炎的临床应用和疗效评估中的价

值，探索 DKI参考值特异性改变及影像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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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搜集本院及麻糖风湿病医院的多发性肌炎\皮肌炎患者 10例，纳入标准为 1975 年

Bohan和 Peter等提出的 PM\DM诊断标准，其中 8 例经肌肉活检确诊 PM/DM, 2 例未行肌肉活

检，临床诊断为 DM。另选择 10 名健康志愿者为对照组，所有病例及志愿者均行双侧大腿轴

位 T1WI 、T2WI、DKI序列扫描，经 GE后处理工作站分析和测量得到 DKI参数值：MK（平均峰

度）、MD（平均扩散系数）、FA（各向异性分数）。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SPSS22.0）比较组

间参数差异，以 p＜0.05 为差异存在显著统计学意义。 

结果：10例 PM\DM患者水肿肌肉与健康志愿者正常肌肉组 FA（均数±标准差）分别为

（0.490±0.593）、（0.397±0.120）；MD（均数±标准差）（2.159±0.311）、

（1.837±0.154），MK（均数±标准差）分别为（0.475±0.097）、（0.861±0.115）。并且

PM\DM患者肌肉 FA、MD较正常组有升高；MK较正常组降低，MD、MK在两组之间具有统计学差

异意义（p 值＜0.05）。 

结论：DKI适用于肌肉组织，通过测量多发性肌炎\皮肌炎水肿肌肉与健康志愿者的正常肌肉

的峰度弥散参考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肌肉水肿进行定量分析，对 PM\DM肌肉水肿的特点提

供更多的信息。FA、MD可高敏反映肌肉中水分子扩散情况，本例中 PM\DM组 FA、MD较正常组

升高。MK值反映组织微观结构复杂性，PM\DM组较正常肌肉降低且具有统计学意义，推测可能

与细胞内水分变化影响组织结构有关。 

 

 

EP-0441 

DTS、DR 和 CT 技术在寰枢椎关节检查中的应用对比研究 

 
王诗鸣

1
,王诗啸

2
,金瑞

1
,陆云峰

1
 

1.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华北电力大学（保定）能源动力与机械工程学院动力工程系 

 

目的：对比分析 DTS（数字断层融合）技术、DR（直线数字化 X线摄影）技术和 CT（电子计算

机断层扫描）技术在寰枢椎关节检查中的应用价值。方法：从既往的寰枢椎检查病例中，分别

选取 50例已行寰枢椎 DTS检查（DTS组）、50例行 DR寰枢椎张口位检查（DR组）和 50例行

CT寰枢椎平扫检查（CT组）的患者，调取其影像信息，由 2名高年资医师对其进行诊断，并

分别对其影像质量进行评分，诊断结果与已明确的临床结果进行对比。结果：DTS组的诊断准

确率（96%）明显高于 DR组（78%），稍低于 CT组的 100%，DTS组与 DR组之间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07<0.05），而 DTS组与 CT组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153>0.05）；DTS

组的影像质量评分（4.14±1.080）也明显高于 DR组（2.80±1.294），稍低于 CT组

（4.60±0.808）。结论：相较于 DR技术，DTS技术在寰枢椎的鉴别诊断中具有获取的影像质

量高、诊断准确率高、检查过程中对患者的配合度要求低等优势；相较于 CT技术，DTS技术

具有辐射剂量不高(约仅为 CT的 26%)、检查费用明显较少等优势，且其获取的影像质量未有

明显降低、相应的诊断准确率未有明显统计学差异，因此可作为寰枢椎（尤其是外伤患者和儿

童）检查的常规技术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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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442 

定量分析 DCE-MRI 对类风湿性关节炎活动性价值的研究 

 
黄杰

1
,王绍武

1
 

1.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2.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探讨定量分析动态增强 MRI对类风湿性关节炎活动性的价值。材料与方法：收集 2016

年 7月到 2017年 1月就诊于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RA患者 38例，女性 33例，男性 5

例，平均年龄 55.6岁，根据欧洲抗风湿病联盟(EULAR)定义的 DAS28分类标准分为三组，高度

活动组 12例，中度活动期 17例，临床缓解组 9例。采用 Siemens 3.0 T MRI进行扫描。DCE-

MRI图像后处理。观察 RA的形态改变及信号。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三组间定量参数值的

差异。定量参数值与血沉、CRP之间的相关性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与 DAS28之间的相关性

分析采用 Spearman秩相关分析；K
trans

值和平均滑膜厚度对 RA高度活动组诊断效能采用 ROC进

行分析。结果：平均滑膜厚度与 DAS28值、血沉呈正相关（P<0.05 ），与 CRP无相关性

（P>0.05）；K
trans

在三组间的差异有显著（P<0.05），K
trans

能鉴别临床缓解组与高度活动组

（P<0.05）,不能鉴别临床缓解组和中度活动组、中度活动组和高度活动组（P>0.05）；定量

分析 DCE-MRI定量参数 K
trans

值与 DAS28、血沉、CRP呈正相关（P< 0.0 5）；定量分析 DCE-

MRI K
trans

值的 ROC曲线下面积为 0.986，诊断阈值为 0.0646，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91.70%，100%。平均滑膜厚度的 ROC曲线下面积为 0.732，诊断阈值为 7.32，敏感度和特异度

分别为 91.70%，83.33%。结论：定量分析 DCE-MRI的 K
trans

值可以评价 RA的活动性，在 ETL模

型下，以桡动脉为个体输入动脉函数，Ktrans值>0.0646,RA活动性处于高度活动期；敏感度

和特异度分别为 91.70%、100%。定量分析 DCE-MRI的 Ktrans值对 RA高度活动性的诊断效能

高于平均滑膜滑膜厚度的诊断效能。 

 

 
EP-0443 

正常股骨头 MRI 灌注成像技术定量研究 

 
张海平

1
,敖国昆

2
,袁小东

2
,王宝玲

1
,王凤丹

3
,苏佰燕

3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新华医院 

2.解放军第 309 医院 

3.北京协和医院 

 

目的 探讨运用 MRI灌注定量技术分析股骨头血流灌注的可行性、可靠性和精确性。 

方法 对 42例正常志愿者行髋关节磁共振灌注扫描，由两名放射科医师分别测量并记录股骨头

血流灌注参数 K
trans

、Kep、Ve、iAUC，运用 Kappa分析评判两观察者间一致性。 

结果 正常人股骨头的 K
trans

、Kep、Ve、iAUC值分别为 0.015±0.005、3.896±1.189、

0.026±0.033、0.784±0.308；两名医师测量 K
trans

、Kep、Ve、iACU值结果一致性较好，Kappa

值分别为 0.821、0.785、0.896、0.864。 

结论 MRI灌注定量技术能够无创性地研究活体股骨头的定量灌注特征，为进一步定量分析股

骨头疾病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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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444 

肢带型肌营养不良 2B 型下肢肌群 MRI 特征分析 

 
李劲

1
,梁宗辉

1
,奚剑英

1,2
,赵重波

2,1
,卢家红

2
 

1.上海市静安区中心医院（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静安分院） 

2.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内科 

 

目的 

肢带型肌营养不良 2B型（LGMD 2B）国内腿部影像学表现报道罕见，本研究旨在对 LGMD 2B 腿

部 MRI的表现进行分析，总结其特征，为临床诊断提供辅助参考。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4例经病理或（和）基因确诊的 LGMD 2B型患者大腿和小腿 MR资料，根据

Mercuri等在 2007年提出标准对肌肉 MRI T1WI序列进行肌肉脂肪替代评分：0分：正常；1

分：散在小斑片状异常信号；2分：数个小片状异常信号融合，受累＜30%；3分：数个片状异

常信号融合，受累 30～60%；4分：模糊期，数个肌群信号异常，边界不清；5分：终末期，

脂肪或结缔组织替代，仅残留筋膜、神经、血管。以系统聚类法将大、小腿主要肌肉各分 3

组。P＜0.05被认为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24例病例中 10例男性，14 例女性，平均发病年龄为 26.4±8.7 岁。系统聚类法将大腿

（n=23，proportion=0.800）分为 T1组：中间肌、股内肌、股外肌、内收肌；T2：半膜肌、

半腱肌、股二头肌；T3：股直肌、缝匠肌、股薄肌。T1～3组总体 F值=14.96（p＜

0.0001）。两两比较（方法 SNK）： T2与 T1均值无差异； T2与 T3、T1与 T3均有显著性差

异。将小腿（n=20，proportion=0.750）分为 L1组：比目鱼肌；L2组：腓外肌、腓内肌；L3

组：胫前肌、腓长肌、胫后肌。小腿三组肌肉（L1～L3）方差分析：总体 F值=12.27 （p＜

0.0001）。两两比较（方法 SNK）：L2与 L3均值无差异； L1与 L2、L1与 L3均有显著性差

异。大腿病程与肌肉平均分相关性：rs=0.602，P=0.002；小腿：rs=0.239，P=0.310。  

结论 

LGMD 2B腿部 MRI图像有一定的特征性表现。大腿受累程度与病程相关性较高，小腿较低。早

期大腿以股直肌、缝匠肌及股薄肌相对回避，小腿以比目鱼肌相对严重为特点。 

  

 

 
EP-0445 

IDEAL 水脂分离技术评估踝关节骨髓腔水肿的价值 

 
冯瑞,王志群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 100078 

 

目的：分析 IDEAL水脂分离技术观测踝关节软骨下髓腔水肿的价值。方法：选取 30例踝关节

髓腔水肿的患者，男 19例、女 11例，平均年龄(44.1±14.2)岁。全部患者行 GE Discovery 

MR750 3.0T检查，扫描序列主要为冠状位 T2 FSE FS质子成像、矢状位 T2 IDEAL。在 T2 FSE

压脂及 IDEAL序列 Water、Outphase像对同一水平设置同样大小的感兴趣区，计算感兴趣区信

噪比(SNR)、对比信噪比（CNR）;比较 Water、Outphase 图像显示的水肿灶范围大小、边界情

况。结果：(1)IDEAL序列 Water像、Outphase像、T2 FSE FS 质子像的 SNR分别为

(117.74±70.45) 、(95.80±92.78)、 (116.72±61.76)，CNR分别为（67.31±47.98）、

（204.15±181.07）、（71.35±52.40），（W vs O: PSNR=0.350、PCNR=0.001）、（W vs T2: 

PSNR =0.956、PCNR=0.765）、（O vs T2 : PSNR =0.336、PCNR=0.001），三者间 SNR两两差异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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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学意义 P>0.05，Outphase 像 CNR高于 Water像、T2 FSE FS 质子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2)30例髓腔片状水肿灶共 32处， Outphase像上 5处水肿灶范围小于 Water像所

示，27处病灶与 Water显示大小一致。12处 Water图像显示的关节软骨下线状高信号，

Outphase像上显示病灶呈小斑片状，较 Water像明显。结论：IDEAL序列可准确显示髓腔水

肿，Outphase像的 CNR高，对于线状轻微水肿灶显示明显。 

 

 
EP-0446 

腰椎 DXA 影像三种椎体计数方法分析比较 

 
管文敏,余卫,林强 

中国医学科学院 北京协和医院 100730 

 

目的:腰椎 DXA测量结果是诊断骨质疏松症客观标准之一，对腰椎椎体的准确计数是保障报告

质量的重要环节
 [1-3]

。双侧髂棘连线平对 L4-5椎间隙、L4椎体呈“H”形是常用计数腰椎方法
[4-5]

，笔者又总结出 L5椎体呈“一”字形新方法。本文拟通对上述三种方法进行分析比较，为

腰椎 DXA椎体计数提供帮助。 

方法:回顾性收集北京协和医院接受腰椎 DXA测量的成人受检者影像 1125例，统计腰椎 DXA影

像中 L4椎体“H”形及 L5椎体“一”字形例数及双侧髂棘连线位置。 

结果: L4椎体呈“H”形者 825例，占总人数 73.3%，将所有受检者依据间隔 10岁为一年龄段

分为 7组，对 L4形态及年龄组进行卡方检验，不同年龄组在 L4椎体形态上有显著差异，

“H”形 L4百分比-年龄段相关曲线示 50岁后“H”型 L4比例随年龄增加而下降；L5椎体

“一”字形 903例，占 80.3%；双侧髂棘连线平 L4-5椎间隙者 881例，占 78.3%，分别对 L5

形态及双侧髂棘连线位置与年龄组进行卡方检验，不同年龄组 L5形态及双侧髂棘连线位置无

显著差异；通过对 L4、L5椎体形态及双侧髂棘连线位置进行配对卡方检验，“H”形 L4例数

与呈“一”字型 L5例数有显著差异（P=0.000），且后者比例高于前者；“H”形 L4例数与双

侧髂棘连线平对 L4-5椎间隙例数有显著差异（P=0.005），且后者比例高于前者；“一”字型

L5例数与双侧髂棘连线平对 L4-5椎间隙例数无统计学差异（P=0.249）。 

结论：上述三种方法皆为腰椎 DXA影像中计数腰椎的重要方法，但双侧髂棘连线平对 L4-5椎

间隙及 L5椎体“一”字形方法优于 L4椎体“H”形方法；且前两者不受年龄影响，但 50岁后

L4“H”形比例逐渐降低，而 50岁以后为骨密度测量主要年龄段，故对年龄>50岁 DXA 受检

者，需结合其他计数方法进行分析。如扫描起点包括 L5椎体，或至少包括 L5上 2/3，有利于

腰椎计数。 

 

 

EP-0447 

没药甾酮提高骨骼肌细胞活性和增殖调控机制的探讨 

 
张杨

1
,赵相轩

2
,潘诗农

2
 

1.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目的 

骨骼肌延迟性损伤可以减低骨骼肌细胞的活性。没药甾酮（guggulsterone）作为没药的主要

制剂对于提高细胞活性具有一定的疗效,但针对骨骼肌细胞的作用机制仍未见报道。本研究应

用大鼠骨骼肌细胞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实验研究方法观察 guggulsterone对提高大鼠骨骼肌细

胞的活性及对抗细胞凋亡的机制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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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购入骨骼肌细胞体外培养至对数期。利用 DMSO处理 guggulsterone至 100μg/ml 时加入 1640

培养基处理细胞。建立时间梯度和浓度梯度分组处理后培养细胞至 48h；细胞观察与计数法对

细胞形态观察及数量进行计算； CCK-8试剂盒监测细胞生长及增殖的情况；免疫荧光法 DAPI

细胞核染色及抗原抗体结合定位检测细胞特异性蛋白 Desmin的表达；Western blot法检测细

胞活性与细胞凋亡相关蛋白 P38、p-P38、PGC-1α、Mcl-1、Bcl-2的表达。 

结果  

骨骼肌细胞观察与计数、CCK-8实验：相同时间，guggulsterone 浓度为 0.375μg/ml 时细胞

的存活率高于其他组，相同药物浓度，细胞增殖状态随时间增加而呈升高趋势。 

免疫荧光实验：DAPI染核及 Desmin骨骼肌细胞骨架蛋白标记显示 0.375μg/ml 组细胞数量较

其他组增加, 细胞及胞核形态较好。Desmin蛋白显示及染色较好。 

Western blot实验：0.375μg/ml 组与其他组相比 PGC-1α、Mcl-1及 Bcl-2表达升高, p-P38

表达下降，P38及β-actin 表达均等。 

结论 

0.375μg/ml 的 guggulsterone能够提高骨骼肌细胞的活性,这种作用在特定时间内随着时间

的增长而具有显著差异，PGC-1α、Mcl-1及 Bcl-2蛋白表达显著上调, p-P38/P38蛋白表达下

降表明 guggulsterone调节细胞信号的通路涉及 P38、Mcl-1及 Bcl-2通路。 

 

 
EP-0448 

软组织外周原始神经外胚层肿瘤的动态增强 MRI 

及 DWI 表现分析 

 
王乾,任翠萍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 探讨软组织外周原始神经外胚层肿瘤（pPNETs）的 DWI及动态增强 MRI。 

方法 参照 MR及动态增强 MR扫描图像，将 ROI手动放置于 ADC上相对低信号且在 T1WI强化最

明显处的肿瘤实质区，避开液化、钙化、出血及囊变坏死区域，系统自动生成 ADC值, 于病灶

连续三层最大平面选取三个感兴趣区(ROIt),取均值，记录肿瘤的平均 ADC值。 病灶镜面对

侧正常组织 ADC值测量:在病灶镜面对侧正常软组织内选取对应三个 ROIn(大小与 ROIt相同),

并计算平均 ADC值。  采用 Mean-Curve软件获取动态增强 MR扫描时间-信号曲线，根据 TIC

分别计算 Tmax、EP和 MCER:Tmax为达峰时间（peak time），EP为增强峰值（enhancement 

peak），MCER为最大对比增强率（maximum contrast enhancement ratio），。将 TIC 分为 4

型：Ⅰ型为流入型，注入对比剂后病灶信号持续上升；Ⅱ型为平台型，注入对比剂后病灶在早

期上升后，中后期信号强度持续形成平台（升高或降低在±10%之间）；Ⅲ型为流出型，注入

对比剂后病灶信号强度上升，后期信号强度下降超过 10%；Ⅳ型为无明显强化型。 

结果 pPNETs的 DWI均呈相对高信号，ADC呈相对低信号,ADC值为(0.57±0.03)×10
-3
mm

2
／

s。TIC曲线类型 I型流入型 7例（35%），II型平台型 10 例（50%），III型流出型 3例

（15%）。流入型 Tmax为 （129.2±17.3）s，平台型 Tmax 为 （72.4±12.1）s，流出型

Tmax为（48.3±6.5）s，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44.35，P值<0.05）。 

结论 DWI和动态增强 MRI 对诊断软组织 pPNETs有重要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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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449 

一种新的 CT 单能量去金属伪影技术(SEMAR)在膝关节肿瘤假

体置换术后随访中的价值 

 
丁磊

1
,张芳玲

2
,马玲

1
,孟悛非

1
,张朝晖

1
 

1.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评估一种新的单能量去金属伪影技术（SEMAR）结合 320排螺旋 CT去除膝关节肿瘤假体

伪影的效能，并探讨其在术后随访时检测假体并发症及肿瘤复发方面的临床价值。 

材料和方法 搜集 2015年 11 月-2017年 2月在我院随访的膝关节肿瘤假体置换术后患者 95

例，进行膝关节 320排 CT扫描获得其原始数据。分别用迭代重建（IR）和 IR结合 SEMAR将其

进行重建，得到相应的两组 CT图像。在关节平面和截骨平面，由 4名经验丰富的肌骨系统影

像专家独立地将假体周围组织结构受金属伪影影响的程度按 0分(组织结构完全被伪影遮挡)到

5分(组织结构能被高度识别)进行评分。同时，按照同一评分标准对两种重建方法显示假体并

发症及肿瘤复发的情况进行评分。采用 Wilcoxon配对符号秩和检验比较两种重建方法所得的

图像质量评分及假体并发症和肿瘤复发的评分是否具有统计学差异。 

结果 与 IR相比，SEMAR技术显著地减少了膝关节肿瘤假体产成的伪影，图像质量明显提高

(3.8～4.3 vs.1.2～1.6, P<0.05)。在经临床证实有假体并发症和肿瘤复发的 66例患者中，

SEMAR能够更加清楚地显示这些征象(4.3～4.7 vs 1.3～1.9, P<0.05)，同时 SEMAR显著提高

了诊断的敏感性(98.5% vs.45.5%, P<0.05). 

结论 SEMAR技术能够显著减少膝关节肿瘤假体产生的金属伪影，改善假体周围图像质量，从

而提高患者术后随访时对假体并发症和肿瘤复发的显示情况和检出率。 

 

 
EP-0450 

MR 扩散加权成像诊断血友病患者膝关节软骨损伤的价值 

 
卫淑芳,葛英辉,刘会娜 

郑州大学人民医院（河南省人民医院） 450003 

 

目的 探讨 3.0TMR扩散加权成像(DWI)在血友病患者膝关节软骨早期病变诊断中的临床应用价

值。 

方法 对 20例健康志愿者 30个膝关节、40例血友病患者 65个膝关节行磁共振（MR）常规序

列和 DWI（b=0、800s/mm
2
）序列扫描。分别测量 2 组膝关节髌骨、股骨内侧髁、股骨外侧

髁、胫骨内侧髁、胫骨外侧髁各个感兴趣区软骨的平均表观扩散系数(ADCav)的值，比较两组

间差异，对所获数据进行 t检验分析。 

结果 正常健康志愿者组髌软骨、股骨内侧髁、股骨外侧髁、胫骨内侧髁、胫骨外侧髁软骨的

ADCav值分别为（1.61±0.12)×10
-3
mm

2
／s，（1.58±0.26)×10

-3
mm

2
／s，（1.43±0.34)×10

-

3
mm

2
／s, （1.58±0.23)×10

-3
mm

2
／s, （1.46±0.24)×10

-3
mm

2
／s；患者组髌软骨、髁间软骨

的 ADCav值分别为（2.12±0.44)×10
-3
mm

2
／s，（2.43±0.43)×10

-3
mm

2
／s, 

（2.12±0.38)×10
-3
mm

2
／s, （2.12±0.25)×10

-3
mm

2
／s,（2.08±0.36)×10

-3
mm

2
／s。血友病

组的膝关节软骨 ADC值明显高于正常组，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304， P=0.015)，其

中以股骨内侧髁软骨 ADC值改变最为显著。 

结论 MR DWI在血友病患者早期关节软骨损伤诊断中具有较高的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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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451 

CT 能谱成像对血友病性关节病滑膜含 

铁血黄素沉积的诊断价值 

 
卫淑芳,葛英辉,刘会娜 

郑州大学人民医院（河南省人民医院） 450003 

 

目的 评估 CT能谱成像对血友病患者膝关节滑膜含铁血黄素沉积的诊断价值。方法 患者检查

前签署知情同意书，25例血友病患者 40个膝关节行进 CT能谱和 MR扫描。据磁共振 IPSG 评

分含铁血黄素沉积情况（1-3分），分为轻组（1分）17个关节、中重组（2-3分）23 个关

节，测量并计算各组感兴趣区的 CT值、铁（水）浓度、水（铁）浓度、有效原子序数、平均

能谱曲线斜率。采用方差分析，组间两两比较采用 LSD法， 根据 ROC曲线确定最佳诊断阈

值。 结果 取中重组 74个 ROI、轻组 38个 ROI和肌肉组 40个 ROI用于该研究，中重组、轻

组滑膜含铁血黄素沉积区和肌肉组的 CT值分别为（115.51±24.58）HU、（79.37±11.19）

HU、（56.19±3.86）HU，铁（水）浓度分别为(12.93±3.52)g/L、(7.01±1.75)g/L、

(0.28±0.16)g/L，水（铁）浓度分别为(1053.67±11.42)g/L、(1044.96±14.55)g/L、

(1053.29±8.34)g/L，有效原子序数分别为(8.75±0.29)、(8.25±0.19)、(7.57±0.02)和平

均能谱曲线斜率分别为(2.45±0.75)、(1.30±0.30)、(0.03±0.02)。三组 ROI能谱参数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F值分别为 148.08、307.88、7.80、364.62 和 261.50，P值均<0.05）。除

水外，各组能谱参数两两比较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 ROC曲线下面积>0.95；鉴别诊断

血友病性关节病含铁血黄素沉积中重与轻、轻与肌肉的最佳诊断阈值分别为 CT值大于

97.23HU、63.41HU，铁大于 10.20g/L、2.62g/L，有效原子序数大于 8.50、7.82，平均能谱曲

线斜率大于 1.84、0.42。结论 CT能谱多参数定量分析可有效评估血友病性关节病的含铁血黄

素沉积。 

 

 
EP-0452 

 成人骨骼郎格罕细胞增生症 MRI 诊断及文献复习 

 
谢万猛 

随州市中心医院 441300 

 

探讨 MRI骨骼系统朗格汉斯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 Langerhans cell histiocytosis ， 

LCH ）影像学特征。了解 Lch在 MRI骨骼上信号变化，以及动态增强检查特征，为 MRI对改病

的诊断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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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453 

One-stop CT Scanning (CT Angiograph and CT Perfusion) 

after One Contrast Agent Injection in lower extremity 

of diabetes patients 

 
peng xingui,Wang Wei,Ju Shenghong 

Zhongda Hospital， Medical School， Southeast University 210009 

 

PURPOSE 

Our study present the novel application of one-stop CT scanning for the evaluation 

of macro-vascular changes by CT angiograph (CTA) and the measurement of calf 

muscle perfusion by CT perfusion (CTP) after one contrast agent injection in lower 

extremity of diabetes patients. 

METHOD AND MATERIALS 

8 T2DM patients (64.1±7.7y, BMI 23.1±1.7kg/m
2
, male 8/8, PDA 8/8) were involved 

in this study underwent CT scanning (GE, Revolution). Contrast medium (Visipaque, 

320mg/ml, 2ml/kg) with 40 mL saline was injected at the rate of 3.5 mL/s. The whole 

CT scanning included four groups and the total scan time was 90s. Table 1 

summarized the imaging parameters of four groups. The first group was CTA which 

scan coverage was from the aorta of the kidney artery plane to popliteal artery. 

The second and fourth group were inflow and outflow phase of CTP which scan 

coverage was the upper one fourth of tibia. The third group was CTA which scan 

coverage was from femoral artery to the toe of the foot using the same parameter 

as group 1. The projected dose (DLP) of total and the each group radiation dose 

were calculated, compared to the radiation doses of conventional routine group (20 

cases, 66.4±9.9y, 22.7±1.8 kg/m2, male 12/20, PDA 20/20 ), which 120kVp, auto-mA, 

pitch 1.375:1, rotation time 0.8s at CT scanner (GE, Discovery HD 750). 

RESULTS 

The total radiation dose of conventional routine group was 5904.02±153.51mGy-cm. 

The total radiation dose of one-stop CT scanning was 317.81±61.35mGy-cm. The dose 

of CTA group 1 and 3 were 146.41±59.25mGy-cm and 88.18±24.10mGy-cm, respectively. 

The dose of CTP group 2 and 4 were 24.04±10.80mGy-cm and 23.57±8.59mGy-cm, 

respectively. The total radiation dose of one-stop CT scanning was significant 

lower than that of conventional routine group, which dose was reduced by 95%. 

Figure 1 showed the example of one-stop CTA and CTP in lower extremities of PDA 

patient. 

CONCLUSIONS 

One-stop CT scanning (CTA and CTP) after one contrast agent injection has a 

potential to evaluate macrovascular and microvascular changes in lower extremity 

of diabetes patients.  

CLINICAL RELEVANCE STATEMENT 

One-stop CT scanning (CTA and CTP) has a potential to be applied as diagnostic and 

prognostic marker for evaluating macrovascular and microvascular changes in lower 

extremity of diabetes patients and for monitoring the treatment effectiveness to 

intervention 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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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454 

螺旋 CT 薄层扫描及其图像后处理技术在儿童复杂性骨折的应

用 

 
龙运祥,杨星桥,邹成林,李立群,帅永忠 

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 610091 

 

探讨螺旋 CT薄层扫描及其图像后处理技术在儿童复杂性骨折的应用；并与常规 X线图像、常

规轴位 CT图像所得诊断结果进行比较。回顾分析 2012年 6月-2015年 5月间 160例 3-16岁

儿童解剖结构复杂部位外伤性多发骨折病例，所有病例均行常规 X线摄片；常规轴位螺旋 CT

扫描；及薄层轴位螺旋 CT轴位扫描后行图像后处理。 全部 61例骨折受检者，三种方法对所

有骨折做出诊断准确性存在差异，常规 X线为 81%、常规轴位螺旋 CT扫描为 89%、薄层螺旋

CT 扫描图像后处理技术为 97.6%；常规 X线可对复杂解剖部位之绝大多数多发骨折做出正确

诊断，但假阴性高；常规轴位螺旋 CT扫描次之；薄层螺旋 CT扫描及图像后处理为三种方法中

诊断准确性最高的方法。 

螺旋 CT实现了在较短时间内获得容积扫描数据；由于扫描时间短，被扫描部位不易因为移动

影响容积数据的采集完整,可有效避免不必要的重复检查；螺旋 CT可采用较厚的扫描层厚，而

重建时可采用较薄的重建间隔，任意多次地回顾性重建。这些优点可有效减少患儿接受的辐射

剂量。因此，将常规 X线摄片及常规轴位螺旋 CT扫描技术与 SSD、MIP 、MPR技术相结合，适

当优选组合，不仅可简化检查步骤，还可优化诊断程序，减少辐射剂量；从而更好为临床合理

制定手术方案、术后评估和随访提供更有效帮助与参考。 

依靠薄层螺旋 CT扫描本身的技术优势及其图像后处理技术的多角度、多方位、多平面观察的

特点，以及对解剖结构细致、逼真的三维显示优势，使复杂骨折诊断确性大为提高；值得在儿

童解剖结构复杂部位多发骨折诊断中进一步推广应用。 

 

 
EP-0455 

Dynamic four-dimensional CT volume Imaging of Hip 

Joint to Visualize Joint Motion 

 
Peng Xingui,Wang Wei,Ju Shenghong 

Zhongda Hospital， Medical School， Southeast University 210009 

 

PURPOSE 

To visualize the ranges and trace of hip motion and evaluate the location and type 

of femoroacetabular impingerment (FAI) using dynamic four-dimensional (4D) CT 

volume imaging. 

METHOD AND MATERIALS 

Four patients suspected FAI (42.4±8.4y, female/male 3:1, BMI 22.4±1.2kg/m
2
) were 

involved in our study underwent 4D CT scanning (GE, Revolution). The 4D CT 

scanning used axial scan model with detector coverage 160mm and the total scan 

time was 30s. The parameters included 100kV, smartmA100-720, field of view 

50cm×50cm, rotation time 0.28s, ASiR-V 50%, number of passes 16, minimum between 

passes 2.0s, total exposure time 4.48s and the total scan time 30.0s. During 4D CT 

scanning, active uniform motion of hip joint included maximum flexion abduction 

external rotation and returned initial state in 30 seconds. The patients w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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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ined the active motion several times before CT scan. The projected dose (DLP) 

was calculated. All data were transmitted to workstation AW4.6 (GE Healthcare) 

using 4D body shuttle software. The cine of 3D or 2D of hip joint was 

reconstruction, which to evaluate the motion trace of femur head and th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for diagnostic FAI in dynamic 4D CT imaging. 

RESULTS 

Four patient were collected the data of dynamic motion CT imaging. The total 

radiation dose was 213.41±21.46mGy-cm (2.99±0.30mSv). The four FAI patient 

included one case of cam type, two case of pincer type and one mixed type. Figure 

1 and 2 were the same patient with anterior and posterior impingement. In cine of 

dynamic 4D CT imaging (2D and 3D), th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for diagnostic 

FAI was 100%. 

CONCLUSIONS 

Dynamic 4D CT imaging can visualize the range and motion trace of hip joint. The 

location and type of impingement were accurately evaluated noninvasively. 

 

 
EP-0456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of T2*-Weighted Signal in 

Resting Skeletal Muscle during Exercise 

 
Li Zhijun

1,2
,Wang Jianli

2
,Sica Christopher

2
,Muller Matthew

3
,Leuenberger Urs

3
,Sinoway Lawrence

3
,Ye 

Zhaoxiang
1
,Yang Qing X.

2,4
 

1.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Cancer Institute and Hospital 

2.Center for NMR Research，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College of Medicine，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3.Heart and Vascular Institute， College of Medicine，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4.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College of Medicine，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urpose: To evaluate the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of T2*-Weighted signal in resting 

skeletal muscle of healthy subjects and peripheral artery disease (PAD) patients 

during lower extremity exercise. 

Methods: The subjects included 9 PAD patients and 9 age-matched healthy volunteers. 

MRI data were acquired on a 3T scanner (Siemens Magnetom Trio, Siemens Medical 

Solutions, Erlangen, Germany). With an 8-channel knee coil located around the 

strongest part of the subjects’ lower legs, gradient-echo EPI was used to 

acquire time-course images of the calf muscle with voxel size = 2.5x2.5 mm, 10 

slices, slice thickness = 5.0 mm, FoV = 160 mm
2
, flip angle = 70 deg, TE = 25 ms 

and TR = 3000 ms with a delay of 2211 ms. The paradigm consisted of a 1-min 

baseline at rest followed by dynamic plantar-flexion exercise at a pace of 20 

contractions/min (12 min for patients with stents and 14 min for the rest subjects) 

and a recovery (2 min for patients with stents and 5 min for the rest subjects). 

The work load started from 2 kg at the beginning of exercise, 2 kg additional load 

was added at the end of each min until the exercise ended. Blood pressure and 

heart rate were recorded during the paradigm. The time-course MRI data were 

realigned with SPM8 software (The Wellcome Trust Centre for Neuroimaging, UCL, UK). 

The regions of interest (ROI) in the gastrocnemius medial head of each 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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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e manually segmented as previously described
1,2 

with MRIcron (Neuropsychology Lab, 

Columbia, SC, USA). The average signal intensity (SI) of each ROI was calculated 

and normalized as percent change. 

Results: For the resting legs, the previously described “negative T2*-weighted 

signal change”
1
 was observed in both healthy controls (HC) and patients in 

gastrocnemius medial head during exercise as shown in Fig. 1, this negative signal 

change didn’t totally return to baseline level after exercise ended. 

Discussion: As our previous studies show, with T2*-Weighted fMRI, different 

dynamic signal characteristics in healthy subjects and PAD patients could be 

accessed during low-intensity exercise
1-3
. While on the other hand, as the 

vasoconstriction in inactive muscle is also compromised in PAD
4,5
, the differences 

of dynamic signal characteristics in resting muscle of healthy and PAD subjects 

could be detected with similar methodologies. Due to the regulation of sympathetic 

neuro system, there should be a blood supply redistribution in order to meet the 

exercise challenge
4
, which means, more oxygenated blood will be pumped to those 

active muscles while the blood flow to inactive muscles would be restricted. In 

this study, the blood flow regulation change should have an impact to T2*-weighted 

signal change during our exercise paradigm. And as its already shown
4-6
, blood 

supply redistribution is compromised in PAD patients due to long existing 

microvascular and muscular dysfunction, thus the dynamic signal change of PADs 

showed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other than healthy subjects. 

 

 
EP-0457 

斜矢状位 T1WI 序列及 MR 关节造影术 

对正常肩袖间隙显示的对比研究 

 
仇晓妤,郝大鹏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266100 

 

目的 采用 MR斜矢状位的 T1WI序列和 MR关节造影术对肩袖间隙诸结构进行显示、对比，以提

高对肩袖间隙的认识和诊断水平，并选取最优显示方法供临床参考。方法 观察本院 2016 年-

2017年间行 MR平扫及 MR关节造影术的 50例正常肩袖间隙，分别统计肱二头肌长头腱

（LHBT）、上盂肱韧带（SGHL）H和喙肱韧带（CHL）在上述两种检查中的显示率，并用统计

学方法进行对比。本研究对肩袖间隙诸结构的显示分为三者全部显示、显示 LHBT+CHL、显示

LHBT+SGHL和只显示 LHBT 4 个分组。由两名放射科医师在双盲的情况下独立进行观察、对

比。结果 斜矢状位 MR关节造影术对肩袖间隙内 CHL和 SGHL的显示率要高于 T1WI序列，

P<0.05，OR>1。肩袖间隙诸结构 4个分组在 MR斜矢状位 T1WI序列的显示率分别为 8%、16%、

52%、24%；其在 MR关节造影术下的显示率分别为 46%、14%、30%、10%。结论 斜矢状位 MR关

节造影术对肩袖间隙诸结构的显示优于 T1WI序列，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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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458 

髓外浆细胞瘤与孤立性浆细胞瘤的综合影像学分析 

 
胡登月,宋玲玲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550004 

 

 

目的：探讨髓外浆细胞瘤(extramedullary plasmacytoma)与孤立性浆细胞瘤(solitary 

plasmacytoma)的影像学表现特征、诊断及鉴别诊断，旨在提高对其影像学表现的认识，提高

诊断准确率。 

方法：本组通过回顾性的方式，对经病理检查证实的 8例孤立性浆细胞瘤及 6例髓外浆细胞瘤

病例进行综合分析，并结合相关文献复习。14例患者中，行 X线检查者 7例，行 CT检查者 12

例，行 MRI检查者 8例，同时行 X线、CT及 MRI者 3例。重点回顾分析病变所在的部位，骨

质是否破坏，密度或信号强度及周围组织的变化。 

结果：14例患者中孤立性浆细胞瘤 8例，髓外浆细胞瘤 6例，男性 9例，女性 5例，年龄为

28-78岁，平均年龄为 56岁，中位年龄为 61岁。孤立性浆细胞瘤患者中，位于肱骨、骶骨及

腰椎椎体者各 2例，位于胸椎锥体、下鼻甲骨者各 1例，病变大小不一，8例病变均伴有骨质

破坏，其中 1例病变硬化边不明显，1例病变内部可见分隔，2例伴有周围软组织肿块形成。

MRI增强扫描表现为明显强化。髓外浆细胞瘤患者中，病变位于脊髓者 2例，位于眼结膜下、

胸壁软组织、上臂皮下软组织及颈部软组织内者各 1例，表现形式多种多样，病变局限者为 3

例，表现为局部包块，病变弥漫者 3例，呈弥漫性生长，与周围组织结构分界不清。 

结论：浆细胞瘤的影像学表现与肿瘤的部位有密切的关系，综合影像学检查对显示病灶的部

位、范围及与周围组织结构的改变有重要的作用，能够提高诊断的准确率。但不典型病变的表

现与其它类型肿瘤的难以鉴别，相关影像学成像技术的联合应用是诊断和鉴别诊断不可或缺的

方法。 

 

 
EP-0459 

功能磁共振 T2-mapping 成像对健康人群腰椎旁肌肉运动前后

改变的评估 

 
蒋元明,周家龙,何波(通讯作者)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学影像科 650032 

 

【目的】 通过运用功能磁共振 T2-mapping成像对健康志愿者运动前后腰部背伸肌群(多裂

肌、最长肌、髂肋肌)进行研究，观察运动前后腰部背伸肌群各肌肉 T2值变化特点，探讨运动

前后腰部背伸肌群 fMRI信号变化特点，为腰背部肌肉的影像学评估探索新的评估方法。 

【方法】 本研究选取 30名健康志愿者，男、女各 15例，年龄在 19～30岁，平均年龄

(24.81±2.29)岁。采用 PHILIPS Achieva 3.0T Tx磁共振扫描仪，对健康志愿者运动前后分

别行 T2-mapping扫描。并分别于 L3、L4上缘层面采集运动前、后腰部背伸肌群 T2值。运动

方式采用简易罗马凳做上半身屈伸运动。扫描所得图像在 GE公司 ADW4.4图像工作站上进行后

处理分析，并在 ADW4.4图像工作站上测量出运动前后 L3、L4上缘层面各肌肉横截面积(Cross 

Section Area, CSA) 、T2 值，并重建出 T2-mapping伪彩图。应用 SPSS22.0统计学软件对所

有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腰部背伸肌群 CSA 随 BMI增加而增加，其中男性肌肉总 CSA大于女性(P＜0.001)。

运动后 L3、L4上缘层面各肌肉 CSA比运动前明显增加(P＜0.001)，其中 L3上缘层面多裂肌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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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前后 CSA变化量较其它肌肉小(P＜0.05)，并且女性组 L3上缘层面左右两侧髂肋肌运动前后

CSA变化量差异显著(P＜0.05)，而男性组无此差异(P＞0.05)。运动后 L3、L4上缘层面各肌

肉 T2值比运动前显著增加(P＜0.001)，其中 L3上缘层面左右两侧多裂肌运动前后 T2 值变化

量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余肌肉左右两侧对比，变化量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运动后，L3、L4 上缘层面各肌肉运动前后 CSA变化量与 T2值变化量一致，因此可

以采用 T2-mapping成像通过检测肌肉间隙内水分子变化可以对肌肉运动范围及程度进行评

估。 

 

 
EP-0460 

 前外韧带高分辨 3D 成像方法的研究 

 
王乾,任翠萍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优化 MRI 高分辨 3D 成像技术及其在 ALL扫描中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对 20例没有

外伤史、手术史，没有相关膝关节病变的正常志愿者采用 PHILIPS Ingenia 3.0T磁共振成像

系统，对左右双膝关节行常规 MRI扫描后加扫高分辨 3D 序列，包括冠位的 T1W-VISTA，PDW-

VISTA，T1W-VISTA-SPAIR。由两位高年医师采用双盲法按三部分对图像质量进行评分。对两位

医师的评分结果分别进行χ
2
检验，并对两人的评分结果进行 Kappa一致性检验。结果：ALL

呈一个薄的线性结构，起源于外侧副韧带和腘肌腱之间的股骨外侧髁，向前下倾斜走形，部分

会在外侧半月板处有附着点。医师 A的评分结果中，显示 ALL评分达 3级或 4级 T1-VISTA序

列所占比例最多为 67.5%，T1-VISTA-SPAIR序列最少，仅为 20%，χ
2
=20.07，P<0.05，医师 B

的评分结果中，显示 ALL评分达 3级或 4级同样表现为 T1-VISTA序列所占比例最多为

67.5%，T1-VISTA-SPAIR序列最少仅为 15%，χ
2
=23.25，P<0.05，两位医师对三个序列的评分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应用 Kappa一致性检验分析两位医师对三序列评分一致性，Kappa 值分

别为 0.761，0.755，0.728。认为两者对三序列的评分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在 T1-VISTA序列

上对三部分的显示率做进一步观察，两位医师的观察结果都显示为：胫骨的显示率最高，其次

是股骨，半月板的显示率最低。结论：认为 TI-VISAT序列在 ALL的显示上有较高的优越性。

在各部分显示率方面，胫骨部分显示率最高，其次为股骨部分，半月板部分显示率最低。大部

分图像中可显示其中某些分，三部分同时显示情况少见。在 TI-VISTA序列上进行三维重建，

可以得到 ALL及周围股骨、胫骨、腓骨、外侧副韧带的三维立体图像，可为临床诊断提供支

持。 

 

 

EP-0461 

感染性与非感染性椎间盘炎 MRI 影像表现及鉴别诊断 

 
任浩,宋英儒 

广西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530021 

 

目的：探讨感染性与非感染性椎间盘炎的 MRI影像学诊断及鉴别诊断特征。 

方法：搜集我院 2016年 1月至 2017年 1月收治经临床与 MRI检测确诊为椎间盘炎的住院患者

完整资料 19例，其中非感染性椎间盘炎 16例，感染性椎间盘炎 3例，回顾性分析其影像学特

征。 

结果：非感染性椎间盘炎 16例和感染性椎间盘炎 3例分别位于胸椎（1例，6.25%；0 例，

0%），腰骶椎（15，93.75%；3,100%）。19例均伴有终板及椎体信号改变，5例肌间隙扭曲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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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液。非感染性椎间盘炎患者年龄 26-79岁不等，临床症状以腰痛为主，1例有外伤史，MRI

检查 11例髓核裂隙征阴性，15例椎间盘突出，8例骨髓脂肪变性，16例椎体内病灶边界较清

楚，10例椎间隙狭窄；而感染性椎间盘炎患者年龄分别为 13、15、75岁，临床症状以全身感

染、腰痛为主，1例合并脊柱畸形，3例中均伴髓核裂隙征阴性、骨髓水肿椎间关节软骨破坏

及椎间隙狭窄，2例纤维环信号改变,1例终板信号中断，2例椎体内病灶边界模糊。经

Fisher’s检验两组炎症在椎间关节软骨破坏（P=0.001<0.05）、椎体内病灶边界

（P=0.018<0.05）、骨髓水肿（P=0.001<0.05）存在统计学差异；纤维环及终板受累情况、椎

体骨髓脂肪沉积、髓核裂隙征、椎间隙特点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 非感染性与感染性椎间盘炎各自具有一定影像特征，其椎间关节软骨、椎体内病灶边

界特点及骨髓水肿情况存在一定差异，根据其影像表现并结合临床，有助于做出正确诊断。 

 

 
EP-0462 

膝关节滑膜骨软骨瘤病的影像学诊断价值 

 
伏平友

1
,武国华

1,2
,洪士强

1,2
 

1.山东黄河医院 

2.山东省立医院 

 

目的 探讨 X线、CT、MRI在诊断膝关节滑膜骨软骨瘤病的作用。 

方法 回顾分析 16例经手术病理证实的膝关节滑膜骨软骨瘤影像学资料, 总结其 X 线平片

（DR）、CT 和 MRI 表现特征。结果  16例中 12例 （12/16，75%）X线表现为膝关节

周围见多枚不规则钙化或骨化结节影，另 4例仅见关节软组织肿胀而未见骨化钙化影，其中

10例典型者呈多发成簇的石榴子样钙化或“ 同心圆”状钙化。CT能清晰显示病例的软骨瘤

游离体结构、大小、位置、数目,尤其对软骨体内微细钙化较平片更为敏感,同时在观察软骨小

体在关节滑囊内或囊周的分布也明显优于 X平片。16例中 14例（14/16，87.5%）膝关节周围

见多枚不规则钙化或骨化结节影，MPR及 VR可以多方位显示钙化及骨化的游离体数目、大

小、形态、部位。16例 MRI 均表现为滑膜弥漫性或局限性增厚，不同程度关节积液。增厚滑

膜 T1WI呈等或稍低信号；T2WI呈高信号。本组 14例关节内见游离体，关节游离体分布部

位：髌上囊区 7例、关节腔内 4例、腘窝区 2例、髌下脂肪垫区 1例、全膝关节 2例。其游离

体随其成份不同 MRI信号各异。结论 膝关节滑膜软骨瘤病具有以下特点：滑膜弥漫性或局限

性增厚；关节游离体；关节腔积液；无关节骨质破坏。X线、CT、MRI三种影像学方法诊断膝

关节滑膜骨软骨瘤病各有优缺点。X线和 CT在发现钙化与骨化占优势，MRI在发现仅表现为滑

膜增厚的早期病变占优势。临床上应根据需要恰当选择，必要时联合应用，优势互补。影像学

检查不仅对滑膜骨软骨瘤病诊断有重要价值，对临床术前治疗方案制定也在重要指导作用。 

 

 

EP-0463 

坐骨-股骨撞击综合症 

 
吴红清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550004 

 

讨论：Torriani 
[1]
于 2009 年将坐骨股骨撞击综合征（ischiofemoral impingement，IFI）定

义为：IFI是与坐骨结节和股骨小转子间隙变窄相关的髋部疼痛，股方肌出现形态学异常和

(或)MRI信号异常。该病为一种少见病
[1-3]

，女性较男性多见
[2]
，据报道，约 25%-40%双侧发病

[2]
，各年龄皆可发生。IFI 主要引起髋部非特异性疼痛，疼痛持续时间不等，可数月至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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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为腹股沟区和/或臀部慢性疼痛，此外，由于股方肌近端对坐骨神经的压迫，疼痛可向同

侧下肢远端放射
[2]
，髋关节做屈曲、外展和／或内旋动作时疼痛加剧

[2、3]
。IFI主要原因是坐骨

-股骨小转子间隙变窄致使坐骨和股骨小转子的相互撞击会引起髋部疼痛。影像检查显示慢性

患者股骨小转子和坐骨出现硬化、囊性变等慢性骨质改变，坐骨一股骨小转子间隙变窄。

Torriani等进行的下肢内旋位 MRI 相关影像研究中指出坐骨-股骨小转间隙正常人群组为

(23±8)mm，病变狭窄组为(13±5)mm。MRI表现还包括坐骨一股骨间隙积液和股方肌水肿、脂

肪替代等。本病例所见，双侧股骨-坐骨间隙变窄，左侧股方肌水肿与报道一致。目前还没有

明确的治疗 IFI的理想手段，可根据具体病因和病情严重程度选择保守治疗、放射介入治疗或

者手术治疗，有报道称手术切除小转子可获得较好的手术治疗效果。 

综上所述：该病通过临床及影像相关表现可确诊，当遇到腹股沟区和/或臀部慢性疼痛，活动

局部髋关节时疼痛加剧，临床医师及放射科医师应考虑改变的可能，及早做出诊断。 

 

 
EP-0464 

良恶性外周神经鞘瘤扩散加权成像及 MRI 征象分析 

 
方梦诗,董江宁,王传彬,李乃玉,陈玉兰 

安徽省肿瘤医院 230031 

 

目的：分析良恶性外周神经鞘瘤 DWI及 MRI征象，以提高对良、恶性外周神经鞘瘤的诊断及鉴

别诊断水平。方法：回顾性分析 39例（52个病灶）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PNST的 MRI资料，其

中恶性 9个，对其大小、形态、边界、平扫特殊征象、ADC 值、延迟期强化特点进行综合分

析，并与病理进行对照。对服从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对等级资料采用

Wilcoxon秩和检验，并绘制 ROC曲线，计算曲线下面积；计数资料采用 Fisher确切概率法；

P＜0.05为有统计学意义。结果：39例患者：良性 PNST36 例，其中 6例多发，共 43个病灶，

分别位于颈部 2 个、下肢 20个、上肢 16 个、腹膜后 1 个、腹股沟 2个、背部 2个，表现

包膜征（43，+）、靶征（41，+）、脂肪包绕/脂肪尾征（43，+）、神经出入征（24，+）、

退变程度（0级 23个；1级 13个；2级 5个；3级 2个），仅 3个见瘤周水肿；恶性 PNST共

3例，其中 2例多发，共 9 个病灶，均位于下肢，包膜征（9，+）、靶征（3，+）、脂肪包绕

征/脂肪尾征（4，+）、神经出入征（0，+）、退变程度（1级 1个；3级 8个）、均见瘤周水

肿。统计分析示肿瘤形态、靶征、脂肪包绕/尾征、神经出入征、ADC值、退变程度、延迟期

强化特点在鉴别良恶性 PNST 方面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即良性者多表现为椭圆形，靶

征、脂肪包绕/脂肪尾征、神经出入征（+），延迟期中央强化；而恶性者多为分叶结节状，上

述 3个征象（-），延迟期不均质强化；恶性者 ADC值多低于良性。瘤内退变程度亦可在鉴别

良恶性 PNST中发挥预测价值，ROC曲线得出最佳临界值为 2.5（曲线下面积 0.944，95%CI 

0.868~1.00），即退变程度＜2.5时，良性 PNST可能性大，反之恶性可能性大。结论：良、

恶性外周神经鞘瘤具有一定 MRI特征，结合多种 MRI征象可提高正确诊断率，并有利于协助临

床医生制定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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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465 

DECT 痛风石软件不同 Soft Tissue 阈值对显示尿酸盐结晶的

初步研究 

 
陈晓君,黄兰芳,俞文,李绍林,洪国斌 

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 519000 

 

目的：文献报道 DECT痛风石成像有一定的假阳性和假阴性，对于痛风石较小（小于 2mm）时

可能存在假阴性，而双能 CT痛风石软件 GOUT 80 KV下默认的 Soft Tissue阈值 50 hu可能存

在一定假阴性。本文有可能提供一种改善假阴性的后处理方法。方法：对 40名临床拟诊（17

例）或确诊（23例）的痛风患者行 DECT痛风石成像，调整 GOUT软件的 80KV下软组织（Soft 

Tissue）CT阈值，根据阈值的不同分为 50HU组（对照组，机器默认参数），60HU组（实验组

1）、70及以上 HU组（实验组 2），其余参数均不变，在伪彩图上观察并记录三组显示痛风结

石的部位、数目及体积，并做统计学分析。结果：3组资料显示痛风石部位具有明显差异，实

验组 2较对照组多（P＜0.05）。3组显示痛风石数目分别为 3.76 ± 3.88、

4.53 ± 4.27、4.88 ± 4.55（P＜0.05）。3组显示痛风石体积分别为

136.89±482.01 mm³、142.52±487.36 mm³、149.6±491.94 mm³，实验组 2较对照组明显

增加（P＜0.05）；实验组 2显示病变部位、数目及体积均较实验组 1多，但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结论：双能 CT痛风石软件 GOUT80KV下不同 Soft Tissue阈值对显示尿酸盐

结晶的部位、数目和体积具有显著差异，较高阈值（70HU 及以上）可能较少假阴性，值得临

床进一步深入研究。 

 

 

EP-0466 

儿童脊柱结核的 CT 表现 

 
宁锋钢,周新华,陈步东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 101149 

 

目的 总结儿童脊柱结核的 CT影像特点，提高诊断正确率。 

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手术、病理检查或抗结核治疗痊愈的我院住院患者，共 31例儿童脊柱结核

的 CT影像资料，分析儿童脊柱结核的特征性影像表现。 

结果 儿童脊柱结核椎体受累椎体共计 88个，以胸椎受累最多见 63.6% ( 56/88);其次为腰椎

受累，占 30.7% ( 27/88 );而颈椎受累占 4. 5% ( 4/88)，骶椎受累占 1.1%（1/88）。病变

椎体骨质破坏主要为中心型 64. 5% ( 20/31 ) ,以边缘性为主的椎体破坏率 19. 

4%( 6/31 )。单椎体受累占 4. 5% ( 4/88)，双椎体受累占 36.4%（32/88）, 按颈、胸、腰和

骶椎部位分，最多连续累及 5个椎体，共 6例，4例见于胸椎，1例见于胸腰椎，1例见于腰

椎。1例为胸椎多部位受累（跳跃型），见于胸椎上段和中下段共 7个椎体受累。而后凸畸形

发生率达 51.6% ( 16//31)。 

结论 儿童脊柱结核在 CT上有一定特异性表现，胸椎受累最常见，以连续两个或以上椎体受累

为主，主要为椎体中心型骨质破坏，多致儿童脊柱后突畸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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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467 

动态增强磁共振成像(DE-MRI)对骨样骨瘤的诊断价值 

 
lei,张雷 

厦门大学市附属第一医院 361003 

 

目的 探讨动态增强磁共振成像（DCE-MRI）对诊断骨样骨瘤的应用价值。 

方法  对比分析经病理证实 11例骨样骨瘤的薄层 CT、MRI平扫与增强及动态 MRI增强影像特

点，着重分析 DCE-MRI对骨样骨瘤的瘤巢及周围组织改变的显示能力与诊断的可信度。 

结果 （1）11例骨样骨瘤均为单发，胫骨 4例，股骨近端 4例，腰椎附件、髋臼及踝关节各

1例。瘤巢直径 1.3~1.9cm，平均 1.6cm。边缘明显硬化及骨膜增生 4例，边缘轻度（或无）

硬化 7例。（2）MRI显示 9例瘤巢中，T1WI为低或等信号者 8例、高信号者 1例，T2WI为高

信号者 6例、等信号者 3例，T2WI-STIR均为高信号。（3）MR增强扫描瘤巢明显均匀（或不

均匀）强化；DCE-MRI显示瘤巢呈高血流灌注表现，时间-信号强度曲线均为速升缓降型。 

结论 DCE-MRI不仅能够增加瘤巢可见度且能反映病灶血管化程度及血流灌注情况，同时结合

病灶形态学表现与动态增强曲线类型可以提高诊断准确性，是一种有效的检查方法。 

 

 
EP-0468 

应用 MRI 分析膝关节外侧盘状半月板 

与内侧半月板后角损伤相关性 

 
董潇蔓 

天津市天津医院 300211 

 

目的：应用 MRI分析膝关节外侧盘状半月板与内侧半月板后角损伤的相关性。方法：回顾分析

2013年 4月至 2016年 8月我院 18533例（男性 8867例，女性 9666例）连续病人的膝关节

MRI检查资料，选取符合标准的盘状半月板患者共 494例（平均年龄 47.08±10.54 岁，中位

年龄 49岁），女性 326例，男性 168例。连续选取符合标准的对照组 250例。按年龄分为 20

～29岁、30～39岁、40～49岁、50～59岁、≥60岁组。分析外侧盘状半月板对内侧半月板

损伤的相关性。结果：外侧盘状半月板组与对照组比较，合并内侧半月板后角损伤两组有显著

统计学差异（χ
2
=72.72，p＜0.01）。无明确外伤史的膝关节外侧盘状半月板病人与对照组相

比，内侧半月板后角损伤发病率具有显著统计学差异（χ
2
=66.87，p＜0.01）。结论：膝关节

外侧盘状半月板发病率较高，MRI为迄今显示半月板的最佳影像检查手段。膝关节外侧盘状半

月板病人合并内侧半月板后角急性损伤及后期继发退变的发生率明显高于没有盘状半月板者，

临床医师应予以高度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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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469 

膝关节骨巨细胞瘤影像学征象分析 

 
孙曼,郭林,王植 

天津医院 sunman200@163.com 

 

 

目的: 回顾性分析膝关节骨巨细胞瘤的影像学特征，为影像诊断和临床治疗提供相关理论依

据。 

方法：收集由 4家骨肿瘤治疗单位提供的经手术病理证实为膝关节骨巨细胞瘤患者的临床和影

像学资料（X线、CT和 MRI），由两名观察者对肿瘤的影像学特征包括发病部位、肿瘤偏心

性、病灶边缘硬化、骨皮质破坏、软组织肿块等定性参数和肿瘤最大纵径、横径及二者比例、

肿瘤距膝关节面最短、远距离等定量参数进行观察、测量，对数据进行整理及统计学分析并总

结膝关节骨巨细胞瘤的影像学特点。 

结果：本研究组包括股骨远端和胫骨近端两组共 204例患。应用 spss19.0软件实现统计分

析，得到两组患者发病率在性别上无明显差异（p＞0.05）。发病年龄 20-40岁为高峰期，发

病部位股骨远端多于胫骨近端。定量数据的测量，两名观察者一致性均较好。两组肿瘤在病灶

偏心性、骨皮质破坏、边缘硬化及软组织肿块上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两组间比较

时，股骨组病灶的纵径及横径均大于胫骨组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股骨组和胫骨组纵径分别为

6.616±2.322 和 5.738±2.278(p=0.003)，股骨组和胫骨组横径分别 4.865±1.525 和

4.313±1.309(p=0.003),两组间纵径/横径比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股骨：1.434±0.560；胫

骨：1.412±0.595,p=0.770），股骨组病灶距关节面的最短距离（0.381±0.404）长于胫骨组

（0.280±0.328）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35），两组病灶距关节面的最远距离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724）。 

结论：膝关节骨巨细胞瘤主要发生于股骨远端与胫骨近端，膝关节骨巨细胞瘤具有典型的影像

学征象，结合病人临床表现及影像学特征不难诊断，胫骨对膝关节骨巨细胞瘤在影像学特征的

细致分析，可以为骨巨细胞瘤患者是否手术或假体置换提供可靠的理论和数据依据。 

  

 

 
EP-0470 

腓肠肌损伤的 MRI 研究 

 
张继华 

云南省彝医医院 675000 

 

目的：探讨腓肠肌损伤 MRI 检查的影像表现及诊断价值。 

材料与方法：搜集 12例 DR 平片及 CT检查未发现胫腓骨骨折患者的资料，经 MRI检查有腓肠

肌损伤,检查者要求损伤后 14天内仍有临床表现，使用膝关节线圈，常规 T1WI、T2WI脂肪抑

制序列，平行于胫腓骨长轴的矢状面及冠状面进行扫描，加垂直于骨骼长轴的横断面扫描。 

结果：Ⅰ度 3例，Ⅱ度 7例，Ⅲ度 2例，除 3例有骨挫伤外其余均未显示骨折。 

结论：在腓肠肌损伤的检查中，MRI检查清晰、直观、可靠、准确率高，是临床诊断腓肠肌损

伤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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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471 

肩关节损伤 MRI 与肩关节镜的对比分析 

 
张璐,葛英辉,程天明 

河南省人民医院 450003 

 

目的 探讨常规 MRI对肩关节损伤的诊断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因肩关节损伤行常规 MRI和肩

关节镜检查的 55例病人资料，MRI观察指标包括肩袖、盂唇形态及信号，有否肩峰下撞击及

骨性损伤。以肩关节镜为诊断金标准，统计 MRI对不同类型肩关节损伤的诊断结果，并分别计

算 MRI的诊断敏感度、特异度和准确度。采用 Kappa检验分析 MRI与肩关节镜诊断结果的一致

性。结果 55例肩关节损伤的 MRI征象中分别有 25%部分肩袖撕裂、13.3% Bankart's损伤、

20% 盂唇上部前后方向（SLAP）损伤和 11.6%肩峰下撞击漏诊。MRI诊断损伤性病变的特异度

及肩袖全层撕裂（100%）、骨性损伤（100%）、肩峰下撞击（88%）和 Bankart's损伤（87%）

的敏感度较高，诊断 SLAP损伤（75%）和肩袖部分撕裂（75%）的敏感度较低，诊断肩袖全层

撕裂（100%）和骨性损伤（100%）的准确度最高，其次是 Bankart's损伤（96%），诊断 SLAP

损伤（89%）的准确度较低。MRI和肩关节镜诊断肩袖全层撕裂、骨性损伤的κ值为 1，结果

完全一致，诊断 Bankart's 损伤的κ值为 0.904，一致性较好，诊断肩袖部分撕裂、SLAP损

伤和肩峰下撞击的κ值虽稍低，但均＞0.75，一致性也较好，P均＜0.05。结论 MRI是有效

诊断肩关节损伤的影像方法，部分征象的诊断准确度有待提高。 

 

 
EP-0472 

MRI-DCE 及 IVIM-DWI 对骨肉瘤患者术前化疗评估的研究 

 
郝跃文,印弘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本研究旨在通过先进的 MRI技术（DCE-MRI，IVIM-DWI）定量分析骨肉瘤术前化疗前后

相关参数，与病理相关参数对照研究，来评估术前化疗的疗效。 

方法：本组患者 15例，分别行术前化疗 1次，在化疗前、化疗后（12W）分别行 DCE-MRI及多

b值扫描，应用软件定量分析 DCE：a.测量 Ktrans；b. 测量 kep；c.测量 vb；d.测量 vp；应

用 MITK-Diffusion软件分析化疗前骨肉瘤区域 ADC值，单纯水分子扩散系数 D，灌注分数

f ；肿瘤切除后，根据 DCE 的结果随机选取六个信号切面（轴向）作为观察对象，根据选取

的轴向 DCE图像并定位于肿瘤标本，做 HE染色，所有病理切片结果均由两位专业的病理医师

依据 Huvos评分系统得出 

结果：（1）应用西门子 Tissue 4D软件分析，化疗前骨肉瘤区 Ktrans=0.52±0.12，

kep=1.01±0.14，vb=0.17±0.03，化疗后骨肉瘤区 Ktrans=0.17±0.06，kep=0.41±0.07，

vb=0.02±0.01,化疗前后结果具有统计学差异(P<0.001)。（2）应用 MITK-Diffusion 分析化

疗前骨肉瘤区域 ADC值，b=400时，ADC值为 1.3x10
-3
mm

2
/s;b=600时,ADC值为 1.2x10

-

3
mm

2
/s;b=800时,ADC值为 1.2x10

-3
mm

2
/s；化疗后 b=400时，ADC值为 1.5x10

-3
mm

2
/s；b=600

时，ADC值为 1.4x10
-3
mm

2
/s；b=800时，ADC值为 1.4x10

-3
mm

2
/s，化疗前后结果具有统计学差

异(P<0.001)。Ktrans值在化疗后降低，说明肿瘤区微血管减少，化疗效果较好。 

结论：分析骨肿瘤 Ktrans值及多 b值可建立一种能够判断肿瘤性质的影像方法，拟建立一种骨

肉瘤临床早期诊断、术前放化疗影像学分级筛查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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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473 

腰椎间盘退变软骨下骨及软骨终板灌注的 DCE-MRI 定量研究 

 
王娇,查云飞,邢栋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430027 

 

目的：采用基于 Extended Tofts linear模型 DCE-MRI定量研究椎间盘退变椎体软骨下骨

（VSB）、软骨终板（CEP）的灌注。资料与方法：18例受检者分别行腰椎常规检查及 DCE-

MRI。记录椎体头、尾侧 VSB、CEP感兴趣区灌注参数 K
trans

、Kep、Ve值。在腰椎正中矢状位 T2WI

确定椎间盘 Pfirrmann分级。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alysis of variance, One-

way ANOVA）与 Newman-Keuls Multiple Comparison Test比较不同分级 DCE-MRI各灌注参数

值差异，以 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结果：共纳入研究 90个椎间盘。Pfirrmann1 级 5

个，占 5.56%；2级 27个，占 30.00%；3级 21个，占 23.33%；4级 32个，占 35.56%；5级 5

个，占 5.56%。头、尾侧 VSB 及头、尾侧 CEP灌注参数从 1-2级先上升，2-3级后下降，4-5

级再上升后下降。不同 Pfirrmann 分级头侧 VSB K
trans

值、Kep值、尾侧 VSB Kep值、头侧 CEP Kep

值具有统计学意义（F值分别为 2.701、5.036、2.724、2.714，P值均<0.05）。其中

Pfirrmann 1级与 2级、1级与 4级、2级与 3级、3级与 4级头侧 VSB Kep值、Pfirrmann1 级

与 4级尾侧 VSB Kep值及 Pfirrmann 2级与 3级头侧 CEP Kep值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q值分别

为 4.560、5.059、3.425、4.305、3.996、4.256，P值均<0.05），余两组间 VSB、CEP灌注参

数值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结论：DCE-MRI定量技术显示在椎间盘退变中，

VSB及 CEP灌注在 Pfirrmann2 级升高，3级降低，4级升高，最后在 5级降低。 

 

 
EP-0474 

腕关节磁共振同时多层采集快速自旋回波新技术可行性研究 

 
高菲菲,葛英辉,阚晓婧,卫淑芳 

河南省人民医院 450003 

 

目的:同时多层采集技术（SMS）是一新快速采集技术，由包含多激发频率的射频脉冲对多层面

同时激发，同时多层面数据采集、重建，以二维方式图像输出，缩短图像采集时间。本研究将

SMS与 TSE序列相结合（SMS-TSE）评价其在腕关节应用的可行性及对病变的诊断价值。 

方法:采用 3.0T MRI Siemens Prisma 16通道手/腕关节独立线圈对 25名研究对象行常规

TSE、SMS-TSE序列扫描。比较图像信噪比（SNR）、每分信噪比（SNR/min）及对解剖结构的

显示。以常规 TSE序列上病变为标准，与 SMS-TSE序列所显示的病变比较。 

结果：腕关节 SMS-TSE序列图像 SNR（219.10±14.00、96.56±19.34、284.75±152.97、

121.69±26.14）较常规 TSE 序列（234.16±11.20、115.44±17.46、332.40±104.04、

128.89±37.87）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但 SMS-TSE序列 SNR/min

（165.99±10.60、64.33±10.18、167.50±89.98、46.80±2.01）较常规序列

（91.83±4.39、23.56±3.56、77.30±24.20、40.66±2.39）明显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两序列图像定性评分对解剖结构无差异，二者均可清晰显示骨纹理、软骨、韧

带、肌腱等解剖结构。SMS-TSE序列总扫描时间（7.52min）较常规 TSE序列（14.92 min）明

显缩短 49.60%。两序列对病变检出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500。以常规 TSE序列为标准，

SMS-TSE序列对病变检出的灵敏度、特异度、准确度分别为 88.24%、100%、92%。 

结论：SMS-TSE序列可在腕关节高清快速成像并对疾病诊断具有重要临床应用价值可替代常规

TSE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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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475 

MRI 在膝关节隐性骨折中的诊断价值 

 
洪月,马湘乔 

中国解放军第 463 医院 110000 

 

目的：通过与普通 X线、多层螺旋 CT诊断隐性骨折的阳性率对比，探讨 MRI在早期诊断隐性

骨折的诊断价值及优势，并且从 MRI上根据损伤累及的范围和程度，对隐形骨折进行分型。方

法：选自解放军第 463医院 2015年 1月-2016年 1月门诊及住院的膝关节外伤患者进行回顾

性分析，选取普通 X线检查结果为阴性，并且在我院行 CT和 MRI检查的患者为研究对象。用

诊断性试验的评价方法评价 MRI诊断隐形骨折的敏感性（Se）、特异性（Sp）、漏诊率。结

果：经过诊断之后，MRI 诊断的阳性率（91.76%）和特异性（71.43%）均优于 CT 诊断的阳性

率（80.00%）和特异性（41.18%），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MRI没有电离

辐射，对外伤后骨髓出血、水肿具有高度敏感性，同时具有良好的软组织分辨率、多方位和多

序列成像的优点，能够很容易检出普通 X线及 CT不能显示的隐性骨折，并能鉴别出多种类型

的损伤，具有很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EP-0476 

颈椎小关节软骨 1.5TMR 多序列成像比较研究 

 
乔素渊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410013 

 

目的：评估 1．5T MR在显示颈部 C5/6右侧椎小关节软骨及其周围解剖结构(骨髓、骨皮质)的

能力及限度，通过比较六个不同扫描序列(包括常规序列及新兴序列)的软骨信噪比(SNR)及对

比噪声比(CNR)。 

材料与方法：12名健康成年人，标准生理盐水袋，Siemensl.5T 超导磁共振设备，颈线圈。取

MRI各序列扫描所得 C5/6右侧椎小关节的正中层面图像，于相同位置进行测量 C5/6右侧椎小

关节软骨及其周围结构(包括骨皮质、骨髓)、生理盐水及背景的信号强度(SI)。计算 C5/6 右

侧椎小关节软骨的信噪 Lk(SNR)及软骨与骨皮质、软骨与骨髓、软骨与盐水的对比噪声比

(CNR)。扫描序列包括：①FSE T1WI 序列、FSE T2WI序列、FSPDWI序列。②EPI 序列、四个不

同翻转角(FAl0
。
、FA20

。
、FA300、FA400)3D-FLASH序列及 WE 3D-FLASH序列。 

结果： 3D-FLASH(FA200)、WE 3D-FLASH(FA20
。
)及 EPI序列软骨 SNR为最高，三者之间两两间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与常规序列的 FSE T1WI、FSE T2WI、FS PDWI序列两两间比较差异

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3D-FLASH(FA200)、WE 3D-FLASH(FA200)的软骨一皮质 CNR、软

骨一骨髓 CNR为最高，两者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与 EPI、FS PDWI、FSE T1WI、FSE 

T2WI序列两两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FS PDWI序列的软骨．生理盐水 CNR 值为

最高、与其他五种序列两两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3D-FLASH、WE 3D-FLASH、EPI序列为显示颈部椎小关节软骨的能力明显优于常规序列

(FSE TlWI、FSE T2WI、FSPDWI)，其中 3D-FLASH序列及 WE 3D-FLASH序列推荐为颈椎小关节

软骨检查的首选扫描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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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477 

颈椎有限元模型研究：运动过程中人体颈椎曲率变化对颈椎

的生物力学的影响 

 
苏贝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410013 

 

目的:建立一个整体的的人体颈椎（C1-C7）有限元模型、该模型用三维的方式精确显示人体解

剖结构，研究过屈过伸位是否使颈椎更容易在外伤和退变过程中受到损伤，是否更容易导致椎

间盘膨出及椎间盘突出。 

方法：正常志愿者，年龄 21岁、既往体健、无脊柱外伤及疾病病史的年轻男性被选为正常对

照。用飞利浦 64排高分辨率 CT对志愿者进行颈椎（C1-C7）正常曲度位置、过屈及过伸位扫

描，得到横断位、冠状位及矢状位图像。同一志愿者再用西门子 1.5T高场强 MRI进行颈椎横

断位、冠状位及矢状位扫描，得到 T1加权 T2加权的图像。利用购买的 hypermesh软件建立非

线性有限元模型（FEM）。模型固定了 C7椎体的位置，包括 C7下端终板、下端关节面、棘突

下表面，根据正常人体颈椎的不同运动部件活动度的个体差异对参数范围进行了调试和设置，

用建立的模型分析和比较三种不同姿势下颈椎各个部位的内部 

应力的差异。 

结果:结果显示颈椎在正常曲度下没有局限性应力集中。在颈椎过伸位时，可见高应力区集中

在下段颈椎，尤其是在 C6/7 椎间盘层面。这些区域的剪切力范围从 1.270e-04GPa逐渐增加到

1.270e-03GPa，其中最大值出现在椎间盘纤维环的右后份，达 5.132e-04GPa。过屈位时高应

力区见于寰枢关节，主要位于 C1椎体前弓，最大应力值约 2.507e-04GPa。数据显示过伸位总

应力比过屈位更大，而相应 C6-7椎间盘所受应力也大于寰枢关节。 

结论:颈椎处于正常位置时不会有局限性应力积聚，颈椎所受最大剪切力在过屈位时位于寰枢

关节，尤其是 C1椎体前弓，而在过伸位时位于 C6/7椎间盘区。结果表明椎体间连接可使颈椎

做相当幅度的运动，但也可能降低颈椎的稳定性。 

 

 

EP-0478 

X 线与 MR 对血友病性关节病影像诊断价值的对比分析 

 
李美霞

1
,张玉霞

2
,葛英辉

1,2
 

1.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2.河南省人民医院 

 

目的：对比研究 X线与 MR在血友病性关节病影像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选择同时检查 X线平片及 MR的 31例血友病患者，共 63个关节；其中其中膝关节 37

个，踝关节 15个，肘关节 5个，髋关节 6个；病人年龄范围为 3-46岁，中位年龄 13岁。根

据 Petterson评分系统将 63个关节分为轻、中、重三组：0分为第一组（轻度），18个关

节；＜4分为第二组（中度），22个关节；≥4分为第三组（重度），24个关节。每个关节除

进行 Petterson评分外，对每个关节的 MRI进行关节软骨的 IPGS评分；对关节积液、滑膜增

生、含铁血黄素沉积、骨侵蚀、骨囊变征象进行 X线与 MR检出能力进行比较，并对三组关节

间隙 Petterson评分与相应 MRI的 IPGS评分之间的相关性进行分析。对各项评分结果进行相

应的统计学分析：用 X
2
检验比较 X线及 MR检出关节积液、滑膜增生、含铁血黄素沉积、骨侵

蚀、骨囊变征象的能力；用 Pearson相关分析分析三组关节 X线平片的关节间隙与 MR关节软

骨损伤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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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关节积液 X线检出 20个，MR检出 45个。滑膜增生 MR检出 54个；含铁血黄素沉积 MR

检出 43个。骨囊变 X线检出 27个，MR检出 38个。骨侵蚀 X线检出 30个，MR检出 42个。X

线关节间隙的 Petterson评分与 MR关节损伤的 IPGS评分在中重组具有明显相关性（P＜

0.01）。 

结论：MR对血友病性关节病的关节积液、骨侵蚀、骨囊变的检出能力优于 X线，在滑膜增生

及含铁血黄素沉积征象的检出更是具有独特的优势；根据 X线的关节间隙的 Petterson评分，

可以大致推断关节软骨的损伤情况。 

 

 
EP-0479 

布鲁氏菌性脊柱炎影像学表现 

 
刘会娜,葛英辉 

河南省人民医院 450003 

 

目的：回顾性分析布鲁氏菌性脊柱炎影像学表现，提高对该病认识及诊断水平。材料与方法：

对 2012.9.10-2016.10.12河南省人民医院收入院 30例 BS影像学表现进行回顾性分析。由血

培养/骨髓培养出布鲁氏菌或血清凝集试验（1:100）阳性确诊。X线检查 11例，CT18 例，

MRI 25例（7例接受 X线、CT、MRI检查，6例接受 CT、MRI检查，2例接受 X线、CT 检查，

1例接受 X线、MRI检查）。对受累椎体部位，椎体及椎间盘 MRI信号改变，椎旁软组织、硬

膜外、腰大肌受累，脓肿形成，神经根及脊髓受压等情况进行分析。结果：30例病人（23

男，7女）中 25例病人血清凝集试验（1：100）阳性，13 例血培养培养出布氏杆菌，两者均

阳性 8例.MRI T1低信号、T2混杂/高信号椎体部位：L4-5椎体 13例（43%），L2-3椎体 5

例（17%），L1-2与 L5/S1 椎体均 2例（7%），L3-4、T12-L1、T11-T12、C6-7椎体均 1例

（3%）,椎体无明显异常 4例（13%）；受累椎间盘 T2高信号 15例（50%）；椎间盘狭窄 21例

（70%）；椎旁软组织信号异常 10例（33%）；椎旁脓肿 4例（13%）；腰大肌脓肿 3例

（10%）；硬膜外脓肿 2例（7%）；马尾受压 2例（7%）；X线或 CT见椎体骨质破坏伴增生硬

化 10例（33%）。结论：BS 影像表现具有一定特征性，以相邻两椎体受累最多见，Ｘ线或 CT

常见椎体边缘骨质破坏，伴边缘骨质增生、硬化，形成骨刺或骨桥。MRI病变椎体表现为 T1WI

呈低信号， T2WI呈混杂高信号/高信号，增强后病变椎体明显强化；椎间盘 T2信号常增高。

椎旁软组织可有不同程度肿胀、增厚，呈条片状或条梭形异常信号，增强明显强化。椎旁、腰

大肌脓、硬膜外脓肿小且范围局限，一般只波及邻近椎体，无明显流注现象。BS误诊率仍较

高，结合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及影像学特征可提高临床诊断水平。 

 

 

EP-0480 

磁共振扩散张量成像神经纤维束示踪成像及 3D 磁共振神经成

像联合评估腰椎间盘突出相关神经根压迫损伤 

 
时寅 

江苏省人民医院 210029 

 

目的 

采用磁共振扩散张量成像（diffusion tensor imaging, DTI）技术定量及神经纤维束示踪成

像结合 3D磁共振神经成像（3D MRN）联合评估腰椎间盘突出相关神经根压迫损伤准确定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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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迫损伤情况，检验 DTI联合 3D MRN对腰椎间盘突出相关神经根压迫症术前损伤定位及定量

评估的诊断效能。 

方法 

对临床专科检查诊断为单侧腰椎间盘突出相关神经根压迫损伤患者 20例，行磁共振 DTI及 3D 

MRN成像检查，结合 DTI神经纤维束示踪成像（diffusion tensor tractography, DTT）及 3D 

MRN对受压神经根损伤部位进行定位，并定量测量神经根受压损伤各项异性分数（fractional 

anisotropy, FA）值。 

结果 

所有病例均行神经根神经纤维束示踪成像并对损伤神经根及健侧神经根进行 FA值测量。3D 

MRN显示受压的神经根在 DTT 成像中显示为神经根神经纤维束变细、局部狭窄或截断，患侧神

经根损伤部位 FA值低于健侧，且患侧神经根损伤部位远端 3D MRN显示未受压本分神经根 FA

值呈现较健侧降低。 

结论 

利用 DTI神经纤维束示踪成像（diffusion tensor tractography, DTT）联合 3D MRN可以对

受压神经根损伤部位定位，结合 DTI定量测量评估受压神经根较单纯 3D MRN成像可以对受压

神经根损伤程度进行评估。DTI神经纤维束示踪成像联合 3D MRN可以更全面的评估腰椎间盘

突出相关神经根压迫损伤情况。 

 

 
EP-0481 

FORCE CT 扫描联合后处理技术对下肢深静脉血栓的诊断 

 
曾宪春,王玉权,刘昌杰,张小勇,王荣品 

贵州省人民医院 550002 

 

目的 探讨 FORCE CT扫描联合后处理技术在显示下肢深静脉血栓的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 DSA证实并行 FORCE CT下肢深静脉扫描的患者 35例，分别对 CTV扫描图

像行 MPR/CPR、VR、MIP及去骨重建，对不同方法重建后对病变的显示与 DSA结果比较。 

结果 35例患者中， DSA共确诊栓子 32处、管腔次全闭 7处，管腔狭窄在次全闭与 50%之间

12处，管腔狭窄小于 50% 为 17处； MPR/CPR诊断栓子 32处、VR诊断栓子 30处、MIP诊断

栓子 28处；MPR/CPR诊断管腔次全闭 7处、管腔狭窄在次全闭与 50%之间 12处，管腔狭窄小

于 50% 为 17处；VR诊断管腔次全闭 9处、管腔狭窄在次全闭与 50%之间 10处，管腔狭窄小

于 50% 为 17处；MIP诊断管腔次全闭 6处、管腔狭窄在次全闭与 50%之间 11处，管腔狭窄小

于 50% 为 19处；MPR/CPR联合 VR、MIP重建，诊断管腔次全闭 7处，管腔狭窄在次全闭与

50%之间 12处，管腔狭窄小于 50% 为 17处；MPR/CPR图像对栓子诊断准确率高于其他两种后

处理图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
=24.12和 30.27，均 P<0.05），VR与 MIP间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χ
2
=1.42，P>0.05）。 

结论 FORCE CT扫描联合后处理技术的综合运用对下肢深静脉栓子及其脉管腔的狭窄程度的评

估与 DSA比较较为可靠，是一种无创诊断下肢深静脉血栓的有效手段，值得临床推广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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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482 

SPECT/CT 对髋关节假体置换术后疼痛原因的诊断价值 

 
张斌青 

洛阳正骨医院 471013 

 

目的 探讨 SPECT/CT对髋关节假体置换术后疼痛原因的诊断价值 

方法 对 2009年 10月至 2016 年 12月 230例髋关节假体置换术后疼痛而解剖影像学检查未能

明确诊断的患者，行 SPECT/CT显像探查原因。疼痛原因最终诊断经手术或临床随访证实，所

有病例随访时间大于 6个月。计算 SPECT/CT显像的诊断效能。结果 SPECT/CT显像提示假体无

菌性松动 123例（假体柄松动 12例，髋臼松动 13例，髋臼及假体均松动 12例），感染 25

例，股骨应力骨折 8例，74 例阴性（其中 5例假阳性，余 69例为非髋关节源性疼痛），

SPECT/CT髋关节置换术后髋关节源性疼痛原因诊断的符合率为 96.09%（123/128）；结论 

SPECT/CT显像在解剖影像学检查未能明确腰椎融合术后疼痛原因时，可为临床提供有价值的

参考信息。 

 

 
EP-0483 

红外图像融合对周围神经损伤的影像学表现 

 
张斌青 

洛阳正骨医院 471013 

 

目的 探讨红外图像融合对周围神经损伤的影像学表现。方法 回顾性分析 21例周围神经损伤

患者的红外图像融合资料，总结其影像学特征。运用红外图像融合系统采集患者双侧肢体热像

图及可见光图，随后用机器自带软件对患者的红外热像图、可见光、数字人等三种图像进行融

合，以健侧肢体作为对照，定性对比分析患肢的图像融合表现。结果 21例患者，腓总神经损

伤 11例，桡神经损伤 10例。红外热像图显示患侧肢体温度减低，红外热像图、可见光、数字

人图像融合显示患肢低温区与神经损伤支配区相吻合，其内无明显低温及高温分布。结论 红

外图像融合可灵敏、直观显示患肢周围神经损伤的部位及区域范围，有一定的影像学特征。 

 

 

EP-0484 

应用定量 CT 测量中老年人胸椎及腰椎骨密度的研究 

 
王平,黄刚 

甘肃省人民医院 730000 

 

目的：本研究应用胸部扫描并采用 QCT测量胸腰段椎体骨密度，探讨中老年人胸椎骨密度与腰

椎骨密度的差异以及相关性。 

资料与方法：对 2015-2016 年 506名在我院体检中心健康体检的中老年志愿者行胸部 CT 平扫

检查，年龄 50-91岁，平均（64.7±9.5）岁，排除腰椎压缩性骨折、腰椎内固定术后、腰椎

良、恶性占位及患代谢性或内分泌疾病等受试者。 

扫描采用西门子 SOMATOM Definition Flash双能 CT机，受试者采取仰卧位并将 QCT校准体模

板放置于受检者胸腰段下方，同时扫描受检者及体模。扫描范围下缘包括第 3腰椎。应用 QCT 

Pro 分析软件（Mind-ways 公司，美国）测量 T10-L3椎体骨密度。采用 SPSS22.0软件进行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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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分析，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 T10-L3椎体骨密度均数；对胸椎与腰椎平均骨密度的相关

性采用 pearson相关性分析，p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T10-L3椎体骨密度分别为：135.45±35.04、127.96±33.17、117.57±31.39、

113.12±29.91、109.40±31.32、102.63±30.03 mg/cm
3
，胸腰段从头侧向足侧方向椎体骨密

度呈逐渐减低的趋势。各椎体骨密度均值比较的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为 L1与 L2骨密度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 >0.05）， 其余各椎体间骨密度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均<0.01）。T10-

12椎体平均骨密度为 126.99±32.31mg/cm
3
，L1-3椎体平均骨密度为 108.38±29.83 mg/cm

3
，

二者平均骨密度的相关性高（ r=0.94，p <0.001）。 

结论： 中老年人胸腰段平均骨密度值从头侧到足侧方向椎体骨密度呈逐渐减低的趋势，胸椎

与腰椎平均骨密度具有明显相关性。对行胸部 CT平扫的中老年人群应用 QCT可在一定程度上

测量骨密度，但可能会低估骨质疏松情况。 

 

 
EP-0485 

腰椎间盘突出症臭氧联合胶原酶治疗的 Meta 分析 

 
王文轩,母其文,陈华平 

南充市中心医院 637000 

 

目的 比较臭氧联合胶原酶与单纯臭氧或单纯胶原酶治疗椎间盘突出症的治疗效果，为临床合

理选择治疗方式提供循证医学证据。方法 计算机检索 PubMed、CENTRAL、EMbase、the ISI 

Web of Knowledge Databases、VIP、CNKI、CBM和万方数据库，查找所有比较臭氧联合胶原

酶和单纯臭氧或单纯胶原酶治疗椎间盘突出症的随机（RCT）或半随机对照试验(CCT)，检索时

限均为建库至 2012年 5月 31日，同时手检纳入文献的参考文献。按纳入排除标准由两人独立

进行文献的筛选、资料提取和质量评价后，采用 STATA 11.0软件进行 Meta分析。结果 v共纳

入 15个研究，2148例患者。Meta分析结果显示：①臭氧联合胶原酶 VS臭氧的有效率：相对

危险度（RR）=0.32(95%CI：0.19,0.52)，P=0.00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②臭氧联合胶原酶 VS

胶原酶的有效率：RR=0.33(95%CI：0.23,0.48)，P=0.00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③臭氧联合胶

原酶 VS臭氧的优良率： RR=0.43(95%CI：0.29,0.62)，P=0.00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④臭氧

联合胶原酶 VS胶原酶的优良率：RR=0.32(95%CI：0.19,0.52)，P=0.00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⑤臭氧联合胶原酶 VS臭氧的手术前后疼痛程度（VAS评分）：加权均数差（MD）=-

3.38,95%CI(-5.27,-1.49),P=0.00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⑥臭氧联合胶原酶 VS胶原酶的

VAS：MD=-1.44,95%CI(-1.68,-1.20),P=0.00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基于系统评价结果，采用

GRADE系统推荐分级方法评价证据质量，结果显示，证据水平为低级。结论  现有证据提

示，对于椎间盘突出症的治疗，臭氧联合胶原酶显著优于单纯臭氧或单纯胶原酶。 

 

 

EP-0486 

脊柱原发性恶性淋巴瘤 CT 和 MRI 诊断与组织病理对照研究 

 
杨帆

1
,庞超楠

2
,韩嵩博

2
,张滨

1
 

1.北京大学首钢医院 

2.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目的 探讨脊柱原发恶性淋巴瘤 CT和 MRI的影像学及病理学表现。方法 对 12例病理学检查确

诊的脊柱原发非霍奇金淋巴瘤影像学表现进行回顾性分析，男 6例，女 6例，中位年龄 55.5

岁，所有病例行 CT平扫，其中 9例行 CT增强检查；11例患者行 MRI平扫，其中 10例行 M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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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检查。10例为穿刺活检证实；2例行手术切除和病理学检查证实，全部病例均做常规的组

织切片 HE染色和免疫组化检查。结果 单椎体病变 7例（其中颈椎 1例，胸椎 4例，腰椎 2

例）；多椎体病变 5例，2 例呈跳跃性改变，4例呈连续椎体受累（其中 1例合并跳跃性改

变）；6例伴病理性骨折，4例椎体压缩；CT表现为溶骨性骨质破坏伴软组织肿块 9例，其中

7例为虫蚀型，2例为浸润型；同时合并溶骨性骨质破坏和骨质硬化 1例；MRI示软组织肿块

包绕脊椎生长，骨质破坏区及周围软组织肿块在 T1WI呈等、略低信号，T2WI呈略高信号，且

MRI可发现骨质破坏不明显时髓腔内的早期浸润灶，增强扫描呈轻-中度强化。病理结果均为

非霍奇金淋巴瘤(NHL)，以弥漫大 B细胞为主（10/12）。结论 脊柱原发非霍奇金淋巴瘤多表

现为单椎体侵犯或连续椎体侵犯，溶骨性骨质破坏为主（单纯虫蚀型、浸润型或合并骨质硬

化），伴周围软组织肿块形成，软组织肿块位于硬膜外且包绕病变椎体生长，椎间隙正常，无

明显骨膜反应改变，无钙化灶；穿刺活检是早期确诊脊柱原发非霍奇金淋巴瘤的重要手段。 

 

 
EP-0487 

全身多发性浅表型脂肪瘤的临床 CT 表现 

 
李洪江,李君,周玉凤,毛咪咪 

南通市肿瘤医院/南通市第五人民医院 226361 

 

目的：分析全身多发性浅表型脂肪瘤的临床 CT影像特征，提高对本病的认识。 

方法：对 1例全身多发性浅表型脂肪瘤患者的临床、CT影像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结合文献

复习，探讨本病的临床、CT 影像特点。 

结果：患者，男性，27岁，因头皮突起多发软组织结节影响卧枕而就诊。于患者头皮、胸

腹、腰背及四肢皮下组织内可见或触及弥漫性大小不等结节，呈“满天心”状分布，直径

0.5cm～1.0cm，质地软，无压痛。头皮数个结节行手术切除，术后病理：头皮多发性脂肪瘤伴

皮脂囊肿。追问病史，患者 8岁时发现全身皮肤多发结节，后结节缓慢增大、增多。家属中其

曾祖母、祖母均为重度患病；其父亲为轻度患病；三个姑母中，1人及其儿子均为重度患病；

1人为轻度患病，子女正常；1人及其子女均正常。CT显示头皮、胸腹腰背部皮下多发大小不

等的脂肪密度结节，较大者约 1.7cm×1.2cm，部分脂肪夜化囊变，境界较清楚。位于皮下的

病灶因大小不等，导致皮肤受压厚薄不均，皮下脂肪组织内出现蜂窝状脂肪密度影，冠状、矢

状重组图像呈铺路石样改变。较大的结节突出于皮肤轮廓外，呈乳头状改变。 

结论：全身多发性浅表型脂肪瘤以中青年多见，主要发生于头、颈、胸腹、腰背部和四肢近端

皮下组织内，多呈对称性分别，约 30%的患者有家族史。CT表现皮下脂肪层内多发大小不等的

脂肪密度结节影。临床与 CT诊断需要与多发性神经纤维瘤病、多发痛风结节、恶性肿瘤多发

浅表淋巴结转移等鉴别。 

 

 

EP-0488 

MSCT 对正常寰枢关节的三维影像学研究 

 
陈君蓉 

四川省骨科医院 610041 

 

目的：探讨正常人群寰枢关节的三维影像特征及临床意义，为相关疾病的诊治提供可靠的基础

数据及理论依据。方法：223 名 18-70岁无枕寰枢复合体病变的受试者于中立位行薄层 CT扫

描，其中 40例加行左、右旋转功能位扫描，对源数据进行 MPR后处理，分别观察寰枢外侧关

节形态特征、测量寰齿前间隙（ADI）及寰椎侧块与枢椎齿状突间距离差（|VBLADI|），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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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分析。结果：双侧 LADI 不对称发生率高达 92%，其径值在性别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男性

寰齿前间隙（AADI）明显宽于女性：男、女性正常值分别为 0.2~0.27cm、0.11~0.23cm。寰枢

外侧关节在中立位对称 183 例，寰枢外侧缘弧线连续 202例；寰枢外侧关节在极度旋转位时均

不对称，两侧缘弧线呈不同程度梯状变。结论：MPR及 SSD 能直观显示寰枢关节形态几何学特

征，正常人群双侧 LADI不对称非常普遍，寰枢外侧关节于左、右旋转功能位可轻微错位。在

判断寰枢关节失稳时尤需结合 MPR和 SSD这两种方法及临床表现综合分析。 

 

 

EP-0489 

髋骨肿瘤的影像学诊断 

 
王阳,牛金亮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030001 

 

目的：研究髋骨肿瘤的发病特点、影像学表现及鉴别诊断要点。方法：回顾性分析 30例经临

床及病理证实的髋骨肿瘤的影像学表现，分别观察骨质破坏的类型及骨外软组织肿块的情况。

结果：30例髋骨肿瘤中，转移瘤 10例，原发恶性肿瘤 16例（其中，浆细胞骨髓瘤 6例，软

骨肉瘤 6例，骨肉瘤 2例，Ewing/PNET 1例，纤维肉瘤 1例），原发良性肿瘤 3例（其中，

单纯性骨囊肿 2例，纤维结构不良 1例），原发中间型肿瘤 1例（动脉瘤样骨囊肿 1例）。除

外转移瘤和浆细胞骨髓瘤，7例原发恶性肿瘤影像学表现为溶骨性骨质破坏，3例原发恶性和

1例原发中间型肿瘤影像学表现为溶骨、膨胀性骨质破坏，3例原发良性肿瘤影像学表现为硬

化型骨质破坏。10例伴骨外软组织肿块的病例均为原发恶性肿瘤。结论：转移瘤和浆细胞骨

髓瘤在髋骨肿瘤中发病率最高；髋骨原发恶性肿瘤的发病率明显高于良性，以软骨肉瘤最常见

（除外浆细胞骨髓瘤）；分析骨质破坏类型与骨外软组织肿块情况有助于肿瘤定性、鉴别。 

 

 

EP-0490 

四肢软组织肉瘤 MRI 表现与病理学对照 

 
王阳,牛金亮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030001 

 

目的：研究四肢软组织肉瘤的 MRI表现及病理组织学特点，总结其特征，以进一步提高临床对

四肢软组织肉瘤的认识和诊断。 

方法：回顾性分析 16例经病理组织学证实的四肢软组织肉瘤的 MRI表现，全面阐述肿瘤大

小、形态、边界、信号特点、邻近组织结构侵犯情况及远处转移情况，并分析其 MRI表现与病

理组织学特点的相关性。结果：16例四肢软组织肉瘤中，未分化多形性肉瘤 6例，脂肪肉瘤 5

例，滑膜肉瘤 2例，平滑肌肉瘤 2例，恶性周围神经鞘膜瘤 1例。16例病例 MRI检查均显示

信号不均匀，与肿瘤的囊变、出血、坏死、钙化、黏液变性等改变密切相关；7例病例 MRI检

查显示低信号条索带状分隔，与肿瘤内的胶原纤维束相关；5例脂肪肉瘤在 MRI检查均可显示

局灶性脂肪成分；1例平滑肌肉瘤出现凝固性坏死，局部 MRI表现为 T1WI等信号，T2WI 稍高

信号，增强检查无强化；1 例恶性周围神经鞘膜瘤 MRI表现为 T1WI中心呈高信号，组织病理

学提示出血。 

结论：MRI表现和特征可反映软组织肉瘤的组织学特点，可清楚的显示肿瘤的大小、边界、累

及范围及与周围组织的关系, 可初步评估肿瘤良恶性，发挥良好的疾病诊断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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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491 

腰椎椎旁肌脂肪浸润与椎间盘退变及年龄的相关性研究 

 
赵银霞,张晓东,范惟,莫贤福,李绍林 

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510630 

 

目的 使用 m-DIXON Quant技术定量评估椎旁肌脂肪含量，探讨腰椎旁肌脂肪含量与椎间盘退

变及年龄的相关性。方法共 105名志愿者行常规磁共振检查及 m-DIXON Quant序列扫描，评估

L3/4、L4/5、L5/S1水平椎间盘 Pfirrmann分级及测量其相应水平双侧竖脊肌、多裂肌及腰大

肌脂肪含量。分析椎旁肌脂肪含量与椎间盘退变及年龄的相关性。结果 竖脊肌、多裂肌及腰

大肌脂肪分数与年龄有相关性（均 P=0.00）；不同 Pfirrmann分级的竖脊肌、多裂肌及腰大

肌脂肪含量有统计学差异（均 P=0.00）；控制年龄因素后，双侧竖脊肌脂肪含量与腰椎间盘

Pfirrmann分级有相关性（左侧 r=0.145，P=0.01；右侧 r=0.128，P=0.02）；双侧多裂肌脂

肪含量与腰椎间盘 Pfirrmann分级有相关性（左侧 r=0.147，P=0.01，右侧 r=0.143，

P=0.01）；双侧腰大肌脂肪含量与腰椎间盘 Pfirrmann分级无相关性（左侧 r=0.07，

P=0.25，右侧 r=0.03，P=0.54）。结论 竖脊肌、多裂肌及腰大肌脂肪浸润程度随着年龄增大

而增加；竖脊肌、多裂肌脂肪浸润程度与腰椎间盘退变程度有相关性，但相关并不密切；腰大

肌脂肪浸润程度与腰椎间盘退变程度无相关性。 

 

 

EP-0492 

29 例成人股骨上段原发性骨肿瘤影像表现分析 

 
向以四,许小伍,刘志远,张敏 

安徽省宣城市人民医院 242000 

 

目的：成人股骨上段原发性骨肿瘤发病率低，且种类繁多，其影像学易误诊，笔者收集 2011

～2016年经病理证实资料完整的成人股骨上段原发性骨肿瘤 29例，分析影像学表现及影像诊

断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 28例经手术病理及临床证实的成人股骨上段原发性骨肿瘤的影像

表现,结合文献进行讨论。全部病例均行 X线平片检查，22例行 CT检查，18例行 MRI 检查。

结果：良性肿瘤及中间型骨肿瘤共 20例：骨样骨瘤 5例（包括关节内 1例）；良性纤维组织

细胞瘤各 3例（其中 1例合并骨感染）；骨巨细胞瘤及骨软骨瘤各 3例；内生软骨瘤 2例；海

绵状血管瘤、骨母细胞瘤、软骨黏液样纤维瘤及软骨母细胞瘤各 1例。恶性骨肿瘤 9例：软骨

肉瘤 3例；恶性纤维组织细胞瘤 2例；孤立性浆细胞瘤、淋巴瘤、骨纤维肉瘤及骨血管肉瘤各

1例。肿瘤累及范围：股骨头颈区 9例；粗隆间区（含大粗隆或小粗隆）7例；粗隆下区 6

例；累及范围超过上述任一部位 7例。结论：成人股骨上段原发性骨肿瘤发病率低，种类却繁

多，良性肿瘤多数因具有较特征性影像学表现诊断相对不难；恶性肿瘤多因缺乏特征性影像表

现，诊断必须临床、影像及病理三结合方能明确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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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493 

双源光子 CT 对痛风诊断价值的研究 

 
管帅,孟祥水,马祥兴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青岛) 266035 

 

目的：探讨双源光子 CT在痛风患者尿酸盐结晶识别中的价值，分析双源 CT测得尿酸盐结晶数

目与病程和血尿酸水平的关系。 

方法：病例组为临床确诊为痛风的患者 46例，男 43例，女 3例；对照组为非痛风患者 21

例，男 16例，女 5例，两组性别和年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患者行双能量 CT扫

描获得 CT原始图像和 GOUT 后处理图像，分析 CT原始图像和 GOUT后处理图像显示的尿酸盐结

晶数目，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对双源 CT测得尿酸盐结晶数目与病例组病人

的病程和血尿酸水平分别行 Pearson相关分析。 

结果：病例组 CT原始图像 16例（16/46，34.78%）未见异常密度结节，6例（6/46，

13.04%）见单发高密度结节，24例（24/46，52.17%）见多发高密度结节；后处理图像 9例

（9/46，19.57%）见单发高密度结节，37例（37/46，80.43%）见多发高密度结节；7 例

（7/46，15.22%）CT原始图像和后处理图像发现结节数目一致，39例（39/46，84.78%）后处

理图像发现结节多于 CT原始图像，两者差异（2.93±4.20，10.70±15.26）有统计学意义（P 

=0.001）。对照组 CT原始图像和后处理图像均未见痛风结节。病例组病程 3天～30年，血尿

酸水平 319～641umol/L，双源 CT测得尿酸盐结晶数目与病程和血尿酸水平均呈显著相关（P

＜0.05），相关系数 r分别为 0.347，0.405。 

结论：双源光子 CT对于痛风患者尿酸盐结晶有较高检出率，对于疑似痛风患者行双源 CT检查

有助于痛风的确诊。 

  

 

 

EP-0494 

小儿氟骨症 X 线影像学表现分析 

 
焦俊,段庆红,雷平贵,宋玲玲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550004 

 

目的：探讨小儿氟骨症 X线表现特点，进一步提高对氟病区小儿氟骨症的认识水平。材料与方

法：回顾性分析 2013年贵州省水城地区地方性氟中毒氟病区调查时摄取的 135例氟斑牙青少

年的骨盆、左小腿（膝关节）、左前臂（含肘关节）的 X线 CR图像，由 2名经验丰富的放射

科医师参照 WS192-2008地方性氟骨症诊断标准结合文献资料，对 135例氟斑牙青少年患儿 CR

影像学表现认真阅片，进行归纳总结并与标准对比，意见不一致时商讨取得一致意见。青少年

儿童氟骨症以两个以上部位骨小梁异常改变或一个部位明显改变者定为氟骨症。结果：135例

青少年氟斑牙患儿中判定 24例氟骨症，氟斑牙患儿氟骨症 X线检出率 17.8%（24/135），24

例氟骨症中轻度 22例，检出率 16.3%（22/135），中度 2例，检出率 1.5%（2/135），无重度

氟骨症患儿。小儿轻度氟骨症表现为骨密度轻度增高 14例，骨小梁增多、增粗、呈颗粒状 4

例、粗网状 9例，骨小梁细密改变 5例，骨斑形成 9例，骨小梁减少、模糊 4例，骨小梁粗疏

改变 4例，桡骨小头近端骨骺变小 7例，骨骺肥厚 2例，密度增高 8例，未见骨周改变，未见

关节退变。小儿中度氟骨症表现骨密度增高 1例，骨小梁明显粗网状改变 1例，骨斑形成 1

例；骨密度减低、骨小梁减少 1例；骨小梁粗疏改变 1例。未见关节退变及骨周改变。结论：

小儿氟骨症主要为轻度氟骨症，且 X线表现具有一定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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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495 

MRI 监测铁螯合剂对出血性关节病进程影响的实验研究 

 
张璐,葛英辉 

河南省人民医院 450003 

 

目的： 探讨 3.0T MR动态观察铁螯合剂对兔出血性关节病的治疗作用。 方法： 利用兔自体

血注入膝关节腔建立出血性关节病实验动物模型， 随机将动物分为 3 组：去铁敏组、 对照

组和假手术组。去铁敏组动物在关节腔注血后 24h开始予关节腔内注射铁螯合剂

（100mg/kg），一天两次，连续三天；对照组的动物关节腔注血后 24h开始予关节腔注入等量

的生理盐水，剂量及方法与铁螯合剂相同；假手术组的动物仅向关节腔内注入等量的生理盐

水。利用磁共振形态学 3D-FS-SPGR序列和生理学 T2mapping 序列动态观察各组兔给药前后膝

关节软骨形态学变化及 T2值的变化。 结果： 去铁敏治疗后 24h，1w，2w出血性兔膝关节病

软骨损伤进程减慢且程度减轻。 结论：铁螯合剂-去铁敏通过螯合铁离子能明显改善出血性关

节病兔模型的软骨损伤情况，减慢出血性关节病的进展。铁螯合剂可能是出血性关节病潜在的

药物之一。 

 

 
EP-0496 

MRI、MSCT 及两者联合应用对脊柱单椎体骨肿瘤的诊断效能对

比分析 

 
王筱璇,马晓文 

西安交通大学附属红会医院 710054 

 

目的：探讨磁共振成像(MRI)、多层螺旋 CT(MSCT)及两者联合应用对脊柱单椎体骨肿瘤的诊断

价值。 

方法：回顾性分析 116例我院自 2011年 1月至 2017年 6月经穿刺活检或手术病理证实的脊柱

单椎体骨肿瘤患者的 MRI和 MSCT，分 3组进行研究，即 A组：MRI，B组：MSCT，C组：MRI联

合 MSCT。将检查结果与病理进行对照，分别计算 3组检查方法对病灶显示的敏感度、特异

度、准确度、阳性预测值及阴性预测值。 

结果：116例患者包括男性 62例，女性 54例，年龄 8～75岁，平均（48.6±5.2）岁。依据

2013年 WHO骨肿瘤分类，恶性肿瘤 72例，其中转移瘤 23例，浆细胞骨髓瘤 18例，淋巴瘤 13

例，脊索瘤 8例，骨肉瘤 6例，未分化高级别多形性肉 4例。中间型肿瘤 21例，其中骨巨细

胞瘤 9例，朗格汉斯细胞组织细胞增多症 7例，骨母细胞瘤 5例。良性肿瘤 23例，其中骨软

骨瘤 12例，纤维结构不良 9例，骨性纤维结构不良 2例。A组敏感度、特异度、准确度、阳

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分别为 81.2%、67.7%、77.6%、87.3%、56.8%；B组敏感度、特异度、

准确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分别为 81.5%、65.7%、76.7%、84.6%、60.5%；C组敏感

度、特异度、准确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分别为 92.8%，87.2%，90.5%，91.4%，

89.1%。A、B两组相比，敏感度、特异度、准确度均无明显差异（P＞0.05），A、B两组分别

与 C组相比，敏感度、特异度、准确度差异显著（P＜0.05）。 

结论：MRI与 MSCT诊断脊柱单椎体骨肿瘤各有优劣，两者联合应用可提高诊断敏感性、特异

性及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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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497 

韧带样纤维瘤的影像学表现及病理对照分析 

 
印隆林,蒲杨梅,杨李,苟文枭 

四川省人民医院 610072 

 

【摘要】目的 探讨韧带样纤维瘤（desmoid-type  fibromatosis,DT）的 CT和 MRI影像学特

征，并与病理进行对照分析，以提高对其认识及诊断水平。方法 回顾性分析 17例经手术病理

证实的 DT的临床、影像及病理学资料。结果  ①腹外型 12例，肿块 15例，年龄 4-57岁

（P50=23），女性患者比例 50%，长径 4.4-25cm，侵袭性生长 14例，边界不清 14例，形态不

规则 12例；CT呈软组织密度团块影，密度均匀（7/10），增强扫描呈中度持续性强化；MRI

呈等、稍低 T1稍高、高 T2 信号，内见长 T1短 T2纤维信号（无强化），增强扫描呈不均匀明

显强化（6/9），部分病灶可见脂肪裂隙征（3/9）及筋膜尾征（3/9）。②腹壁型 3例，年龄

P50=39，女性患者比例 100%，长径 6.3-9cm，呈侵袭性生长，密度稍欠均匀，形态规则，边界

尚请；CT（MRI）呈均匀软组织密度（信号），轻中度强化。③腹内型 2例，年龄 P50=37.5，

长径 8.3-16cm，形态不规则，呈侵袭性生长，周边组织明显受侵；CT（MRI）示不均匀（纤维

束及黏液沉积）软组织密度（信号）团，占位效应明显，增强呈明显不均匀强化。上述病例中

均未见明显的出血、钙化及坏死。另外 6例复发组中，所有病灶均呈侵袭性生长，边界不清

晰，邻近肌肉组织受累明显，脂肪间隙模糊，包绕血管 3例，伴骨质破坏 1例。结论   韧

带样型纤维瘤病具有特征性临床及影像学特征，如青中年好发，与肌纤维长轴平行（可跨筋膜

生长），多呈侵袭性生长，无强化的长 T1短 T2纤维条影及筋膜尾征，对 DF的诊断及鉴别诊

断有重要价值；其次 MRI多序列扫描可准确描绘肿块累及范围，为术前定位及手术范围提供

重要的信息。 

  

 

 

EP-0498 

弥散加权成像对膝骨关节炎早期软骨损伤的诊断研究 

 
阚泽文,马贺骥 

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21000 

 

目的 探讨弥散加权成像（DWI）对膝骨关节炎（OA）早期软骨损伤的诊断价值。   

方法  病例组为经常规序列和三维抑脂扰相梯度回波序列（3D-FS-SPGR）筛选出的早期软骨

损伤患者，共 40例。对照组为健康志愿者 40例。两研究组均行 DWI扫描。应用 DWI测量比较

两组膝关节软骨不同分区的平均表观弥散系数（ADC）。 

结果 病例组膝关节软骨 ADC 平均值高于对照组（P＜0.001）。病例组髌骨、股骨、胫骨软骨

ADC值分别大于对照组相应部位软骨 ADC值（P＜0.05）。病例组髌骨、股骨、胫骨的内外侧

关节面 ADC值比较，股骨及胫骨内外侧软骨 ADC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35，P=0.019）。 

结论 DWI可以可以作为一种软骨生理成像技术应用于膝关节软骨成像，膝关节 OA早期软骨损

伤时，软骨 ADC值增高。膝关节软骨损伤 ADC值的分布与膝关节生理力学特点之间有密切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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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499 

动脉瘤样骨囊肿的影像学诊断 

 
张国庆 

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河南省骨科医院) 471000 

 

目的 评价影像学检查对动脉瘤样骨囊肿（ABC）的诊断价值。方法 对 16例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ABC的影像学表现进行回顾性分析。16例均拍 X线平片,9 例 CT扫描，6例 MRI扫描。结果 16

例 ABC发生于长管状骨 9例，脊柱 4例，短骨及扁骨 3例。13例病变呈膨胀性骨质破坏，10

例病变边缘可见硬化，5例合并病理性骨折，8例病变可见分隔，11例可见典型的液－液平

面， 3例病变周围可见软组织异常改变，其中 2例软组织肿胀，1例软组织肿块，12例病变

内密度和（或）信号显示不均匀。结论 动脉瘤样骨囊肿具有一定的影像学特征，CT和 MRI对

ABC诊断较平片有优势，综合影像学检查能提高 ABC诊断符合率。 

  

 

 

EP-0500 

原发骨淋巴瘤影像特征及误诊分析 

 
程少容 

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总医院 430070 

 

 

  

摘要 

目的  探讨原发性骨淋巴瘤（primary bone lymphoma,PLB）影像学特征，提高对 PLB 的认识

和诊断水平。 

资料与方法  收集经病理证实的原发性骨淋巴瘤 12例，回顾性分析临床表现及 X片、CT和

MRI表现。 

结果  12例骨淋巴瘤均为单发，附肢骨 5例（股骨 3例，胫骨 2例），脊椎 5例，髂骨 2

例；原发性骨淋巴瘤 12例中，非霍奇金淋巴瘤 10例，霍奇金淋巴瘤 2例。12例骨淋巴瘤中

11例 X线、CT表现为骨质破坏，1例骶骨病灶 X线、CT上骨质密度未见明确异常，MRI上可

见信号异常。发生于股骨、胫骨的病灶表现为溶骨性骨质破坏，且伴有骨膜反应，发生于脊椎

和髂骨的病灶为混合型骨质破坏，其内见斑片状成骨；MRI 表现为（1）12例均见骨髓腔内斑

片状或弥漫性不均匀异常信号，T1WI呈稍低或等信号，T2WI上呈均匀或不均匀稍高信号；

（2）11例可见明显的软组织肿块，8例超过骨病变范围；（3）1例首诊为骨髓炎，三月后复

查骨质破坏、软组织肿块范围明显增大。术前误诊 3例，分别为骨髓炎、骨髓瘤、骨肉瘤。 

结论：PLB为少见病种，临床表现缺乏特异性，容易误诊；X线、CT对显示骨质破坏范围及类

型较好，但疾病早期 X线、CT上骨质密度可无异常，MRI对显示病灶比较敏感，且骨质破坏相

对小而软组织肿块大，T2WI 信号较低，具有一定特征性。X线、CT与 MRI相结合为原发骨淋

巴瘤的适当检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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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501 

肱骨外上髁炎 DASH 值与伸肌总腱损伤程度的相关性研究 

 
王军

1
,何光武

1
,赵小虎

1,2
,祁良

3
 

1.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宝山分院 

2.上海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3.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放射科 

 

目的  探讨肱骨外上髁炎上肢功能评分（disability of arm-shoulder-hand, DASH）与伸肌

总腱损伤程度的相关性。材料和方法  运用 DASH调查表对 18例临床确诊为肱骨外上髁炎患

者的患侧肘关节评分，得出 18例患者的 DASH值。18例患侧肘关节行 MRI常规扫描，分析 MRI

图像，将伸肌总腱的损伤分为Ⅰ级(轻度)、Ⅱ级(中度)、Ⅲ级(重度)。对肱骨外上髁炎患者的

DASH值与伸肌总腱损伤程度进行 Spearman等级相关分析，P﹤0.05认为有显著相关。结

果  18例患者 DASH值范围为 4.4~73.3。MRI图像示 18例患者患侧肘关节伸肌总腱均有异常

改变，经分析和统计为Ⅰ级(轻度)7个、Ⅱ级(中度)7个、Ⅲ级(重度)4个。肱骨外上髁炎

DASH值与伸肌总腱损伤程度呈正相关（r=  0.877 ,P<0.01）。结论  MRI对肱骨外上髁炎

存在高度敏感性，可显示伸肌总腱损伤程度，DASH值与伸肌总腱损伤程度呈正相关。 

  

 

 
EP-0502 

早期骨化性肌炎 MRI 诊断诊断  

 
张雷 

辽宁省肿瘤医院 110042 

 

目的：分析骨化性肌炎的 MRI表现，提高诊断水平。 

材料和方法：对 12例经病理证实的骨化性肌炎 MR表现进行分析，并复习文献。 

结果：12例骨化性肌炎为早期或中期病变。病灶分布分别为大腿 7例，腹股沟区 1例，腹壁 1

例，上臂 1例，胸壁 1例。MRI表现 位于皮下的 1例病灶边界清晰，T1WI及 T2WI呈边缘等信

号、中心高信号。11例发生于肌肉内骨化性肌炎的周围组织不同程度水肿，其中有 6例能够

分辨骨化性肌炎的边界，5 例与水肿区无明确分界。T1WI 上 3例呈稍低信号；7例呈均匀等信

号，其中 1例反向位病灶边缘可见不完整的低信号环状影；1例等信号区内伴有多发囊状影。

T2WI及脂肪抑制 T2W像表现多样，4例表现均匀高信号；2例高信号内部见条状、环状的低信

号区；2例等、低信号为主，中心结节状高信号；2例高信号为主，边缘见低信号环状影；1

例稍高信号为主伴囊变影。5例行增强扫描病灶均见明显强化，并且病灶边缘环状低信号及病

灶内部短 T2信号区均见强化，囊变区未见强化，临近肱骨骨髓受累强化。 

结论：骨化性肌炎 MRI表现具有一定特征，能够提示本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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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503 

侵袭性纤维瘤病的影像表现 

 
张雷 

辽宁省肿瘤医院 110042 

 

 

目的：探讨侵袭性纤维瘤的影像诊断价值。 

材料与方法：回顾性分析经手术和病理证实的 80例侵袭性纤维瘤病的 CT和 MRI表现。 

结果：20例腹壁型均为育龄期女性，腹外型及腹腔型男、女分别为 28例、31例。CT上 18例

为均匀稍低密度，16例呈稍低-稍高混杂密度，增强后稍低密度区逐渐强化。腹外型、腹壁型

病灶呈类圆形或沿肌肉长轴生长的肿块，腹腔型呈类圆形或不规则形。增强后各病灶等密度或

低密度区强化，强化方式为均匀渐进性强化，平扫稍高密度区轻度强化。各病灶均未见中心坏

死区。42例 MRI表现为等或稍长 T1、稍长 T2信号，伴有范围不等的短 T2信号，增强后等或

稍长 T1稍长 T2信号区强化明显，短 T2信号区轻微强化。浸润性生长病例中有 8例 MRI能够

显示病灶范围，14例平扫不能确定肿瘤边界，增强后其中 7例能够明确边界。病灶内低信号

区分布为边缘或内部不规则蚓状、条带状或分隔状，范围大小不等。3例虽然无明显低信号，

但 T2WI病灶内可见略高于肌肉信号的条、片状分隔状改变。增强后低信号区轻度强化，其余

部分明显强化。周围软组织水肿见于术后复发病例。 

结论 ：侵袭性纤维瘤病的 CT和 MRI表现具有一定特征性，影像检查对侵袭性纤维瘤病的诊断

和鉴别诊断有重要价值。 

  

 

 
EP-0504 

窄缝拼接摄影在人工膝关节置换术后评价中的应用 

 
张殿星,田军,巩武贤,孙博,黄世廷 

山东省医学影像学研究所 250021 

 

目的 探讨双下肢站立位窄缝拼接摄影在人工膝关节置换术后评价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176例已成功行人工膝关节置换的患者，男 59例，女 117例，平均 63.5岁，115 例双膝

置换，61例单膝置换，术前影像学显示下肢力线异常。窄缝拼接摄影：患者采用站立位，下

肢尽量展开。透视下定位，髌骨中心应位于内外侧髁连线中点，头侧包括双侧髂嵴，足侧包括

踝关节。采用自动摄影条件脉冲式曝光采集，原始数据传送到配套工作站进行图像自动拼接，

得到全景图像。在双下肢全长图像上测量下肢全长、股骨-胫骨解剖角以及下肢力学轴，计算

其差值，双膝术后、单膝术后均进行左、右下肢比较分析，其中下肢全长结合水平面倾斜角进

行分析。采用配对 t检验评价双侧膝关节置换术后左、右测量值间的差异。 

结果 159例患者的图像达到测量要求，另外 17例患者因为下肢屈曲或仅行仰卧位、半仰卧位

摄影，显著影响测量的准确性。159例下肢全长差值为 0.79±0.45cm，其中左、右差值小于

0.5cm的 45例，0.5cm～1.0cm的 63例，1.0cm～1.5cm的 29例，大于 1.5cm的 22例，经水

平面倾斜角校正后，9例下肢全长差值仍大于 1.5cm。股骨-胫骨解剖角差值为

1.82±1.27°，其中左、右差值小于 1.0°的 38例，1.0°～2.0°的 51例，2.0°～3.0°的

43例，大于 3.0°的 27例。下肢力学轴差值为 3.5±3.6mm，其中左、右差值小于 1.0mm的 74

例，1.0mm～2.0mm的 37例，2.0mm～3.0mm的 33例，大于 3.0mm的 15例。双膝关节置换术后

的测量值间差异小于单膝关节置换术，统计学分析双侧膝关节置换术后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t值均大于 2.72，P＜0.01）。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798 

 

结论 双下肢站立位窄缝拼接摄影的图像是功能位的双下肢全长图像，测量结果更加接近人体

功能状态，用于膝关节置换术后评价的具有显著的优势，可作为首选的影像检查方法。  

 

 

EP-0505 

跟腱腱病的 UTE-T2*序列及临床评估 

 
乔洋,陶虹月,华英汇,陈爽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200040 

 

目的：应用 3D UTE-T2*序列比较腱病跟腱与健康跟腱 T2*值的差异，并分析 T2*值与临床评分

的相关性，探究 UTE-T2*序列在跟腱腱病评估方面的应用价值。 

方法：十五例腱病患者和十名健康志愿者被纳入研究，行 UTE序列及常规序列 MR扫描。按长

度将跟腱平均分为三段：插入段（INS）、中间段（MID）和肌腱连接段（MTJ），计算这三段

以及跟腱总体的 T2*值。采用美国足踝外科学会踝-后足评分系统(American Orthopaedic 

Foot and Ankle Society Ankle Hindfoot Scale, AOFAS)和跟腱完全断裂评分标准(Achilles 

Tendon Total Rupture Score, ATRS)对腱病患者进行临床评估。独立样本 t检验比较两组的

T2*值差异，Pearson相关系数分析患者跟腱 T2*值与临床评分的相关性。 

结果：腱病患者四个部分跟腱的 T2*值明显高于志愿者，差别有统计学意义。总

体:12.669±0.768 和 11.088±0.301,P=0.000; MTJ:12.197±0.729 和

10.971±0.541,P=0.000; MID:12.612±0.977 和 11.158±0.348,P=0.000; 

INS:13.245±0.764 和 11.118±0.552,P = 0.000。其中，INS段 T2*值较高，且与 MTJ 段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患者跟腱 AOFAS及 ATRS评分分别为 72.33±4.08 和 58.53±9.80，

跟腱总体平均 T2*值与 AOFAS 和 ATRS评分呈负相关，Pearson相关系数分别为 r=-0.733 及

r=-0.634。  

结论：UTE-T2 *可以定量区分腱病及正常跟腱，不仅能够准确检测出病变并且与临床高度一

致，可为腱病患者的临床诊断及决策提供精确指导。 

 

 
EP-0506 

T2-mapping evaluation of early cartilage alteration 

of talus for chronic lateral ankle instability with 

isolated anterior talofibular ligament tear and 

combined anterior talofibular ligament and 

calcaneofibular ligament tear  

 
Tao Hongyue,Hu Yiwen,Qiao Yang,Chen Shuang 

Hua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200040 

 

Purpose: To quantitatively evaluate the cartilage alteration of talus for chronic 

lateral ankle instability (LAI) with isolated anterior talofibular ligament (ATFL) 

tear and combined ATFL and calcaneofibular ligament (CFL) tear using T2-mapping at 

3.0T. 

Materials and Methods: 27 patients including 17 with isolated ATFL tear and 10 

with ATFL+CFL tear, and 21 healthy subjects were recruited. All particip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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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went T2-mapping scan and patients completed American Orthopaedic Foot and 

Ankle Society (AOFAS) scoring at 3T. The total talar cartilage (TTC) was segmented 

into six compartments: medial anterior (MA), medial center (MC), medial posterior 

(MP), lateral anterior (LA), lateral center (LC), and lateral posterior (LP). The 

T2 value of each compartment was measured from T2-mapping images. Data were 

analyzed with one-way analysis of variance (ANOVA), Student's t-test and Pearson'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Results: The T2 values of MA, MC, MP, TTC in ATFL group and MA, MC, MP, LC, LP, 

TTC in ATFL+CFL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 (P<0.05). Moreover, 
the T2 values of MC, MP, LC and TTC in ATFL+CFL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ATFL group (P<0.05). The T2 values of MA in both patients’ groups we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AOFAS scores (r=-0.596, r=-0.690, P<0.05). 
Conclusion: Chronic LAI with ATFL tear had a trend of increasing cartilage T2 

values in talar trochlea, mainly involving medial cartilage compartments. Chronic 

LAI with ATFL+CFL tear might result in higher T2 values in much larger cartilage 

region than with ATFL tear. MA could be the main cartilage compartment which may 

affect patient’s clinical symptom. 

  

 

 

EP-0507 

椎管内髓外造血的影像学表现 

 
李春燕,黄仲奎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530021 

 

目的 回顾性分析位于椎管内髓外硬膜外的髓外造血组织的影像学特点，提高对椎管内髓外硬

膜外造血组织的影像学认识。材料与方法  收集我院诊断的椎管内髓外硬膜外髓外造血组织

病例 15例，MR诊断 11例，CT诊断 3例，MRI和 CT共同诊断 1例，回顾性分析其影像学特

征。 结果 位于胸段椎管内髓外造血组织 6例，位于腰骶段椎管内髓外造血组织 5例，位于胸

段及腰骶段多发髓外造血组织 4例。病灶均位于髓外硬膜外，纵行生长；T2WI均呈较低信

号，T1WI呈等或稍低信号，增强扫描，较明显均匀强化；CT呈稍高均等密度，增强扫描，较

明显均匀强化。所有病例合并肝、脾、胰腺、骨髓等脏器铁沉积，合并肝脾肿大。结论  椎

管内髓外造血组织少见，但影像学特征明显，合并内脏铁沉积、肝脾肿大，根据影像学特征能

够做出影像学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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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508 

前交叉韧带重建后移植物异常与良好的早期骨性隧道的研究 

 
陈喆祎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200335 

 

 

  

【摘要】 目的：观察随访过程中移植物异常与移植物良好的患者其骨性隧道在随访早期的扩

大情况，对比它们之间是否存在差异并探讨差异产生的原因。材料和方法：2011年 1月到

2013年 1月前交叉韧带重建术后随访中移植物异常的患者，男性 12例 女性 2例，共 48个隧

道，2011年 1月到 2012年 1月前交叉韧带重建术后常规随访中移植物良好的患者，男性 11

例，女性 3例，共 40个隧道。在 CT图像上横断面测量患者术后 1周内及随访 3个月时的骨性

隧道的宽度，计算前后测量值的差异并对其进行对比。结果：移植物良好患者术后 1周时骨性

隧道平均宽度（5.9444±1.7504），3个月时骨性隧道平均宽度（7.8813±2.1467），随访 3

个月时与 1周时骨性隧道宽度的差值平均为（1.9369±1.5272）。移植物异常患者术后 1周时

骨性隧道平均宽度（8.1615±3.4709），3个月时骨性隧道平均宽度（11.4750±5.1733），

随访 3个月时与 1周时骨性隧道宽度的差值平均为（3.3140±3.3074）。移植物良好患者骨性

隧道随访对此 P1<0.05，移植物异常患者骨性隧道随访对比 P2<0.05，移植物良好与移植物异

常随访 3个月时与 1周时骨性隧道宽度的差值对比 P3<0.05。结论：前交叉韧带重建患者的骨

性隧道在术后 3个月都会有扩大，而移植物异常患者的骨性隧道会明显扩大。早期随访中骨性

隧道的明显扩大与植物异常具有一定的关系，而两者会如何相互作用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EP-0509 

探索不同影像学技术在腰骶部移行椎定位的诊断特点 

 
王雷

1
,何飞

1
,张俊仁

1
,郭文慧

2
 

1.山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2.山西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目的：评价应用不同影像学技术在腰骶部移行椎定位的诊断特点。 

方法：运用影像科现有设备锐珂 DR7500+飞利浦 128层螺旋 CT+飞利浦 1.5T超导型磁共振，回

顾性分析我院门诊及住院 120例均应用 DR、CT、MR三种影像学检查手段，诊断为可疑腰骶部

移行椎患者。由三名富有经验的主治医师以上职称医师再次分析给出诊断结果，用南京倍宁

PACS集中归类进行回顾性总结，将检出结果进行归类、比较、分析。 

结果：普通放射学 DR 与 CT 评价腰骶部移行椎患者诊断相似度达 85%，普通放射学 DR与 MR评

价腰骶部移行椎患者诊断相似度达 71%，CT与 MR评价腰骶部移行椎患者诊断相似度达 60%。 

结论：根据同一病例选择综合运用三种影像学检查手段，发现普通放射学 DR对腰骶部移行椎

的定位准确率较高，MR及 CT检查对腰骶部移行椎的定位、定性是有益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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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510 

磁共振磷谱对脑梗塞患者下肢骨骼肌线粒体功能的研究 

 
张帅,陈敏 

北京医院 100730 

 

目的：用 3 T 磁共振动态磷谱技术(31-P-MRS) 在体无创性评价脑梗塞患者下肢骨骼肌线粒

体的功能。 

资料与方法：康复治疗前、后分别对 13 例脑梗塞患者患侧和健侧下肢腓肠肌进行 31-P-MRS

分析，健侧作为自身对照，对患侧与健侧下肢骨骼肌磷酸肌酸( PCr) 、无机磷( Pi)的峰下

面积进行定量分析，计算 PCr/Pi，通过生化反应平衡公式计算细胞内 pH 值，从而评价 31-

P-MRS技术对研究脑梗塞患者骨骼肌线粒体功能的价值。 

结果：梗塞患者康复治疗前患侧 PCr、PCr/Pi含量低于健侧，而健侧与患侧 Pi、 pH值无明

显差异；康复治疗后 PCr、Pi、PCr/Pi、pH值与治疗前无明显差异，但治疗后 Fugl-Meyer下

肢(FMA-LE)运动功能评分显著高于治疗前。 

结论：脑梗塞患者的骨骼肌基础能量代谢率降低，骨骼肌线粒体氧化磷酸化功能受损。 

  

 

 
EP-0511 

双能 CT 评估慢性痛风性关节炎尿酸盐结晶的相关因素研究 

 
李峰,郑建军,金银华,李婷婷 

宁波市第二医院（原:宁波华美医院) 315010 

 

目的：双能 CT测定慢性痛风性关节炎患者尿酸盐结晶情况，探讨双能 CT测定尿酸盐结晶对慢

性痛风性关节炎的诊断价值及尿酸盐结晶的影响因素。方法：选择 2014年 1月-2015年 12月

宁波市第二医院慢性痛风性关节炎患者 60例作为痛风组和非痛风性关节炎患者 60例作为非痛

风组，并根据血尿酸水平分为正常尿酸组和高尿酸组，双能 CT扫描患者尿酸盐结晶情况。结

果：高尿酸组双能 CT检测尿酸盐结晶阳性率高于正常尿酸组（P<0.05）。痛风组 60例患者

中，双能 CT测定尿酸盐结晶诊断痛风（尿酸盐结晶阳性）54例，非痛风 6例；非痛风组 60

例患者中，双能 CT诊断痛风 16例，非痛风 37例。双能 CT对痛风性关节炎的诊断灵敏度、特

异度分别为 89.0%、89.9%，阳性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值分别为 90.0%、88.9%，Youden指数和诊

断符合率分别为 78.9%、89.4%。单因素分析：尿酸盐结晶组男性所占比例高于无尿酸盐结晶

组（P<0.05），尿酸盐结晶组病程和血尿酸水平高于无尿酸盐结晶组（P<0.05）。logistic

回归多因素分析：血尿酸水平影响尿酸盐结晶沉积（P<0.05）。结论：双能 CT通过评估尿酸

盐结晶情况对慢性痛风性关节炎有良好的诊断价值，血尿酸水平是尿酸盐结晶的独立影响因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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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512 

大鼠尾椎间盘退变模型 MRI 表现与病理学分级 

相关性实验研究 

 
华建明,陶轶卿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310009 

 

目的：通过对不同时期大鼠 IDD的 MRI信号强度指数与病理分级进行对照，进一步探索 IDD的

病理基础，为临床利用 MRI 诊断 IDD和对 IDD的分级诊断提供参考。 

方法：用 20号消毒穿刺针插入经手指触诊和 X线拍片结合确定的 C7-8和 C8-9节段的椎间

盘， 深度为 5mm旋转 360º，并持有 30秒制作 IDD动物模型。采用 GE SIGNA EXICITE 3.0T

超导 MRI仪，配置专用动物线圈。Fse T2加权矢状位序列参数：TR/TE：2275/80ms，Fov：

5cm，Slice：1.5mm，Spacing：0mm，ETL：16，Bd：41.76，NEX：8，矩阵：288*224，Scan 

Time：4:18。在正中矢状面像上确定椎间盘位置，选定 T2加权横断面造模层面。在 ADW4.2工

作站选定尾椎 T2矢状面中间层面进行兴趣区（ROI）椎间盘描画，自动得出 ROI区域面积

（Area）及该区域 T2平均信号强度(T2 Density)，用所得 ROI面积与 T2平均信号强度的乘积

为该区域的磁共振信号强度指数（MRI Index）。由 2位经验丰富的病理科医生运用椎间盘变

性组织学分级量表，比较各组间椎间盘区 Area、T2 Density及 MRI Index，并判定与 IDD病

理分级之间的相关性。 

结果：正常组 T2矢状位和横断位图像显示髓核为均匀高信号，椎间盘诸结构完整，髓核、纤

维环和终板清晰可见；IDD 中度组 T2信号强度减弱，椎间盘结构已现紊乱，面积缩小；IDD重

度组椎间盘结构组织紊乱、消失，盘区 T2信号强度极低。各组间髓核 Area、T2 Density 及

MRI Index随着 IDD严重程度的增加而减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MRI T2信号强度的定量数值分析可以用于正常鼠、IDD鼠和 IDD退行性变程度的划分， 

而结合椎间盘面积和含水量的磁共振信号强度指数（MRI Index）的定量分析是一种评价 IDD

程度较好方法。 

  

 

 
EP-0513 

儿童局灶性纤维软骨发育不良的影像特征 

 
李新民,蒋雯,程克斌,张薇,于爱红,程晓光 

北京积水潭医院 100035 

 

目的  探讨儿童局灶性纤维软骨发育不良（Focal Fibrocartilaginous Dysplasia，FFCD）

的影像特点，提高对本病的认识。方法  回顾分析 2010-2017年间我院收治的经病理证实的

12例 FFCD 的临床及影像资料，其中男性 8例，女性 4例，年龄范围 1.4-11.6岁，平均年龄

3.4岁。由两名有 10年以上骨骼放射诊断经验的医师对其 X线及 MRI表现进行分析，总结

FFCD的影像特点。 结果  12例患者中，4例（33%）位于右侧前臂，其中 3例为尺骨远段，

1例位于桡骨远段；8例（67%）位于胫骨内侧（左、右侧各 4例），其中 6例位于近端干骺

端，2例位于远端干骺端； X线表现为患侧骨干弯曲，其中 1例前臂病变伴桡骨头脱位，胫骨

病变均见内翻畸形；病灶处骨皮质局部凹陷及条状透亮区，边界清晰，病变远端皮质增厚，并

骨质硬化区，局部髓腔变窄，未见骨膜反应。MRI表现为尺桡骨或胫骨骨干弯曲，病灶处凹陷

呈条带状低信号，部分伴等 T1WI、高 T2WI异常信号；在 3D-VIBE序列可见纤维条索及/或软

骨信号深入其内，邻近皮质呈带状低信号。其中 3例（25%）病灶周围见轻度骨髓水肿，2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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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病变旁软组织轻度水肿。结论 FFCD 的 X线及 MRI表现具有特征性，正确认识这些特

点有助于疾病做出正确诊断,减少误诊。 

  

 

 
EP-0514 

初诊 2 型糖尿病患者骨髓微血管病变 

与脂肪含量变化的定量 MRI 研究 

 
林苑,查云飞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430061 

 

目的 采用 DCE-MRI和 IDEAL-IQ技术定量评价初诊 2型糖尿病患者椎体骨髓微血管病变以及

骨髓脂肪含量的变化。并进一步分析初诊 2型糖尿病患者椎体骨髓脂肪沉积与微血管病变的相

关性。 

方法 对 24例初诊 2型糖尿病患者(病程小于 6个月，且未经过任何降糖治疗，11男，13

女，50~70岁) 及 26例健康对照组(16男, 10女, 50~70岁）行腰椎矢状位 DCE-MRI及

IDEAL-IQ检查。DCE-MRI采用 Tofts模型测量腰椎椎体骨髓灌注定量参数 K
trans

、Kep、Ve值，在

IDEAL-IQ脂肪分数图测量腰椎椎体骨髓脂肪分数（FF）。对初诊 2型糖尿病组与健康对照组

骨髓灌注参数 DCE参数（K
trans

、Kep、Ve值）、骨髓脂肪分数（FF）分别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

将 2型糖尿病患者 DCE参数（K
trans

、Kep、Ve值）分别与骨髓脂肪分数（FF）进行 Pearson 相关

性分析。 

结果 初诊 2型糖尿病组腰椎椎体骨髓的 DCE-MRI定量参数 K
trans

、Kep、Ve值均与正常对照组存

在统计学差异（F=63.694，P<0.05；F=5.04，P<0.05；F=4.403，P<0.05），初诊 2型糖尿病

患者腰椎骨髓脂肪分数 FF与健康对照组具有统计学差异（F=49.503，P<0.05）；初诊 2型糖

尿病组 K
trans

值呈下降趋势，骨髓灌注量减低；Ve呈下降趋势，骨髓血管外细胞外容积百分比减

低；Kep值呈上升趋势，骨髓微血管渗透性升高。2型糖尿病患者腰椎椎体 K
trans

与 FF呈负相关

关系(r=-0.441, P =0.02)，Kep、Ve值与 FF均无明显相关性（P＞0.05）。 

结论 DCE-MRI联合 IDEAL-IQ可用于评价 2型糖尿病骨髓微血管病变和脂肪含量变化。2型糖

尿病骨髓灌注量减低、微血管渗透性升高、骨髓脂肪含量升高，且 2型糖尿病患者骨髓脂肪化

与微血管病变具有协同性，二者可相互影响。  

 

 
EP-0515 

进展期宫颈癌同步放化疗时期骨盆骨髓改变的 DWI 相关研究 

 
于岩岩,董越 

辽宁省肿瘤医院 110042 

 

目的：探讨进展期宫颈癌同步放化疗不同时期骨盆骨髓 ADC值的变化特征及同步放化疗治疗周

期与骨盆骨髓 ADC值的相关性。 

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5 年 12月-2017年 1月收治的进展期宫颈癌患者 30例，年龄 34-66

岁，平均年龄 53.1岁，全部病例均完成同步放化疗治疗周期。分别于治疗前、治疗开始后 1

个月、3个月、6个月四个时间点进行磁共振扩散加权成像（MRI-DWI），分别测量髂骨、耻骨

体及坐骨体最大层面左右侧 ADC值，取均值作为髂骨、耻骨和坐骨的 ADC值，感兴趣区大小选

取（50±5）mm
2
。采用 Shapiro-Wilk检验对组内各时间点样本进行正态性检验。采用重复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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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方差分析分别对髂骨、耻骨和坐骨各时间点的 ADC值进行组内对比，并对组内各时间点的测

量结果进行两两比较。采用 Spearman秩相关分析同步放化疗治疗周期与骨盆骨髓 ADC 值的相

关性。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1）骨盆骨髓 ADC值三项数据指标均服从正态分布。2）骨盆骨髓 ADC值于治疗开始后 1

个月、3个月明显下降，治疗开始 3个月后轻度下降。3）治疗前骨盆骨髓 ADC值均明显高于

治疗开始后 1个月、3个月、6个月；治疗开始后 1个月骨盆骨髓 ADC值均明显高于治疗开始

后 3个月、6个月；而治疗开始后 3个月骨盆骨髓 ADC值略高于治疗开始后 6个月，但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值分别为 0.164、0.275、0.621，p＞0.05）。4）髂骨、耻骨、坐骨骨髓的

ADC值与同步放化疗治疗周期显著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544、-0.470和-0.477。 

结论：进展期宫颈癌同步放化疗不同时间点骨盆骨髓 ADC值不同，随同步放化疗开始治疗周期

的增加而下降，与同步放化疗治疗周期呈负相关。 

  

 

 

EP-0516 

无症状职业足球运动员足踝关节慢性损伤 MR 影像特点 

的初步研究 

 
张越,赵晖,刘华瑞,王楠,胡鹏,万业达 

天津市天津医院 300211 

 

目的 分析无症状职业足球运动员足踝关节慢性损伤的 MR影像特点。方法 于 2017年 3月—

2017年 5月间募集天津市 18名足球超级职业联赛现役运动员作为研究对象，均可正常参加训

练和比赛，且至本次检查 6个月内均无足踝关节不适症状。采用 3.0 T MRI进行踝关节扫描，

分别观察每位运动员立足与触球足骨质、韧带、肌腱情况。采用 Fisher精确检验比较触球足

和立足足踝关节不同结构损伤情况的发生率。结果 骨质损伤主要表现为局限性骨髓水肿、囊

变、关节游离体形成及不规则骨突形成。其中局限性骨髓水肿共 12例 17个踝关节（触球足

10个，立足 7个）；3例 3个踝关节（触球足 1个，立足 2 个）可见关节游离体形成；7例 7

个踝关节（触球足 5个，立足 2个）出现距后三角骨。触球足组和立足组间骨质损伤发生率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内侧三角韧带损伤 5例共 5个踝关节（触球足 2个，立足

3 个）；距腓前韧带损伤 17例共 25个踝关节（触球足 8个，立足 17个）；跟腓韧带损伤 9

例 12个踝关节（触球足 5个，立足 7个）。立足组距腓前韧带损伤发生率高于触球足组，且

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3）。肌腱损伤主要表现为腱鞘积液，踇长屈肌腱腱鞘积液 17

例 26个踝关节（触球足 12 个，立足 14 个）；趾长屈肌腱腱鞘积液 8例 10个踝关节（触球

足 5个，立足 5个）；胫骨后肌腱腱鞘积液 9例 12个踝关节（触球足 5个，立足 7个）；腓

骨长短肌腱鞘积液 4例 4个踝关节（触球足 2个，立足 2个）；趾长伸肌腱腱鞘积液 2例 2个

踝关节（触球足 1个，立足 1个）。触球足组和立足组间腱鞘积液发生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均 P＞0.05）。结论 职业足球运动员长期大运动量的训练和比赛容易造成踝关节反复创

伤，主要表现为骨髓水肿、囊变，韧带损伤及腱鞘积液。由于双足在足球运动中功能不同，触

球足和立足损伤特点不同，立足更易受到内翻损伤，进而损伤距腓前韧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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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517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osteoblastic metastases in 

patients with breast and lung cancer using dual-

energy spectral CT imaging 

 
Zheng Shaowei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Dalian medical university 116011 

 

 

Objective:  To assess the diagnostic efficacy of dual-energy spectral CT in the 

evaluation of osteoblastic metastases (OBMs) in patients with breast cancer or 

lung cancer. 

Methods: 17 patients with lung cancer and 21 patients with breast cancer underwent 

plain and contrast-enhanced CT scans of the thorax, abdomen or spine with dual-

energy spectral imaging mode. The osseous metastases were at least 1cm in diameter 

with a relatively homogeneous density and the final diagnosis of was based on 

imaging and long-term clinical follow-up. The 140kVp polychromatic images and 11 

sets of virtual monochromatic spectral images (40-140keV) for spectral CT in the 

plain (P), arterial phase (A) and venous phase (V) were evaluated. Regions of 

interest (ROI) were placed on the osteoblastic metastases covering 2/3 of the 

lesion and avoiding the bone cortex. The attenuation (CT value) of lesions was 

measured in all phases, and the increase in CT value (IV) was calculated as 

[IVAP=CTA-CTP; IVVP=CTV-CTP]. Independent sample t-test was used to compare the 

attenuation values of polychromatic and monochromatic spectral images. Receiver 

operator characteristic analysis was performed to compare the area under curve 

(AUC) for the differentiation of OBMs in patients with breast cancer and lung 

cancer. 

Results:  65 OBMs (lung cancer: 38, breast cancer: 27) were confirmed. The CT 

value (CTP(140kVp), CTA(140kVp) and CTV(140kVp)) and enhancement (IVAP(140kVp) and 

IVVP(140kVp)) from the conventional 140kVp imaging did not show an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types of OBM, neither did the CT values from VMS images 

(p > 0.05). However, the enhancement value in venous phase (IVVP) from all 

monochromatic levels (40-140keV) show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types of OBM (all p<0.05). Using 14.99HU as a threshold value for IVVP(110 keV), we 

obtained an AUC of 0.793 for differentiating OBMs from lung cancer(4.81± 17.40 HU) 

and breast cancer(35.32±46.10 HU), with a sensitivity of 0.778 and a specificity 

of 0.763. 

Conclusion: Virtual monochromatic spectral imaging is superior to 140kVp images 

for the differentiation of OBMs from lung cancer and breast cancer. 

 

 

 

 

 

 

 

file://///app/ds/venous%20phase
file://///app/ds/venous%20phase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806 

 

EP-0518 

     解剖型前交叉韧带重建术后 MRI 与正常膝关节 MRI

比较分析 

 
王大成 

广西南宁市第二人民医院 530031 

 

目的：通过分析比较解剖型前交叉韧带重建术后的 MRI与正常膝关节的 MRI比较，探讨前交叉

韧带重建术后的解剖形态。 

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4 年 7月至 2015年 12月收治的 35例前交叉韧带断裂患者(手术

组)，行解剖型前交叉韧带重建术。术前及术后常规检查 MRI(3.0T,5mm层厚),前叉韧带信号评

定及进行 Blumensaat角、矢状位 ACL角、PCL角、PCL指数测定、胫骨前移测定与 12 例正常

膝关节(正常组) MRI的相应指标进行比较。 

结果：前交叉韧带信号按 Rak's方法评定：其中 1级为 30 例(优),2级为 5例(中)。 ACL角

手术组术前、术后与正常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手术组术后与正常组

Blumensaat角、PCL指数、胫骨前移均较术前降低( P<0．05)。手术组术后、正常组 PCL夹角

均较术前增大(P<0．05),手术组术后 PCL夹角明显高于正常组(P<0．05) 

。结论：解剖型前交叉韧带重建能够很好恢复膝关节前交叉韧带的解剖形态     

 

 
EP-0519 

Detection of uric acid depositing in tophaceous gout 

using a new dual energy spectral CT technology 

 
li xiaohu,Wang Xu,Liu Bin,Zong Ran ,Yu Yuongqiang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Anhui Medical University 230022 

 

PURPOSE 

To assess the feasibility and diagnostic value of detecting tophi depositing among 

patients with tophaceous gout by using Gemstone spectral imaging(GSI). 

METHOD AND MATERIALS 

23 patients with clinical obvious tophaceous gout underwent Discovery CT750 HD 

scan on GSI mode.Data were transmitted to AW4.4 workstation to obtain 

parameters(uric acid-calcium concentration and water-calcium concentration of 

tophus which sized over 10mm,a comparion made between muscle and spongy bone at 

the same level)with GSI Viwer. Analysis of variance was used for statistical 

analyzed 

RESULTS 

The concentration of uric acid (calcium) in tophus(1269.02±28.95mg/cm³) was 

higher than muscle(1144.45±16.09mg/cm³) and spongy bone(1070.45±27.48mg/cm³). 

There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concentration of uric 

acid(calcium) between two random materials(F=637.89,P<0.05). The calcium(uric acid) 

concentration(85.55±48.74mg/cm³) of spongy bone was higher than tophus and 

muscle(P<0.05).But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of the calcium(uric acid) 

concentration(18.66±7.54mg/cm³vs13.15±4.78mg/cm³) and calcium(water) 

concentration(10.06±7.57mg/cm³vs5.19±4.74mg/cm³) between tophus and mus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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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 

With the ability of base material image,Gemstone spectral imaging can easily 

detect the tophus depositing and calculate tophus uric acid concentration in 

peripheral joints of gouty patients. Gemstone spectral imaging also can produce 

obvious color display for urate deposits and help to identity subclinical tophus 

deposits.Furthermore, qualitative analysis of uric acid in tophus probably can be 

used as a follow-up tool in actual clinical care of tophaceous gouty 

patients ,specifically evaluating the efficacy in following the treatment response 

to urate-lowering agents. 

 

 
EP-0520 

磁共振扩散加权成像和 SPACC 评分对早期强直性脊柱炎疗效

评估中的应用 

 
刘艳

1
,郭达

1
,唐光燕

1
,杨陈

2
,夏林

1
,敬宗林

1
 

1.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2.成都第三人民医院 

 

背景：磁共振扩散加权成像（DWI）序列和加拿大脊柱关节研究协会（SPARCC）评分对早期强

直性脊柱炎（AS）进行中西医联合治疗后的疗效评估。 

方法：将 60例被诊断为早期 AS并行中西医联合治疗的患者纳入研究。进行磁共振常规扫描和

DWI序列扫描后，在后处理工作站对 DWI图像进行处理，并以获得关节面下骨髓的平均表观扩

散系数（ADC）值。运用 STIR图像行 SPARCC评分，结合 SPARCC评分，统计分析并对比治疗前

的相关数据。 

结果：临床治疗后的关节面下平均 ADC值，髂侧：（4.35±0.55）×10-4mm2 / s，骶侧：

（3.94±0.23）×10-4mm2 / s，均较治疗前显著降低（P <0.05）。且平均 ADC值与 SPARCC

评分呈高度正相关（P <0.05）。相关回归关系可能证明为 Y = -64.428 + 21.265X（Y：

SPARCC评分 

值; X：平均 ADC值）。 

结论：DWI序列和 SPARCC评分可以应用于评估 AS炎症活动变化并反映早期 AS患者的疗效；

并为临床提供可靠的放射科医师证据治疗功效。 

  

 

 
EP-0521 

创伤性膝关节积脂血症的 MRI 诊断 

 
范跃星 

武警山西省总队医院 30006 

 

[摘要] 目的 探讨 MRI对创伤性膝关节积脂血症的诊断价值及局限性。材料与方法 回顾性分

析了我院 2007年 2月—2010 年 1月经关节镜及手术证实的 26例创伤性膝关节积脂血症患者

的 MRI影像学表现。结果 26例创伤性膝关节积脂血症患者中，男性 21例，女性 5例，年龄

21岁至 63岁之间，均可见关节囊内脂—液平面或双液—液平面，上层脂肪呈典型短 T1 长 T2

信号，T2抑脂像信号减低。下层血液呈稍长 T1稍长 T2信号，部分下层液体信号不均匀，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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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杂长 T1混杂长 T2信号。26例患者中，20例骨折、骨挫伤并韧带损伤，其中 16例合并半月

板损伤。结论 MRI通过不同成像序列及不同扫描方位成像，不仅能够准确的显示脂-液平面或

双液-液平面，并且能够很好的显示关节囊、软骨、骨髓、韧带、肌腱及周围软组织损伤，对

诊断、指导临床治疗及预后评价具有重要意义。但 MRI在细小骨折诊断方面需结合 CT及 X线

检查。 

 

 
EP-0522 

DTI 在髌股关节软骨轻度损伤诊断中的价值：与关节镜对照 

 
7,邓德茂 

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530021 

 

摘要  目的  探讨髌股关节软骨轻度损伤（Outerbridge 分级为Ⅰ-Ⅱ度）的 DTI表现及临

床应用价值。 材料与方法  收集本院 2015年 1月至 2016 年 9月计划性膝关节关节镜手术患

者 114例，对患侧膝关节 DTI扫描及其后处理；根据关节镜结果，将患者分为实验组 40 例

（髌股关节软骨损伤 Outerbridge 分级为Ⅰ-Ⅱ度）及对照组（无髌股关节软骨损伤）53例，

对比分析 2组患者 DTI表现。 结果  实验组 40例患者，关节镜下共发现 62处软骨损伤；

其中 ADC及 FA伪彩图分别能显示其中 47处（75.8%，47/62）及 52处（83.9%，52/62）；ADC

及 FA伪彩图表现为软骨色阶不均匀，内见红色或粉色色阶；与周围正常软骨相比，软骨损伤

区 ADC值明显增加，FA值明显降低，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DTI能显示及量

化髌股关节软骨的轻度损伤，为早期软骨损伤的诊治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EP-0523 

MRI 定量分析在 RA 腕关节复查中的临床应用 

 
袁文昭,邓德茂,梁继军,万荣超,段高雄 

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530023 

 

摘要： 目的 探讨 3.0T MR 定量评分在类风湿关节炎（RA）治疗前后腕关节病理改变中的临

床意义。方法 对 27名病史不超过 2年临床诊断为 RA的患者在治疗前后各行一次同侧腕关节

MR扫描，共 54只腕关节完成扫描，观察各只腕关节滑膜炎、骨髓水肿、骨侵蚀及关节间隙情

况，并进行定量评分，分别比较治疗前及治疗后滑膜炎、骨髓水肿、骨侵蚀及关节间隙的评

分。结果  所有患者两次扫描均有不同程度滑膜炎及骨髓水肿；8名患者两次扫描均无骨侵

蚀，15名患者均有骨侵蚀，4名患者首次检查时无骨侵蚀，复查时出现骨侵蚀；25名患者两

次扫描均见不同程度关节间隙变窄，1名患者均无关节间隙变窄，1名患者首次检查无关节间

隙变窄，复查时出现关节间隙变窄。滑膜炎、骨髓水肿在治疗后评分较治疗前降低，但治疗前

后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关节间隙及骨侵蚀评分在治疗后均不同程度升高，且与治

疗前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3.0T MR 能清晰显示 RA治疗前后腕关节滑膜

炎、骨髓水肿、关节间隙及骨侵蚀改变，MRI可以作为监测 RA疗效及愈后评估的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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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524 

对血液系统肿瘤化疗后骨坏死原因及影像表现的分析 

 
李磊,李松柏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0001 

 

目的 分析血液系统肿瘤化疗相关骨坏死的病因及影像学表现。 

方法 回顾 2010年 5月至 2017年 2月发生骨坏死的血液系统肿瘤 6例临床资料，所有患者均

根据临床过程及影像检查辅助确诊。 

结果 6例患者中，5例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其中病变累及髋关节 4例，膝关节 1

例。 1例为非霍奇金淋巴瘤（Ⅳ期，高危），病变累及腰椎。骨坏死的确诊时间距血液系统

肿瘤的确诊时间约为 1—4年。X线片检查髋关节阳性表现，表现为股骨头变扁，关节面下骨

质密度增高，并可见透亮区，腰椎为阴性表现；CT检查可见阳性表现，表现为不规则骨质密

度减低区伴边缘环状骨质硬化；其中四例病灶有典型 MRI表现，一例股骨头弥漫信号减低，5

年后复查缓解。 

结论 骨坏死是血液系统肿瘤化疗后影响患者生存质量的重要并发症，大剂量激素、化疗药物

的细胞毒性、年龄因素、个体差异、血液系统疾病本身引起的骨代谢异常均在骨坏死的发生过

程中起重要作用。MRI是发现骨坏死最有效且敏感的方法，X线、CT亦可发现中晚期骨坏死病

变。 

  

 

 

EP-0525 

外周软组织静脉性血管瘤的 MRI 诊断 

 
袁文昭,邓德茂,万荣超,罗瑛译 

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530023 

 

摘要：目的 探讨外周软组织内静脉性血管瘤的 MRI表现特征。方法 回顾分析本院 13 例经

手术病理确诊的外周软组织内静脉性血管瘤的 MRI影像特点及手术病理特征。结果 13 例病

变中 9例位于四肢，4例位于颌颈部；3例位于皮下脂肪组织内，10例位于深层软组织内，其

中 7例位于肌肉内；4例 MRI 边界清晰，9例局部边界不清晰。T1WI以等信号为主 9例，以稍

低信号为主 3例，1例为稍高信号为主，各例中均可见斑片状、结节状稍高信号区；T2WI以明

显高信号为主，内夹杂点状、结节状低信号，1例病灶内可见液－液平面。增强扫描各例均随

时间延长强化范围渐扩大，11例早期强化程度较弱，延迟强化程度增加，2例动脉早期即呈明

显强化，病灶强化多呈斑片状、花环状，大部分病灶强化以中央部为主，逐渐向边缘部蔓延，

5例可见较粗大血管与病灶相连。11例术中见与周围组织不同程度粘连，9例术后病理可见血

栓形成及钙化。结论 外周软组织静脉性血管瘤于 MRI上有一定的特征表现，MRI可以作为其

临床诊断及手术治疗方案制定的有效检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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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526 

3.0T MRI 诊断肩峰下撞击综合征的效能 

 
梁玲艳 

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530000 

 

【摘要】目的 评估 3.0T MRI 对肩峰下撞击综合征（SIS）的诊断效能。方法 回顾性分析 85

例 MRI诊断肩峰下撞击综合征的患者，对肩峰形态进行分型；分别测量冈上肌出口位 X线及

MRI肩峰下间隙并分析二者差异；评估 MRI诊断肩袖损伤及肩袖周围结构改变的效能。结果：

冈上肌出口位 X线及 MRI肩峰下间隙无明显差异（t=2.929，P=0.05）。MRI诊断肩袖病变与

肩关节镜结果一致性好（Kapp=0.649）。结论： MRI可较好地显示肩峰形态、肩肱间距以及

肩袖改变，因此诊断肩峰下撞击综合征的效能较高。 

  

 

 
EP-0527 

孤立性骨浆细胞瘤影像特点 

 
张瑞,董越 

辽宁省肿瘤医院 110042 

 

目的  探讨孤立性骨浆细胞瘤的影像学特点 

材料和方法 

收集辽宁省肿瘤医院经病理证实为骨浆细胞瘤的临床及影像资料，然后从中挑选未发现其他部

位病变的病例。共收集 17名患者，所有患者在检查前均未接受相关治疗，其中男性 12名，女

性 5名，年龄范围 43-71岁，平均年龄 59.34岁。病程 1周-半年。16例患者中 15例出现相

应部位疼痛，无活动障碍，其中 2例因病理性骨折入院，其余均因疼痛加重入院；1例为肺癌

术后常规检查发现；1例为反复鼻腔出血入院。评价影像检查在孤立性骨浆细胞瘤诊断的价

值。 

结果 

总共 17例：发生在四肢长骨 7例（股骨 4例、肱骨 3例）、骨盆 3例、肋骨 2例，胸骨、胸

椎、上颌窦、肩胛骨、锁骨各 1例。 

X线及 CT 

骨质破坏形式：15例病灶呈明显溶骨性破坏，其中 8例骨质呈膨胀性改变，骨皮质变薄；8例

可见残留骨嵴及分隔。 

骨皮质及边缘：病灶均累及骨皮质，局部不连续，其中 12例骨质见虫蚀样破坏； 4例骨皮质

局部毛糙；2例伴病理性骨折，骨皮质明显移位。15例病灶均无明显骨膜反应。 

软组织肿块：其中 7例见明显软组织肿块；5例髓腔内见软组织影填充；3例无软组织肿块。

15例病灶中 6例加做 CT增强，肿块呈不均匀（3例）或均匀（3例）渐进性强化，强化程度

低于血管。 

MR共 5例：Ｔ1ＷI上 4例表现为稍高信号，１例呈等信号；Ｔ2ＷI上均表现为稍高信号。4

例骨皮质破坏见蛋壳样压迹。3例髓腔内见异常信号影，2例见明显软组织肿块，其中 2例病

灶内见低信号分隔，呈网状。所有病例未见明显瘤周骨髓水肿及骨膜反应。 

    ECT检查：共 6例，病变部位均呈核素浓聚。 

结论 

    孤立性骨浆细胞瘤在影像上膨胀性骨破坏、残留骨嵴及分隔、微脑征、渐进性强化方

式可以帮助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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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528 

磁共振 T1ρ 技术评价甲状腺相关眼病的眼外肌改变 

 
郭锬,王笑雄,王晓霞,宋焱,陈敏 

北京医院 100730 

 

目的：甲状腺相关眼病（TAO）是自身免疫性疾病，病理改变为眼眶内淋巴细胞积聚，并产生

粘多糖沉积。粘多糖是一种亲水性的大分子，使眼外肌水肿、容积增加。水肿的眼外肌在

T2WI上呈高信号，认为 T2 信号强度及弛豫时间可以帮助分辨 TAO的活动性，但是诊断效能仍

然存在争论。T1ρ加权成像可以反应组织内大分子信息，可能反应 TAO的活动性。本研究目

的是比较甲亢眼病眼外肌 T1ρ及 T2值的变化。 

方法：19位临床证实的 TAO 患者及 10位正常对照志愿者参与研究。所有甲亢相关眼病患者的

临床 CAS评分均大于等于 3分，提示活动性，所有志愿者均无眼部疾病。行磁共振 T1ρ 及 T2

加权扫描，头部 8通道线圈。T1ρ参数：自旋锁定时间为 20/30/50/80 ms，TR/TE 8000/60 

ms，FOV 22×17.6 cm，矩阵 256×256，层厚 4 mm，间距 0 mm。T2参数：TR/TE 1300/ 

8/16/24/32/41/49/57/65 ms。分别测量外肌（上、下、内、外直肌）的 T1ρ和 T2值，ROI

置于冠状位肌腹层面。使用独立样本 t检验分别比较 TAO患者组及正常对照组各条眼外肌及一

侧眼眶眼外肌平均 T1ρ值和 T2值。 

结果：与正常对照组相比，TAO患者组左侧下直肌(p=0.002)、右侧下直肌(p=0.001)、左侧外

直肌(p=0.01)的 T1ρ值明显升高。TAO患者组双眼眼外肌的平均 T1ρ值明显高于对照组(双

眼 p=0.002)。另一方面，除 TAO组右侧上直肌的 T2值明显高于对照组外(p=0.04)，其余各条

眼外肌及每一侧平均眼外肌 T2值在两组中均未见明显差别。在 T1ρ加权图象上，病变眼外肌

的信号明显较正常肌肉信号增高，而 T2加权图象上病变眼外肌信号增高，但并不明显。 

结论：磁共振 T1ρ技术可以作为诊断甲亢眼病的影像学指标，显示了较传统 T2图象更好的诊

断效果，在评价 TAO程度及活动性上有应用前景。 

  

 
EP-0529 

坐骨结节滑囊炎的 MRI 诊断价值 

 
何欣,邓德茂,李家言,陈文福 

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530023 

 

目的 探讨坐骨结节滑囊炎的 MRI诊断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手术病理确诊的 12 例坐骨结

节滑囊炎的 MRI表现，分析其影像特征。结果 本组病例共 15个病灶，其中 3例两侧发病。

病灶均位于坐骨结节与臀大肌之间，可达皮下。病灶为单个或多个囊性液体样信号影；囊内为

单纯滑液或伴有少量纤维素 T1WI呈低信号，T2W呈高信号，信号均匀；囊内纤维素分泌较多

或合并出血者 T1WI呈等或高信号，T2W呈高信号，信号多不均匀，可见液-液平面。增强扫描

囊壁、间隔轻度或中等度强化，囊壁厚，内壁不光滑，囊液无强化；合并周围软组织感染时呈

环形强化。部分病灶可见蒂或宽基底与坐骨结节相连。结论 坐骨结节滑囊炎 MRI表现具有特

征性，MRI平扫及增强检察诊断坐骨结节囊肿具有很高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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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530 

成人骨骼郎格罕细胞增生症 MRI 诊断及文献复习 

 
谢万猛 

随州市中心医院 441300 

 

探讨 MRI骨骼系统朗格汉斯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 Langerhans cell histiocytosis ， 

LCH ）影像学特征。 

 LCH临床发病率低，属于罕见病，主要郎格罕细胞增多的一种非肿瘤性病变，临床病理分三

型。通过 MRI 检查，可以看到病变范围比其他影像检查方法比如 X线及 CT显示更大，病变形

态以及 T1WI 和 T2WI 的信号变化比较多变，发生在颅骨的病变，显示病灶的同时，还可以清

晰的看到硬脑膜的波及情况，硬脑膜增厚或破坏、脑外软组织的肿，病变边界较清晰。其有明

显的强化，说明病变的血液供应较丰富，动态 MRI增强早期可以出现明显强化，不强化区域考

虑是郎格罕细胞增多聚集所致，MRI通过增强后能比 CT或 x线更能准确清晰的看到病变区域

范围，因此，临床上通常采用 MRI检查是手术前和诊断治疗的最重要影像学检查方式。 

 

 
EP-0531 

青少年非接触性膝关节运动损伤的 MRI 检查：应用生物力学

机制对骨髓水肿部位的初步探讨 

 
李开成,刘玉,张婧婧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200011 

 

目的：通过青少年非接触性膝关节运动损伤的 MRI检查所显示的骨髓水肿部位结合膝关节软组

织支持结构的损伤情况分析其所受的外伤力类型。方法：收集 30例在田径和球类运动中非接

触性膝关节损伤的患者，行膝关节 MRI检查，观察其股骨下端和胫骨平台骨髓水肿部位，根据

其外伤类型，应用生物力学原理，结合膝关节内侧副韧带、外侧副韧带、前交叉韧带、后交叉

韧带等支持结构的损伤，分析骨髓水肿部位和外伤类型两者的相关性。结果：30例的非接触

性膝关节运动损伤患者，3 例压缩伤患者其骨髓水肿弥漫性分布于股骨干骺端和骨骺，不伴有

韧带损伤；8例拉伸伤患者其骨髓水肿局灶性分布在股骨或胫骨韧带附着点同时伴有相应韧带

的撕裂；2例外翻患者其骨髓水肿主要位于外侧髁伴内侧副韧带的损伤，3例內翻患者其骨髓

水肿主要位于内侧髁伴内侧副韧带的损伤; 14例根据临床描述判断为复杂损伤患者表现为弥

漫性或局灶性软骨下的骨髓水肿伴不同程度 1条或多条韧带损伤和或半月板的损伤。结论：

MRI能明确显示青少年非接触性膝关节运动损伤所致的骨髓水肿，通过其骨髓水肿发生部位的

观察，结合膝关节韧带等软组织损伤程度，与常见的外伤类型有高度相关性，对复杂的损伤需

进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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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532 

比较双源双能 CT（DECT）及单源双能 CT（SDECT）对于痛风

患者痛风结节的显示能力 

 
姚婧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200065 

 

背景和目的 

痛风是一种炎症性的关节病，早期表现为急性关节炎，晚期可能引起痛风结节形成、运动障

碍、肾功能不全甚至心血管疾病。双能 CT已用于痛风的诊断，并具备潜在的应用优势。既往

所谓的双能 CT是具备两个球管的双源双能 CT（DECT）。近年来，已经有研究利用传统的单球

管 CT进行双能量扫描，其发电机在单循环 0.5毫秒内进行高低管电压的快速切换，从而获取

双能量数据，即所谓的单源双能 CT（SDECT）。本研究使用双源双能 CT（DECT）及单源双能

CT（SDECT）对同一批痛风病人进行扫描，比较这两种成像方法对于痛风结节的显示能力。 

资料和方法 

   收集 2016年 10月至 2017年 2月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就诊的确诊为痛风的 21例患

者，入选者符合 2015年 ACR/EULAR痛风分类标准。所有病人在急性发作的一周内行 DECT 及

SDECT的双足、踝关节/双膝关节/双腕关节扫描，两次扫描间隔时间不超过两天，无降尿酸药

物影响。2位放射科主治医师对临床数据和诊断设盲，独立阅读所有病人的 DECT及 SDECT图

像并给予诊断。观察有无痛风结节沉积，记录痛风结节沉积部位、大小、病变关节痛风结节内

的尿酸盐含量及检查的辐射剂量，当最初意见不同时，通过协商达到一致。采用 SPSS 19.0软

件,将患者的两组影像学表现进行卡方检验,P<0. 05被认为统计学意义。 

结果 两组检查对 N（痛风结节总量）的检出，尤其是 Nb1（斑点状）及 Nb2（结节状）具有统

计学差异（P<0.001,P=0.038），两组检查 DLP均值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 

结论 对于痛风结节的检出，尤其是 d＜1.0cm的痛风结节，DECT优于 SDECT，适用于进行降尿

酸治疗病人的临床监测；SDECT辐射剂量较 DECT小，适用于一般情况差、检查次数多等对辐

射剂量有特殊要求的人群。 

  

 

 
EP-0533 

双能 CT（DECT）对痛风患者足踝关节痛风结节沉积及骨质破

坏特点分析 

 
姚婧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200065 

 

 

背景和目的 

近年来痛风成为常见病。痛风的诊断金标准是经过关节积液穿刺抽吸术在偏光镜下观察到尿酸

钠盐结晶沉积。但是这种方法具有一定局限性。近几年利用双能 CT进行痛风的相关研究取得

了一定的进展。 

资料和方法 

收集 2015年 10月至 2016年 10月确诊为痛风的 83例患者，以尿酸盐结晶阳性的 47例为研究

对象。本研究应用第一代双源 CT系统（西门子 64排 CT），将得到的数据传输到 MMWP工作站

进行图像后处理。两个放射学专家独立阅读所有病人的双能 CT图像。用卡方检验来评价痛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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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节在双能 CT图像上的沉积分布特征和痛风性关节炎发作的关系，用相关性分析来研究骨质

破坏及痛风结节内尿酸盐含量的关系。所有数据分析使用 SPSS软件，P值<0.05认为有效。 

结果 

47例入组患者双能 CT下共显示 239处痛风结节。其中，42例患者第一跖趾关节出现急性炎症

发作，9例患者踝关节出现急性炎症发作。I区（x
2
=9.12，P<0．05）及 III区（x

2
=8.356，

P<0．05）有痛风结节者临床上更易出现相应部位痛风性关节炎的急性发作，其中，第一跖趾

关节（x
2
=9.78，P<0．05）及腓骨远端（x

2
=9.12，P<0．05）较为精准，且踝关节处痛风结节

呈多个分布时更易出现关节的急性炎症发作（x
2
=3.945，P<0．05）；痛风结节数量、是否存

在骨质破坏与痛风结节内的尿酸盐含量的相关性分别具有统计学意义（r=0.370，95%CI 

0.260-0.757，P=0．01）、（r=0.345，95%CI 0.142-0.520，P＜0．01）。 

结论 

1.痛风结节的沉积部位、数量对痛风性关节炎的急性发作有影响，提示我们对痛风患者痛风结

节沉积的情况要密切随访，早期治疗，从而降低关节炎发作次数、提高患者生存质量。 

2.DECT对于痛风结节邻近骨质破坏情况是一种可靠的评估手段，可用于指导痛风性关节炎的

临床管理及关节损伤的防治。 

 

 
EP-0534 

Ⅴ型成骨不全的特殊临床表现及影像特点 

 
房凤岭,任秀智 

天津武清人民医院 301700 

 

Ⅴ型成骨不全；特殊；临床表现及影像特点 

目的 分析Ⅴ型成骨不全的特殊临床表现及影像特点，提高对本病的诊断水平。方法 回顾性分

析经过影像及临床诊断为Ⅴ型成骨不全 15例患者的临床和影像资料，其中男 10例、女 5例；

年龄 1～30岁，中位数年龄 12.5岁。所有患者均行 X线检查，同时行 CT检查者 4例。所有资

料均经 3名具有多年成骨不全症治疗经验的副主任医师根据Ⅴ型成骨不全诊断标准进行分析整

理。结果 15例患者 X线平片可见前臂骨间膜钙化，2例可见胫腓骨骨间膜钙化，13例患者可

见桡骨头脱位，其中双侧脱位 9例、单侧脱位 4例，并且伴随桡骨头脱位的往往有比较巨大的

尺骨鹰嘴及冠状突。所有患者均有前臂旋转功能及肘关节屈伸活动受限。7例可见四肢长骨的

巨大骨痂，其中股骨骨痂 7例、同时伴有肱骨骨痂 3例、同时伴有胫骨骨痂 1例。早期表现为

骨痂皮质菲薄，骨痂同股骨干界限分明，骨痂内密度低，巨大椭圆骨痂轮廓内可见不规则网格

状分层形成，后期表现巨大骨痂内密集钙化，密度同股骨干相差不明显，但股骨干界限仍可

见，骨干皮质无破坏。CT表现：巨大椭圆骨痂轮廓内可见稀疏针点状钙化形成，呈颗粒状、

弓环状或不规则分隔状钙化。股骨干近端横断面形态不规则，扁方样形状，股骨干髓腔细小，

骨痂边缘无明显钙化。骨痂内部 CT值为-91HU，股骨干 CT值为 283HU。结论 Ⅴ型成骨不全的

特殊表现有尺桡骨、胫腓骨骨间膜钙化，巨大骨痂生成，桡骨头脱位，X线检查可基本明确。

CT扫描有助于同骨肉瘤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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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535 

Clinical and Imaging Predictors of Surgical Outcome 

in Multilevel Cervical Ossification of Posterior 

Longitudinal Ligament: An Analysis of 184 

Patients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and 

imaging predictors of surgical outcomes in patients 

with ossif 

 
Shi Jueqian

1
,Gu Yifei

2
 

1.Shanghai chest hospital 

2.Shanghai changzheng hospital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and imaging predictors of surgical outcomes 

in patients with ossificationof the posterior longitudinal ligament 

(OPLL).Materials and MethodsFrom May 2010 to April 2012, a total of 200 

consecutive patients with cervical OPLL wererecruited for this study. Of them, 184 

patients (130 men and 54 women) who could betracked for more than 24 months after 

surgery were finally included for analysis. Theirdemographic, clinical and 

radiological data were collected preoperatively. The recoveryratio in terms of JOA 

score was used to assess the outcome of the patients preoperativelyand at 2 years 

postoperatively. A JOA recovery rate less than 50% was considered a 

pooroutcome.ResultsCompared with good outcome group, an older mean age at 

operation, a longer mean durationof symptoms, a lower mean pre-operativer JOA 

score, and a higher proportion of diabeticswere observed in poor outcome group. 

Patients in poor outcome group were morelikely to present kyphotic cervical 

alignment, smaller mean transverse area of the spinalcord, and intramedullary 

signal abnormalities. The result of multivariate stepwise logisticregression 

showed that a longer duration of symptoms and the presence of T1 hypo-

intensityintramedullary changes on MRI were significant risk factors of lower JOA 

recoveryratios.ConclusionA longer duration of symptom, T1 hypointensity on MRI and 

a history of minor trauma werehighly predictive of a poor outcome for patients 

undergoing surgical treatment of OPLL. Ageat operation, the history of diabetes, 

the preoperative JOA score, the transverse area of thespinal cord and T2 hyper-

intensity on MRI were also associated with the prognosis ofOP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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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536 

MRI 对复发性髌骨脱位内侧髌股韧带重建术后髌骨稳定性及股

内侧斜肌评估的应用价值 

 
刘丽思

1
,袁慧书

1,2
 

1.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2.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目的：探究 MRI对复发性髌骨脱位患者关节镜下 MPFL重建术疗效评估的应用价值。 

方法：前瞻性分析 30例临床诊断复发性髌骨脱位患者，男 7例、女 23例，行膝关节常规 MRI

及 DTI成像，MRI测量滑车面对称性、外侧滑车倾斜度、滑车深度、髌骨倾斜角、髌骨外移

度、股骨滑车与胫骨结节水平距离（TTTG）及股内侧斜肌横截面积，DTI测量股内侧斜肌 FA、

ADC、λ1、λ2、λ3。追踪观察这 30例患者，其中 25例行髌骨脱位手术，5例未手术。这 25

例手术中 21例为关节镜下 MPFL重建术，对 21例术后患者进行追踪随访，术后两年随访到 14

例患者，包括男 1例，女 13例，随访时间 22~26个月。这 14例患者术后两年再次行同一膝关

节常规 MRI及 DTI成像，测量数值均同术前。将术后所有测量值与术前进行配对样本 t检验。 

结果：1.术后髌骨倾斜角、外移度分别为 13.21°±8.19°、（1.35±5.45）mm，术前分别为

19.54°±9.16°、（6.06±6.69）mm，术后较术前测量值减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

＜0.05）。术后滑车面对称性、外侧滑车倾斜度、滑车深度及 TTTG，与术前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值均＞0.05）。2.术后股内侧斜肌 FA为 0.31±0.07，术前为 0.37±0.06.术后较

术前测量值减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值＜0.05）；术后股内侧斜肌 λ3为（4.58±0.16）

×10
-3
mm

2
/s，术前为（4.49±0.18）×10

-3
mm

2
/s，术后较术前测量值增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值＜0.05）。术后股内侧斜肌面积、ADC、λ1及λ2，与术前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值均＞0.05）。 

结论：1.复发性髌骨脱位 MPFL重建术后髌骨倾斜角及外移度对评价术后髌骨稳定性具有临床

意义。2.DTI可对 MPFL重建术后股内侧斜肌肌肉状态进行初步定量评估，对提示肌肉功能是

否改善具有潜在应用价值。 

 

 
EP-0537 

2 型糖尿病合并视网膜病变患者腰椎骨密度 CT 定量分析 

 
路志凯,王冠民,彭琨 

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总医院 030003 

 

 目的 探讨 2型糖尿病(T2DM)合并视网膜病变患者腰椎骨密度（BMD）的变化。方法 67例

无视网膜病变 T2DM、58例 T2DM合并视网膜病变及健康体检者 89例行腰椎 BMD定量 CT

（QCT）测定，对各组 BMD及骨质疏松（OP）患病率进行比较。并将其腰椎 BMD与年龄、病

程、体质量指数（BMI）、糖化血红蛋白（HbAlc）、空腹胰岛素（FSI）、甲状旁腺素（PTH）

等指标的关系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 ① T2DM组腰椎 BMD及 OP患病率与对照组间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②T2DM 合并视网膜病变组腰椎 BMD低于同性别 T2DM组和健康对照

组，OP患病率高于同性别 T2DM组和健康对照组。③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影响 T2DM合并

视网膜病变患者腰椎骨密度的因素为年龄、BMI。结论 ①T2DM 患者腰椎骨密度（BMD）和骨质

疏松（OP）患病率均与正常对照人群基本相似。 ②与 T2DM患者和健康人群比较，T2DM 合并

视网膜病变患者腰椎 BMD显著降低，OP患病率显著增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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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538 

QCT 在测量骨密度中对骨病的诊断发现 

 
李学江 

滑县骨科医院 456485 

 

 

目的：QCT在测量骨密度中对骨病的诊断发现 

方法：普通 X线发现骨质骨质密度减低，选择 QCT骨密度测定，MRI与检验学判定。 

结果：根据患者普通 X线检查骨盆普遍骨质密度减低，颅骨呈颗粒状骨质疏松；对患者经行

QCT腰椎骨密度测量，CT横断位显示椎体骨质密度减低，骨小梁稀疏，骨皮质变薄，椎体内见

囊性改变，骨髓内可见点状高密度影，QCT骨密度测定结果为骨密度正常。MRI检查 T1椎体信

号降低 T2椎体信号不均匀，结合患者症状以及相关检验学检查，诊断为甲状旁腺功能亢进性

骨病。 

结论：在检查中 X线平片和 CT上表现为骨密度减低、骨吸收、骨硬化，患者均存在关节疼

痛，疼痛部位常在肩、髋、腕、膝关节及腰椎等，可见多个部位受累；但 QCT骨密度测量为正

常值，原因是患者骨质内可见高密度影，结合 MRI及检验学诊断甲旁亢骨病。甲状旁腺功能亢

进性骨病容易被误诊为骨质疏松、骨性关节炎、骨肿瘤等；全身骨骼广泛、普遍性骨质疏松是

甲旁亢性骨病的重要放射学表现。 

  

 

 

EP-0539 

膝关节软骨退行性变 MRI 分期临床应用价值研究 

 
周红梅,徐向阳,李玉敏,成盼盼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梨园医院 430077 

 

目的 探究核磁共振成像（MRI）评价膝关节软骨退行性变分期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比较

60例膝关节软骨退行性变患者关节软骨退变的 MRI分级与关节镜下分级，以关节镜检查结果

为金标准，计算 MRI评价膝关节软骨退行性变的灵敏度、特异性，并就其膝关节软骨正常、退

行性变的 MRI图像差异进行分析。 结果 60例患者共检查关节软骨面 369个，检出膝关节软

骨退行性变 65处。以关节镜检查结果为金标准，MRI评价膝关节软骨退行性变的灵敏度为

80.00%，特异性为 87.87%；Spearman相关性分析示，MRI评价膝关节软骨退行性变分期与关

节镜评价分期的相关性系数（r）为 0.795（P＜0.05）。 结论 MRI与关节镜评价膝关节软骨

退行性变分期相关性较好，作为一种无创检查方式，MRI对于明确病变严重程度、指导治疗方

案选择的参考价值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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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540 

成人正常椎体双源双能 CT 虚拟去钙骨髓成像量化标准值研究 

 
王红,方家杨,郭丽娟,向颖,李笃民,王青,于德新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50012 

 

目的 探讨成人正常椎体双源双能量 CT虚拟去钙（VNCa）骨髓成像特点及其量化标准值。方法 

对 2016年 8月至 11月之间 200例正常体检者进行胸腰椎双源双能量 CT扫描，在 VNCa技术

下，测量获得 T3-L5各椎体的骨髓 CT值，再根据测得的各椎体的骨髓 CT值，按照相近程度分

成 T3-T5、T6-T9、T10-L1、L2-L5四部分并取均值，探讨上述测量参数在不同年龄分组及性别

分组之间的差异。结果 年轻女性胸腰椎的骨髓 CT值分别为-27.76HU、-37.56HU，高于老年女

性-37.80HU、-45.45HU（P＜0.05），年轻男性胸腰椎的骨髓 CT值分别为-30.73HU、-

33.74HU，显著高于老年男性-46.07HU、-44.68HU（P＜0.05），而年轻女性的骨髓 CT 值与年

轻男性的骨髓 CT值、老年女性的骨髓 CT值与老年男性的骨髓 CT值之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胸腰椎骨髓 CT值与年龄呈显著负相关（r=-0.4，P=0），但与性别之间无明

显相关性（r=0.08，P=0.252）；在 4段椎体平均骨髓 CT值的比较中，年轻女性的骨髓 CT值

高于老年女性（P＜0.05），年轻男性的骨髓 CT值高于老年男性（P＜0.05），年轻女性的骨

髓 CT值与年轻男性的骨髓 CT值、老年女性的骨髓 CT值与老年男性的骨髓 CT值之间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正常人胸腰椎双源双能 VNCa骨髓成像的量化 CT值较为稳

定，可为椎体疾病的诊断提供客观的量化标准值。 

 

 

EP-0541 

基于同步辐射成像的胚胎软骨基质对比剂扩散性对照研究 

 
陆勇,陈喆,王晗琦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200025 

 

目的：利用 X线相位对比成像技术探究造影剂分子量和软骨组织胶原纤维结构对造影剂在胚胎

软骨中扩散性的影响。材料与方法：将两种非离子型造影剂（碘帕醇和碘克沙醇）分别在 24

块取自 18～27周胎龄胎儿的股骨髁软骨样本中进行沿软骨深度方向的一维扩散。扩散前后分

别进行 X线相位对比成像。将扩散后的造影剂图像灰度分布利用灰度-浓度转换公式转化为造

影剂浓度分布。并与一维有限元模型得出的理论数据进行匹配，从而获得各造影剂在胚胎软骨

中的扩散系数。统计学分析采用双侧两独立样本 t检验进行两组造影剂在胚胎软骨中扩散系数

间的比较，p < 0.05时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果：造影剂在胚胎软骨组织中的扩散饱和

时间转折点约为 1小时。此外，碘帕醇在胚胎软骨中的扩散系数（3.25 ± 0.71×10
-10 

m
2
/s）

明显大于碘克沙醇（2.35 ± 0.65×10
-10 

m
2
/s）（p < 0.05），但两种造影剂在不同胎龄胚胎

软骨中的扩散系数未见明显变化趋势。结论：同步辐射 X线相位对比成像技术可用于观察软骨

形态。依托造影剂单项渗透技术，相位对比成像能用于观察软骨基质动态变化过程。本研究在

组织层面观测到胚胎软骨内造影剂的扩散性与软骨发育过程中软骨内组成成分含量和结构变化

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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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542 

基于 micro-CT 的正常和受损软骨循环负荷下 

造影剂分布对照研究 

 
陆勇,陈喆,王晗琦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200025 

 

目的：利用 micro-CT成像技术观测正常成熟软骨与受损后软骨在不同应力的循环负荷作用下

各层软骨组织内造影剂浓度随加压时间的变化，进而探究各软骨组织层的生物力学性能变化及

其与软骨组织结构的关系。材料与方法：将经充分浸泡于低渗显影葡胺造影剂后的正常（n=60, 

共 10个亚组）和经胰蛋白酶消化后（n=60, 共 10个亚组）的软骨组织样本分别在不同应力循

环负荷下（5%和 15%应力，频率 0.5 Hz）加压 5、15、30、60、90分钟。利用 micro-CT 对加

压前后的软骨组织进行成像。采用 Gibbs-Donnan平衡理论计算出正常和胰蛋白酶消化后软骨

组织中 GAG沿软骨深度方向的含量变化。采用积分方程计算出各层软骨组织在循环负荷前后组

织中低渗显影葡胺浓度变化曲线之间的差异面积，获得正常组和胰蛋白酶组循环加压前后软骨

组织各层中造影剂的浓度变化情况。统计学分析采用双侧两独立样本 t检验对正常和胰蛋白酶

消化后的软骨组织中各软骨组织层 GAG的含量进行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VA）进行多组间比较，两两组间比较采用 Tukey法。p < 0.05时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经胰蛋白酶消化后的各层软骨组织中 GAG含量明显减少（p < 0.05），并且沿软骨深度

方向 GAG含量的递减程度逐渐升高。正常软骨组织受压后 SZ、TZ、RZ2中低渗显影葡胺浓度变

化随加压时间延长改变不明显，但 RZ1改变显著，且在受压后 5分钟内 RZ1中造影剂浓度变化

即大于其他软骨组织层（p < 0.05）。胰蛋白酶组中 SZ和 TZ的低渗显影葡胺浓度变化在 30

分钟后较正常组呈现出较明显的升高趋势（p < 0.05），RZ2中造影剂浓度在受压后 5 分钟内

即出现明显变化，并随加压时间呈明显升高趋势（p < 0.05） 

 

 
EP-0543 

Diffusion coefficients of ionic contrast agents in 

human fetal articular cartilage by phase contrast 

imaging 

 
LU yong,CHEN ZHE 

RuijinHospital， School of Medicine，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200025 

 

Objective: The composition content, distribution and structure of articular 
cartilage change during development from fetus to adult. The alteration of 

diffusion within cartilage caused by these structural changes has an effect on the 

microenvironment of cells in articular cartilage.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detect and determine the diffusion coefficients of two contrast agents(Iopamidol, 

Iodixanol) in human fetal articular cartilage using phase contrast imaging(PCI). 

Methods: Articular cartilage blocks sectioned from the femoral condyles(n=6) of 
human fetus(18-27 weeks gestation) were allowed 100% contrast agent diffusiving 

only through the surface for one hour and were imaged using PCI(3.25μm) before 

and after diffusion. The raltionship between gray values and contrast agent 

concentrations was measured so that the gray values could be converted into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820 

 

concentration distribution. The diffusion coefficients of Iopamidol and Iodixanol 

were determined by fitting the experimental datas to the theoretical datas from 

one- dimensional finite element model. 

Results: Diffusion of Iopamidol(3.80±2.12×10
-10 

m
2
/s) was faster than that of 

Iodixanol(3.40±1.70×10
-10 

m
2
/s), bu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p＞0.05) and no obvious tendency with gestational age. 

Conclusions: PCI combined with theoretical calculation of one-dimensional finite 
element model can be used to quantify the diffusion coefficient of contrast agents 

thoughout human fetal articular cartilage at high resolution. This study provide a 

sensitive and accurate method to model and detect the diffusion of articular 

cartilage at different growth stages in vitro. It is not only helpful to build an 

appropriate microenvironment for cultivating tissue-engineered cartilage, but also 

to understand changes of properties within it. 

  

 

 
EP-0544 

Comparison of Solute Transport Difference between 

Normal and OA Cartilage through Phase Contrast 

Imaging 

 
LU yong,CHEN Zhe 

RuijinHospital， School of Medicine，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200025 

 

Objective: We compared solute transport difference between normal and OA cartilage 

through phase contrast imaging (PCI) at Shanghai Synchrotron Radiation Facility 

(SSRF). 

Method: Six normal and five OA human cartilage specimens were immersed in Iopamiro 
370 (I370) for 48 h. After immersion, a PC image was taken of each specimen to 

record initial concentrations and was taken again after 1 h of loading. The image 

data was converted into the direction mapping of solute transport according to our 

pervious study. Furthermore, a parametric analysis was done to illustrate how 

interstitial flow made solute transport difference between normal and OA groups. 

Result: Solute transport of normal cartilage was divided into upper and lower 
regions whose directions were opposite. Opposing flow formed a boundary in the 

middle of cartilage. For OA cartilage, solute transport was enhanced in upper 

region which  expanded its own region and occupied lower region so that the 

boundary was pushed to the bottom. Parametric analysis on cartilage permeability 

obtained consistent results with above experimental results. 

Conclusion: Normal cartilage’s transport was bi-circulation which enhanced 

transport efficiency. OA cartilage’s transport was dominated by primary 

circulation alone. The transport difference between normal and OA cartilage was 

due to extra inflow with cartilage permeability’s increasing. The permeability 

also changed interstitial flow, which enhanced solute transport around the deep 

zone, where chondrocytes still survived in OA cartil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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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545 

Interstitial flow tracking in dynamically loaded 

articular cartilage using synchrotron radiation  

 
LU yong,CHEN Zhe 

RuijinHospital， School of Medicine，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200025 

 

Objective: To disclose 2D interstitial flow direction in dynamically loaded 
articular cartilage (AC) through tracking contrast agent squeezed out of AC using 

synchrotron radiation.   

Method: Cartilage samples were imbued in Ioversol 370 for 48h and imaged once per 
hour during dynamic loading. Image graylevel is converted into agent concentration 

whose distribution has a relationship to the direction of interstitial flow. AC 

poroelastic model is also set up as the reference to the experiment. 

Result: Results show that interstitial flow under cyclic load is divided into two 
regions. Opposite flow directions of two regions form a border in cartilage,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AC simulations. 

Conclusion: Trace imaging of contrast agent provides a new method to explore 
interstitial flow and to access AC simulation. Opposite flow during cartilage 

loading shutdowns the path to the cartilage deep zone, supporting additional 

cartilage nutrient supply path from bottom 

  

 

 
EP-0546 

肌内黏液瘤的 MRI 表现（含 1 例 Mazabraud 综合征） 

 
赵越,龙世亮 

湛江中心人民医院 524000 

 

【摘要】 目的 分析肌内黏液瘤的 MR表现，探讨其临床、病理及 MR表现的关系。方法 回顾

性分析 7例经手术病理证实的肌内黏液瘤 MR资料，所有病理均行 MR平扫和增强扫描。MRI资

料由两名放射科医师阅片并取得一致性意见后与病理资料相对照。 结果 7例肌内黏液瘤患者

中，男性 3例，女性 4例，平均年龄 58岁。6例为单发病灶，分别位于左侧臀中肌 1例、左

侧三角肌 1例、右侧股二头肌 2例，右侧股外侧肌 1例、左侧大收肌 1例；1例位于右侧旋后

肌合并桡骨的纤维结构不良，即 Mazabraud综合征。6例单发病灶在 T1WI上，5例呈均匀低信

号，1例呈低-稍低信号；在 T2WI上，1例呈明显均匀高信号，1例呈稍高-高混杂信号及 4例

由于其内多发线状低信号分隔而呈不均匀高信号。增强扫描 1例呈单纯瘤周环形强化，1例呈

瘤周环形强化伴瘤内飘絮状/结节状不均匀强化，4例呈瘤周环形强化伴瘤内纤维分隔线样强

化。1例 Mazabraud综合征，肌内黏液瘤在 T1WI上呈均匀长 T1长 T2信号，增强扫描呈单纯

瘤周环形强化，合并同侧桡骨不规则等-稍低 T1、稍高-高 T2混杂信号，边界欠清，增强扫描

不均匀明显强化。结论 肌内黏液瘤临床表现不明显，但 MR表现具特征性，依据典型表现可以

做出正确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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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547 

软组织黏液样-圆形细胞脂肪肉瘤的 MRI 表现 

 
赵越,龙世亮 

湛江中心人民医院 524000 

 

目的：探讨软组织黏液样-圆形细胞脂肪肉瘤的 MRI表现及病理学基础。方法：回顾性分析 6

例手术病理证实为软组织黏液样-圆形细胞脂肪肉瘤患者的 MRI资料。观察肿瘤的位置、大

小、形态、边界、信号特点及强化方式。结果： 4例位于下肢深部软组织间隙内，2例位于皮

下，形态不规则，边界一般较清楚，瘤周水肿较轻，T1WI 呈均匀或不均匀等信号或稍高、稍

低信号，T2WI呈高信号，可见低信号分隔，增强扫描不同程度不均匀强化。结论：软组织黏

液样-圆形细胞脂肪肉瘤的 MRI表现有一定的特征性，仔细分析 MRI征象有助于提高术前诊断

的准确性。 

  

 

 

EP-0548 

进展期宫颈癌同步放化疗时期骨盆骨髓表观扩散系数 

与月经情况的关系分析 

 
于岩岩,董越 

辽宁省肿瘤医院 110042 

 

目的：探讨进展期宫颈癌同步放化疗不同时期骨盆骨髓 ADC值与患者月经情况的关系。 

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5 年 12月-2017年 1月收治的进展期宫颈癌患者 60例，年龄 34-73

周岁，平均年龄 52.6岁，根据患者月经情况将其分为月经组（n=19）和闭经组（n=41）。全

部病例均完成同步放化疗治疗周期。分别于治疗前、治疗开始后 1个月、3个月三个时间点进

行磁共振扩散加权成像（MRI-DWI），分别测量髂骨、耻骨体及坐骨体最大层面左右侧 ADC

值，取均值作为髂骨、耻骨和坐骨的 ADC值，感兴趣区大小选取（50±5）mm
2
。采用重复测量

方法分析分别对月经组和闭经组相应时间点的髂骨、耻骨及坐骨 ADC值进行对比，并观察两组

骨盆骨髓 ADC值的变化规律。 

结果：1）月经组各时间点的骨盆骨髓 ADC值均高于闭经组；2）两组的骨盆骨髓 ADC值均于治

疗开始后持续下降，且治疗前到治疗开始后 1个月骨盆骨髓 ADC值变化最明显；3）月经组骨

盆骨髓 ADC值在治疗前到治疗开始后 1个月平均变化幅度约为（0.145×10
-3
）mm

2/
s，平均变化

率约为 36.74%（其中，髂骨、耻骨、坐骨 ADC值变化幅度分别为（0.094×10
-3
）mm

2/
s、

（0.170×10
-3
）mm

2/
s、（0.171×10

-3
）mm

2/
s，变化率分别为 27.66%、38.22%、44.33%）。闭

经组骨盆骨髓 ADC值在治疗前到治疗开始后 1个月平均变化幅度约为（0.061×10
-3
）mm

2/
s，平

均变化率约为 25.34%（髂骨、耻骨、坐骨 ADC值变化幅度分别为（0.052×10
-3
）mm

2/
s、

（0.072×10
-3
）mm

2/
s、（0.059×10

-3
）mm

2/
s，变化率分别为 25.23%、25.62%、25.16%）。 

结论：月经情况是影响进展期宫颈癌同步放化疗过程中骨盆骨髓 ADC值的重要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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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549 

对比分析 MR 常规扫描序列及 MERGE、3D-FSPGR 序列对早期骶

髂关节炎的诊断价值 

 
王小双,刘四斌,胡玖益 

荆州市中心医院 434020 

 

 

目的：对比分析磁共振常规扫描序列及多回波回复梯度回波（MERGE）序列、三维扰相梯度回

波（3D-FSPGR）序列对早期骶髂关节炎的诊断价值。方法：搜集 25例临床怀疑强直性脊柱炎

的患者，对其行常规骶髂关节 MRI扫描，序列包括轴位 T1WI、T2WI脂肪抑制（FS-T2WI）序列

和冠状位 STIR 序列，同时加扫二维 MERGE序列、三维扰相梯度回波（3D-FSPGR）序列。对各

组图像进行对比分析。结果：25例患者磁共振检查结果显示均为阳性。其中 17例患者，骶髂

关节常规磁共振扫描序列显示骶髂关节关节面有侵蚀征象，但不能分辨骶、髂侧软骨及二者间

隙；而二维 MERGE序列、三维扰相梯度回波（3D-FSPGR）序列均能清晰显示关节软骨及关节间

隙，且二维 MERGE序列较三维扰相梯度回波（3D-FSPGR）序列扫描时间更短。结论：在行骶髂

关节常规磁共振扫描的前提下，扫描二维 MERGE序列能更清晰的显示关节间隙的变化情况，对

骶髂关节炎的分期及早期发现有重要意义。 

 

 
EP-0550 

Myofibromatosis in adult: imaging characteristics 

with pathologic correlation 

 
yi kunming,Wang Yi 

Institute of Field Surgery; Daping Hospital; Thir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400042 

 

Objectives  To characterize the radiologic appearance of myofibromatosis on CT, 

and MR and to correlate the imaging findings with histopathologic features. 

Materials and methods  The imaging findings of ten myofibromatosis on CT (n=5), 

and MR (n=5) were retrospectively evaluated. The images were retrospectively 

reviewed for size, shape, location, margin, CT attenuation and MR signal intensity 

compared with skeletal muscles, and enhancement patterns. Pathologic specimens of 

all cases were reviewed and compared with imaging findings. 

Results  We included 10 consecutive patients with 10 histologically proven 

myofibromatosis (4men, 6 women; age range, 19–65 years; mean age, 38.3 years; 

median age, 37 years), The tumors were located in the face (n=1), parotid 

gland(n=1), mandible(n=1),upper extremities (n=2), psoas muscle(n=1), rectus 

abdominis(n=1), pelvic cavity(n=1),scrotum(n=1) ,lower extremities (n=1),The 

maximum tumor diameter was in the range of 1.4–12.4cm(mean, 5.4 cm).All of the 

masses were isodense relative to adjacent skeletal muscle on the unenhanced, no 

calcification and necrosis been seen, and 3 lesions showed mild enhancement on 

contrast-enhanced CT, but the other 2 lesions showed obvious enhancement after 

contrast agent administration.  All of the lesions showed persistent enhancement 

on contrast-enhanced CT. On MR, three of 5 patients with the multicentric form, 

two of 5 patients with the solitary form, and the multicentric lesions w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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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zed by multiple nodules distributed around tendon and nerve. On T2-

weighted images and fat-suppressed T2W images, all of the 5 tumors showed 

inhomogeneous hyperintensity, the center of the masses showed strip and reticular 

hypointensity . On T1-weighted images, all of the tumors showed homogeneous 

hypointensity. On fat-suppressed gadolinium-enhanced T1-weighted images, all of 

the tumors showed obvious enhancement, whereas the strip and reticular 

hypointensity on T2-weighted images and fat-suppressed T2W images showed no 

enhancement. Histologically, mitoses and chronic inflammation were more frequent 

in the multicentric and generalized forms than in the solitary form. Fibrosis, 

necrosis, calcification, and hyalinization in the center of the lesion, replacing 

primarily the vascular component were more frequent in the he solitary form than 

in the multicentric forms. The strip and reticular hypointensity on T2W images and 

fat-suppressed T2W images corresponded to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fibrosis and 

calcification on pathologic specimens. The more the vascular component remains on 

pathologic specimens, The degree of enhancement is more significant on CT and MRI. 

Conclusion The imaging characteristics of myofibromas in adult are nonspecific, 

the diagnosis of myofibromas must be confirmed histopathologically. The diagnosis 

can be suggested when a adult with a mass or masses around the tendon and nerve on 

MR. Pathologic findings are well correlated with imaging findings. 

  

 

 
EP-0551 

不同损伤级别的前交叉韧带及重建术后 

移植物的双源 CT 成像研究 

 
刘淑仪

1
,刘岘

2
,刘波

2
,邹玉坚

1
,郑晓林

1
,吴珊珊

2
,肖利华

1
 

1.东莞市人民医院 

2.广东省中医院 

 

目的：利用双源 CT（DSCT），分析前交叉韧带（ACL）的损伤分级与其 CT值的相关性；分析

ACL重建术前与术后肌腱移植物的 CT值变化，了解肌腱移植物的术后改变；并将重建术后 3

个月、6个月肌腱移植物与正常 ACL进行比较，了解肌腱移植物的修复重塑过程。进一步探讨

双源 CT定量评估 ACL损伤程度的可行性及价值。 

方法：选取关节镜下确诊 ACL损伤的病人 35例，术中探查确定 I-IV级损伤，正常 20 例。测

量膝关节感兴趣区的 CT值，并对重建术后第 3个月、6个月的移植韧带进行复查。 

结果：1、不同损伤分级 ACL 的 CT值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0）。组间比较，除 0

级与Ⅰ级、Ⅰ级与Ⅱ级、Ⅱ级与Ⅲ级损伤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外，其余各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2、ACL重建术后各时期比较，不同损伤分级 ACL术后 3个月、6个月与术前分别比较，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而术后 3个月与 6个月之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3、重建术后组 3个

月、6个月与正常组 CT值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4、双能肌腱韧带模式重建图像显示，

正常 ACL走形自然、连续，形态正常，染色均匀、饱满；ACL损伤则呈不同程度的形态增粗，

双能染色后呈不同程度色彩减少或者消失。重建术后的移植物韧带与正常韧带比较无明显双能

染色差异。 

结论：1、随着 ACL损伤分级增加，CT值逐渐降低，说明双源 CT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定量评估

ACL损伤的程度，并从分子水平上探测组织的微观结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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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随着重建术后时间延长，CT值降低，说明双源 CT能在一定程度上定量地评估术后移植物

组织的修复程度，并能够从分子水平探测术后肌腱移植物往“韧带化”的转归过程。3、重建

术后 6个月内，肌腱移植物组织尚未完全成熟重塑，但无明显水肿及渗出。4、双能肌腱韧带

成像能直观显示正常与不同损伤分级 ACL、重建术后肌腱移植物的形态及染色情况，可直观地

了解韧带损伤及修复重塑情况。 

 

 
EP-0552 

足、足跟和踝关节类风湿性关节炎的影像学探讨 

 
杨鸿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溪山医院 541002 

 

 

目的：探讨足、足跟和踝关节类风湿关节炎的影像特征，提高其诊断准确率。材料与方法：59

例足 、足跟和踝关节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男性 25例、女性 34例，年龄 23~58岁，46例类

风湿因子阳性；59例均行 X线、CT、MR检查，其中 23例行双侧影像学检查。结果：在 59例

的 X线、CT片上，足小关节附近软组织呈梭形肿胀见 25例 ，表现为骨质疏松、关节间隙狭

窄。骨性关节面骨皮质边缘不规整 44例 ，骨质疏松、破坏、缺损、关节半脱位、骨性强直 9

例。MRI显示 25例 关节面侵蚀，可见关节滑膜增厚、关节积液以及关节周围炎性渗出，16

例可见血管翳形成，8例合并关节周围肌腱韧带损伤。23 例双侧检查的患者 22例影像表现表

现基本对称。结论：足、足跟和踝关节类风湿性关节炎的影像学表现具有一定特征性，临床、

影像、实验室检查相结合可提高本病的诊断准确率。 

 

 
EP-0553 

磁共振肩关节造影在肩袖撕裂合并冻结肩的应用价值 

 
杨献峰,陈东阳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210008 

 

目的：回顾分析磁共振肩关节造影的 MRI表现，并与术前临床诊断及术后随访结果比较，讨论

该技术在肩袖撕裂合并冻结肩的应用价值。 

材料与方法：收集 2015年 11月至 2017年 5月于我院行磁共振肩关节造影的 179例患者资

料，男 98例，女 81例，随访至少 2个月，分析肩袖撕裂合并冻结肩患者的 MRI表现，观察指

标包括肩袖连续性、内部信号、肩袖间隙有无水肿、腋隐窝充盈情况、肩峰-三角肌下间隙有

无造影剂分布，比较磁共振造影诊断与临床体格检查诊断准确率。 

结果：179例患者中，肩袖撕裂共 51例，冈上肌腱全层撕裂 32例，其中累及肩胛下肌腱 9

例，累及冈下肌腱 4例，冈上肌腱部分撕裂 22例；冻结肩共 43例；肩袖撕裂合并冻结肩共

19例，其中 9例造影前行 MR肩关节平扫。临床体格检查结合 MR平扫诊断 12例，准确率

63.2%，磁共振关节造影诊断 18例，准确率 94.7%。 

结论：在体格检查中，冻结肩容易掩盖肩袖损伤，磁共振肩关节造影可准确诊断肩袖撕裂合并

冻结肩，为临床制定治疗方案提供有效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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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554 

Factors affecting  hand joint destruction in Chinese 

patients with rheumatoid arthritis 

 
Wang Jing,Wu Xianhua,Gu Zhifeng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tong University 226001 

 

 

Background: There have been no previous report of hand joint destruction 

prevalence in Chinese rheumatoid arthritis (RA) patients. Therefore,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prevalence and potential factors of hand joint 

destruction among RA patients from Nantong China. In addition, we wanted to 

examin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functional capacity, psychological status, and 

quality of life in patients with hand joint destruction compared to those without 

hand joint destruction. 

Methods: A cross-sectional study was conducted from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tong University between July 2015 and June 2016. RA patients completed 

questionnaires for demographic or clinical variables, the 10-cm Visual Analog 

Scale for pain, the 28-joint Disease Activity Score-erythrocyte sedimentation rate 

for disease activity, the Health Assessment Questionnaire-disability index for 

physical function, the Hospital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ale for anxiety and 

depression, and the Short Form 36 health survey for quality of life. Laboratory 

examinations were taken to obtain some biochemical indicators (e.g., rheumatoid 

factor, anti-cyclic citrullinated peptide antibody). X-ray assessment of hand was 

performed and hand joint destruction was defined as Sharp score > 0. Independent 

sample t-test, Mann–Whitney U-test, Chi-square test, and multivariate analysis 

using backward stepwise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se data. 

Results: One hundred and sixty-one RA patients were included in this study. 

Radiographic findings revealed that almost 47.2% (n = 76) of patients had hand 

joint destruction. Multivariate analysis found that education ≤ 9 years (p = 

0.041), anti-cyclic citrullinated peptide antibody positive (p = 0.021), high 

disease activity (p = 0.020), and long disease duration (p < 0.001) were important 

potential risk factors of hand joint destruction. Participants with hand joint 

destruction tended to have lower physical func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and more 

severe depressive symptoms compared to individuals without hand joint destruction. 

Conclusions: 47.2% of people with RA from Nantong China experienced hand joint 

destruction. Education, anti-cyclic citrullinated peptide antibody, disease 

activity, and disease duration had great impacts on hand joint destruction. The 

results suggested that rheumatologist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RA patients’ hand 

joint destruction, especially those with low education levels, anti-cyclic 

citrullinated peptide antibody positive, high disease activity, and long disease 

duration by patient education or other ways to improve patients’ progn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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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555 

质子密度加权三维快速自旋回波序列在肩关节上盂唇前后撕

裂诊断中的价值 

 
晋记龙,赵瑞峰,李华兵,吕晋浩 

山西晋城煤业集团总医院 48006 

 

背景 

肩关节上盂唇前后撕裂（SLAP 损伤）是肩关节盂唇损伤的一种，是导致肩关节疼痛及不稳的

原因之一。MR斜矢状位、斜冠状位扫描及关节造影是诊断 SLAP损伤的重要手段。近年来，随

着三维高分辨率等中心容积扫描序列的开发和应用，为骨关节损伤评估打开了更为广阔的视

野。三维容积扫描具有层厚薄、图像信噪比高、可进行多平面重建及曲面重建的特点，可以适

应肩关节解剖特点及很好的显示如盂唇等精细解剖结构。本研究旨在探索质子密度加权三维快

速自旋回波（3D-PD-SPACE）序列在肩关节上盂唇前后撕裂诊断中的价值。 

材料和方法 

本研究回顾性分析了经过关节镜/临床确诊的肩关节上盂唇前后撕裂患者 10例，这些患者均进

行了 3D-PD-SPACE序列扫描，层厚 0.6mm，层数 180层，扫描时间约 7min。由两名经验丰富的

放射科医生在后处理工作站进行三维重建，并对上盂唇前后撕裂影像特征进行了分析，包括：

上盂唇显示情况，撕裂口的显示，肱二头肌长头腱的显示，复合体的显示，前后盂唇的显示情

况，以及其他韧带、软骨的显示情况。上方盂唇观察以冠状位重建为主，前、后方盂唇以横断

面重建为主。两名放射科医生意见不一致时由第三名高年资医师进行判断。 

结果 

3D-PD-SPACE对 9例患者的上盂唇病变均有良好的显示，通过显示，可以重建最佳层面显示盂

唇撕裂的整体情况，其中 1例患者关节镜确诊为 SLAP损伤 I型，在 3D-PD-SPACE序列上观察

病变较为困难；除对盂唇情况显示满意外，该序列还可以完整显示肩关节肩袖韧带以及关节面

软骨等情况。 

结论 

质子密度加权三维快速自旋回波（3D-PD-SPACE）序列在肩关节上盂唇前后撕裂诊断中具有很

好的应用价值，其任意平面重建的特点可以在常规平面上诊断困难的情况下发挥重要作用。 

  

 

 
EP-0556 

体素不相干运动扩散加权成像在强直性脊柱炎中 

的临床初步研究 

 
孙海涛,周建军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00032 

 

目的 探讨体素内不相干运动扩散加权成像（IVIM-DWI）评估强直性脊柱炎（AS）活动性的应

用价值。方法 符合 2009年国际脊柱关节炎评估协会标准的 72例 AS病人作为患者组，20名

健康志愿者作为对照组。根据 C反应蛋白、红细胞沉降率和 Bath强直性脊柱炎疾病活动指数

将患者分成活动组（42例）和稳定组（30例）。患者均行骶髂关节常规扫描及 IVIM-DWI 检

查。根据 IVIM-DWI双指数模型计算出单纯扩散系数（pure diffusion coefficient，Dslow）、

假性扩散系数（pseudo-diffusion coefficient，Dfast）及灌注相关体积分数（micro-

vascular volume fraction，f）。对三组定量参数应用 Kruskal-Wallis秩和检验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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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受试者工作曲线（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分析 IVIM-DWI各个参数

评估 AS活动性的效能，对三组参数采用 Spearman法与 BASDAI评分进行相关性分析。 结果 

活动组、稳定组和对照组的 Dslow、Dfast和 f值分别为（1.01±0.28）×10
-3
mm

2
/s、

（2.09±1.37）×10
-3
mm

2
/s、1.16%±0.62%；（0.45±0.12）×10

-3
mm

2
/s、（2.39±0.68）

×10
-3
mm

2
/s、0.54%±0.19%；（0.46±0.09）×10

-3
mm

2
/s、（2.23±0.50）×10

-3
mm

2
/s、

0.62%±0.11%。活动组 Dslow、Dfast和 f值与稳定组及对照组之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1)，稳定组 Dslow、Dfast和 f值与对照组之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结

论  IVIM-DWI定量参数可以从扩散和灌注两方面鉴别 AS 的活动性，Dslow、f与临床活动性指

标有相关性。 

  

 

 
EP-0557 

能谱 CT 定量评价脊柱骨折术后骨折愈合程度 

 
杨倩

1
,刘玉林

1
,孙凯

2
,张照喜

1
,郭小芳

1
,周俊芬

1
 

1.湖北省肿瘤医院 

2.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目的：探讨分析能谱 CT脊柱骨折术后骨折愈合程度中的应用研究。 

方法：收集 20例脊柱（胸椎 10例、腰椎 10例）骨折患者，术前均行能谱 CT（GSI）扫描，

术后钢钉内固定后再行能谱 CT（GSI）扫描，3年后 14例患者取出钢钉后再行能谱 CT（GSI）

扫描，钢钉上携带碎骨片做病理切片检查，6例患者 3年后再行能谱 CT（GSI）扫描。3年后

均用双能 X线吸收测量仪（DXA）测量骨矿物质密度（BMD），并计算出骨密度。然后能谱 CT

测量术前、术后以及 3年后不同 Kev单能量下的 CT值、钙（水）基物质密度。比较能谱 CT测

量钙（水）基物质密度值、DXA测量值与病理观察计算骨小梁密度比较，同时分析能谱 CT影

像学方法测量骨密度与病理结果的相关性，并以此判断骨折愈合程度。 

结果：在 60Kev单能量下可以获得最佳单能量图像，脊柱骨折术前、术后以及 3年后在 40-

140Kev（间隔 10Kev）不同能量水平的 CT值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脊柱骨折 3年后

钙（水）基物质密度值（0.441±0.052）g/cm
3
、DXA测量值（0.389±0.070）g/cm

3
、病理计

算值（0.446±0.006）g/cm
3
，DXA测量值均与能谱 CT测量值、病理计算值比较，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且能谱 CT测量、病理计算值均大于 DXA测量值；能谱 CT测量值与病理计算值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差异；采用 Pearson积差相关性分析，能谱 CT测量值与病理计算值呈线性

正相关，具有统计学意义。14例患者愈合，3例延迟愈合，3例不愈合。 

结论：在不同单能量下测得脊柱骨折患者术前、术后以及 3年后 CT值具有差异，在 60 Kev单

能量下可见获得最佳图像，使骨折线显示更加清楚；能谱 CT测量值与 DXA测量值、病理计算

值变化趋势一致，且与病理计算值相接近，能谱 CT测得钙（水）基物质密度值可作为一种新

的骨密度测量方法，即可以评价骨折愈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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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558 

软骨发育不全患儿骨骼系统 X 线、MRI 表现及临床分析 

 
陈桂玲,顾海斌 

南京市儿童医院 210008 

 

目的 分析软骨发育不全（achondroplasia，ACH)患儿临床表现及骨骼系统 MRI表现，提高对

ACH的 MRI诊断水平。资料与方法 回顾性分析总结 6例经基因检测证实 ACH患儿骨骼系统的

MRI表现及临床表现。6例均行骨骼系统 X线检查，包括、头颅、双手、双下肢、脊柱及骨

盆；3例行头颅、脊柱、膝关节、髋关节及踝关节 MRI检查。结果  X线表现：颅骨：3例表

现颅底短缩，面骨发育小，颅-面比例加大，前额突出；脊柱：4例患儿见部分胸腰椎体前缘

变尖；骨盆：6例患儿骨盆呈方形，坐骨切迹小而深，髋臼缘不规则，髋臼平，股骨颈粗短。

长骨：四肢管状骨均可见对称性粗短，干骺端增宽不规则倾斜、呈喇叭状，中心凹陷，部分骨

骺包埋其中。3例患儿 MRI 表现：软骨序列示长骨干骺端骨软骨明显增厚，内可见不规则低信

号；脊柱前缘软骨增厚，头颅矢状位可见枕骨大孔狭窄，脊髓背侧受压。 

结论 ACH患儿骨骼系统 X 线及 MRI影像学表现有一定的特征，对协助临床诊断 ACH及其鉴别

诊断能够提供有力的证据。 

  

 

 

EP-0559 

动态增强 MRI 在兔失神经骨骼肌中的实验研究 

 
祁良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10029 

 

目的：运用动态增强 MRI评价兔失神经骨骼肌 

材料和方法：12只兔随机分成实验组和对照组，分别与术前、术后第 1天、3天、5天、1

周、2周、3周、4周、6周、8周、10周、12周行兔下肢磁共振扫描。在实验组，观察左侧

腓肠肌在 T2WI上信号变化。组内动态增强磁共振参数（K
trans

, Kep, and Vp)）运用重复测量方

差分析。组间参数运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结果：在实验组，左侧腓肠肌在 T2WI上信号增高。K
trans

, Vp逐渐升高至术后第 4周并且维持

高位至第 12周。和对照组比较，K
trans

, Vp明显增高（P < 0.05）。Kep在组内和组间均无统计

学意义。 

结论：K
trans

和 Vp在骨骼肌失神经的变化明显早于 EMG和 MR常规序列，动态增强 MRI可以用来

早期诊断失神经骨骼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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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560 

Analysis of risk factors causing short-term cement 

leakages and long-term complications after 

percutaneous kyphoplasty for osteoporotic vertebral 

compression fractures 

 
gao chang

1
,Wang Wentao

3
,Xu Lei 

2
,Zou Yuefen

2
 

1.Wuxi People's Hospit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No. 299 Qingyang Road， Wuxi， China 

2.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No.300 Guangzhou Road， 

Nanjing， China 

3.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uzhou Medical University，No.99 Huaihai Road， Xuzhou， China 

 

 

Background: Percutaneous kyphoplasty (PKP) is a common treatment modality for 

painful osteoporotic vertebral compression fractures (OVCFs). Pre- and post-

operative identification of risk factors for cement leakage and follow-up 

complications would therefore be helpful but has not been systematically 

investigated. 

Purpose: To evaluate pre-and post-operative risk factors for the occurrence of 

short-term cement leakages and long-term complications after PKP for OVCFs. 

Material and Methods: A total of 283 vertebrae with PKP in 239 patients were 

investigated. Possible risk factors causing cement leakage and complications 

during follow-up periods were retrospectively assessed using multivariate analysis. 

Cement leakage in general, three fundamental leakage types and complications 

during follow-up period were directly identified through post-operative CT. 

Results: Generally, the presence of cortical disruption (p=0.001), large volume of 

cement (p=0.012), and low bone mineral density (BMD) (p=0.002) were three strong 

predictors for cement leakage. While the presence of intravertebral cleft and 

Schmorl nodes (p=0.045 and p=0.025, respectively) were respectively identified as 

additional risk factors for paravertebral and intradiscal subtype of cortical (C-

type) leakages. In terms of follow-up complications, occurrence of cortical 

leakage was a strong risk factor both for new VCFs (p=0.043), and for 

recompression (p=0.004). 

Conclusion: The presence of cortical disruption, large volume of cement and low 

BMD of treated level are general but strong predictors for cement leakage. The 

presence of intravertebral cleft and Schmorl nodes are additional risk factors for 

cortical leakage. During follow-up, the occurrence of C-type leakage is a strong 

risk factor both for new VCFs and recom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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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561 

磁敏感加权成像在软组织肿瘤中的应用及病理对照研究 

 
陈勇,刘杰,凌小莉,林俊,王付言,丁建平 

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 310015 

 

目的 探讨磁敏感加权成像（SWI）对良恶性软组织肿瘤的鉴别价值，并与病理结果进行对照研

究。方法 选择 72例首诊且未行任何治疗及有创性检查的软组织肿瘤患者行常规 MRI及 SWI扫

描。观察肿瘤内部磁敏感信号强度（ITSS）分级、ITSS分布及所占肿瘤体积比例，通过 Mann-

Whitney U秩合检验及χ
2
检验，判断其是否存在统计学意义，并结合病理结果进行对照分

析。结果 本组肿瘤患者中良性 42例，恶性 30例。ITSS 分级：良性肿瘤以 1级和 3级（均为

血管瘤）为主，占 30/42；恶性肿瘤以 2级和 3级为主，占 26/30，良恶性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ITSS分布：良性肿瘤中以外周分布和弥漫性分布（均为血管瘤）为主，占 37/42；恶性肿

瘤中以中央分布为主，占 23／30，两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ITSS所占肿瘤体积比

例：良性肿瘤以≤1/3 组和≥2/3 组（均为血管瘤）为主，恶性肿瘤以≤1/3 组为主，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P<0.01)。结论 SWI对软组织病变内静脉及血液代谢物的显示敏感，有助于软

组织内良恶性肿瘤的鉴别诊断。 

  

 

 

EP-0562 

Dynamic contrast-enhance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in denervated skeletal muscle: experimental study in 

rabbits 

 
qi liang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210029 

 

Purpose: To investigate the value of dynamic contrast-enhanced (DCE) magnetic 

resonance (MR) imaging for evaluating denervated skeletal muscle in nerve injury 

models in rabbits. 

Material and Method: Twelve male rabbi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an 

irreversible neurotmesis group and a control group. MR imaging of rabbit lower 

legs was performed before nerve surgery and 1 day, 3 days, 5 days, 1 weeks, 2 

weeks, 3 weeks, 4 weeks, 6 weeks, 8 weeks, 10 weeks, and 12 weeks after surgery. 

Increased signal intensity changes were seen in the left gastrocnemius muscle on 

the T2-weighted MR images. DCE MR imaging-derived parameters (K
trans

, Kep, and Vp) 

were measured in vivo with modified Tofts model. K
trans

, Kep, and Vp values of 

specific acquisition points within groups were compared by using repeated-measures 

analysis of variance. Comparisons across the two groups at each acquisition point 

were performed by using one-way analysis of variance. 

Results: In the irreversible neurotmesis group, T2-weighted images showed 

increased signal intensity in the left gastrocnemius muscle. K
trans

, Vp values 

increased gradually until 4 weeks after surgery and remained high throughout the 

remainder of the study period. There are significant increases in both K
trans

 and Vp 

values compared with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surgery (P < 0.05). K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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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s show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irreversible neurotmesis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 Increased K
trans

 and Vp values is an early phenomenon markedly preceding 

not only EMG abnormalities but also signal intensity changes in denervated 

skeletal muscle after nerve transection. 

 

  

 

 
EP-0563 

骨关节肿瘤 CT 引导下穿刺活检实践 

 
徐雷鸣,魏建功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310009 

 

目的：回顾我科近三年来 1500多例 CT引导下骨关节穿刺活检，总结和分享经验，促进该项工

作发展。方法：总结分析 1500多例 CT引导下骨关节穿刺活检的经验，包括适应症把握、穿刺

前了解病史和阅片、穿刺途径选择、穿刺过程、穿刺标本处理和穿刺并发症处理。结果：关节

穿刺活检中，脊柱肿瘤或病变穿刺占 30%，其中不乏颈 1-2病灶穿刺。穿刺活检阳性成功率

95%以上。无明显致命并非症；其中 1例穿刺后感染，一例穿刺后血压下降；2例穿刺后血肿

较大，发生局部疼痛。未发生严重的神经或大血管损伤，无死亡或致残情况。6个患者进行了

二次穿刺。3例病理报告与影像不一致或结论不肯定，影像病理讨论后纠正病理诊断。结论：

骨关节穿刺一般无明显禁忌症；穿刺前病史和阅片很关键，穿刺途径既要避开血管神经束，又

要考虑最大限度取到阳性组织和切口术中切除。适当处理术后标本，可明显提高穿刺结果的阳

性率和准确性。 

 

 
EP-0564 

青少年特发性胸腰弯脊柱侧凸伴结构性腰弯患者 腰椎椎体磁

共振弥散成像参数的变化 

 
王冬梅 

南京市鼓楼医院 210008 

 

 

目的 :探讨青少年特发性胸腰弯脊柱侧凸伴结构性腰弯患者腰椎(L1~L5)椎体凹凸侧磁共振弥

散加权成像(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DWI)参数的变化规律。方法:收集 2015年 6 月

~2016年 6月在我院就诊的青少年特发性胸腰弯脊柱侧凸伴结构性腰弯的女性患者共 30 例,年

龄 10~18岁,Cobb角 40°~60°。对患者(侧凸组)及 10例同年龄段健康青少年(对照组)腰椎

(L1~L5)椎体进行磁共振 DWI,测量侧凸患者腰椎椎体凹凸侧及对照组腰椎椎体左右侧表观弥散

系数(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ADC)值,分别对侧凸患者腰椎椎体凹凸侧及对照组腰

椎椎体左右侧 ADC值进行比较,同时对侧凸患者和对照组腰椎椎体 ADC均值进行比较,分析顶椎

椎体凹凸侧 ADC差值与 Cobb 角之间的关系。结果:对照组腰椎各节段间椎体(L1~L5)左侧/右侧

的 ADC值均无显著性差异;侧凸组腰椎各节段间椎体凹侧/凸侧的 ADC值亦无显著性差异性。对

照组腰椎椎体左侧 ADC值与右侧比较无显著性差异;侧凸组腰椎椎体凹侧 ADC值与凸侧比较有

显著性差异,凸侧 ADC值与对照组比较显著性增大,凹侧与对照组比较显著性减小。顶椎椎体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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凸侧 ADC差值与 Cobb角无显著相关性(r=0.024,P=0.721)。结论 :青少年特发性胸腰弯脊柱侧

凸伴结构性腰弯患者腰椎(L1~L5)椎体凹凸侧 DWI参数存在显著性差异。 

 

 

EP-0565 

在 3.0T 磁共振上比较定量测量与半定量评分在评价膝骨性关

节炎软骨损伤和骨髓水肿改变的作用 

 
张礼荣,马聪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 212001 

 

目的：比较膝关节骨性关节炎（OA）磁共振整器官 WORMS半定量评分和体积全定量测量在评价

早期骨性关节炎的作用。 

方法：采用 3.0T磁共振扫描 80个女性患者的膝关节,40 例有早期 OA（X线 Kellgren-

Lawrence分级 2级与 3级各 20例），40例年龄相配的对照组，分别在首次、12个月、24个

月进行扫描。每个病例同时行 X线检查。用半定量的整器官磁共振评分(WORMS)评价其软骨及

骨髓的相关病理改变，同时采用磁共振体积全定量测量进行相关评价。临床评估采用 WOMAC评

分量表获得疼痛、僵硬程度以及功能等级。并在 X线上测量关节间隙宽度。采用广义估计方程

(GEE)统计方法对定量测量结果与临床评估结果及关节间隙宽度改变进行了相关性分析。 

结果：在首次磁共振检查中，OA患者较对照组有更明显范围更小的软骨体积(p<0.05)，更大

的骨髓水肿(p<0.05)。在跟踪随访过程中，OA患者较对照组软骨体积缩小(p<0.05): WORMS仅

显示髌骨外侧体积缩小，而体积全定量测量另外还显示股骨和胫骨平台内侧也有体积缩小。在

OA患者中两种方法都显示股骨外侧髁的骨髓水肿范围有增加。另外体积全定量测量显示骨髓

水肿范围在 12个月的时候有明显下降，而在 24个月的时候有增加；而对照组在 12个月及 24

个月随访中均显示明显增加(p<0.05)。在磁共振图像观察到的软骨损伤及骨髓水肿范围的数据

与临床参数之间弱相关。 

结论：对膝 OA发展过程中软骨和骨髓水肿体积改变的定量测量比半定量评分更敏感。图像上

所见的软骨及骨髓水肿的体积改变与 OA临床进展相关性较弱。 

  

 

 
EP-0566 

疑似小儿寰枢关节半脱位影像学观察指标 

 
荆晶

1
,乔中伟

2
,杨奇芳

1
 

1.厦门市儿童医院 

2.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目的：结合国内文献报道的影像学资料，认识儿童寰枢关节半脱位 X线、CT及 MRI观察指

标，有助于进一步提高对该病的认知水平。 

方法：使用飞利浦高清数字化影像摄影系统(DR)儿童低剂量颈椎张口位及侧位片检查；飞利浦

128排螺旋 CT行低剂量 C1-3椎体 CT检查；德国西门子 Skyra3.0T静音 MRI 

结果：X线平片观察颈椎曲度、是否出现“”V“形间隙、咽后间隙、气管后间隙、寰齿前间

隙、齿状突与侧块距离、寰枢外侧关节间隙；CT除观察 X线指标外，还可测量寰枢椎相对旋

转角度；MRI观察脊椎损伤的位置、形态以及受压情况等, 根据其结果判断寰枢关节脱位病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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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儿童寰枢关节半脱位的诊断不能完全依赖影像学检查，需结合病史、临床表现及症状体

征；建议首选低剂量 CT检查，不仅能清晰显示寰枢椎结构，避免骨质干扰，更能获得更加准

确有效的测量数据；ADI≥3.5mm；齿状突与侧块距离差值＞2.2mm；寰枢椎相对旋转角度＞

5°；SAC＜13mm在＜14岁儿童诊断具有重要意义；MRI翼状韧带信号增高可作为寰枢关节旋

转失稳的参考标志。 

 

 

 

EP-0567 

MR 定量测量指标对复发性髌骨不稳的诊断价值 

 
高畅

1
,王文涛

2
,徐磊

3
,邹月芬

3
 

1.无锡市第一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第一医院，无锡市儿童医院） 

2.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徐州第二人民医院），徐州市淮海西路 99 号 

3.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市广州路 300 号，南京 

 

目的 探讨复发性髌骨不稳的 MR定量测量指标在不同性别和年龄段中的差异性及其相应的诊断

价值。方法 将 54名（58例患膝）经保守治疗失败的临床确诊为复发性髌骨不稳的患者作为

髌骨不稳组，另收集 53名（53例健膝）无膝关节疼痛、外伤等不适症状的健康人群作为对照

组，进行回顾性 MRI图像分析。测量指标包括：髌骨偏移指数、髌骨倾斜角、滑车沟角度、股

骨外侧滑车倾斜角、ISR(Insall–Salvati Ratio)及胫骨结节-股骨滑车沟距离(Tibial 

tuberosity-trochlear groove distance, TT-TG)共 6个指标。采用 Mann-Whitney U检验或

独立样本 t检验分别比较各测量指标在病例组和对照组间的差异性，以及各指标在同一组内不

同性别以及年龄上的差异性，并计算各指标的 ROC曲线下面积（AUC），确定其诊断界值及相

应的灵敏度与特异度。结果 复发性髌骨不稳患者的髌骨偏移指数、髌骨倾斜角、滑车沟角

度、ISR及 TT-TG距离较健康人群均显著增大，而股骨外侧滑车倾斜角显著减小，且各指标相

应的 AUC均＞0.9。其中：髌骨偏移指数、髌骨倾斜角和 ISR的诊断阈值在女性中较男性分别

高出 13.8％、3.1°及 0.03（P＜0.05）；而 TT-TG距离的诊断阈值在＞16岁成人中较≤16岁

青少年儿童高出 2.1㎜（P＜0.05）。结论 伸膝时，MR定量测量的髌股关节指标对复发性髌

骨不稳具有较好的临床诊断价值，且部分指标具有特异性的性别或年龄的诊断阈值：髌骨偏移

指数、髌骨倾斜角和 ISR的诊断界值在女性中明显高于男性，而 TT-TG距离的诊断界值在＞16

岁成人中明显高于≤16岁青少年儿童，即 TT-TG距离随着骨骼发育的成熟而增加。 

 

 

EP-0568 

The application of permanent magnet MR in sports 

medicine diagnosis 

 
QIN CHENGWEI,ZHANG YONGHUA 

DALIAN CENTER MUNICIPAL HOSPITAL 116033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value of the low field permanent magnetic MR in the 

diagnosis of sports injury. 

Materials and methods: using the Italian 0.24 T permanent magnet machine Esaote 

Dedicated MRI System, a total of 1000 cases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an ank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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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st, knee, shoulder, hip, elbow scanning image data, by two high qualification 

doctor back to back, image quality statistics both subjective 

consistency;Statistical analysis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diagnosis of all cases 

was consistent with the final diagnosis.In each patient, the scan images of 5 

sequences were obtained, respectively, the axial position 3d shark, sagittal and 

coronal FSET2WI, sagittal x-bone, and sagittal FSET1WI, in which the T1WI scan 

sequence was used for ultrafast scan parameters. 

Results: the subjective consistency of the graph evaluation was 100%, the positive 

rate of diagnosis was 90.3%, the negative rate was 7%, the diagnosis rate was no 

more than 2.7%, and the final diagnosis rate was 95.78% 

Conclusion: the MRI has excellent performance and excellent performance in the 

diagnosis of motor injury, and can provide accurate diagnosis information. 

 

 

EP-0569 

椎体及附件单发病变的诊断与分析思路 

 
韩志巍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椎体及附件单发病变的诊断与分析思路 

韩志巍 张劲松 

（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放射科西安 710032） 

[摘要]目的：通过研究椎体及附件单发性病变的影像学表现，以达到诊断及鉴别诊断的目的。

方法：回顾 2010年 1月至 2017年 1月我院 156例经手术病理证实的椎体及附件的单发性病

变，的临床、X线、CT及 MRI的表现与特点。结果：约占总体骨肿瘤的 7%，发病部位依次

为：胸、腰、骶、颈（4：3：2：1），具体发病部位椎体：附件=2:1，总体良性：恶性=1:2，

椎体良：恶=1:3，附件良：恶=2：1。30岁前良性多见，30岁后恶性多见。良性病变边界清

楚，边缘硬化，无软组织肿块，恶性病灶骨质破坏边界模糊，有软组织肿块。结论：依据影像

学表现，并结合临床资料可对椎体单发病灶做出明确诊断，X线空间分辨率高、整体观察效果

佳，但复杂部位重叠严重，显示效果差，其中 CT三维重建对颈椎肿瘤诊断价值最大。MRI是

CT有益的补充，常能分辨病灶成分。 

[关键词]肿瘤，椎体；X线，X线计算机；磁共振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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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570 

Can radiology predict the early loosening of the 

uncemented hip prosthesis: a pilot study 

 
gao chang

1
,Xu Lei

2
,Zou Yuefen

2
 

1.Wuxi People's Hospit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No. 299 Qingyang Road， Wuxi， China 

2.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No.300 Guangzhou Road， Nanjing， 

China 

 

Purpose The purpose of the present study is to propose modified radiographic 
evaluation criterion in judging the early loosening of the uncemented hip 

prostheses. 

Materials and methods Radiographic findings of 44 patients (aged 63.8 ± 11.4 

years) with uncemented hip arthroplasties were retrospectively measured before 

their first revisions, and all the revisions were definitely diagnosed with 

aseptic loosening or stable fixatio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radiographic 

evaluations (i.e., the region and width of radiolucency, the osteolysis adjacent 

to prosthesis or screws, and the proximal demineralization) with prosthetic 

loosening were assessed using with the chi-squared statistic. Phi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were used to determine each association strength and the related 

estimates were reported as odds ratio (OR) with 95 % confident interval. 

Results For the aseptic loosening of acetabulum, statistics showed significant 
correlations with three radiographic signs: Continuous >1mm radiolucencies in 

Delees I~III (Phi=0.57, P<0.001), >2mm radiolucencies in any two Delee zones 
(Phi=0.64, P<0.001) and osteolysis around the screws inserted in cups (Phi=0.59, 
P<0.001), all exhibiting higher incidences of a loose cup (OR2.18, 2.67 and 2.43, 
respectively). On the femoral loosening side, statistics showed significant 

correlations with two radiographic signs: Scattered >1mm radiolucencies in Gruens 

1, 4 and 7 (Phi=0.86, P<0.001), and unilateral > 1mm radiolucencies in Gruens 1~3, 
or 5~7 (Phi=0.69, P<0.001), all having higher rates of a loose femur (OR6.00 and 
2.57, respectively). Absence of demineralization was correlated with the well-

fixed femur (Phi=0.54, P<0.001), exhibiting a 2.39-fold greater incidence of 
femoral stability. No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was identified between osteolysis 

only in proximal femur and aseptic loose stems (p=0.08). 

Conclusion Radiographic findings provide good evaluation criterion for uncemented 
prosthetic aseptic loosening at an early-stage. Three imaging signs for probably 

loose acetabulum include: >1mm continuous radiolucencies in Delees I~III, >2mm 

radiolucencies in any two Delee zones, and osteolysis surrounding screws. Two 

imaging signs for probably loose femur include: scattered >1mm radiolucencies in 

Gruens 1, 4 and 7, unilateral > 1mm radiolucencies in Gruens 1~3, or 5~7. 

Significant osteolysis only in proximal femur cannot be a reliable evidence for 

loosening but a precursor for the late mobilization, whereas the absence of 

demineralization possibly predicts a stabilized fem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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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571 

小儿双膝外侧盘状半月板症状侧与非症状侧影像 

及关节镜对比分析 

 
李巍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分析双膝外侧盘状半月板患儿两侧膝关节超声、MRI 图像特点，与关节镜进行比较，总

结 MRI检查特征及双侧差异。 

方法：回顾性分析 46例双膝外侧盘状半月板患儿 MRI图像，测量半月板宽度、前后角及体部

厚度等径线，并观察半月板形态、移位及损伤情况，前交叉韧带角度、形态、信号变化及双膝

外翻角变化，并与超声、关节镜对比分析。 

结果：46例患儿均双膝患病，且以单侧肢体症状为主诉入院，无明显外伤史。其中，疼痛与

伸直受限（5°～20°）为主要症状，共 37膝(78.7%)。全部病例术前均行双膝关节 MR 及 DR

检查，MR图像均见外侧半月板增宽，测量指标符合 Samoto 诊断标准，伴有半月板不同程度增

厚、变性、撕裂及移位，部分病例伴有前交叉韧带移位、损伤。其中 38例患儿同时行双膝关

节超声检查。46例患儿双侧膝关节均同时行关节镜手术治疗。 

其中，症状侧与非症状侧（括号内）肢体统计，半月板移位 35膝，与非症状侧 12膝，行 χ
2

检验，P值<0.001，以内侧移位为主，占 28膝（9膝），按 Crues等人分级标准，ⅢＡ、ⅢＢ

级损伤 44膝，与非症状侧 21膝，行χ
2
检验，P值<0.001，以水平撕裂为主，占 39膝

（83.0%）；前交叉韧带变形、信号增高 29膝(20膝)；伴内侧半月板损伤 9例(7例)。 

症状侧肢体 MR图像诊断软骨损伤 2例，术中关节镜证实。 

与非症状侧肢体对比，行 T检验，双侧前交叉韧带角度（P值 0.489）及双膝外翻角（P值 

0.110）差别无统计学意义。 

38例超声检查的病例，明确诊断 64膝，符合率 84.2%。 

关节镜下均证实为外侧盘状半月板，术中见半月板内移与前交叉韧带紧密接触 25膝（26

膝），与 MR所见基本相符。 

结论：膝关节外侧盘状半月板患儿症状侧关节半月板移位及撕裂高发，且较重，MR检查可全

面评估；非症状侧关节应常规 MR检查明确关节结构有无改变，及时治疗干预。 

 

 
EP-0572 

1.5T 磁共振 T2 mapping 技术评估腰椎间盘突出与纤维环后缘

关系的应用价值 

 
温群

1
,魏春晓

2
,詹松华

1
 

1.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2.复旦大学附属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 

 

 

目的：探讨 T2 mapping技术在评估腰椎间盘突出与纤维环后缘相关关系方面的应用价值。 

材料和方法：80名有腰背痛症状的患者行腰椎 1．5T MRI检查，常规矢状位 T1WI及 T2WI、横

轴断 T2WI，并行正中矢状位 T2 mapping成像，椎间盘分为正常、膨出、突出，测量髓核

(nucleus pulposus,NP)、纤维（annulus fibrosus,AF）后缘 20%、纤维环后缘后 10%的 T2

值。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分别比较髓核和纤维环后缘 20%、纤维环后缘后 10%的 T2值差异有无

显著性，并测量 NP和 AF后缘 20%、NP和 AF后缘后 10%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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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共计测量 400个椎间盘，统计结果示：（1）腰椎间盘 AF后缘 20% 的 T 2 值在不同

分组中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2）腰椎间盘 AF后缘后 10%的 T 2 值在不同分组中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3）80名腰痛患者 NP与腰 AF后缘 20% 、NP与腰 AF后缘 10%均呈弱正相关。 

结论：腰椎间盘 AF后缘 20% 的 T2值及纤维环后缘后 10%的 T2值均可以体现椎间盘的膨出

与突出。 

 

 
EP-0573 

肩关节不稳的 MR 表现及相关因素分析 

 
常红花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00191 

 

目的：本研究旨在确定经关节镜证实的症状性复发性肩关节不稳患者磁共振成像或磁共振关节

造影的影像学表现、发病率及相关因素分析。材料与方法：利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纳入

2012年 1月-2017年 1月在我院行 MRI或 MRA检查，并经关节镜证实为肩关节不稳的患者

(n=97)，将这些患者与年龄、性别匹配的行肩关节手术且经关节镜证实无肩关节不稳及盂唇撕

裂的对照组(n=90)相比，评估两组的关节盂形态、肱骨头脱位程度、盂唇／韧带损伤和关节囊

面积增加情况。结果：多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与年龄匹配的对照组相比，关节盂发

育不良（P=0.03）、盂唇撕裂（P=0.018）、盂肱韧带撕裂（P=0.02）和轴向关节囊面积增加

（P=0.045）与症状性肩关节不稳显著相关，肱骨头脱位在单因素分析（P=0.001）中是肩关节

不稳的显著变量，多因素分析中无显著差异（P=0.056）；测量者之间有良好的一致性（组内

相关系数[ICC] = 0.76-0.83; k = 0.62）。结论：关节盂发育不良、盂唇及盂肱韧带撕裂和

轴向关节囊面积增加，与症状性肩关节不稳显著相关。 

 

 

EP-0574 

EOS 2D/3D 成像系统：一种新型肌肉骨骼影像技术 

 
王晗琦,陆勇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200025 

 

摘要：EOS 2D/3D成像系统是一种可以获得二维、三维和双平面影像且辐射剂量很低的双平面

X线成像系统。成像时患者取立位，使脊柱和下肢处于正常承重状态。 

EOS系统的主要适应症为脊柱和下肢平衡失调的评估和随访，包括脊柱侧凸、脊柱后凸、下肢

畸形等。在脊柱评估中，可通过相关软件测得不同的角度和距离值，并得到质量更高的骨盆带

侧位图（与 X线平片相比）。此外，对每个椎骨，EOS系统的软件提供了它们在冠状面、矢状

面和横断面的位置，以及这三个面参数的图解向量。在髋关节评估中，股骨和胫骨的三维重建

图像可直观的提供轴向扭转的角度值。在膝关节评估中，可在冠状面和侧面测量二维角度。冠

状面或侧面中出现严重二维变形时，一个平面上的角度值可根据正交平面上的值进行调整，使

三维重建图像可直观的提供角度值。 

EOS系统的优势主要为：可进行全身成像，无数字拼接；可同时进行前后位和侧位成像；可对

脊柱图像进行三维重建；辐射剂量低。然而，目前 EOS系统在许多方面仍有一定局限性。仅有

很少患者通过该成像系统完善了诊断，其中一小部分患者的将会改变他们的治疗方案，由于改

变治疗方案而改善治疗结局的患者则更少。此外，在该检查的各个步骤中仍有许多不确定性，

如患者不能平稳站立而导致的运动伪影、不能对肢体严重畸形进行三维重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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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OS系统在常规临床实践中可能不是一种性价比高的检查方法。与 X线平片相比，EOS系统辐

射剂量降低导致的肿瘤所致质量调整生命年改善较小。除非 EOS系统能有更高的利用率和更低

的成本，或能更好地改善患者的临床结局，它才会符合成本效益。 

  

 

 

EP-0575 

MR 关节造影评价复发性肩关节前脱位诊断价值 

 
王智勇,于静红,尤壮志 

内蒙古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010030 

 

目的 通过肩关节内 MR造影来评价复发性肩关节前方脱位的诊断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本院 2012 年 11月至今，经关节镜证实的 25例肩关节复发性前脱位患者的

MR关节造影图像及检查资料，通过西门子 DF透视下定位穿刺肩关节内，注入 12～15ml混合

对比剂，对比剂由 5～10ml 6mmol/L的 Gd-DTPA稀释液、5ml泛影葡胺、5ml 2%的利多卡因，

注射结束后充分活动肩关节并在 40min内接受 MR检查。MR设备是 GE公司 1.5T磁共振扫描

仪，均采用肩关节专用线圈扫描，其中 11例先后行常规 MR与 MR关节造影图像对比，14例只

行 MR关节内造影检查。重点观察肩盂前下骨结构、关节盂唇、盂肱韧带、关节囊以及肱骨头

上端后外方骨结构情况。 

结果 11例患者常规 MR与 MR关节造影图像对比中，MR关节造影对盂唇和盂肱韧带及关节囊

的评价明显优于常规 MR。14例患者只行 MR关节造影外加扫补充序列同样能很好评价复发性肩

关节前脱位 MR影像学表现，尤其对 Bankar病变和 Hill-Sachs病变都能完好评价。 

结论 肩关节前方脱位主要表现为肩盂前下盂唇异常和肱骨头 Hill-Sachs病变，常规 MR除急

性关节脱位外，多数患者关节腔内没有足够液体充盈关节囊，塌陷的关节囊及盂肱韧带紧贴于

前方盂唇，影响诊断；通过 MR关节造影能够很好地扩张关节囊，更好的评价盂唇、关节囊和

盂肱韧带等结构。通过 14例单独行 MR关节造影外加扫补充序列同样完好评价复发性肩关节前

脱位 MR影像学特征，免去常规 MR一些无用检查，为患者减轻经济负担。同时，正常盂唇基底

部的纤维软骨和透明软骨移行区常常表现为高信号，有时与盂唇撕裂难以鉴别。通过加扫 FSE 

PD WI、FS FSE T2WI序列可以更好鉴别盂唇撕裂。总之，肩关节 MR造影评价复发性肩关节前

脱位的前方盂唇病变和 Hill-Sachs病变具有较高的诊断敏感性和特异性。 

  

 

 
EP-0576 

肩关节后方不稳的 MR 表现 

 
常红花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00191 

 

目的：探讨肩关节后方不稳的 MR影像诊断价值，并分析其影像征象及损伤机制。 材料与方

法：回顾性分析 2002年 1月-2017年 5月在我院行 MRI检查，并经关节镜证实为肩关节后方

不稳的患者(n=15)的临床表现及临床症状，分别评估其肩袖、关节盂形态、肱骨头、后盂唇和

盂肱后韧带情况。结果：以关节镜为金标准，MR检查肩袖撕裂（6/15）、关节盂发育不良

（7/15）、反 Bankart病变（5/12）、反 Hil l-sachs损伤（6/15）、肱骨头后脱位

（11/15）、后盂唇撕裂（10/15）、盂肱后韧带撕裂（9/15）。结论：MR对肩关节后方不稳

可进行全面评估，有助于临床进行进一步的诊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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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577 

骨未分化高级别多形性肉瘤的影像学及病理特征 

 
马晓文 

西安市红会医院 710054 

 

目的 研究骨未分化高级别多形性肉瘤（BUPS）的影像学特征、临床特点及病理，以提高对本

病的认识和诊断水平。方法 回顾性分析了经手术病理免疫组化证实的 14例 BUPS瘤患者的 X

线、CT及 MR表现，术前分别经 X线（11例）、CT（12例）、MR（14例）检查。复习文献、

总结影像并与病理对照。结果 14例 BUPS均为单发，发生于长骨骨干或干骺端 13例，另外 1

例发生于腰椎。发生于长骨骨干 3例，长骨干骺端 10例，胫骨近端 4例，肱骨上端 3 例。病

灶大小 3.6cm~15.2cm，平均 6.6cm。X线平片 11例均示不规则溶骨性破坏，邻近骨皮质变薄

或虫噬样破坏，骨皮质內缘可见指压切迹征。8例伴有膨胀性改变，3例破坏区边缘有断续反

应性骨硬化。CT 12例均示不规则溶骨性骨质破坏，局部被软组织密度肿块所替代。4例破坏

区有点状钙化影，5例破坏区内部或边缘有残留骨嵴，9例破坏区边缘有断续反应性骨硬化，

其中 5例纤细，4例较粗大，2例见骨膜反应。6例骨质破坏区周围有软组织肿块。2例有病理

骨折。MR 14例骨质破坏区均呈混杂长 T1长 T2异常信号。9例骨质破坏区周围见软组织肿

块，另 5例仅见软组织肿胀，其中 1例软组织肿胀范围明显大于骨质破坏区。8例骨质破坏区

或软组织肿块周围见软组织肿胀，另 5例破坏区周围仅见软组织肿块未见软组织肿胀。2例破

坏区内及软组织肿块内见短 T1长 T2出血信号， 2例骨质破坏区或软组织肿块内见多发液-液

平面，10例骨质破坏区和/或软组织肿块见更长 T1长 T2液化坏死信号。9例病灶周围见骨质

水肿。10例发生于长骨干骺端者 3例累及骨性关节面，软骨关节面未见受累。结论 BUPS 影像

学表现具有一定特征性。发生于中年患者长骨（尤其是股骨、胫骨及肱骨）骨干或干骺端不规

则溶骨性破坏，临床症状轻但影像显示骨质破坏明显，应考虑到本病的诊断。X线、CT、MR结

合有助于诊断及鉴别诊断。MR可一定程度反映其病理变化。 

  

 

 
EP-0578 

初诊时伴发多发髓外病变的多发性骨髓瘤的 CT 及 MRI 影像诊

断 

 
邹明珠 

北京医院 100730 

 

摘要：目的 探讨初诊时伴发多发髓外病变的多发性性骨髓瘤 CT及 MRI影像学表现，提高对该

病的影像学认识。 方法 回顾性分析 9例经组织学病理证实首诊为多发性骨髓瘤髓外病变的

30个软组织肿块的影像学资料。 结果 初诊时伴发多发性髓外病变的多发骨髓瘤特征性的影

像学表现如下：1）多发软组织肿块影，其中受累骨质旁巨大软组织肿块是最常见的髓外病

变；2）软组织肿块密度或信号较均匀，CT呈等密度，MRI T2WI 呈等或稍高信号，T1WI呈等

或稍低信号；3）增强扫描呈中等-明显强化；4）病变较大时肿块内部或周边可见迂曲走行的

血管影。结论 初诊时伴发多发髓外病变的多发骨髓瘤具有一定影像学特点，CT和 MRI 检查能

够对其诊断、治疗及随访提供更全面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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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579 

虚拟单能谱技术联合曲线估算诊断骨质疏松的初步研究 

 
王林,龚沈初 

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南通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226001 

 

 

目的：探讨双能量 CT虚拟单能谱技术联合曲线估算对骨质疏松(osteoporosis, OP)的诊断价

值。 

方法：前瞻性采集 67名腰部外伤患者的腰椎双能量 CT图像，排除腰 1~ 4骨折、存在金属内

固定物、皮椎体成形术后、肿瘤病变及甲状腺或甲状旁腺功能亢进、近期服用影响骨代谢药物

的患者。使用 A、B球管电压分别为 90 kV、Sn 150 kV，采用高级模拟迭代技术重组图像。使

用 syngo via后处理工作站中虚拟单能谱(Virtual Monoenergetic Plus)软件对图像进行处理

分析，测量混合能量图像的 CT值(rCT)和 40keV~190keV各光子能量下的 CT值并生成能谱曲

线。使用 DXA测量腰 1～4的骨密度(BMD 椎体)和平均 T值(T 平均)，以 T 平均作为诊断 OP的“金标

准”。使用 SPSS软件“曲线估算”比较线性、平方、立方、逆、幂函数关系下不同光子能量

与 CT值曲线的拟合度(R
2
)，筛选出合适的函数曲线，比较曲线模型参数与 OP诊断指标间的相

关性；使用 ROC曲线分析曲线模型参数对 OP的诊断效能。 

结果：共诊断骨质疏松 20人，无骨质疏松 47人，其 268个椎体的能谱曲线总体为“下降

型”，立方和逆函数的 R
2
高于其他函数曲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均＜0.01)，考虑临床应用

的便捷性，选择逆函数曲线进行进一步的分析。该曲线的系数(a)与 BMD 椎体、T 平均间存在相关

性 (r依次为 0.41、0.55, P均＜0.01);而其常数项(b)与 BMD椎体、T平均间不相关(r依次

为-0.12、-0.10, P依次为 0.06、0.42)。按 a≤10760.97 或 rCT≤109.00 HU 的标准，其对

OP的诊断敏感性依次为 84.2%、73.7%，特异性依次为 81.2%、66.7%，a的诊断效能优于

rCT，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3)。 

结论：双能量 CT虚拟单能谱技术联合逆函数模型可对骨质疏松情况进行定量评估。 

 

 
EP-0580 

脊柱上皮样血管内皮瘤 CT 及 MRI 表现 

（附 6 例报道并文献复习） 

 
王鹏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200003 

 

【摘要】 目的 脊柱原发性上皮样血管内皮瘤（EHE）罕见，文献报道少，本文通过探讨 6例

EHE的 CT和 MRI表现，并复习文献，以提高其影像学认识。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1年 3月至

2015年 12月间经病理证实的 6例 EHE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男 2例，女 4例；年龄 10～51

岁，平均 30岁。6例临床症状以脊柱区疼痛为主，其中 3例并伴随周围神经症状。病程 2周

～6月，平均 11周。CT平扫 1例，CT平扫及增强 3例；5例 MRI平扫及增强扫描；3例同时

行 CT及 MRI检查；对病灶的部位、骨质改变、形态、密度/信号特点及强化特征进行观察。结

果 5椎体发生于椎体，1例发生于附件，2例呈皂泡状，2例呈蜂窝状，5例伴不同程度骨皮

质中断，1例伴椎体压缩性骨折，1例跨节段生长；4例累及椎管，1例伴椎管狭窄；CT 平扫

呈略低密度，密度欠均匀，内伴点状、斑点状略高密度灶，MRI T1WI为低信号，T2WI高信

号，信号欠均匀；增强检查 CT中等至明显强化，MRI强化明显，CT密度欠均匀，MRI信号明

显不均，内伴多发低信号；椎间盘均未受累，1例伴脊膜尾征。结论 脊柱 EHE以年轻患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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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影像学大多表现为膨胀性溶骨性骨质破坏，呈皂泡状或蜂窝状透亮区；病灶边界常清晰，

伴或不伴硬化边；可伴骨皮质中断、椎体压缩性骨折，可形成骨旁软组织肿块，多无骨膜反

应，多不累及椎间盘；可累及椎管致椎管狭窄，多位于硬膜外，可伴脊膜尾征。 

  

 

 

EP-0581 

骨内脂肪瘤的影像学诊断 

 
钟志伟,马洁琳,吴文娟,刘记存,于宝海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 050051 

 

目的 探讨骨内脂肪瘤（Intraosseous Lipoma）的影像学表现及其鉴别诊断。 

资料与方法 回顾性分析 22 例经病理证实的骨内脂肪瘤影像学表现及病理学特点。 22例骨

内脂肪瘤具有 X线平片的 21例，具有 CT检查 20例，具有 MR检查的 8例。 

结果 22例骨内脂肪瘤发病年龄 7~71岁，30~60岁多见。男：女=1.2：1。发病部位长骨 12例

（54.5%）、跟骨 3例（13.6），肋骨、椎体、髂骨、坐骨、距骨、钩骨、距骨及骰骨各 1例

（4.5%）。其中长骨病变又以股骨居多（8例），胫骨其次（2例），肱骨及腓骨各 1例，多

位于干骺端，可累及骨干。跟骨病变位于跟骨窦。X平片及 CT上表现为边缘清楚的低密度

区，CT值−60~−120 HU，周边可有薄或厚的骨嵴或硬化边，病变区亦可有有不同数量的钙化或

骨化。MR上病变区表现为脂肪成分，部分囊变坏死及钙化。 

结论 影像学的特征性表现是病变内有脂肪成分。X平片及 CT上表现为边缘清楚的低密度

区，其内可有不同数量的钙化或骨化，周边可有薄或厚的骨嵴或硬化边。MR上容易发现及及

鉴别脂肪成分。有时骨内脂肪瘤与骨坏死难以鉴别，因为都含有脂肪，都有边界与其它骨髓分

开。脂肪瘤有膨胀、骨质破坏，圆形而不是地图状，是与骨坏死鉴别点。 

 

 
EP-0582 

 DWI 在强直性脊柱炎活动评估中的 应用价值 

 
崔艳秋,俞咏梅 

皖南医学院附属医院/皖南医学院弋矶山医院 241001 

 

目 的：探讨 DWI对强直性脊柱炎（AS）患者骶髂关节炎活动性的评估价值；并探讨全脊柱

DWI在 AS活动评估中的应用价值。 

方 法：选取我院 2015年 10 月至 2016年 12月期间经临床确诊为 AS的患者 76例，根据临床

AS活动评分及实验室检查将其分为稳定组（32例）及活动组（44例）。选 20例健康志愿者

作为对照组。3组研究对象均行骶髂关节常规 MRI及 DWI检查，获得各组骶髂关节 ADC值；并

对所有 AS患者采用 SPARCC 骶髂关节评分系统进行评分。比较三组间骶髂关节 ADC值的差异及

分析 AS患者骶髂关节 ADC值、SPARCC评分与其临床炎症活动指标相关性。 

另选取 34例活动期 AS患者及 20例健康志愿者加扫全脊柱弥散加权成像，分析 AS患者骶髂关

节及脊柱受累情况。 

结 果：（1）AS活动组与稳定组、对照组 ADC值之间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稳

定组与对照组 ADC值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ROC 曲线分析显示鉴别患者活动与稳定

的敏感度及特异度为 84.1%、90.6%。（3）AS患者骶髂关节 ADC值、SPARCC评分与临床

BASDAI评分显著相关（r分别为 0.797、0.748，P <0.01），骶髂关节 ADC值与 SPARCC评分

显著相关（r为 0.889，P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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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例行骶髂关节及全脊柱弥散加权成像的 AS患者中，13例仅骶髂关节见炎性病变，7 例仅脊

柱见炎性病变，14例骶髂关节及脊柱均见炎性病变。仅胸椎受累 10例，仅腰椎受累 3 例，胸

腰椎同时受累 8例。AS患者脊柱炎症椎体与对照组正常椎体 ADC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12.18，P<0.05）。 

结 论：DWI对骨髓水肿敏感、成像速度快，并可通过 ADC值对病灶进行直观、定量分析，可

判断炎症的活动性及程度，是 AS患者骶髂关节检查的理想选择。对 AS患者在骶髂关节检查的

基础上加扫全脊柱弥散扫描，可以更全面、可靠的评估疾病的活动性及程度。 

  

 

 

EP-0583 

色素沉着绒毛结节性滑膜炎的 MR 诊断 

 
柏根基 

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 223300 

 

探讨磁共振（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对色素沉着绒毛结节性滑膜炎

（pigmented villonodular synovitis，PVNS）的诊断价值。 

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 20例经病理证实为 PVNS患者的 MRI图像，其中膝关节 13例，肩关节

2例，踝关节 2例（1例为术后复发），髋关节 2例，肘关节 1例，总结其影像学表现并初步

探讨相应的病理学机制。 

结果：20例经病理证实为 PVNS患者中，均为弥漫型，表现为弥漫性的滑膜增厚，13例有长

T1长 T2结节灶形成，10例有关节骨及软骨侵蚀，5例有交叉韧带受侵，20例患者均有不同程

度的关节积液。 

结论：1、长 T1短 T2结节灶是 PVNS的特征性表现；2、MRI可以清晰的显示各种病变并且很

好的显示 PVNS累及的范围，为后续的治疗及随访提供参考。 

  

 

 
EP-0584 

QCT 测量南京和北京地区健康人群腰椎骨密度 

丢失率的对比分析 

 
贾鹏 

南京明基医院 210019 

 

目的 通过 QCT对南京和北京地区健康人群腰椎骨密度进行测定，对两地区各年龄段健康人群

腰椎骨密度值及骨丢失情况进行对比分析。材料与方法 北京积水潭医院 QCT测定腰椎骨密度

健康检查人员 721例，年龄在 20-79岁（平均 46.0±13.0 岁）；南京明基医院 QCT测定腰椎

骨密度检查检查人员 960例，年龄在 20-80岁（平均 47.61±10.18 岁）。采集 L2、L3骨密度

值及年龄、身高、体重、BMI 等信息，计算两地区 L2/3平均骨密度值与年龄、身高、体重、

BMI进行统计分析，并按 10 岁为一年龄段进行分组，计算组间骨密度丢失率。结果 北京地区

和南京地区腰椎骨密度值存在统计学差异（P＜0.01）；骨密度值与年龄、体重、BMI呈负相

关（P＜0.01），与身高呈正相关（P＜0.05）。回归分析显示骨密度值与地区及年龄有关（P

＜0.01）。两组间骨密度丢失率无差异。结论 两地区 QCT测定腰椎骨密度值有差异，但两地

区骨丢失率无统计学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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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585 

UTE 序列成像在正常下腰椎终板矢状位的形态学研究 

 
王冰,查云飞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430061 

 

目的 应用超短回波时间（UTE）序列对腰椎软骨终板进行成像并测量分析下腰椎（L3-S1椎

体）终板矢状位的形态特征，探讨其在人工椎间盘假体设计中的价值及临床意义。方法 健康

志愿者共 30例，男 15例，女 25例，年龄 19岁～28岁，平均年龄 24.53±1.59 岁。所有被

检者的腰椎 MR扫描均采用 GE 3.0T 磁共振（ MR Discovery 750，USA），线圈选择为全脊柱

线控阵线圈与腹部线圈相结合。每个受检者腰椎的双回波 UTE原始图像分为两组，利用其

SUB/ADD后处理软件对这两组 TE值不同的图像进行减影运算获得最终软骨终板信号。然后对

正常志愿者下腰椎终板的矢状位形态学进行相关参数测量，包括终板形状、最凹点位置、最凹

点深度和凹陷角。结果 双回波 UTE序列中，正常的软骨终板显示为连续的、均匀的、弧线状/

线状的中等偏高信号；健康志愿者的下腰椎软骨终板的形状以凹陷型最为多见，平坦型于

L5/S1节段下终板所占比例较高，最凹点多位于中后部，L3/4、L4/5节段的上、下终板的最凹

点深度有统计学差异，上终板深度较大，L3/4节段的上、下终板的凹陷角也存在统计学差

异，下终板的凹陷角大，而 L4/5节段凹陷角的比较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 超短 TE序列能对腰

椎的软骨终板进行准确、清晰地显示，为研究终板的形态学测量和完整性评估提供较好地技术

支持；下腰椎软骨终板的多个形态学参数的准确测量对人工假体椎间盘置换术中假体与终板的

匹配设计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为指导人工椎间盘假体的设计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 

  

 

 
EP-0586 

IVIM 观察糖尿病早期下肢 PAOD 的初步研究 

 
简练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410013 

 

目的：本研究拟用磁共振 IVIM技术定量评估糖尿病患者小腿肌肉血流灌注，由此探索该方法

诊断糖尿病合并早期周围血管闭塞病变的可行性，为糖尿病 PAOD患者早期治疗提供支持。 

方法：招募 2016年 6月-2017 年 3月期间在我院血管外科住院 6名（1男,5女）II型糖尿病

患者的早期下肢血管闭塞性疾病(FontaineI-II)，患肢 9条，及 10名年龄、BMI指数相匹配

的健康志愿者（5男，5女）的小腿 12条，均进行小腿常规 MRI、IVIM-MRI检查成像和临床相

关检查，对所有受试者的临床症状进行评估。运用 IVIM软件对病例组及正常对照组受试者小

腿 IVIM感兴趣区 ROI的 D、D*、F值进行统计计算，通采用配对 t检验、独立样本 t检验，比

较组内、组间 IVIM定量参数的差异。 

结果： ①正常组、T2DM合并轻症 PAOD组内足跖屈伸运动，胫骨前肌运动前、后 D、D*及 F

值均有显著性差异(P＜0.05)。 

②正常组、T2DM合并轻症 PAOD组间足跖屈伸运动前、后小腿肌肉局部 D、D*及 F值两组间有

不同程度差异（P<0.05），且运动后 T2DM轻症 PAOD组的 D、D*及 F值变化幅度不及正常组。 

结论： ①IVIM 量化参数可以反映 2型糖尿病早期外周血管闭塞性病变患者小腿骨骼肌灌注

减低，运动储备不足。②IVIM 可以便捷用来评估小腿骨骼肌微循环灌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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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587 

双能 CT 与高频超声诊断痛风性关节炎临床价值的对照研究 

 
赵迅冉,韩丹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650032 

 

【摘要】目的 探讨 DSCT双能量技术及高频超声对痛风性关节炎（Gout Arthritis，GA）的

诊断价值。方法  收集疑痛风性关节炎均行关节超声及 DSCT二种检查（两者检查间隔在一

周内）且临床资料完整的病人 63例（共 222个关节）。DSCT在任何一个关节内、周围软组织

及痛风石内见尿酸盐结晶沉积为阳性表现。高频超声出现关节内痛风石、双轨征、高回声点或

韧带内高回声为阳性表现。参照 1977年美国风湿病学会（ACR）制订的痛风诊断标准查见尿酸

盐结晶及关节镜检为 GA组：GA 51例（188个关节）。临床完全排外 GA的为对照组：12例

（34个关节）。计算双能 CT及超声诊断的灵敏度、特异度、假阳性率、假阴性率、阳性预测

值、阴性预测值。并绘制 ROC曲线，对高频超声与 DSCT 诊断 GA的一致性进行评估。结果 双

能 CT诊断的准确性：灵敏度（真阳性率）74.5%，特异度（真阴性率）83.3%，假阳性率（误

诊率）16.7%，假阴性率（漏诊率）25.5%，阳性预测值 95.0%，阴性预测值 43.5%。ROC 曲线

面积为 0.713，P值<0.014。超声诊断的准确性：灵敏度（真阳性率）96.1%，特异度（真阴性

率）41.7%，假阳性率（误诊率）58.3%，假阴性率（漏诊率）3.9%，阳性预测值 87.5%，阴性

预测值 71.4%。ROC曲线面积为 0.795，P值=0.012。表明说明两种方法的诊断价值中等，均具

有一定的诊断价值。Kappa 一致性检验 ，P<0.05，说明两种检测手段一致性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K值 0.196，说明两种检测的一致性较差。双能 CT特异度较高，高频超声敏感度较高。双

能 CT能更好的显示骨质破坏情况及尿酸盐沉积情况，高频超声对早期 GA可以提供更多信息。

对于一些不典型病例同时行两种方法联合检查可以提高诊断率。 

结论 双能 CT与高频超声对痛风性关节炎均具有一定的诊断价值，二者结合可以提高诊断率。 

 

 

EP-0588 

骨良性纤维组织细胞瘤 CT 及 MRI 影像表现： 

个案报道 1 例及文献复习 

 
王勤,张燕,金征宇 

北京协和医院 100730 

 

目的：骨良性纤维组织细胞瘤（BFH）是罕见的原发于骨的良性间叶性肿瘤。本文报道 1例累

及肋骨和胸椎的 BFH个案，展示其 CT、MRI影像表现，并复习相关文献。 

方法：患者 23岁男性，主因“间断胸背部痛 2月”就诊，2月前搬重物时出现胸背部疼痛，

无发热、盗汗等明显不适，症状持续约 1周后逐渐缓解，胸部增强 CT显示右侧第 7后肋膨胀

性骨质破坏伴软组织肿块，病变累及 T7椎体及其右附件，边缘可见硬化边，病变内较多骨嵴

样骨性分隔影，软组织部分轻度强化。胸椎 MRI平扫显示病变 T1WI及 T2WI信号高低混杂，周

边见低信号环。手术病理见病变内梭形成纤维细胞和卵圆形组织细胞，呈席纹状排列或弥漫性

分布，免疫组化结果为：CD34（-）,CD 117(-)，Desmin(-),CD68(+)，CD99（-）,Ki-

67(index 1%),S-100(局灶+),SMA(局灶+)，病理诊断为良性纤维组织细胞瘤（BFH）。 

结果：BFH好发于长骨干骺端或骨端，可累及髂骨、肋骨、颌骨及椎体，本例累及肋骨及胸

椎，较少见。典型 CT表现为：边界清楚软组织密度，CT值等于或稍低于肌肉，病变内多见残

留骨嵴或骨性分隔， 骨质破坏区可见出血、坏死囊变； 一般无钙化或骨化，可见硬化边，膨

胀明显者可见骨皮质断裂，一般无骨膜反应； MRI表现：在 T1WI中常呈均匀稍低信号；在 

http://dict.youdao.com/w/arthri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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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WI上，其信号特点与病理组织学特征具有一定相关性，当肿瘤中组织细胞比例较高时 ，病

变 T2WI呈高信号 ，当纤维细胞比例较高时，病变 T2WI低信号；在 T1及 T2WI上病灶内可见

条索状低信号影，提示病灶内含有纤维组织成分；瘤周可见环形 T1及 T2WI低信号，此为肿瘤

硬化边；增强扫描肿瘤实质及条索状分隔常呈明显强化。影像鉴别诊断包括非骨化性纤维瘤、

骨纤维结构不良、骨巨细胞、动脉瘤样骨囊肿、嗜酸性肉芽肿等。 

结论：BFH是罕见的骨肿瘤，熟悉其典型影像学特点有助于准确诊断。 

  

 

 
EP-0589 

西藏拉萨地区氟骨症 X 线、CT 影像学表现及血常规分析 

 
沈亚,刘海鹏,银武 

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 850000 

 

目的 探讨西藏拉萨地区氟骨症患者的血常规变化情况及 X线、CT表现。 方法 收集本院西藏

拉萨地区氟骨症 83人和非氟骨症 83人，对其性别、年龄与体质指数、血常规等进行对比分析

并对比 X线、CT表现。 结果 氟骨症组男性明显多于女性，在年龄、体质指数与对照组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男性女性在 RBC、HGB 水平低于正常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WBC、PLT、MCV及 MCHC水平与正常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氟骨症诊断 X线诊断率高于 CT。结论  氟骨症患者 RBC、HGB水平下降，引起红细胞减少性

贫血；在氟骨症影像诊断中首选 X线检查。 

  

 

 
EP-0590 

T2 加权 Dixon 序列中四组图像对脊柱局灶性病变 

不同的诊断价值 

 
彭娴婧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410008 

 

目的：以增强 MRI或 CT或病理诊断为金标准，通过比较不同的脊柱局灶性病变在 T2加权

Dixon序列四组图像上的表现，确定 In-phase，out-of-phase及脂相对脊柱局灶性病变不同

的诊断价值。 

方法：对 70例患者的 122个脊柱局灶性病变的包括 T2加权 Dixon序列的四组图像在内的 MRI

图像进行回顾性分析，两位放射科医师进行图像判读。所有病灶均有增强 MRI或 CT对照或手

术病理结果作为金标准。根据病灶大小，分为直径 1cm以上组及 1cm以下组。对四组图像发现

病灶的阳性率、敏感性、阳性预测值进行比较。 

结果： In-phase结合水相和不压脂 T1WI与单独水相结合不压脂 T1WI对发现病灶范围、大

小、数目无显著性差异（P>0.05）；脂相和/或 out-of-phase结合水相和不压脂 T1WI 与单独

水相结合不压脂 T1WI对发现炎性病变和直径 1cm以上病灶的范围、大小、数目无显著性差异

（P>0.05），不能提供额外诊断信息；对于直径 1cm以下的病灶，脂相和/或 out-of-phase结

合水相和不压脂 T1WI较单独水相结合不压脂 T1WI可发现更多病灶（P<0.05），三者结合可增

加放射科医师诊断信心，但部分微小病灶难以确定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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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常规脊柱 MRI扫描，矢状位 T2加权如采用 Dixon序列，放射科医师可省略 In-phase，

重点判读水相；脂相或 outphase 序列主要供发现 1cm以下的小病灶，对 1cm以上病变性质的

判定无额外价值。 

 

 
EP-0591 

双能 CT 对前交叉韧带术后患者预后的评估 

 
欧舒斐

1
,欧陕兴

1
,李华雨

1
 

1.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458 医院 

2.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 

 

目的 

  DSCT对前交叉韧带修复术后，观察股骨隧道入点及髓腔通道情况，探讨 DSCT对前交叉韧

带修复术后的影像表现及预后评价的临床意义。 

 材料与方法 

  选取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骨病关节科病人，已确诊膝关节前交叉韧带损伤，并已行膝关节

前交叉韧带修复术的患者 12例。所有患者使用双源 CT（siemens  Somatom Definition 

2008G）双能模式下行双膝扫描,扫描后应用西门子图像后处理工作站，在双能 3D模式二维观

察术后钉道的走形及位置，并行 3D建模，以髁间窝中心点为界进行图像切割，并观察股骨隧

道入点处距离该点的距离。 

 结果 

  在 3D模式下，可以直观显示股骨隧道入点处的位置，并可测量其与解剖止点的距离，有 9

例患者测得距离在 5.4mm~5.9mm，有 3例患者距离在 6.1~6.3mm，临床预期理想距离为

（5.7±0.3），说明 9例患者行前交叉韧带修复术时股骨隧道入点达到了预期设想。 

 结论 

  前交叉韧带是膝关节的重要结构，一旦损伤、断裂会无法维持膝关节稳定，迫使人体无法

进行正常活动，对患者日常生活造成较严重的影响。前交叉韧带修复术是目前针对此优选的方

法。对患者而言，术后最关心的是“能否预后”，而并非“是否预后”，“能否预后”的首要

条件在于手术位置是否准确，对于观察膝关节的内部结构，关节镜检查是目前公认的金标准。

关节镜下可以清晰而准确的观察膝关节内部结构，但是因其检查费用高，具有一定的创伤，且

无法随意旋转观察髓腔通道等不利因素，常常有患者对此往望而却步。不但是因其高昂的检查

费用，更因为在一次术后，不少患者患侧关节内部会产生不同程度的积气，且创伤遗留的肿

胀、疼痛，也让患者在短期类不想二度承受。而 DSCT是无创的，同时可通过仿真 3D模型多角

度、多层面观察股骨隧道入点处的位置及髓腔通道内部情况，从解剖角度对患者能否预后情况

做一个首期评估，故对临床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EP-0592 

坐股撞击综合征的 MR 诊断价值及其与临床的相关性 

 
陈君蓉 

四川省骨科医院 610041 

 

目的：探讨 MR在坐股撞击综合征中的诊断价值，为临床提供诊疗依据。方法：回顾性分析 58

例坐股撞击综合征的 MR图像。所有患者均行双髋关节常规 MR平扫。由 2名放射科主任医师采

用双盲法评价所有髋关节 MR图像，测量坐骨股骨间距 IFS、股方肌最窄间隙 QFS，股方肌受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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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水肿中心、水肿信号程度，并分析上述指标与临床症状体征之间的相关性。统计出常规

MR对坐股撞击综合征诊断的敏感度、特异度和准确度；采用 Kappa检验，评价 MR与临床症状

体征在坐股撞击综合征诊断结果的一致性。 

结果： 58例髋关节按单髋计数 116个，坐股撞击综合征 85髋，IFS、QFS分别为

1.02±0.08cm,7.5±0.04cm。股方肌受压程度分别为：0 级 31例、Ⅰ级 23例、Ⅱ级 43例、

Ⅲ级 19例；水肿中心均位于股方肌腹最窄处；水肿信号程度分别为：0级 39例、Ⅰ级 21

例、Ⅱ级 44例、Ⅲ级 14例。经 Kappa检验，MR与临床症状体诊断坐股撞击综合征的结果具

有较高度的一致性(κ=0.88)。股方肌的受压程度与水肿信号强度呈正相关（r=0.68）。 

结论：磁共振成像可靠性很高，是诊断坐股撞击综合征最可靠的影像检查方法，IFS、QFS狭

窄是坐股撞击综合征的主要影像表现，股方肌受压变形及水肿是最直观的 MR征象。对坐股撞

击综合征的临床诊断与 MR影像征象具有较高度的一致性。 

 

 
EP-0593 

3D LAVA-Flex 序列对腰椎间盘退变的初步研究 

 
李金锋,唐静,藏晓,李萌,马林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100853 

 

目的：采用 3D LAVA-Flex序列对腰椎间盘退变进行评估。 

材料和方法：对 45例腰椎间盘退变患者行矢状位 3D LAVA-Flex序列及矢状位 T2WI序列扫

描。基于 T2WI并采用 Pfirrmann分级对每个患者椎间盘进行评估，同时基于 3D LAVA-Flex成

像对髓核与纤维环的界限、椎间盘内低信号及椎间隙进行了评估。对两种序列的评估结果进行

比较，并采用基于 3D LAVA-Flex成像的仿真内窥镜技术对椎间盘退变进行评估。 

结果：3D LAVA-Flex序列显示正常髓核呈均匀中等信号，纤维环为完整高信号，两者之间界

限清楚。在伴有椎间隙狭窄的椎间盘中，线样低信号发生率(65/91)显著高于正常的椎间盘

(4/134)（P = 0.000）。3D LAVA-Flex分级与基于 T2WI 的 Pfirrmann分级具有较好一致性。

基于 3D LAVA-Flex成像的仿真内窥镜技术可以较满意地显示退变椎间盘与椎间孔的关系。 

结论：在评估腰椎间盘退变方面，3D LAVA-Flex序列与常规 T2WI具有相似的效能，3D LAVA-

Flex的仿真内窥镜技术在腰椎间盘病变的研究中具有潜在的应用前景。 

 

 

 

EP-0594 

常规 MRI 联合 DWI 在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中的诊断价值 

 
潘志立 

安徽省立医院 230001 

 

目的 探讨常规 MRI联合 DWI 在新生儿 HIE中的诊断价值。方法 总结 44例临床、影像资料完

整的新生儿 HIE病例,其中男 28例，女 16例，早产 32例，足月产 12例，胎龄 31周～38

周。使用西门子 3.0T Magnetom Trio 和 1.5T Magnetom Avanto超导磁共振仪。全部病例均进

行常规 MR和 DWI联合扫描，获得 T1WI、T2WI及 DWI图像，DWI采用回波平面成像超高速成像

方法。结果 本组 44例患儿：16例常规 MRI上显示脑室周围斑点状短 T1信号，DWI上述病灶

呈高信号，ADC图呈低信号；16例常规 MRI上表现为半卵圆中心、侧脑室旁弥漫片状短 T1信

号，DWI上述病灶呈高信号，ADC图呈低信号，并有 8例在 DWI上同时显示胼胝体膝部、压部

区域灶状或弥漫性高信号；8例常规 MRI未见明显异常信号，但在 DWI上显示侧脑室旁及深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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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质灶状或斑片状异常高信号；4例临床有围生期窒息史患儿，常规 MRI及 DWI均未见异常信

号。结论 DWI成像检查对早产儿及足月新生儿早期脑白质损伤具有较高敏感性，常规 MRI检

查与 DWI序列结合可以比较全面反映新生儿 HIE的病灶范围和演变过程，提高新生儿 HIE 的早

期诊断率。 

 

 

EP-0595 

小儿脊髓积水空洞症在原发脊髓低位栓系综合征中的认识 

 
侯振洲,李荣品 

河北省儿童医院 50031 

 

目的：回顾性总结分析小儿脊髓积水空洞症在原发脊髓低位栓系综合征中的影像学特征，并分

析各类型的相互关系。 

方法：总结 2012-2015年我院 300余例原发脊髓低位栓系儿童，分析脊髓积水空洞症的影像学

表现，并将积水空洞症的发生与脊髓低位栓系各类型做相关性统计学分析。 

结果：84例脊髓积水空洞患儿，其中，脊髓中央管呈丝状扩张 15例，管状扩张 21例，囊状

扩张 48例。其中空洞指数＞40%的 40例。脊髓积水空洞的宽度、长度与年龄无相关性，大空

洞指数的空洞与脊髓纵裂、脊膜膨出有统计学意义，而与其他类型均无统计学意义。腰骶角大

小变化在正常组与低位组两组间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脊髓低位栓系中，脊髓纵裂和脊膜膨出更容易引起脊髓积水空洞的囊性扩张，而且脊髓

纵裂更容易引起大空洞指数的脊髓空洞症。 

 

 
EP-0596 

小儿药物中毒性脑病的 MRI 表现及应用价值 

 
于啸 

徐州市儿童医院 221000 

 

目的：探讨小儿误服药物引起的中毒性脑病的 MRI表现及临床应用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经

临床确诊的 12例病因明确的中毒性脑病患儿，均行 MRI 平扫检查,其中 11例行增强检查，分

析其 MRI特征。结果：12例患儿,11例 MRI检查有阳性发现，另 1例检查为阴性。12例药物

中毒性脑病患儿的 MRI影像表现可归纳为：①仅基底节灰质核团受累（2例）；②基底节及脑

白质同时受累（5例）；③基底节、脑白质及脑皮层受累（2例）；④基底节、脑白质、小脑

及脑干广泛受累（2例）；⑤阴性（1例）。 受累区域 MRI 表现为稍长 T1稍长 T2信号，常为

对称性分布，水抑制序列（FLAIR）均为高信号。 弥散加权成像（ＤＷＩ）表现分为高信号

（10例）。增强扫描：受累区域病灶明显强化（10例），与 DWI表现一致。结论：小儿药物

中毒性脑病主要累及基底节灰质核团及大脑白质纤维，常对称性分布。MRI检查敏感性及准确

性高，能早期全面了解药物中毒患儿脑部受累情况，有助于临床医生对此类疾病发展及预后的

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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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597 

Non-Invasive Perfusion Imaging in Children with 

Sturge-Weber Syndrome Using  Arterial Spin Labeling 

 
Shen Jing

1
,Wu Jianlin

1
,Hu Jiani

2
,Juhász Csaba

3
 

1.Affiliated Zhongshan Hospital of Dalian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Dalian， 

Liaoning， China 

2.Department of Radiology， Wayne State University， 3990 John R Road， Detroit， MI 48202， USA 

3.Departments of Pediatrics and Neurology， Wayne State University， Children’s Hospital of 

Michigan， 3901 Beaubien Street， Detroit， MI 48201， USA 

 

Purpose: To test the feasibility of arterial spin labeling (ASL) to evaluate 

cerebral perfusion abnormalities in children with Sturge-Weber syndrome (SWS) non-

invasively, and to compare ASL results with perfusion-weighted imaging (PWI). 

Method: Seven children (age 6-12.6 years) with unilateral SWS underwent MRI with 

ASL and susceptibility weighted imaging (SWI), and 4 of them also had high-

resolution PWI at the same time. Lobar cerebral blood flow (CBF) values of ASL and 

PWI were analyzed in subcortical white matter, and CBF asymmetry indices (AI) were 

calculated. 

Results: The majority of cerebral lobes in the affected hemispheres showed 

increased CBF both on ASL (57%) and PWI (56%). Such increases were associated with 

the presence of enlarged deep medullary veins as detected by SWI. Increased CBF on 

ASL in the parietal lobe was associated with lower seizure frequency. There was a 

moderate overall concordance between ASL and PWI AIs, with complete concordance in 

44% of the lobes, and complete discordance in only one lobe (6%). 

Conclusion: The study demonstrates the feasibility of ASL in evaluating SWS white 

matter perfusion without contrast injection. Although ASL may not totally replace 

PWI,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ASL can provide useful diagnostic information, 

especially when combined with SWI. 

 

 
EP-0598 

管电压对儿童腹部低剂量 CT 图像质量的影响： 一组 0-6 岁

儿童的自身对照研究 

 
孙记航,彭芸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国家儿童医学中心 100045 

 

目的：探寻儿童腹部低剂量 CT成像质量最佳的管电压 

方法：收集 2016-11-01值 2017-3-14间 11例需要短期反复腹部增强 CT观察化疗效果的神经

母细胞瘤患儿，首次入组年龄 2.57±1.25 岁（10月-4.7 岁），男 8例，女 3例，体重

13.91±3.59kg（10-23kg），每次检查间隔 1-2月。所有患儿均进行了 3次检查，3次检查使

用的放射剂量相同，管电压分别为 80kVp，100kVp，120kVp，使用固定管电流扫描，根据不同

电压调整电流使 3次检查的 CTDIvol相同。造影剂注射方案及扫描时间 3次检查完全相同。应

用主观、客观评分评价 3次检查的图像质量，主观评价在平扫、增强扫描图像用 1-5分评价图

像噪声及强化程度（3分合格，5分最好），客观评价分别测量肝脏、脾脏、胰腺、肾脏的 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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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及噪声值，并计算信噪比（SNR）及对比噪声比（CNR）。应用 ANOVA方差分析评价三组管电

压的图像质量。 

结果：主观评分方面三组图像噪声评分无统计学差异，强化程度 80kVp最好，100kVp，120kVp

评分依次降低，具有统计学差异；客观评分方面平扫及增强图像 3种 kVp噪声无统计学差异，

除脾脏增强及肾脏增强 80kV 图像强化程度具有统计学差异外，所有三组 kVp的 SNR均无统计

学差异，三组 kVp图像的 CNR差异明显，80kV最好，120kV 最差。 

结论：在相同的射线剂量条件下，对于低年龄、低体重儿童腹部低剂量 CT，80kVp扫描方案在

不增高图像噪声的前提下，可以大幅提高强化程度。 

  

 

 
EP-0599 

迭代重建算法在 80kV 低剂量儿童脊柱 CT 的应用价值：一组

患儿的自身对照研究 

 
孙记航,彭芸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国家儿童医学中心 100045 

 

目的 评价基于模型的迭代重建算法（model-based iterative reconstruction，MBIR）及自

适应迭代重建算法（adaptive statistical iterative reconstruction，ASIR）是否可以在

80 kV低剂量儿童脊柱 CT扫描中获得符合诊断标准的图像，以减少放射线对患儿的损伤。方

法 连续选取 36例因脊柱病变需要复查脊柱 CT的患儿行 80 kV，20mAs低剂量扫描作为观察

组，将所得的原始数据分别重建为 0.625mm的 MBIR图像、ASIR图像、FBP图像。所有患儿治

疗前的脊柱 CT检查为对照组，扫描管电压 120 kV，余扫描参数不变，图像重建为 0.625mm 的

FBP图像。四组图像质量主观评价由 2名医师分别采用 1~4 分制（3分合格，4分最好）评价

图像主观噪声及椎体结构显示能力；图像质量客观评价为测量 L1椎体以及同层面背侧肌肉的

CT值及噪声值，并计算椎体的 SNR及 CNR。同时并记录两次检查剂量报告表中的 CT容积剂量

指数(CTDIvol)、剂量长度乘积（DLP）。结果 图像的主观评分对照组图像以及观察组的

MBIR图像可以满足诊断要求；客观噪声观察组 MBIR、ASIR、FBP以及对照组 FBP图像分别为

35.42±7.01、80.91±12.59、113.38±15.82、45.95±3.68，信噪比分别为 5.75±1.29、

2.57±0.42、1.83±0.28、4.05±0.52；对比噪声比分别为 8.13±0.88、2.86±0.37、

1.94±0.29、4.58±0.96；观察组放射剂量 CTDIvol、DLP 分别为 0.77±0.00mGy，

50.16±12.07mGy.cm，较对照组分别降低 66.52%，65.30%。结论 应用 80 kV低剂量儿童脊柱

CT结合 MBIR可以得到满足诊断要求的图像，达到减少患儿放射损伤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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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600 

Value of CT Angiography in Pediatric Patients with 

Massive or Recurrent Hemoptysis 

 
Chen Baojin

1,2
,Wang Ximing

1,2
 

1.Shandong Medical Imaging Research Institute 

2.Shandong University 

 

Objectives To evaluate the value of computed tomography angiography (CTA) in 

pediatric patients with massive or recurrent hemoptysis compared with conventional 

angiography. 

Methods We retrospectively enrolled 16 patients (50% men; mean age 6.57 ± 3.80 

years, range 3 months to 12 years) with massive or recurrent hemoptysis underwent 

thorax CTA and conventional angiography. Transverse images, multiple planar 

reconstruction (MPR), maximum intensity projection (MIP) and volume rendering (VR) 

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 visibility and traceability of bronchial arteries (BA) 

and/or nonbronchial arteries (NBA) and detect signs of bleeding. The findings on 

CT angiograms were compared with conventional angiography. 

Results The most common signs on CT images were ground glass opacities (n=9), 

pulmonary consolidation (n =7) and interstitial lesions (n =3). Among the 16 

patients, a total of 30 (20 right,10 left) bronchial arteries and 6 (4 right, 2 

left) nonbronchial arteries were visible at CTA. Twenty three of the 36 arteries 

were considered responsible for hemoptysis by CTA. Compared with conventional 

angiography, the accuracy of CTA is approximately 88.4% (23/26). The fistula from 

bronchial artery to pulmonary artery/vein was shown in three patients at 

conventional angiography but not diagnosed by CT angiography  was shown in three 

patients at conventional angiography but not diagnosed by CT angiography. 

Conclusion Thoracic CTA is of great value in the diagnostic evaluation of 

underlying diseases and provides a roadmap prior to endovascular treatment for 

its accurately depiction of BA and NBA anatomy information in pediatric patients 

with massive or recurrent hemopt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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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601 

Brain White Matter Microstructural alterations in 

children of type I Gaucher disease characterized with 

diffusion tensor MR imaging 

 
Kang Hui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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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Ning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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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Yong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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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g Xiaolu

1
,Mishra Virend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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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ang 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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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g Yun

1
 

1.Department of Radiology，Beijing Children’s Hos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2.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Children’s Hospital of 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 

3.Peking University， School of Psychological and Cognitive Sciences 

4.Beijing Children’s Hos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Hematology Oncology Center， 

Beijing， China 

5.Cleveland Clinic Lou Ruvo Center for Brain Health Las Vegas NV United States 

6.Department of Radiology， Perelman School of Medicin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urpose: Gaucher disease is a common genetic lysosomal storage disorder which 

results from a deficiency of the lysosomal enzyme glucocerebrosidase. 

Traditionally,  brain was deemed as spared in patients of GDⅠ. However, a few 

recent work has reported that more than 36% to 49% GD Ⅰ patients suffering at 

least one neurological symptom
1,2
 Parkinson disease or parkinsonian symptoms have 

also been reported as an incidental association with GDⅠrecently
3
. Moreover, an 

autopsy study has observed astrogliosis in cerebral cortical layers 3 and 5, 

hippocampal CA2-4, and layer 4b in GDⅠpatients
4
. It has been suggested that 

Gaucher disease’s neuropathology process should be considered as a continuum 

phenotype, rather than a discrete predefined classification
5
 .This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white matter (WM) microstructural alterations in pediatric patients 

with type I Gaucher disease (type I GD) and explor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disease duration and WM changes. 

Materials and methods: Informed consent was obtained, and the study was approved 

by the institutional ethics committee. Twenty-two pediatric patients with type I 

GD and 22 sex- and age-matched children with typical development (TD) were 

recruited. Changes in WM were retrospectively investigated using diffusion tensor 

imaging (DTI) and applying atlas-based tract analysis. For all DTI-derived metric 

measurements, independent-samples t test was applied to report significant 
findings in type I GD and TD. Partial correlation was applied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duration was correlated with DTI measurements. 

Results: Bidirectional fractional anisotropy (FA) changes were found in the 

bilateral superior cerebellar peduncle, right posterior limb of the internal 

capsule, right posterior corona radiata, and right posterior thalamic radiation (P 
< 0.05). Also, mean diffusivity (MD) increased in the right superior corona 

radiata, middle cerebellar peduncle, right posterior thalamic radiation, and right 

superior longitudinal fasciculus (P < 0.05). Radial diffusivity (RD) increased in 
the left superior cerebellar peduncle (P < 0.05). Moreover, in the GD sample, the 
duration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axial diffusivity and MD in multiple major WM 

tracts. 

Conclusion: DTI findings supported the microstructural alterations of multiple WM 

tracts in type I GD patients. Based on DTI and atlas-based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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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structural alteration of WM tracts could be a potential marker to monitor 

brain changes in type I GD. 

  

 

 
EP-0602 

小儿复杂先天心 CTA 术前评估 

 
林顺发 

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515041 

 

目的：探讨心脏 CTA在小儿复杂性先天性心脏病术前的评估价值。 

材料与方法：收集整理近年来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亚洲心血管病医院手术病例 24

例，对术前心脏 CTA的检查结果进行重建分析诊断，并与手术结果对照分析，判断 CTA的诊断

准确性及不足。 

结果：24例复杂型先天性心脏病均能取得明确诊断，与心脏彩超及手术结果对照，差别无统

计学意义，一些病例的结果进一步印证心脏彩超的检查，部分病例补充甚至修改了彩超的检查

不足。 

结论：心脏 CTA对小儿复杂先天性心脏病能够作出准确的术前诊断，图像直观逼真，具有较强

的实用价值。 

 

 

EP-0603 

生长激素缺乏矮小儿童垂体疾病的 MRI 表现 

 
徐超 

徐州市儿童医院 221006 

 

【摘要】 目的 探讨生长激素缺乏(GHD)矮小儿童垂体疾病的 MRI表现，提高对该类疾病的诊

断水平。方法 回顾性分析 577例经临床确诊为 GHD矮小儿童垂体病变的 MRI表现及临床资

料。结果 577例患者中男 353例，女 224例，男女比例是 1.58:1，年龄 2～24岁，平均 8.1

岁。577例患者中，腺垂体发育不良 354例(61.3%)，垂体柄阻断综合征（PSIS）45例

(7.8%)，甲状腺功能减退性垂体增生 15例(2.6%)，Rathke 囊肿 38例(6.6%)，空泡蝶鞍综合

征 68例(11.8%)，朗格汉斯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LCH）垂体侵犯 16例(2.8%)，鞍区蛛网膜囊

肿 2例(0.3%)，颅咽管瘤 39例(6.8%)。腺垂体发育不良表现为垂体前叶高度小于正常值，垂

体后叶位置及信号正常，垂体柄未见中断、变细及异常信号。PSIS表现为垂体前叶发育不

良，垂体柄缺如或变细，垂体后叶异位。垂体增生由甲状腺功能减退所致，表现为垂体前叶体

积增大，上缘隆起，增强扫描呈明显均匀强化，垂体柄未见中断及异常信号，激素替代治疗后

垂体缩小。LCH垂体侵犯表现为垂体柄增粗，垂体后叶在 T1上失去高信号，垂体前叶大小及

信号可正常。Rathke囊肿、空泡蝶鞍综合征、鞍区蛛网膜囊肿及颅咽管瘤均表现为垂体前叶

萎缩变薄。结论 MRI能清晰地显示垂体及鞍区的微细结构，是检出垂体病变的重要手段，能

够准确的显示 GHD矮小儿童各种垂体疾病的特点，具有很高的临床实用性，有助于临床疾病的

早期诊断和鉴别诊断，并可监测其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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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604 

儿童胰腺母细胞瘤影像学征象及临床应用 

 
杨梅,袁新宇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100020 

 

目的：分析胰腺母细胞瘤的 CT、超声及 MRI影像学特点。 

材料与方法：回顾性分析 2005年 1月至 2016年 12月收治的 9例经手术及病理证实的胰腺母

细胞瘤患儿影像学资料，包括位置、大小、形态、被膜、是否均质、有无钙化、有无胆道梗

阻、有无周围脏器浸润、有无腹水、有无淋巴结转移及远处转移，并与术中情况进行对照。 

结果：女５例，男 4例，年龄 2月-13岁（中位年龄 5.1岁）。6例肿瘤位于胰头部，3例肿

瘤位于胰腺颈体部，其中 3例（3/6）位于胰腺头部肿瘤出现胆道梗阻征象；肿瘤呈类圆形或

不规则形，大部分边界清晰，包膜完整，平均直径 46mm；肿瘤以实性为主，也可呈囊性、囊

实性，5例肿瘤有包膜结构；5例肿瘤有钙化。1例转移淋巴结，包绕腹腔血管，侧枝循环形

成；3例肿瘤侵犯周围组织； 2例有少量腹腔积液。 

结论：胰腺母细胞瘤典型表现为起源于胰腺的类圆形边界清晰、有包膜的实性肿块，可伴有钙

化，内可见囊性坏死，也可表现为均匀囊性占位；表现为侵袭性生长时，形态不规则，无被膜

结构或被膜不完整，侵犯胆管及周围组织，引起胆道梗阻；浸润局部血管、周围淋巴结转移及

远处转移；转移淋巴结包绕腹腔血管，侧枝循环形成。超声检查在显示肿瘤的包膜结构时比

CT略有优势。 

  

 

 
EP-0605 

儿童肝脏间叶性错构瘤 CT 诊断 

 
王晓霞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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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新宇

2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首都儿科研究所 

 

目的：探讨儿童肝脏间叶性错构瘤的 CT表现，以提高对于该病的诊断水平。方法：回顾性分

析首都儿科研究所及本院 2005年 1月-2016年 10月经手术病理证实的儿童肝脏间叶性错构瘤

（mesenchymal hamartoma of the liver， MHL）共 15例的临床资料，其中男 7例，女 8

例，中位年龄 21个月；15 例患儿均行 CT平扫及增强扫描。结果：15例均为单发病灶，9例

位于肝右叶，4例位于肝左叶，2例同时累及肝左、右叶。15例肿瘤的体积均比较巨大，病灶

的最大径为 5-30cm，平均为 11.5cm。CT表现主要取决于病变囊实性成分比例，表现为囊实混

合型 10例、实性型 5例，增强后肿瘤实性部分及分隔强化，囊性部分无强化，2例病灶内出

现斑点状钙化灶。结论：MHL 是一种罕见的肝脏良性肿瘤，CT检查作为其术前主要诊断手段有

一定的特征性，结合其临床特征并注意与肝脏其他囊实性肿瘤相鉴别，术前部分病例能做出正

确的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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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606 

Can virtual non-enhanced CT be used to replace true 

non-enhanced CT in the assessment of pediatric 

abdomen?  

 
Wang Xiaoxia

1
,Zhong Yumin

1
,Hu Liwei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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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Jianying

2
 

1.Shanghai Children‘s Medical Center 

2.CT Research Center， GE Healthcare China 

 

Purpose: To evaluate whether virtual non-enhanced (VNE) images generated from the 
contrast-enhanced spectral CT images could replace true non-enhanced images (TNE) 

in pediatric abdominal imaging. 

Method and materials: A total of 49 children (35 boys and14 girls, mean age: 9.6 
years ± 3.2) underwent non-enhanced and enhanced abdominal CT using a 64-row CT 

scanner. The arterial phase (AP) of the enhanced scan was acquired using spectral 

CT with a low tube current. The non-enhanced and portal venous phase (PVP) images 

were acquired using conventional multi-slice spiral CT scans. The CT values, image 

noise and contrast to noise ratios (CNR) of the liver, kidney, pancreas, spleen 

and muscle were measured in VNE and TNE images. Two radiologists performed 

assessment of image quality. Effective radiation doses were calculated. 

Results: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CNR between VNE and TNE for liver, spleen, 
kidney and pancreas (all p>0.05). Mean CT values from VNE were lower than those on 
TNE for all tissue types but with good one-to-one correlation. Image noise was 

similar on VNE and TNE images. Image quality score for VNE was lower than TNE 

(4.08±0.63 vs. 4.67±0.47), but was acceptable for diagnosis. Effective radiation 

doses of the two-phase protocol omitting the TNE scan was similar to the 

conventional three phase protocol (4.26±2.18 vs. 4.47±1.09mSv).  

Conclusion: Image quality of VNE images is acceptable for diagnosis and CT values 
of VNE images correlate well with TNE images. TNE can be omitted from abdominal CT 

imaging in children, providing a simpler protoc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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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607 

A Prospective Evaluation of Contrast and Radiation 

Dose and Image Quality in Contrast-Enhanced CT in 

Pediatric Abdomen using Low-concentration Iodinated 

Contrast Agent and Low Tube Voltage Combined with 70% 

ASIR Algorithm  

 
Wang Xiaoxia

1
,Zhong Yumin

1
,Hu Liwei

1
,Qiu Haisheng

1
,Li Jianying

2
 

1.Shanghai Children‘s Medical Center 

2.CT Research Center， GE Healthcare China 

 

Purpose: To assess quantitative and subjective image quality and radiation dose 
for abdominal enhanced CT with low tube voltage and low-concentration iodinated 

contrast agent in children. 

Methods: Forty-eight patients were randomized to one of the two protocols: group A 
(n=24, mean age 46.96±44.65months, mean weight 15.71±9.11kg, BMI 

16.48±2.40kg/m
2
) and group B (n=24, mean age 41.33±44.59months, mean weight 

18.15±17.67kg, BMI 17.50±3.73kg/m
2
). Group A: 80kVp tube voltage, 270mgI/ml 

contrast agent (Visipaque, GE Healthcare), and images were reconstructed using 70% 

ASIR. Group B: 100kVp tube voltage, 370mgI/ml contrast agent (Iopamiro, Bracco), 

and images were reconstructed using 50% ASIR. The volume of contrast agent was 

1.30 ml/kg in both Groups A and B. The degree of enhancement and noises in the 

abdominal aorta in arterial phase (AP) and portal vein in portal venous phase (PVP) 

were measured; while the signal-to-noise ratio (SNR) and contrast-to-noise ratio 

(CNR) for abdominal aorta (AO) and portal vein (PV) were calculated. A five point 

scale was used to subjectively evaluate image quality and image noise by two 

radiologists with more than 10 years experience. DLP (mGy-cm) and CTDIvol (mGy) 

were calculated. Objective measurements and subjective quality scores for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using paired t test and Mann-Whitney U test, respectively.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age, weight or BMI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ll p >0.5). The iodine load in Group A (5517.3±3197.2mgI) was 37% lower 

than that in Group B (8772.1±8474.6mgI), although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p=0.111). And the DLP, CTDIvol for Group A were also lower 

than Group B, but we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LP, 104mGy-cm ±45.81 

vs.224.5 mGy-cm±45.83; CTDIvol, 1.44 mGy±0.50 vs.2.08 mGy±1.87, all p >0.05). The 
mean arterial and portal venous enhancement (255.33HU±83.42, 146.41HU±23.45) and 

the noises (AP 14.96HU±2.09, PVP 16.30HU±3.21), CNRs (AO 14.54±7.12, PV 

5.07±1.73) and SNRs (AO 20.76±6.76, PV 12.43±3.24) for Group A were similar 

with those (enhancement 226.55HU±77.71, 138.69HU±33.22; noises 14.92HU±3.12, 

15.36HU±3.48; CNRs 12.96±7.14, 5.16±2.28; SNRs 19.13±7.30, 12.69±4.22) in 

Group B were similar (all p>0.05). The mean score on quality of arterial phase (AP) 
and portal venous phase (PVP) images in Group B with scores of 4.31±0.53 and 

4.35±0.52, while scores of 4.29±0.51 and 4.25±0.51 were obtained in Group A, 

there were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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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 The scanning protocol using low tube voltage (80kVp) together with 70% 
ASIR and low-concentration iodinated contrast agent (270mgI/mL) enables 37% 

reduction in iodine load and 30% reduction in radiation dose while maintaining 

compatible image quality. 

  

 

 
EP-0608 

Evaluation of tracheobronchial tree using Three-

dimensional Turbo Field Echo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Sequence 

 
hou qiaoru,Zhong Yumin 

shanghai children medical center affiliated with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Medical School 

200127 

 

BackgroundTracheobronchial anomalies including tracheobronchial stenosis, tracheal 
bronchus, cardiac bronchus, and bronchial isomerism are common in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CHD). It is necessary to assess tracheobronchial tree and make a 

preoperative airway evaluation.ObjectiveTo evaluate tracheobronchial tree using 
Three-dimensional Turbo Field Echo(3D-TFE)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Sequence. Material and methods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exemption was obtained. 
Sixty-two consecutive children (32 males; mean age: 30 months, age range: 2-141 

months) were enrolled from September 2016 to December 2016, who were diagnosed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 by echocardiography.MR was performed to provide 

preoperative information about anatomy or/and function evaluation. 3D-TFE and 3D-

B-TFE as well as CE-MRA sequences were performed to evaluate tracheobronchial 

anatomy.Image quality was objectively evaluated including contrast-to-noise ratio 

(CNR), signal intensity and tracheal-bronchial sharpness measurements. Two 

independent observers subjectively evaluated image quality and image noise using a 

5-point scale.    ResultsThe CNR and signal intensity of 3D-TFE（26.62±5.72, 

49.81±7.26）in trachea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3D-B-TFE（9.39±3.09, 

25.81±6.32） and CE-MRA（6.11±2.58, 16.61±4.58） (both P＜0.005). The image 

quality scores of 3D-TFE（4.65±0.19） in tracheal-bronchial tree were also higher 

than those on 3D-B-TFE（3.83±0.20） and CE-MRA（2.64±0.31） (P＜0.005). 

Tracheal-bronchial sharpness delineation of 3D-TFE was better than that of 3D-B-

TFE and CE-MRA , and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Conclusion3D-TFE had significantly 
higher CNR, signal intensity and image quality scores than 3D-B-TFE and CE-MRA. 

3D-TFE can supply helpful information for preoperative strategies and 

postoperative follow-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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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609 

Assessment of tracheobronchial tree using three 

dimensional ultrashort echo time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sequence 

 
hou qiaoru,Zhong Yumin 

shanghai children medical center affiliated with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Medical School 

200127 

 

Background 
 Conventional MRI sequences can not demonstrate tracheobronchial tree very clear 

due to its extremely rapid signal decay. Ultrashort echo time techniques have 

recently been developed to capture the rapidly decaying signal within short T2 

tissues, such as tracheal bronchus. 

Objective  
The aim of our study is to assess tracheobronchial tree using three dimensional 

ultrashort echo time（3D-UTE）sequence in children with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 

(CHD). 

Methods  
This study was performed with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approval and with all 

subjects signing informed consent. 

Nine patients who were suspected CHD were enrolled and CMR imaging was performed 

on a 3.0 Tesla whole-body scanner (Discovery MR750 3.0T, General Electric). 

Cardiac MR was performed to provide preoperative，postoperative information about 

anatomy or/and function evaluation. 3D-UTE sequence was performed to assess 

tracheobronchial tree and ruled out the abnormalities of tracheobronchial tree. 

The image quality was evaluated by two reviewers which was  using 5-point scale. 

Contrast to noise ratio (CNR) and signal intensity and tracheal bronchus sharpness 

measurement were assessed as objective quality parameters. 

Results 
Among all nine children, one child had trachea stenosis near the tracheal carina 

compressed by right aortic arch. Other eight children had no obvious tracheal 

bronchus stenosis and deformity. The mean CNR, signal intensity and image quality 

scores of tracheal bronchus were 11.40±0.85,1031.27±122.25 and 4.7±0.26 

respectively. The tracheal bronchus sharpness delineation were also pretty good 

shown by post-processing pictures. 

Conclusion 
3D-UTE sequence can be used as an important sequence in cardiac MRI to demonstrate 

tracheal bronchus. It can supply helpful information for clinical diagnosis and 

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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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610 

儿童肝母细胞瘤的 CT 征象及鉴别诊断 

 
白凤森,袁新宇,闫淯淳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100020 

 

目的讨论儿童肝母细胞瘤 CT征象及鉴别诊断。材料与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 110例肝母细胞瘤

CT及临床病理资料。总结肿瘤位置、大小、数量、边界、坏死囊变、瘤内出血、钙化、肿瘤

实质强化方式、转移、血管受累的 CT征象；并对比分析临床及病理结果。组间差异比较采用

卡方检验。结果病变位置依次为右叶（67例，60.9%）、左右叶（25例，22.7%）、左叶（15

例，13.6%）及尾叶（3例，2.7%)；瘤体平均大小为 287±272cm3；绝大多数病变为单发（94

例，85.5%）；多呈类圆形（96例，97.3%），少数呈分叶状或不规则形；病变多数分界清晰

（86例，78.2%）；瘤内坏死囊变不规则（102例，92.7%)；强化多不均匀；钙化多见（60

例，54.5%)；瘤内出血少见 5例（4.5%）；肺转移较常见（23例，20.9%）；约半数血管受累

（56例，50.9%）；淋巴结转移少见（5例，6.1%）。不同病理分型肿瘤在患儿性别及部分 CT

征象中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结论：CT检查可对肝母细胞瘤术前诊断及鉴别诊断提供帮助，

并对肝母细胞瘤病理分型具有提示作用。 

 

 
EP-0611 

螺旋 CT 扫描在先天性肝外门腔分流诊疗中应用价值初探 

 
陶然,孙雪峰,袁新宇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100020 

 

 

目的 初步探讨螺旋 CT 扫描在先天性肝外门腔分流诊疗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收集

4 例影像资料完整且经术中造影证实并接受手术治疗的 CEPS 患儿的临床及 CT 资

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比较术前 CT、术中造影及术后 CT 的异同。 结果 3 例 CEPS

患儿术前 CT 所见征象与术中造影相同；1 例术前 CT 图像中肝内门静脉分支未显

影而术中造影可见；3 例门静脉矢状部于术前 CT 及术中造影未显影，但术中解剖

见门静脉矢状部。术后 CT 显示 4 例桥静脉通畅、肝内门静脉显示，肝脏体积较术

前明显增加；3 例门静脉主干通畅，3 例原门腔分流血管内大量血栓形成。 结论 

螺旋 CT 扫描有助于 CEPS 的术前诊断及术后情况的评估，但无助于手术方式的选

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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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612 

胎儿颌面颈部淋巴管畸形与梨状窝瘘 MRI 表现与鉴别诊断 

 
周小玲

1
,刘鸿圣

2
 

1.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 

2.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摘要）目的：分析胎儿颌面颈部淋巴管畸形与梨状窝瘘的 MRI影像特点，以提高产前诊断水

平，为宫外产时处理及产后临床处理提供更准确信息。 

方法：回顾性分析 9例胎儿颌面颈部淋巴管畸形与 5例胎儿梨状窝瘘的 MRI表现，并与产后临

床及病理对照。 

结果：9例淋巴管畸形表现为内有多发分隔的囊状肿物，范围较广泛，弥漫生长，其中 7例病

变位于颌面部、咽旁及腮腺区，3例病变达上纵隔甚至肺动脉分叉水平，4例病变累及咽后区

域，5例表现咽腔受压变窄或气道连续性中断，1例病变合并出血，无一例病变影响甲状腺位

置。5例梨状窝瘘均表现为单囊状，4例位于左侧，1例位于双侧，3例紧贴甲状腺，1例甲状

腺显示不清，1例推移甲状腺变形移位。 

结论：胎儿颌面颈部淋巴管畸形与梨状窝瘘在 MRI上有不同的表现，其部位、形态、信号及生

长方式有助于两者的鉴别。同时，MRI能直观显示胎儿气道情况，为临床治疗提供正确指引。 

 

 
EP-0613 

肺炎支原体感染所致儿童坏死性肺炎 胸部 CT 表现 

（附 30 例分析） 
 

李素荣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100020 

 

目的 总结肺炎支原体感染所致儿童坏死性肺炎的胸部 CT表现、转归及 CT检查临床指标。方

法 回顾性分析 30例肺炎支原体感染所致儿童坏死性肺炎的临床与 CT资料，比较坏死性肺炎

组与对照组临床指标，统计坏死性肺炎不同病程的 CT表现，绘出坏死性肺炎大叶肺实变及相

关征象动态变化曲线。结果 肺炎支原体感染所致坏死性肺炎占同期坏死性肺炎的 57.7﹪（30

／52）。坏死性肺炎组高热持续时间、外周血 WBC峰值、中性粒细胞比率、WBC异常持续时

间、CRP峰值、CRP异常持续时间均高于对照组，两组间有极显著性差异（P＜0.01）。肺炎支

原体感染所致坏死性肺炎胸部 CT表现包括：93.3﹪为单侧大叶肺炎，56.7﹪为 1个肺叶实

变，行增强 CT扫描者肺实变内均存在强化减低区，90﹪见空腔。50.0﹪强化减低区或空腔累

及肺段范围，33.3﹪为整个肺叶受累，16.7﹪为 2个肺叶受累。中位时间 6个月（范围 4个月

～3.5年）10例坏死性肺炎复查 CT，2例肺实变吸收，4例肺不张，4例肺叶囊性变，其中 1

例行囊性变肺叶切除术。结论 肺炎支原体感染所致儿童坏死性肺炎临床表现与非坏死性肺炎

支原体肺炎有显著区别，坏死性肺炎病程迁延，转归包括痊愈、肺不张或肺叶囊性变，肺叶囊

性变长期不闭合需手术切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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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614 

血液病儿童化疗后肺真菌感染的 CT 表现 

 
闫淯淳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100020 

 

目的 总结血液病儿童化疗后肺真菌感染的 CT表现。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5年 1月至 2016 年

12月我院血液科收治的化疗后真菌感染儿童 62例。分为确诊组 7例、临床诊断组 27例、拟

诊组 28例。分别对 G/GM试验结果、死亡例数、致密影、伴或不伴有晕征、空腔病变、气体新

月征、磨玻璃密度影、小结节、树芽征等项目进行总结。组间比较采用 Fisher确切概率法。

结果 62例患儿均处于骨髓抑制状态，均以发热咳嗽为首发症状。三组间 G/GM试验阳性率、G

试验结果>200pg/ml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真菌感染的主要影像征象为肺内结

节 33.9%（21/62）、致密影 30.7%（19/62）及磨玻璃密度影 30.7%（19/62）。结节均位于胸

膜下，不伴晕征的占 71.4%（15/21）。结论 血液病儿童化疗肺真菌感染的主要表现为可不伴

有晕征的血行播散小结节、致密影及磨玻璃密度影。 

 

 
EP-0615 

各向同性容积扫描增强技术在儿童化脓性脑膜炎的诊断价值 

 
郜英子,彭芸,程华,吕艳秋 

国家儿童医学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通过比较 T1加权的各向同性容积扫描 (CUBE) 增强技术和常规 T2-FLAIR增强序列对化

脓性脑膜炎脑膜增厚的显示能力，探讨 CUBE T1WI增强序列对化脓性脑膜炎脑膜增厚显示的临

床应用价值。 

方法：对我院自 2016年 8月至 2017年 1月期间，35例临床确诊为化脓性脑膜炎的患儿行磁

共振头颅扫描。男 16例，女 19例，年龄 2个月-2岁（中位年龄 8个月）。采用 GE 

Discovery MR 750 3.0T 扫描仪，所有患儿均行常规平扫及增强扫描，增强后对 CUBE T1WI序

列和 T2-FLAIR序列行随机先后采集。硬脑膜增厚表现为硬脑膜增厚强化或连续线样强化；柔

脑膜增厚表现为脑表面沿脑沟、脑池的脑回样或线样强化。以 T2-FLAIR增强为标准，评价

CUBE T1WI增强序列对硬脑膜增厚和柔脑膜增厚的显示率，采用卡方检验，P＜0.05认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T2-FLAIR增强与 CUBE T1WI 增强对硬脑膜病变显示上，T2-FLAIR增强可显示 35例中的

28例硬脑膜强化， CUBE T1WI增强则可全部显示 35例硬脑膜强化，显示率 100%；T2-FLAIR

增强有 7例未显示病变，而 CUBE T1WI增强在这 7例中可显示单侧或双侧颞极脑膜连续强化；

两者在硬脑膜病变显示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对柔脑膜病变显示上，T2-

FLAIR增强可显示 35例中的 16例柔脑膜强化，显示率为 45.7%；CUBE T1WI增强除可显示上

述 16例柔脑膜强化外，还可多显示 4例柔脑膜强化，显示率为 57.1%，但两者在柔脑膜显示

上相比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可能与病例数少有关。 

结论：CUBE T1WI增强序列在显示儿童化脓性脑膜炎所致的脑膜增厚上，较 T2-FLAIR增强序

列更为敏感。因此当怀疑儿童化脓性脑膜炎时，CUBE T1WI 增强序列可代替 T2-FLAIR增强序

列成为发现脑膜增厚的首选扫描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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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616 

Global strain analysis using cardiovascular magnetic 

resonance feature tracking to predict deterioration 

of ventricular 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repaired 

Fontan at follow up: a feasibility study 

 
hu liwei,Zhong Yu-min 

Shanghai Children's Medical Center 200127 

 

PURPOSE: 

Ventricular dysfunction is common complication in young survivors with the 

Fontan circulation and has been identified as a risk factor for mortality. We 

hypothesized that the global ventricular strain would predict deterioration of 

ventricular 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repaired Fontan. 

METHOD AND MATERIALS: 

Twenty-seven patients who haven’t had interventional surgical or catheter 

procedures in six months after Fontan procedures were enlisted. CMR imaging was 

conducted on a 1.5 Tesla whole-body scanner (Achiva, Philips Medical Systems, 

the Netherlands) using a 8-channel phased-array cardiac coil. 

Global longitudinal(GLS), global radial(GRS) and global 

circumferential(GCS) strains of the left or dominant ventricle were 

measured using a CMR-Feature Tracking(FT) software(Circle Cardiovascular Imaging, 

Calgary, Canada). To compare ejection fraction and follow-up duration using 

Pearson’s correlation and Paired sampled test (two tailed) on GraphPad Prism. 

We constructed ROC curved analysis to assess the independent effect of CMR-

FT on subsequent risks of ventricular dysfunction. Bland–Altman method using 

MedCalc (Mariakerke, Belgium) to identify possible bias (mean divergence) and 

the limits of agreement (two standard deviations of the divergence) of the 

global strain between the two observers. 

RESULTS: 

The mean age of twenty-seven patients was 9.6 ± 2.92 years,60% maleThe mean 

follow-up duration between the time of surgery and previous CMR scanning was 

5.1 ± 1.9 years. Of the 27 patients, clinical diagnosis of suspected patients 

was cardiac dysfunction in 14 cases (NT-proBNP>125pg/ml).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follow-up duration and LVEF measured using the conventional method were negative 

weak but still significant(r=-0.45, p<0.05). GCS(AUC=0.82) and GLS(AUC=0.78) 

were the best predict subsequent risks of ventricular dysfunction in 

27 cases(p<0.05,respectively).Bland Altman analysis of global strain inter-

observer reproducibility yielded a better agreement (bias -0.08 and 95% CI -0.25 

to 0.07 for GLS,bias -0.15 and 95% CI -0.28 to 0.02 for GCS, bias 0.28 and 95% CI 

-0.19 to 0.75 for GRS). 

CONCLUSION: 

Feature Tracking strain analysis is clinically feasible and accessible tool for 

ventricular chamber quantification. GCS and GLS provi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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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engthen prognostic Information compared to conventional EF for predicting 

deterioration of ventricular function. 

 

 

 
EP-0617 

Value of combination of color Doppler ultrasound and 

MRI in assessment of haemophiliac arthropathy in 

children 

 
Zhang Ningning,Rongchang Wu,Aihua Huo,Hongwei Tian,Yun Peng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Beijing Children's Hos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National 

Center for Children's Health， Beijing， China 100045 

 

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value of combination of color Doppler ultrasound and MRI 

in assessment of changes of joints involvement in children with haemophiliac 

arthropathy. 

Methods Totally 26 cases of children with hemophilia were included,10 knee 

joints，9 ankle joints and 7 elbow joints were performed by ultrasound and MRI 

examination. assessing effusion/hemothrosis，synovial hypertrophy, hemosidaring，

bone erosion, cartilage loss and bone cyst according to IPSG MRI score and 

ultrasound score system respectively，then compared of two methods in the 

detection consistency of soft tissue and osteochondral lesions. Additionly use 

color doppler ultrasound to evaluate the synovitis.  

Results The two kinds of examination methods for detection of joint disease has a 

high consistency in synovial thickening，hemosiderin deposition, cartilage loss 

and bone destruction；Kappa＝0.931，0.820，0.723 and 0.856（P＜0.05）；in joint 

effusion they showed medium consistency，and kappa value was 0.631（P＜0.01）. 

Detection consistency in joint cyst was poor，and Kappa value was 0.291（P＝
0.189）. 

Conclusion On the detection of soft tissues and osteochondral joint changes of 

hemophilia in children，ultrasound an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have medium to 

high consistency, except for the bone cyst aspect. Color doppler ultrasound can be 

an additional assessment for synovi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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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618 

ALTERED FUNCTIONAL BRAIN NETWORK ORGANIZATION 

IMPROVEMENT: EVIDENCE FROM RS-MRI IN CHILDREN WITH 

TYPE 1 GAUCHER DISEASE DURING THERAPY 

 
Hu Di

1
,Shengpei Wang

2
,Huiying Kang

1
,Jishui Zhang

3
,Yixin Wang

2
,Yun Peng

1
,Huiguang He

2
 

1.Department of Radiology， Beijing Children's Hos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National 

Center for Children's Health， Beijing， China 

2.Research Center for Brain-inspired Intelligence， Institute of Automation，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China 

3.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Beijing Children's Hos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National 

Center for Children's Health， Beijing， China 

 

PURPOSE 

Our previous study has shown a randomization shift of their brain networks in 

individuals with type 1 Gaucher disease (GD). However, little is known about the 

improvement of brain network changes in children with type 1 from therapy.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alterations of brain network in children with GD type I 

after two-years regular enzyme replacement therapy by resting-state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rs-fMRI). 

METHOD AND MATERIALS 

We obtained rs-fMRI scans from 20 GD Type I children before and after two-year 

regular ERT. The whole-brain functional network was constructed and analyzed using 

graph theoretical approaches.  A two-sample t test and Spearman correlation were 

performed to analysis differences and relationship. 

RESULTS 

Both group exhibited common small world architecture and no significantly 

differences at global level. At a nodal degree level, decreased nodal strength was 

found in right middle frontal gyrus, left precentralgyrus, right supplementary 

motor area and left inferior parietal sulcus. Decreased nodal efficiency was found 

in left inferior parietal gyrus, left precentralgyrus, right supplementary motor 

area, left inferior parietal sulcus and right middle frontal gyrus．We found 3 

disappeared cortical hubs and 4 appeared cortical hubs in the brain networks after 

treatment. The characters of DMN were similar.Significantly negative 

correlation  was observed between the nodal efficiency of emotion-recognition 

related structures(r=-0.46—-0.52, p=0.02-0.04) and length of treatment 

and  between nodal streng of motion-recognition related structures and length of 

treatment(r=-0.58—-0.48, p=0.009—0.03) . 

CONCLUSION 

Our study is the first to evaluate the improvement of brain network by therapy in 

children with GD type I.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GD had no more segregated 

disruptions in the topological organization of the intrinsic functional brain 

network, particularly in default regions and hubs after regular enzyme replacement 

treatment. However, for some reason, our results still indicate that decreased of 

neural activity in emotion-recognition related structures and executive contro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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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619 

SWI 序列在新生儿脑出血中得应用 

 
王志伟,王更辉 

哈尔滨市儿童医院 150010 

 

目的：探讨 SWI序列在新生儿脑出血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回顾分析我院 2016年 6月至 2017年 6月确诊的 62例新生儿颅脑出血的病例，病例扫

描序列包含轴位 T1WI、T2WI、T2Flair，矢状位 T1WI，DWI 序列及 SWI序列，均包含全脑。统

计分析各序列发现出血病变及病变范围。 

结果：T1WI序列发现室管膜下出血病变 27例，脑室系统内血肿 42例，蛛网膜下腔出血 43

例，脑实质出血 13例；T2WI 序列发现室管膜下出血病变 31例，脑室系统内血肿 45例，蛛网

膜下腔出血 37例，脑实质出血 13例；SWI序列发现室管膜下出血病变 37例，脑室系统内血

肿 45例，蛛网膜下腔出血 39例，脑实质出血 13例；其中脑室系统内血肿病变范围较常规序

列范围增加，脑实质出血范围较常规序列大，而且其中 3例病变周围见小畸形血管影。 

结论：SWI序列在新生儿颅脑出血的诊断较常规序列更加明确，判断范围更加准确。 

 

 
EP-0620 

亚急性坏死性脑脊髓病的磁共振表现 

 
陶晓娟,彭芸 

国家儿童医学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分析亚急性坏死性脑脊髓病的磁共振表现。 

方法：回顾性分析经基因诊断证实的亚急性坏死性脑脊髓病 21例，其中男 15例，女 6例，年

龄 4月-14岁 8月（中位年龄 2岁 6月）。扫描仪为 Philips 1.5T、3.0T磁共振和 GE 

Discovery 750 3.0T磁共振。 

结果：所有患儿均表现为慢性病程，进行性加重。主要表现为神经发育后退，精神运动功能障

碍，共济失调等。MRI主要表现为基底节区和脑干的稍长 T1长 T2信号。脑干常见受累部位为

延髓背侧、脑桥被盖、中脑被盖、导水管周围，所有病例红核黒质均不受累。基底节区病变尾

状核、苍白球和壳核均可受累，但是以壳核后部最重。弥散加权像表现为高信号或等信号。增

强检查病变不强化。其中有 6例完成 MRS检查，出现乳酸峰。 

结论：亚急性坏死性脑脊髓病磁共振表现具有特征性，磁共振尤其是 MRS检查能为该疾病的早

期诊断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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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621 

治疗随访中的儿童及青少年戈谢病肝脾脏体积及脂质含量定

量测定分析研究 

 
陶晓娟,彭芸 

国家儿童医学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运用 MRI及 CT技术分析儿童及青少年戈谢病患者治疗中的肝脾脏体积及脂质含量变

化。 

方法  戈谢病患者 39例（男 25例，女 14例），年龄 9-32岁，平均年龄 18.5±6.0 岁。患

者间隔 1.5年分别接受腹部磁共振和 CT检查。所有患者均接受酶替代治疗中，平均治疗时间

9.9年（7-18年）。其中 12例患者已行脾脏切除。 

结果  39个肝脏体积值第一次和第二次平均值分别为（1345.41±470.98）ml、

（1312.82±424.22） ml，平均校正体积值分别为（27.71±7.70）ml/kg、（24.59±7.31）

ml/kg。28个脾脏体积值第一次和第二次平均值分别为（581.26±362.33）ml、

（547.01±466.92）ml，平均校正体积值分别为（13.22±11.03）ml/kg、（10.84±11.61）

ml/kg。治疗 1.5年后肝脾脏体积缩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39个肝脏脂质含量第一

次和第二次平均值分别为（5.92±1.13）%、（3.61±1.15）%。 28个脾脏脂质含量第一次和

第二次平均值分别为（6.51±2.03）%、（3.63±1.08）%。治疗 1.5年后肝脾脏脂质含量降

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结论  戈谢病患者治疗 1.5 年后肝脾脏脂质含量降低，肝脾脏体积减小，说明戈谢病患者酶

替代疗法有效，MRI及 CT检查能准确完成肝脾脏体积测量及脂质含量测定，并能用来监测戈

谢病患者的病情及治疗效果 

 

 

EP-0622 

小儿以中枢性尿崩症为首发症状的朗格汉斯细胞组织细胞增

生症的影像学表现与临床特点分析 

 
董丽娜 

徐州市儿童医院 221006 

 

目的 分析小儿以中枢性尿崩症(CDI)为首发症状的朗格汉斯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LCH)的影像

学表现及临床特点，提高对该疾病的诊断水平。方法 回顾性分析 13例经手术和病理证实以

CDI为首发症状的 LCH患者的 CT和 MRI影像学表现及临床资料。结果 13例患者中男 9例，

女 4例，男女比例是 2.25:1，年龄 4～12岁，平均 7.3岁，病程 6月～9年。13例患者均有

不同程度的多饮多尿症状，均行禁水-加压素试验，符合 CDI诊断标准。所有患者的危险器官

（肝脏、脾脏、肺脏及造血系统）未见受累。所有患者均行 MRI平扫和增强检查，13例患者

垂体柄增粗、垂体后叶高信号消失，1例患者下丘脑见小结节影，增强扫描呈明显均匀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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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例患者生长迟缓，生长激素激发试验峰值均<5μg/L。9例患者行 CT检查，其中颅骨单发破

坏 3例，多发破坏 4例，肋骨局限性破坏 2例，边界清晰，无硬化缘。8例患者有皮疹，呈湿

疹样、脂溢性、出血性斑丘疹，白色斑疹。6例患者浅表淋巴结肿大。所有患者均有病理诊断

及免疫组化，见朗格汉斯细胞增生，其中 13患者 CD1a（+）、Langerin（+）、S-100（+），

9例患者 CD68（+）。13例患者予手术及联合化疗后，随访 6～24个月，其中 11例患者症状

消失，2例患者症状好转。9例患者复查 MRI，其中 8例患者垂体柄＜3mm，1例患者垂体柄病

灶缩小，下丘脑病灶消失。结论 小儿以 CDI为首发症状的 LCH起病较为隐匿，容易延误诊

断，MRI 能清晰地显示垂体的解剖结构，可以为本病的早期诊断提供依据。 

  

 

 
EP-0623 

基于模型的迭代重建算法对 100kV 儿童低剂量胸部 CT 的优化 

 
刘志敏,孙记航,韩忠龙,宋蕾,张琪丰,彭芸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评价基于模型的迭代重建算法（full model-based iterative reconstruction，MBIR）

对 100kV儿童胸部增强 CT图像质量的优化能力。 

方法 收集接受胸部低剂量 CT增强的儿童患者 66例（男 36，女 30，年龄 4月-14岁，中位年

龄 4岁），将扫描得到的原始数据重建为 ASIR50%图像与 MBIR图像，评价两种图像重建方式

的图像主观质量及客观质量。图像主观质量包括整体质量、强化程度以及细节显示程度；客观

质量分别测量平扫序列及强化序列左心室最大层面的左心室、背侧竖脊肌的噪声值，并计算相

应的信噪比（SNR）以及对比噪声比（CNR）。 

结果 图像整体质量、强化程度、细节显示能力 MBIR均优于 ASIR图像；客观图像质量 MBIR图

像噪声较 ASIR图像降低 44.48-46.51%；SNR增高 77.49-80.31%，CNR增高 72.14%，具有统计

学差异。 

结论 使用 MBIR可以明显提高 100kV儿童低剂量胸部 CT图像质量。 

 

 
EP-0624 

小儿人工耳蜗植入术前的 HRCT 及 MRI 评估 

 
程广 

柳州市妇幼保健院 545001 

 

目的 探讨高分辨率 CT （HRCT）和核磁共振成像（MRI）对小儿人工耳蜗植入术前的评估价

值。方法 对 46例拟行人工耳蜗植入术的小儿 HRCT及 MRI影像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结

果 46例(92耳)患儿 HRCT 及 MRI表现：内耳畸形 36例（56耳）：耳蜗发育畸形共 18耳，

其中 Michel畸形 1耳；共同腔畸形 2耳；耳蜗未发育 2 耳；耳蜗发育不全 3耳；不完全分隔

I型 2耳；不完全分隔 II型（Mondini畸形）6耳；蜗神经孔狭窄 2耳。前庭畸形共 12耳。

半规管畸形共 12耳。前庭导水管畸形 13耳。内听道畸形共 10耳。耳蜗神经畸形共 8耳。结

论 HRCT在骨迷路及骨质方面具有优势，MRI在膜迷路及听神经方面具有优势，两者联合应

用，可对小儿人工耳蜗植入术前进行较全面的评估及手术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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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625 

MDCT 及 MRE 在儿童继发性肠套叠病理性诱因中的应用价值 

 
胡俊,胡克非 

安徽省儿童医院 230051 

 

目的 探讨 MDCT/MRE在儿童继发性肠套叠病理性诱因中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  前瞻性搜集

2013年 5月至 2016年 8月期间，经空气灌肠证实为肠套叠的 96例患儿行 MDCT及 MRE检查。

分析 96例患儿的临床、影像及手术病理资料。结果 36例继发性肠套叠患儿的病理性诱因经

手术、内镜及病理证实。医师 1在 MRE图像上诊断敏感性、特异性、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

及准确率分别为：86.7 %(13/15)，90.0 % (27/30)，81.3 % (13/16)，93.1 % (27/29) 和 

88.9 % (40/45)；在 MDCT图像上分别为 85.7 %(8/20)，93.3 % (8/15)，90.0 % (8/15)，

90.3 % (8/20) 和 90.2 % (16/35)。医师 2在 MRE图像上分别为：93.3 %(14/15)，93.3 % 

(28/30)，87.5 % (14/16)，96.6% (28/29) 和 93.3 % (42/45)；在 MDCT图像上分别为

90.0%(17/21)，93.3 % (28/30)，85.0 % (17/20)，90.3 % (28/31) 和 88.2 % (45/51)。结

论  MDCT和 MRE均能成为儿童 PLP有效检查方法，具有较好的临床应用价值。 

 

 
EP-0626 

Imaging diagnosis of intervertebral disc 

calcification in Children 

 
zhang Yuzhen,Liu Ming,Ding Ming,Yin Qiufeng,Cai Jing,Wang Dengbin,Li Yuhua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Xinhua hospital，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00092 

 

Purpose Pediatric idiopathic intervertebral disc calcification (IVDC), though rare, 

remains an important differential of pediatric spinal pain. The clinical features, 

radiographic findings, and treatments were reviewed from our 9 cases and to 

promote the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IVDC. 

Methods The imaging and clinical findings of nine children (7 boys, 2 girls) from 

2010 to 2017, diagnosed with IVDC were retrospectively reviewed. 

Results Nine children of IVDC with age of 4-14 year old (median age 8.56±3.54) 

included in our study. Seven children presented with sudden-onset severe neck pain, 

one child with a history of trauma and presented with torticollis. One child 

presented with thoracic pain. All of the 9 children with restricted movements of 

neck or thoracic spine. There was no definite history of infection to all cases. 

Erythrocyte sedimentation rate was elevated in one child (25mm/h). Eleven discs 

were involved, eight cervical and three thoracic discs. Plain films, computed 

tomography (CT), an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e (MRI) were revealed in 5, 6, 4 

children respectively. X ray and CT showed high-density masses in the 

intervertebral spaceS at C2–3 level (n=1), C3–4 level (n=6), C4–5 level (n=1) 

and thoracic to thoracolumbar spine at T10-11, T11-12, T12-L1 (n=1). T2-weighted 

images demonstrated loss of signal in the disc at the abnormal disc on MRI. 

Posterior protrusion into the spinal canal caused compression of the cervical 

spinal cord in two children and protrusion to the right anterior portion in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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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ld. One child also presented with posterior longitudinal ligament calcification. 

The vertebral bodies near the calcified discs had slight loss of height. One child 

also presented with abnormal MR signal intensity (SI) changes within C4 vertebral 

body. All children were kept on conservative management. Two of them were in-

patient and the others were out-patient. Clinical symptoms of all 9 children were 

completely resolved after 2 weeks conservative management including analgesics and 

cervical collar. Follow-up plain film, CT and MRI was performed in 1, 1, 1 child 

respectively in 3-month to 2 years, demonstrated that the intervertebral disc 

calcification was partially absorbed and posterior protrusion near-complete 

resolution. T2- weighted SI of the calcified discs were restored back to normal. 

Conclusion IVDC is rare in children. Our results emphasizes that childhood IVDC is 

a benign self-limiting condition and can be treated by conservative management 

which commonly resolves spontaneously. Surgical intervention is indicated in cases 

that involve spinal cord compression with acute neurological compromise when the 

resorption of herniated calcified lesions over time. Imaging modalities may 

provide further support to the feasibility of conservative treatment of IVDC, 

especially the recovery of SI of intervertebral disc on MRI. MRI can be used as a 

routine investigation during the follow-up of IVDC patients. 

 

 

EP-0627 

低剂量螺旋 CT 在儿童肝间叶性错构瘤的诊断价值 

 
张旭,王芳 

哈尔滨市儿童医院 150010 

 

目的 :探讨低剂量螺旋 CT在儿童肝间叶性错构瘤的诊断价值。 

方法 : 回顾性分析 3例儿童肝脏间叶性错构瘤(MHL)的临床资料及影像学特征, 3例患儿中,

男 1例,女 2例,年龄 13天-3月，主要症状:腹胀，皮肤黄染，查体可触及腹部包块,且均为胚

胎时发现,均彩超检查之后行低剂量螺旋 CT增强扫描。 

结果:3例病例中,病灶位于肝右叶 1例,肝左叶 1例,同时累及肝左、右叶 1例,病灶直径 12-15 

cm。CT表现为囊实混合型，增强后肿瘤实性部分及分隔强化,囊性部分无明显强化，其中 1例

彩超定位困难，CT增强扫描后确定为肿瘤起源于肝左叶,并于术前行超声引导下肿物穿刺活检

术证实。1例行右半肝切除术，1例行肝左外叶切除术, 1 例行肝部分不规则切除术。所有患

儿术后均恢复顺利。 

结论: MHL多发生于 2岁以内患儿,低剂量螺旋 CT在肝间叶性错构瘤的定位及诊断相对于其它

检查更准确,结合其临床特征并注意与肝脏其他囊实性肿瘤相鉴别,术前大多能做出正确的诊断, 

鉴别困难者宜行剖腹探查,以便明确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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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628 

心脏磁共振成像在评价三尖瓣下移畸形临床严重程度中的价

值 

 
李嘉华,黄美萍,程维琴 

广东省人民医院 510100 

 

摘要：目的寻找能比较准确评价三尖瓣下移畸形患者临床严重程度的心脏磁共振(CMR)成像指

标。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例经手术证实的三尖瓣下移畸形（EA）患者的 CMR资料，分别测量右

心房(RA)、左心房(LA)、房化右心室(aRV)、功能右心室(fRV)、左心室(LV)舒张末期容积

(EDV)、面积和直径(EDD)，计算容积指标：fRVEDV/LVEDV、（RA+aRV)/(fRV+LA+LV）及

（RA+aRV+fRV)/(LA+LV）；面积指标：(RA+aRV)/(fRV+LA+LV)及内径指标：fRVEDD/LVEDD，并

分别与已被确认的评价 EA临床严重程度的指标：脑钠肽（BNP）、NYHA分级、胸片中的心胸

比（CTR）及超声心动图中的左室射血分数（LVEF）和三尖瓣反流程度（TR）行相关性分析。

结果（RA+aRV+fRV)/(LA+LV）容积比与 BNP（r=0.599，P=0.011），NYHA分级（r=-0.370 

P=0.108）及 TR（r=0.534，P=0.015）具有相关性。其余 4个 CMR指标只与较少的临床上反映

严重程度的指标具有相关性。结论（RA+aRV+fRV)/(LA+LV）容积比在 EA患者中与最多的临床

上反映严重程度的指标具有相关性，能较其他指数更好的评估 EA患者的临床严重程度。 

 

 
EP-0629 

神经纤维瘤病相关颅脑肿瘤及其影像学表现 

 
曹雯君,李玉华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00092 

 

目的 认识神经纤维瘤病相关的颅脑肿瘤类型及其 CT与 MRI表现。 

方法 回顾性分析 81例临床及病理学确诊神经纤维瘤病患者的影像资料，其中 I型神经纤维瘤

病患者 69例，II型神经纤维瘤病患者 12例，分析其颅脑肿瘤的类型及 CT与 MRI表现。 

结果 69例 NF-I患者中表现有视路胶质瘤 16例，脑干毛细胞星形细胞瘤 1例；表现为眼眶周

围丛状神经纤维瘤 26例，其中 15例伴蝶骨翼发育不良。12例 NF-2中 10例表现为双侧听神

经瘤，其中 7例合并脑膜瘤及其他颅神经鞘瘤，另有 2例表现为单侧听神经瘤，一例合并脑膜

瘤，一例合并脑膜瘤及其他神经鞘膜瘤。 

结论 I型及 II型神经纤维瘤病均有其特征性的颅脑肿瘤，结合临床资料和影像可做出客观评

价， MRI在显示较小的神经纤维瘤和大脑凸面或颅底的脑膜瘤则明显优于 CT。 

 

 
EP-0630 

婴儿卵巢囊肿及其并发症的 CT、MRI 表现 

 
安永玉,范华,王婷婷,储彩婷,李文华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00092 

 

 目的：分析探讨婴儿卵巢囊肿及并发症的 CT及 MRI表现。方法：回顾性分析 22例经手术及

病理证实的婴儿卵巢囊肿及其并发征的 CT、MRI资料并总结，11例行 CT检查（10例为增强检

查），10例行 MRI检查（7例为增强检查）,1例行 CT增强及 MRI增强检查。结果：22例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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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21例在胎龄 24周~39周（平均约 33周）时，产前超声发现，1例于出生后 3月发现。所

有病灶均位于中下腹部，左侧 9例，右侧 13例，病灶最大径 2.7~8.8 cm，平均 5.0 cm。单纯

性囊肿 9例，表现为腹腔类圆形无强化囊性灶，壁菲薄。复杂性囊肿 13例，其中 46.2%

（6/13例）发生扭转（左、右侧各 3例），表现为囊内出血，形成液-液平者 5例，伴囊壁增

厚 1例，5例可见钙化，80%(4/5 例)钙化位于病灶内缘，呈“三角形”；23.1%(3/13例)卵巢

囊肿自截，位于右侧 2例，左侧 1例，均表现为出血性囊肿伴钙化，钙化可位于前缘或内缘或

呈“三角形”；1例（1/13）发现病灶位置变化。另外 30.7%(4/13例)复杂性囊肿为囊内血伴

或不伴囊壁钙化，钙化位于病灶内缘或后缘。13.6%（3/22 例）可见子囊。结论：卵巢囊肿为

女性胎儿最常见腹部囊性病变，复杂性囊肿常与出血、扭转有关，位于病灶内缘的“三角形”

钙化提示扭转或自截。结合囊壁钙化、囊内出血和病灶位置变化，可提高对卵巢自截诊断的准

确率。 

 

 
EP-0631 

MRI 评价儿童心脏功能： 单纯心律失常患儿和志愿者的对比

研究 

 
白万晶,宁刚,郭应坤,李学胜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探讨 MRI在评价单纯心律失常患儿心功能中的应用。 

方法：对 21例单纯心律失常患儿（男 11例，女 10例，8月~12岁）和 9例健康志愿者（男 4

例，女 5例，1岁~11岁）进行 MRI心脏电影序列扫描（不配       合患儿检查前镇静，

去除图像质量差无法评价的病例），得到短轴电影序列，在后处理工作站上进行心功能分析，

记录射血分数 EF值。对       两组受检者 EF值进行成组设计 t检验。 

结果：病例组 EF值为 60%±0.07，对照组 EF值为 63.67%±0.06，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521）。 

结论：MRI能无创评价心脏功能；单纯心律失常患儿的 EF 值大于 50%，未见明显异常。 

  

 

 
EP-0632 

扩散张量成像在足月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中的应用价值 

 
张小安,赵鑫,刘祥龙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本实验利用常规磁共振序列及扩散张量成像序列对 HIE足月新生儿与正常足月新生儿进

行扫描，测量颅脑各感兴趣区间（region of interest，ROI）的各项异性分数（fractional 

anisortropy ，FA）值，对不同组间 FA值进行统计学分析；将内囊后肢 FA值与临床新生儿神

经行为测定（Neonatal Behavioral Neurological Assessment NBNA）评分进行相关性分析。

探讨：（1）DTI在足月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早期诊断中的价值。（2）DTI在足月新生儿缺

氧缺血性脑病预后评估中的价值。材料与方法：选取在 2016年 1月-2017年 1月份入住我院

儿科并确诊为 HIE的足月新生儿 37例，正常足月新生儿 12 例，胎龄为 37～42周，出生体重

2680 ～ 3950g。所有研究对象均于 14～21天采用我院 3.0T西门子磁共振扫描仪进行扫描。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方法对 HIE组与正常组新生儿头颅感兴趣区测得 FA值进行统计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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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分度 HIE组内比较采用 LSD-t检验。内囊后肢 FA值与新生儿期 NBNA评分采用 Person线性

相关性分析，计算相关度。结果 

（1）内囊后肢、胼胝体压部的 FA值在 HIE轻度组、中度组、重度组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额叶中央白质、丘脑的 FA值在 HIE重度组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豆状核的 FA值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2）内囊后肢 FA值与 NBNA 评分（12～14d；26～28d）呈明显相关性（r=0.96,P<0.05；
r=0.87,P<0.05）。 

结论 

（1）扩散张量成像在 HIE早期诊断中较常规 MRI具有更高的诊断价值，可发现常规 MRI难以

发现的隐匿性损伤。 

（2）内囊后肢 FA值与临床 NBNA具有较高相关性，该值可作为 HIE患儿脑损伤程度及预后评

估的参考指标。 

  

 

 
EP-0633 

MRI 内耳水成像技术在内耳畸形中的诊断价值及对人工耳蜗置

入术前评估的价值 

 
张小安,陈艳,赵鑫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探讨 MRI内耳水成像技术在内耳畸形中的诊断价值及对人工耳蜗置入术的术前评估的价

值。  

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 30例先天性感音性耳聋患者的 MRI内耳水成像及 15 例正常儿童 MRI

内耳水成像的影像学资料。使用 GESignaInfinityTwinSpeed 1.5T扫描仪 ,头部 8通道相控

阵线圈 ,快速三维梯度回波序列 ( 3D -Fiesta) ,采集内耳所在区域内水信号 ,送 AW4.2 工作

站进行图像三维重建。 

结果：正常儿童组 MRI内耳水成像的影像资料中 11个膜半规管、前庭及耳蜗均清晰显示 ,其

中有 4例前半规管不连续，30例先天性感音性耳聋患者的 MRI内耳水成像影像资料中内耳形

态异常 18例,其中耳蜗畸形 11例，耳蜗只显示一圈半 ,且耳蜗直径缩小 ,顶周与中周融合成

囊状;前庭及半规管畸形 5例;内听道畸形 10例。内耳形态正常,信号减低 12例。 

结论：MRI内耳水成像能清晰显示膜迷路的 3个膜半规管、前庭及耳蜗 , 而且可以清晰显示

其通畅程度,对于内耳畸形的诊断具有定性价值，对人工耳蜗植入术的术前评估亦具有重要价

值。 

  

 

 

EP-0634 

迭代算法（ASIR-V）在儿童腹部低剂量扫描中的应用研究 

 
李成龙 

徐州市儿童医院 221006 

 

目的：探讨迭代算法在儿童腹部低剂量扫描中的应用价值；方法：60例患儿随机分为三组，

每组 20例，扫描条件：100kV，自动毫安，10～450mA，，扫描时间 0.5s，螺旋扫描，螺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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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92，层厚 2.5mm，噪声指数：9，A组：Asir-V：30%；B组：Asir-V：50%；C组：Asir-V：

70%，每例分别测量肝门层面，右肾下极层面，耻骨联合层面背部肌肉 SD的平均值为背景噪声

指数，记录每个病例的剂量长度乘积，并根据公式换算有效剂量，分别对两组 SD、ED分别进

行独立样本 T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由两位工作十年以上医师进行独立阅片，

对图像进行主观评分；结果：三组病例 SD分别 10.28±1.03；11.34±0.82；9.34±1.67，

DLP(mGy·cm）分别为 73.69±17.55；55.73±10.62；37.65±10.01，ED（mSv）分别为

2.57±0.43；1.78±0.76；1.28±0.75，三组 SD值相当，任意两组差异（P>0.05）无统计学

意义，随着 Asir-v级别的提高，ED降低，任意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读片结果

各病例图像质量良好（≥3 分），两位医师图片一致性良好；结论：随着 Asir-V水平的提

高，图像噪声保持稳定，低辐射剂量有效降低，在儿童腹部 CT扫描中有重要价值。 

  

 

 
EP-0635 

低剂量 MSCT 扫描在新生儿十二指肠梗阻检查中的应用 

 
朱立春 

安徽省儿童医院 230051 

 

目的：探讨低剂量 MSCT扫描在新生儿十二指肠梗阻检查中的应用价值。 

材料与方法：收集 2014年 8月至 2016年 9月间我院收治的 11例经低剂量 MSCT扫描的十二指

肠梗阻患儿，其中男性 7例，女性 4例，日龄 15小时～16天，中位年龄 5天。10例患儿均行

低剂量 MSCT平扫和增强检查；检查前采用 10％水合氯醛 0．25～0．50ml／kg灌肠镇静；平

扫范围由膈顶至耻骨联合水平。低剂量参数为：管电压 80kV、管电流量 100mAs,层厚 3mm，螺

距 0.75,矩阵 512×512，重组算法为标准算法。增强采用高压注射器行双期扫描，对比剂为碘

克沙醇 270mgI/ml注射液,对比剂用量为 2ml/kg，注射速率 0.4～0.6ml/s；动脉期 18～25

秒，静脉期在动脉期基础上延迟 15～20秒进行扫描；扫描后图像传至工作站行 VR、MPR及

MiniP重建。 

结果：1、CT平扫及增强检查  2例肠旋转不良平扫均表现为胃及十二指肠扩张，远端肠管充

气少；增强扫描中腹部可见肠系膜静脉围绕肠系膜动脉呈“漩涡征”（图 1），伴肠系膜上

动、静脉正常排列异常； 3例十二指肠隔膜状狭窄患儿平扫均呈“双泡证”，十二指肠降部

肠管呈“喇叭口”样或“鸟嘴”样；增强扫描肠系膜上动、静脉位置正常；3例环状胰腺患儿

表现为胃泡扩张，十二指肠近端积气；增强扫描后 MPR重建显示胰头包绕十二指肠降段；另 2

例临床放弃治疗的患儿，CT 平扫胃泡及十二指肠降段扩张，下部小肠干瘪；增强扫描 1例胰

管呈反“3”字征。 

2.当管电压为 80kV，管电流量 100mAs，其它扫描不变时，患儿的 CTDIvol值为 1.88mGY，DLP

在 30.1-50.7mGY之间，图像对比度、信噪比均符合诊断要求。 

结论：新生儿十二指肠梗阻采用 80kV,100mAs，对比剂浓度为碘克沙醇 270mgI/ml时，图像对

比度、信噪比均良好，辐射剂量低，在新生儿上腹部 MSCT 扫描时可作为首选检查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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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636 

前庭导水管扩大合并内耳畸形的影像学分析 

 
邢庆娜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探讨前庭导水管扩大（ EVA ）和耳蜗发育异常、前庭耳蜗发育不良等内耳畸形间的关

系。 方法：回顾性分析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2010 — 2012 年诊断为 EVA 的患者 30 例 

60 耳。 均行 MSCT 及 MRI 检查，评估 EVA 患者合并的其他内耳 

异常。结果：选取的 60 耳均患有 EVA ，双侧 EVA 26 例，单侧 EVA 4 例， 12 例女性和 

18 例男性。平均年龄 1.8 岁（ 6 月 ~4.2 岁）。45 （ 80.4％ ）耳 EVA 同时合并有一个

或多个内耳异常。 30 （ 53.6％ ）耳合并耳蜗发育不良， 9 （ 16.1％ ）耳合并前庭耳蜗

发育不良。 结论：小视野、薄层 MSCT 和磁共振内耳水成像相结合，可以准确的发现 EVA 通

常合并的内耳发育畸形，尤以耳蜗发育不良最常见。 

  

 

 
EP-0637 

儿儿童中晚期肾母细胞瘤术前 TACE 的疗效评估 

 
赖灿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310003 

 

目的：回顾性通过 CT或 MR 影像手段对比、评估术前经肾动脉栓塞化疗（trans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TACE）、经肾动脉单纯化疗（Transarterial chemotherapy,TAC）、术前

仅静脉化疗以及初期手术治疗对儿童中晚期肾母细胞瘤的治疗效果。 

材料和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近 10年收治的 41例中晚期肾母细胞瘤患者的临床资料，按治

疗方法分为 4组：1）经肾动脉化疗栓塞组：26例。 2）单纯经肾动脉化疗组:5例。 3）单纯

全身静脉化疗组：8例。4）初期手术组：2例，入院后即行瘤肾切除术。 然后通过 CT或 MR

平扫或增强检查，对比、评估这些不同的治疗手段对肾母细胞瘤的治疗效果，包括肿瘤减积

率、包膜完整率、坏死率以及对手术治疗的影响等方面。 

结果： TACE组、TAC组、静脉化疗组比较，肿瘤减积率：TACE组肿瘤平均缩小 42．4％，TAC

组肿瘤平均缩小 26.7％，术前化疗组肿瘤缩小 20．3％，TACE组与静脉化疗组肿瘤减积率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肿瘤坏死率比较，TACE介入组肿瘤均有不同程度坏死,坏死面积占

45-94.25%,平均 73.15±11.55%,与静脉化疗组的 64.72±8.28%，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1)。三组患者肿瘤包膜完整率分别为 85.7％、60%、62.5％，TACE组与全身静脉化疗组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前三组患者化疗后行手术切除术，无患者死亡，而初期手

术组出现一例死亡病例。 

结论：术前动脉化疗栓塞后，肿瘤缩小和坏死更明显，术前治疗时间缩短，全身毒副反应较

小，肿瘤完整切除率更高，手术也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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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638 

小儿肺外支气管源性囊肿分布及影像学特点 

 
吕莹,何玲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探讨小儿肺外支气管源性囊肿（ＢＣ）分布及影像学特点。方法 收集该院２００８年７

月至２０１５年９月手术和病理证实３２例肺外ＢＣ 患儿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 ３２例

患儿纵隔２３例（７２％），颈部７例（２２％），腹部２例（６％）。ＣＴ 扫描２８例，

ＣＴ 值１～４５ ＨＵ，ＣＴ 值小于或等于２０ ＨＵ１８例，ＣＴ 值大于２０ ＨＵ１０

例。ＣＴ 表现呈囊性１４例、实性１例、不确定型１３例。ＭＲＩ扫描１０例，呈典型囊性

５例，不典型囊性５例，增强扫描６ 例均可见囊壁强化，囊内未见明显强化，其中典型囊性

４例、不典型囊性２例。结论 肺外ＢＣ 好发于纵隔，如表现不典型或位置比较特殊时，易误

诊漏诊。ＭＲＩ可为囊性病变定性，故应多种影像检查综合分析，提高诊断正确率。 

  

 

 
EP-0639 

婴幼儿耳蜗导水管的 HRCT 研究 

 
赵俊锋,赵鑫,张小安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450052 

 

【摘要】目的 研究婴幼儿耳蜗导水管（CA）的发育特点，探讨其与感音神经性耳聋（SNHL）

的关系。方法 收集无听力异常的婴幼儿颞骨 CT 129例（258耳）作为正常组；另收集 58例

（116耳）经临床诊断为感音神经性聋（SNHL）、内耳结构正常的颞骨 CT作为病例组；年龄

均 0-3岁，分别测量 CA长径及外口宽径，将两组测量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P=0.05）。结果 

婴幼儿正常 CA长径及外口宽径随年龄增大。SNHL组与正常组 CA长径无显著性差异

（P>0.05），CA外口宽径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结论 CA长径与 SNHL无明显相关性，

SNHL患儿 CA外口宽径偏小。 

 

 

 
EP-0640 

3.0T 磁共振弥散张量成像对急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儿童的脑

功能研究 

 
曹卫国,干芸根 

深圳市儿童医院 518026 

 

摘要：目的 探讨 3.0T磁共振弥散张量成像（diffusion tensor MR imaging DTI）研究急性

淋巴细胞性白血病（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 ALL）儿童化疗前后大脑的临床价值。方

法：对 30例初发 ALL患儿及与之年龄、性别相匹配 30例正常儿童志愿者行 DTI检查，观察患

儿治疗前、完全缓解后(complete remission CR)与正常对照组间表观弥散系数(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ADC)和各向异性值（fractional anisotropy values FA）值的变

化。结果：ALL患儿治疗前及 CR后 ADC值在额叶及胼胝体压部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 FA值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877 

 

仅在额叶及胼胝体膝部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ALL患儿标危(standard risk SR)组，中危

(middle risk IR)组，重危(high risk HR)组治疗 CR后所有部位感兴趣区 FA及 ADC值差异均

无显著统计学意义。结论：DTI能准确测定初发 ALL化疗 CR后 ADC和 FA等值的变化特征, 是

早期发现 ALL患儿化疗所致白质脑病的发生的有效手段。 

 

 

 
EP-0641 

64 排螺旋 CT 低剂量扫描技术在诊断小儿 

气道异物中的应用价值 
 

方林,盛茂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5003 

 

目的 研究 64排螺旋 CT低剂量扫描技术（Z轴自动管电流调节技术）在诊断小儿气道异物中

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收集 2014年至 2015年到我院就诊的疑似气道异物的患儿 40例，按

照年龄和体重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 2组，每组 20例。研究组应用 64排螺旋 CT的 Z轴自动管

电流调节技术进行扫描，管电流动态调节范围 40～150mA，对照组应用固定管电流扫描技术，

管电流 79mA，其余 2组扫描参数一致，记录 2组容积 CT剂量指数（CTDIvol）值。将原始图

像进行层厚 0.625mm，层间隔 0.625mm重建后发送至工作站行多平面重组（MPR）和最小密度

投影（MinIP）等后处理，并由 1名主任医师和 1名副主任医师应用双盲法对获得的图像质量

进行评价。 结果 研究组 CTDIvol值平均为 1.60mGy，对照组 CTDIvol值平均为 3.99mGy，

研究组 CTDIvol值较对照组下降了 60%。虽然研究组图像噪声较明显，但由于胸部具有良好的

天然对比和较好的空间分辨率，再结合 MPR及 MinIP图像，所获得的图像完全满足临床诊断的

需要。结论 利用 64排螺旋 CT的低剂量扫描技术在诊断小儿气道异物的临床应用中，既能获

得满足临床诊断的要求的图像，又能降低儿童的辐射剂量，具有普遍的推广应用价值。 

 

 

EP-0642 

基于 MR 分析 HPG 轴启动对女童大脑皮层灰质密度的 

影响及其与青春期激素和 IQ 的关系 

 
周璐,谢小玲 

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325027 

 

目的：用三维快速扰相梯度回波序列及大脑皮层灰质密度分析软件，探讨青春期下丘脑-垂体-

性腺轴的启动在女童脑形态学发育中的作用及大脑皮层灰质密度与青春期相关激素及智商发育

的相关性。方法：本研究取得了我院伦理委员会的批准和监护人的知情同意。纳入 60个 HPG

轴已启动（HPG+）及 39个 HPG轴未启动（HPG-）的 99个被试。所有被试均为右利手女孩，完

成了 3D-FSPGR扫描，及获得青春期相关激素。MR为 GE3.0T，选用 3D-FSPGR序列以获得高分

辨率 T1图像。采用 VBM8软件包及 Maelab下的 SPM8软件对所得结构磁共振数据进行皮层分

割、重建和计算统计，分别得到灰质图、白质图及脑脊液图，最后将 HPG+和 HPG-组的数据进

行归一化处理，将体素内的信号转化为灰质密度差别，以两样本独立 t检验对两组资料进行灰

质密度比较。将具有统计学意义的体素叠加于标准化后的 3DT1WI图上，生成伪彩图。将有统

计学意义的区域皮层灰质密度分别于两组被试的 LH、FSH水平及智商测试结果做线性回归分

析，分析大脑皮层灰质密度与青春期相关激素及智商的相关性，p<0.05。结果：HPG+组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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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G-女童年龄（p=0.71）、BMI（p=0.28）、总 IQ（p=0.77）无统计学差异。两组被试间的 LH

和 FSH浓度存在组间差异（p<0.05）。相比 HPG-组女童，HPG+组女童在右中央后回灰质密度

有所增加，中央后回灰质密度与血浆 LH水平呈正相关，右侧额内侧回的灰质密度与图形拼凑

和木块图案 IQ呈负相关，与领悟 IQ呈负相关；而 HPG-组在右侧颞下回、右侧额内侧回观察

到更高水平的灰质密度，中央后回灰质密度与血浆 FSH水平呈负相关，右中央后回灰质密度与

排列 IQ呈负相关。结论：该研究表明青春期早期激素水平的变化对大脑成熟和智力发育起了

重要作用。 

  

 

 

EP-0643 

13 例儿童实性假乳头状瘤影像征象分析 

 
杨梅,袁新宇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100020 

 

目的：分析儿童胰腺实性假乳头状瘤的 CT及 MRI影像学征象，以提高对该疾病的诊断及鉴

别。 

材料与方法：回顾性分析 2007年 1月至 2016年 12月收治的 13例经手术及病理证实的胰腺实

性假乳头状瘤患儿影像学资料，包括位置、大小、形态、边缘、被膜结构、是否均质、实性成

分形态、强化程度、有无钙化、有无胆道梗阻、与胰腺关系、与周围组织关系、有无腹水、有

无淋巴结肿大及远处转移。 

结果：女 10例，男 3例，年龄 6.0岁-14.4岁（中位年龄 9.9岁）。4例位于胰腺头部，其中

仅 1例引起胆道梗阻，胰管扩张；8例位于胰腺体尾部，1例位于胰腺颈部前下方。12 例肿瘤

呈类圆形或椭圆形，1例肿瘤为不规则分叶状，平均直径 50mm。肿瘤 3例为实性，10例为囊

实性；实性成分形态多样，可见不同程度强化。6例肿瘤可见线样包膜结构强化；4例肿瘤有

钙化。11例肿瘤向胰腺外侧生长，部分肿瘤边缘见正常胰腺组织包裹，1例位于胰腺内，1例

完全位于胰腺外。9例边界清晰，4例周围脂肪间隙模糊，密度增高，可见索条影。1例有腹

腔积液。2例位于胰腺尾部较大肿瘤，使脾脏动静脉迂曲绕行肿瘤，腹腔侧枝循环开放。13例

均未见淋巴结转移及远处转移。 

结论：儿童胰腺实性假乳头状瘤典型表现为起源于胰腺，向胰腺外生长的实性或囊实性类圆形

肿块，大部分边界清晰，有包膜结构，可有部分正常胰腺组织包裹；肿瘤实性成分轻度到明显

强化；依据实性成分的不同，强化后的肿瘤形态多样。当肿瘤完全位于正常胰腺内，或者完全

位于胰腺外时也要考虑该病的可能。 

 

 
EP-0644 

儿童肝母细胞瘤 CT 征象与组织病理学相关性初探 

 
白凤森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100020 

 

【摘要】目的 分析比较儿童肝母细胞瘤 CT征象及与组织病理学的相关性。材料与方法 回顾

性比较我院 110例肝母细胞瘤 CT及病理资料。总结肿瘤位置、大小、数量、边界、坏死囊

变、瘤内出血、钙化、肿瘤实质强化方式、转移、血管受累征象，比较在不同病理分型间的表

现。影像征象差异的比较采用卡方检验。结果 病变位置依次为右叶（67例，60.9%）、左右

叶（25例，22.7%）、左叶（15例，13.6%）及尾叶（3例，2.7%)；瘤体平均大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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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7±272cm3；绝大多数病变为单发（94例，85.5%）；多呈类圆形（96例，97.3%），少数呈

分叶状或不规则形；病变多数分界清晰（86例，78.2%）；瘤内坏死囊变不规则（102 例，

92.7%)；强化多不均匀；钙化多见（60例，54.5%)；瘤内出血少见 5例（4.5%）；肺转移较

常见（23例，20.9%）；约半数血管受累（56例，50.9%）；淋巴结转移少见（5例，

6.1%）。不同病理分型间部分影像征象存在差异，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结论：CT检查有助

于肝母细胞瘤术前诊断及病理分型。 

 

 

EP-0645 

小儿颅内生殖细胞瘤的临床和影像学特点 

 
夏正荣,李玉华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00092 

 

目的：探讨儿童及青少年颅内生殖细胞瘤的临床表现及影像学特点，以提高对本病的认识。方

法：回顾性分析 45例经病理或随访证实的不同部位颅内生殖细胞瘤患者临床及影像学的特

点。结果：7例（16%）位于松果体区，均为男性，平均 11岁，主要临床表现为颅内高压

（71%），3例行 CT平扫，显示等高密度含钙化的类圆形肿块，MRI显示 T1WI及 T2WI等信号、

DWI等（27%）或稍高（73%）信号的肿块，增强后明显强化。24例（53%）位于鞍区，75%为女

性，平均 10岁，主要临床表现为尿崩症（83%），6例行 CT平扫，肿块也显示等高密度，但

无一钙化，MRI显示 94%为形态各异的肿块，其中 36%伴小囊变，实性部分影像表现类似松果

体区肿瘤，6%仅表现为垂体柄结节样增粗。10例（22%）位于丘脑基底节区，90%为男性，平

均 11岁，主要临床表现为轻偏瘫（70%），7例行 CT平扫，显示肿块实性部分高密度，57%含

钙化，MRI显示不规则的 T1WI及 T2WI等信号、DWI等（44%）或稍高（56%）信号，增强后中度

强化，50%伴囊变或出血，38%伴偏侧脑萎缩。多中心病变占 9%，75%为男性，临床表现与其中

某一部位损害类似，影像学表现也与该部位特点相同。结论：10-12岁是颅内生殖细胞瘤主要

发病年龄，松果体、鞍区及丘脑基底节为好发部位，松果体及丘脑基底节区男性占绝对优势，

不同部位生殖细胞瘤的临床及影像学表现各具特点，两者结合能提高对颅内生殖细胞瘤的诊

断。 

 

 

EP-0646 

MR 弥散张量成像对足月儿缺氧缺血性脑病的 Meta 分析报告 

 
赵鑫,宋娟,张小安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 采用 meta分析的方法综合定量评价 MR弥散张量成像对足月儿缺氧缺血性脑病的诊断价

值。方法 检索美国医学索引 Medline、Ovid、Springer、Elsevier、Lippincott Williams

＆Wilkins(Lww)数据库及中国期刊网国内文献库(CNKI)1997 年 1月至 2016年 12月公开发表

的中英文文献，分析软件为 RevMan 5.3，合并效应量为加权均数差（weighted mean 

difference，WMD）。结果 纳入研究 DTI诊断 HIE的文献共 13篇。结果显示：（1）轻、

中、重度 HIE组足月儿内囊后肢、胼胝体膝部、压部各向异性分数（fractional 

anisotropy,FA）值比对照组足月儿低，其中内囊后肢 WMD 及 95%CI 为-0.04（-0.06，-

0.02）；-0.07（-0.10，-0.03）；-0.07（-0.10，-0.03）；胼胝体压部 WMD 及 95%CI 为-

0.09（-0.10，-0.07）；-0.09（-0.12，-0.06）；-0.19（-0.33，-0.05）；胼胝体膝部 WMD 
及 95%CI 为-0.06（-009，-0.03）；-0.07（-0.10，-0.05）；-0.13（-0.2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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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轻度 HIE组足月儿在顶叶白质、额叶白质区 FA值与对照组足月儿相比无统计学意义；中

重度组 FA值比对照组足月儿低。（3）豆状核、丘脑、尾状核及放射冠区 FA值与对照组足月

儿相比无统计学意义。结论 内囊后肢、胼胝体压部及膝部是足月儿 HIE受累最明显的部位；

其 FA值降低可为足月儿 HIE 的早期诊断提供影像学依据。 

  

 

 
EP-0647 

儿童肺炎链球菌性肺炎 CT 薄层重建影像表现及临床特点 

 
李伟,何玲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摘 要 目的 探讨儿童肺炎链球菌性肺炎的 CT薄层重建影像表现及其相关临床特点 方法 对

2012年 6月至 2016年 3月住院治疗的 80例肺炎链球菌性肺炎儿童 CT薄层重建图像及相关临

床表现特点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 痰培养呈肺炎链球菌阳性，临床确诊肺炎链球菌性肺炎的

80例儿童病例中，按病理解剖分布分为大叶性肺炎 31例，支气管肺炎 29例，间质性小气道

改变 20例。年龄分布分别为 3.2±1.2 岁，1.8±1.1，1.1±0.8 岁，临床上大部分有发热、

白细胞增高和血 C-反应蛋白升高。CT薄层重建表现为肺节段性实变 31例（38.8%)，斑片影

28例（35%）充气支气管影 22例（27.5%）,小叶中心结节 29例（36.3%），细支气管扩张 15

例（18.8%），支气管壁增厚 20例（25.0%），网织影 20例（25.0%），磨玻璃影 19例

（23.8%），树芽征 9例（11.3%），合并胸腔积液 13例（16.3%），合并纵隔或肺门淋巴结肿

大 12例（15.0%），合并局限性肺气肿 23例（22.8%）。结论 儿童肺炎链球菌性肺炎 CT薄层

重建可表现为大叶性肺炎、支气管肺炎以及间质性小气道病变。3岁以上儿童以大叶性肺炎多

发，易并发胸腔积液和淋巴结肿大等肺外病变，2岁以下儿童以支气管肺炎多发，小气道病变

在肺炎链球菌性肺炎中亦并不少见，不同类型的肺炎链球菌性肺炎临床特点未见显著差异。 

  

 

 
EP-0648 

儿童小气道病变肺小血管面积与肺功能的相关性研究 

 
李伟,何玲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回顾性分析儿童小气道病变的胸部多层螺旋 CT(Multi-slice computed tomography，MSCT)后

处理图像，比较不同层面的肺部 CT图像中肺小血管面积与儿童常用肺功能指标的相关性大

小，探讨肺小血管面积之间与儿童小气道病变肺功能的关系。方法 本研究选择 72例 4-16岁

临床及影像上诊断明确的儿童小气道病变 MSCT肺部图像，使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NIH）发布的 Image J 软件对肺部 CT图像进行后处理

后，按肺横断层面和肺血管大小及走行将肺血管分为四组:A组：膈上层面垂直走行肺小血

管；B组 膈上层面所有肺血管；C组：气管分叉层面垂直走行肺小血管；D组：气管分叉层面

所有肺血管。计算上述 4组肺血管面积百分比(Ratio of pulmonary vessel area to lung 

%,RPVTL%)并分别与小气道病变相关的三种肺功能指标：第一秒用力呼气容积的基础值与预计

值的百分比（FEV1%），第一秒用力呼气容积与用力肺活量的百分比（FEV1/FVC%）以及最大呼

气中段流量基础值与预计值的百分比（MMEF%）进行相关性分析。 结果 4组儿童小气道病变

的 MSCT肺部图像中，肺血管面积百分比与儿童肺功能指标 FEV1%，FEV1/FVC%，MMEF%均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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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程度线性正相关。其中 A组 RPVTL%与 MMEF%相关系数最大，呈显著线性正相关。结论 膈上

层面的垂直走行肺小血管面积百分比可以较准确反映小气道病变的肺功能情况，给临床评价儿

童小气道病变肺功能提供一种新方法。 

 

 
EP-0649 

The Value of MSCT assessment of Abernethy 

Malformation in Children 

 
Guo Chen,Wang Qian,Hu Li-Wei,Zhong Yu-Min 

Shanghai Children's Medical Center affiliated with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Medical School 

200127 

 

Objective：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demonstrate the MSCT manifestations of 

Abernethy malformation and its diagnostic significant value. 

Methods： 

Twelve pediatric cases of Abernethy malformation were admitted to center between 

July 2011 and September 2016. All the 12 patients (seven males and five females) 

performed MSCT and DSA. The patient ages ranged from 3 and 14 years old (median 

age 9 years old). The clinical records of the patients were thoroughly analyzed. 

MSCT angiography was performed on a 16-row CT scanner (Lightspeed 16, General 

Electric Medical Systems) or 64-row CT scanner (GE Discovery CT 750 HD, 

Waukesha,WI). CT raw data were transferred to an Advantage Windows 4.2 or 4.6 

workstation (General Electric Medical Systems, Waukesha,WI). Maximum intensity 

projection (MIP) and multiplanar reformation (MPR) were the primary methods of 

visualization for evaluation. X-ray angiocardiography was performed with a digital 

subtraction angiography machine (LC-LP biplane machine, General Electric Medical 

Systems) in all patients. 

Results：Three cases were type Ib Abernethy malformation and nine cases were type 

II Abernethy malformation．Two cases of type II Abernethy malformation were 

misdiagnosed to type Ib Abernethy malformation in MSCT. Among the twelve patients, 

nine presented with single vessel shunt between portal vein and IVC, one with 

shunt between portal vein and left renal vein, one with shunt between splenic vein 

and right iliac vein, one with shunt between splenic vein and left iliac vein. 

Other clinical information of these patients includes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 

pulmonary hypertension, diffuse pulmonary arteriovenous fistula, abnormal liver 

function, hepatic nodules, elevated blood ammonia, hepatic encephalopathy. 

Conclusion：MSCT can exactly diagnose type II Abernethy malformation and show the 

exact location of the portacaval shunt. Sometimes it is hard to make the certain 

diagnosis between Abernethy type Ib and II in MSCT, then DSA will help while 

necess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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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650 

儿童肝脏局灶性结节增生的 CT 表现与临床病理研究 

 
孙雪峰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100020 

 

目的 探讨儿童肝脏局灶性结节增生（FNH）的 CT影像特点，提高影像诊断正确率。 

方法 回顾性搜集经病理证实的 FNH 13例，其中男 5例，女 8例，年龄为 10个月至 12岁

（中位年龄为 5岁 3个月）。术前均进行 CT平扫及增强扫描。 

结果  本组 13例 16个病灶，病灶位于右叶 8个，位于左叶 5个，累及两个肝叶 3个。瘤体

径长约 5.5～11.5 cm，（中位径长为 7.5 cm），病理表现 2例典型，11例不典型；12例病

灶形态规则，1例见包膜，CT平扫 1例为等密度，余 12例为低密度；2例见裂隙状、星芒状

低密度中央瘢痕。增强扫描动脉期 12例明显强化，1例轻度强化，中心瘢痕未见强化，其中

12例见明显增粗迂曲的动脉；门脉期强化程度均不同程度减低，10例呈稍高密度，2例呈等

密度，1例呈低密度，中央瘢痕轻度强化；延迟期病灶实质部分强化程度持续下降，12 例呈等

密度，1例呈稍低密度，中央瘢痕延迟期强化呈稍高密度。 

结论  儿童 FNH的 CT表现多样，但有一定特征性，CT平扫及动态增强扫描可反映大体病理

变化，了解其 CT影像特点，结合临床特征，有助于早期诊断 

  

 

 
EP-0651 

磁共振弥散加权成像对儿童附着点炎症 

相关关节炎的诊断价值研究 

 
徐琳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00127 

 

目的：探讨磁共振弥散加权成像（DWI）在检测附着点炎症相关关节炎（ERA）患儿骶髂关节面

下炎性病变中的价值。 

方法：根据 ILAR2001年提出的分类标准，在 2016年 1月至 2017年 1月中收集 20例 ERA 患儿

及 20例 6-16岁之间正常儿童作为对照组。所有病例组及对照组均接受双侧骶髂关节 MRI 扫

描，包括横断面 T1W、T2W、SPAIR及 DWI序列（b值：0，300s/mm
2
）。测量病例组及对照组骶

髂关节面下骨质及第一骶椎中央区的 ADC值，计算 rADC值（骶髂关节 ADC值/骶椎 ADC值），

对病变组及对照组 ADC值、rADC值进行分析比较。 

结果：病例组及对照组的平均年龄分别为 9.3岁及 8.5岁。病例组骶髂关节面下信号异常骨质

的 ADC值为 0.935x10
-3
 ±0.213mm

2
/s，第一骶椎中央区的 ADC值为 0.495 x10

-3
±0.133 

mm
2
/s，rADC值为 1.889±0.112；对照组骶髂关节面下正常骨质 ADC值为 0.483 x10

-3
±0.185 

mm
2
/s，第一骶椎中央区的 ADC值为 0.458 x10

-3
±0.098 mm

2
/s，rADC值为 1.053±0.089。病

例组 ADC值及 rADC值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具有统计学差异。 

结论：DWI序列是显示附着点炎症相关关节炎骶髂关节病变的敏感方法，DWI定量分析在对儿

童附着点炎症相关关节炎的诊断中较高诊断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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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652 

朗格汉斯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临床与影像学表现 

 
张增俊,黄明霞,陈超 

西安市儿童医院 710003 

 

目的 探讨朗格汉斯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Langerhans cell histiocytosis, LCH）累及多器官

的影像学表现及鉴别诊断, 提高对本病认识。 方法 我们复习 39例经组织病理学免疫组化证

实朗格汉斯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的影像学及临床资料。结果 39例中，15 例为孤立性骨病变, 

9 例为多灶性骨病变，19 例表现为溶骨性破坏，病变一般境界清楚，6例出现骨膜反应。其

中 23例可见软组织肿块; 另有 5 例病变周围出现骨硬化改变 。术前诊断为骨肿瘤 5 例, 炎

症或其他良性病变 4 例。39 例中有 30 例进行了手术治疗，9例穿刺活检。侵犯实质脏器的

主要影像多发密度软组织肿块或结节, 因部位不同形态各异。本病的病因尚未明确，可累及全

身多个器官 , 包括骨、肺、肝、脾、垂体、皮肤 、黏膜以及淋巴组织。临床表现取决于单器

官或多器官以及受累的程度，当单器官受累时常常需要与肿瘤、炎症及结核等病变鉴别。 结

论  朗格汉斯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结合临床特点及影像表现能准确显示病变范围及邻近的

组织病变，且结合临床基本作出诊断。 

  

 

 

EP-0653 

婴儿急性化脓性阑尾炎 CT 与临床表现 

 
张增俊,黄明霞,王冬 

西安市儿童医院 710003 

 

目的 探讨 CT检查在 l-12 月儿童阑尾炎诊断与治疗方面的意义，旨在提高对小儿急性阑尾炎

CT诊断水平。方法 对疑似阑尾炎的 35例患儿采用局限性螺旋 CT扫描技术进行检查，与正

常值相比较，并经手术验证，观察其敏感性、特异性、假阳性率和假阴性率。结果 1）阑尾形

态异常 25例，占 71. 4%， CT表现为阑尾肿大、增粗和阑尾壁增厚，直径>6mm，增粗的阑尾

边缘模糊，密度轻度增高。2）阑尾内钙化和阑尾石 5例，占 15%。呈结节状高密度影，边缘

锐利、光整，其中 3例伴有盲肠炎。3）阑尾周围脓肿 3 例，占全部病例的 0. 09%。CT表现为

轮廓不清的团块影，中心密度较低，周围脂肪密度增高或者呈条索状。4）伴有盲肠周围炎 27

例，占全部病例的 77. 14%。CT表现为右下腹阑尾及盲肠结缔组织模糊，周围密度增加，脂肪

内出现条状密度增高影,并伴有盲肠壁局部。5）伴有肠淤张 22例,占 62. 86%。CT表现为局部

小肠或广泛性小肠不同程度扩张积液或小的气液平面。6）有 2例 CT表现正常。结论 多层螺

旋 CT检查显著提高了症状不典型的急性阑尾炎的术前确诊率，并降低了阑尾炎的漏诊率，螺

旋 CT对早期诊断儿童阑尾炎有显著意义，有较高的准确性和临床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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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654 

儿童脑血管周围间隙扩大的 MRI 表现及临床价值 

 
张增俊,黄明霞,陈超 

西安市儿童医院 710003 

 

目的 探讨小儿脑血管周围间隙（VRS）磁共振表现及临床意义。方法 对 79例头疼、头晕、精

神发育迟缓，经磁共振检查发现血管周间隙扩大的患儿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 79例 VRS均为

双侧大脑半球多发的圆形、点状、条状或线状、边界清晰锐利的长 T2及长 T1信号，FLAIR呈

低信号，DWI显示弥散不受限。发生于大脑凸面半卵圆区 49例，占 62%；大脑脚 19例，占

24%；外囊区 11例，占 14%。79例中，追踪发现曾经患脑炎的 32例，占 39%。脑膜炎的 24

例，占 30%。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损伤 9例，占 11%。早产儿 5例，占 6%。9例病因不清。结

论 小儿脑血管周围间隙扩大与小儿头疼、头晕及精神发育迟缓有明显的相关性。 

 

  

  

 

 
EP-0655 

Detection of ‘silent’ abnormalities in the deep 

gray matter nuclei of neonates with punctate white 

matter lesions by magnetic resonance spectroscopy 

 
Sun Qinli,Yang Jian,Jin Chao,Li Xianjun,Yu Bolang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710061 

 

 

PURPOSE 

Punctate white matter lesions (PWML) are common in neonates and represent as 

hyperintensity on T1WI and hypointensity on T2WI in the periventricular white 

matter. In this study, the deep gray matter in PWML neonates without abnormality 

on conventional MRI and with possibility of injury would be considered as 

‘silent’ lesions.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whether there exist the 

‘silent’ abnormalities in the deep gray matter nuclei in PWML neonates by 

magnetic resonance spectroscopy (MRS). 

METHOD AND MATERIALS 

42 neonates with PWML and 54 control neonates (no abnormality on conventional MRI) 

who underwent GE 3.0T MRS imaging were enrolled. The PWML neonates with gray 

matter lesions (i.e. hypoxic ischemic encephalopathy, bilirubin encephalopathy and 

hemorrage) were excluded. Axial 2D MRS was performed with the point-resolved 

spectroscopy sequence (PRESS) (echo time/repetition time, 144ms/1000ms) through 

the basal ganglia. The peak areas ratios of Cho/Cr, NAA/Cho and NAA/Cr in 

bilateral lenticular nucleus and thalamus were calculated. Independent sample t 

test was performed to investigate the differences of metabolite ratios between 

PWML and control groups.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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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ographics of neonates with PWML and control groups were shown in Table 1.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ly differences in gestational age, postmenstrual age, postnatal 

age at scan, birth weight and gender between two groups(p>0.05). Figure 1, 

NAA/Cho ratio of both two regions in PWML group were significant low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 (p<0.05), and this difference of NAA/Cr ratio only in thalamus 

(p<0.05), while no differences of Cho/Cr ratio between PWML and control group were 

found in both two regions.  

CONCLUSION 

In the PWML neonates, the variations of metabolite ratios in MRS demonstrated a 

‘silent’ abnormalities in the deep gray matter. 

 

 
EP-0656 

 新生儿色素失禁症中枢神经系统受累的 MRI 表现  

 
黄明霞,张增俊,陈华,王冬,陈超,胡文 

西安市儿童医院 710003 

 

摘要：目的 探讨新生儿色素失禁症中枢神经系统受累的 MRI表现。方法  17例经临床、皮

肤活检或 NEMO基因检测证实的新生儿色素失禁症的 MRI 及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 新

生儿色素失禁症 17例，12 例头颅 MRI检查发现病灶，其中 3例 MR平扫发现病灶，T2WI 呈稍

高信号、T1WI呈稍低信号，其余 9例 MR平扫未发现病灶。12例 DWI扫描均发现病灶，DWI图

表现为双侧大脑皮层及皮层下、基底节、半卵圆中心、侧脑室旁多发的非对称性点片状高信

号，相应部位 ADC图呈低信号，其中累及基底节 4例、胼胝体 5例，丘脑 2例。结论 新生儿

色素失禁症中枢神经系统受累的 MR表现有一定特征性，DWI对病变的早期发现及预后评估有

重要价值。 

 

  

 

 
EP-0657 

胎盘植入的 MRI 表现 

 
郭晋露,兰红琳,周大庆 

晋城市人民医院 048000 

 

目的：探讨胎盘植入的 MRI 影像表现特点。 

材料与方法：收集晋城市人民医院 2015年 3月至 2017年 2月经临床和手术病理证实的胎盘植

入患者 10例，10例患者产前均行磁共振常规影像学检查，回顾性总结分析产前胎盘植入的

MRI影像学表现。 

结果：本研究中仅 1例表现为内结合带模糊、中断，7例表现为胎盘信号欠均匀，子宫肌层变

薄，胎盘内多发迂曲扩张的血管影，T2WI出现低信号带，5例可见流空血管影，4 例表现为胎

盘位于子宫肌层信号带外，膀胱壁不光整。病理结果显示 2例为粘连性胎盘植入，4例为植入

性胎盘，4例为穿透性胎盘，其中有 1例粘连性胎盘植入产前 MRI未能明确显示。 

结论：MRI检查可以显示出胎盘植入特异性的影像征象，子宫内结合带模糊、消失，子宫肌层

局限性变薄、中断，肌层内出现胎盘组织信号，子宫最外层低信号消失，膀胱壁不完整或中

断；T2WI出现低信号带，胎盘内多发迂曲扩张血管，子宫形态可见局限性膨隆均可以提示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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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植入可能，故 MRI可以作为胎盘植入产前检查的重要手段，但对粘连性胎盘植入的诊断不如

植入性与穿透性胎盘植入诊断准确率高。 

  

 

 
EP-0658 

小儿间叶性肝错构瘤的 CT 和超声诊断 

 
韩雪莉,郭华,高剑波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分析小儿间叶性肝错构瘤的 CT和超声表现，提高对该病的诊断准确性。方法：回顾性

分析 7例经病理证实的小儿间叶性肝错构瘤的临床特点、影像学表现。所有患儿均行 CT 平扫

及增强和超声检查。结果：7例中男 5例，女 2例；年龄 25天-22月，中位年龄 9月；7例均

为单发肿瘤,边界清楚，位于肝右叶者 5例，左叶者 2例；肿瘤直径 6.5～20cm，平均

13.2cm；CT和超声表现取决于肿瘤囊实性成分的分布比例，4例（57%）囊实性肿块，2例

（29%）囊性，1例（14%）实性，增强后肿瘤实性部分及分隔强化，囊性部分无强化。超声检

查中，部分实性部分表现为中高回声，回声不均，内有多个小无回声区，彩色多普勒可见点状

血流信号。结论：小儿间叶性肝错构瘤的影像学表现有一定的特征性，在小儿肝内出现边界清

楚的巨大肿块，结合 CT和超声表现，可做出正确诊断。 

 

 

EP-0659 

MR findings in maple syrup urine disease of neonates 

with encephalopathy 

 
方如旗,周作福 

福建省妇幼保健院 350001 

 

 

【Abstract】 Objective: To demanstrate MR imaging features in maple syrup urine 

disease (MSUD) of neonates with encephalopathy.  Metheods: MR neuroradiological 

imaging data with literature of three neonates with MSUD confirmed by mass 

spectrometric analysis were reviewed and analyzed.  Results:MR imaging showed 

characteristic pattern of bilateral symmetrical long T1 long T2 signal intensity 

within the myelinated areas in precentral and postcentral gyrus，corona radiata, 

centrum semiovale, posterior limb of internal capsule, ventrolateral nucleus of 

thalami, cerebral peduncle，posterior aspect of the mid brain,corticospinal tract, 

pons, middle cerebellar peduncle and cerebellar white matter，in which two cases 

showed restricted diffusion within the areas mentioned obove in DWI imaging. 

Conclusion: Neuroradiological findings of neonatal MSUD with encephalopathy are of 

typical MR imaging characteri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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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660 

The BOLD MR imaging Showed Signal Intensity Changes 

in Normal Maternal Placenta Respond to Hyperoxia: the 

Potential Noninvasive Tool to Estimate Placental 

Function. 

 
bao Yuwei,Pang Ying,Sun Ziyan,Xia Liming 

Tongji hospital of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430030 

 

 

Purpose :Blood oxygen level dependent（BOLD） MR imaging signal intensity can 

indirectly reflect the oxygen saturation level of  tissue. Physiologically, the 

placental oxygenation level is lower than other tissues. Therefore, it is more 

sensitive to oxygen supply. In our study, we aimed to evaluate changes in the BOLD 

signal intensity of normal placenta response to hyperoxia. 

Materials and Methods:10 healthy maternal placentae in gestational week 20 to 35 

were included. During the BOLD MR imaging, the pregnant women breathe room air in 

the first 3minutes, followed by the hyperoxia breath (PO299.9%, 8L/min)with a 

facial mask lasting 7minutes. The BOLD signal intensity changes curve over time 

was drew and t test was used to test its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Results: The BOLD signal intensity curve showed obvious changes trend over time. 

During oxygen supply, the placental signal increased(△BOLD:6.37±0.99%).The curve 

shows behind the article. 

Conclusion: Functional placental signal intensity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when 

pregnant women supplied with hyperoxia compared with breathing the room air. 

Therefore, we expect that we can estimate placental function based on the 

placental signal intensity changes trend under the same condition. In summary, the 

BOLD MR imaging will be a potential tool to estimate the placental function. 

Clinical Relevance statement: The signal intensity of BOLD MR imaging changes with 

the oxygenation of tissues. During maternal hyperoxia, oxygenation increases in 

healthy maternal placenta physiologically. In our study, we showed a functional 

placental signal trend response to hyperoxia by BOLD MRI. We expect that this 

noninvasive method will be a practical diagnostic tool in clinical practice, 

especially in identifying the etiology of fetal growth restriction. 

 

 
EP-0661 

DTI 对隐匿性痉挛双瘫的诊断价值 

 
尚红磊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河南省妇幼保健院 450052 

 

目的：通过纤维束示踪的空间统计分析（tract-based spatial statistics，TBSS）隐匿性痉

挛双瘫(spastic diplegic cerebral palsy, SDCP)的脑结构和功能的改变，探讨弥散张量成

像（diffusion tensor imaging, DTI）对隐匿性 SDCP的临床诊断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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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采用 TBSS技术比较隐匿性 SDCP 与健康志愿者脑各向异性分数(fractional 

anisotropy, FA)值变化，寻找有显著性差异的脑白质纤维，并对隐匿性 SDCP患者的灰白质差

异点与 GMFCS进行相关性分析。选用 17例隐匿性 SDCP患者和 17例年龄、性别与之相匹配的

正常对照组，磁共振常规扫描均未见异常。所有患者均行粗大运动功能评分（Gross Motor 

Function Classification System, GMFCS）。所有受试者进行磁共振扫描,获取三维磁化准备

快速梯度回波 T1加权像（T1 weighted imanging, T1WI）、弥散张量成像（diffusion 

tensor imaging,DTI）数据，采用 TBSS技术比较隐匿性 SDCP与健康志愿者脑各向异性分数

(fractional anisotropy, FA)值变化，寻找有显著性差异的脑白质纤维。并对隐匿性 SDCP患

者的灰白质差异点与 GMFCS 进行相关性分析。 

结果：隐匿性 SDCP的多个纤维束 FA值显著低于正常对照组（P< 0.05)，主要包括双侧皮质脊

髓束、中央前后回及旁中央小叶、前额叶、颞叶、内囊和外囊、胼胝体、扣带回、丘脑、脑干

和小脑等部位的纤维束。其中双侧前额叶、丘脑、内囊、胼胝体和脑干的纤维束与 GMFCS 呈显

著负相关。 

结论：DTI可以通过脑各向异性分数（FA）的检测、分析，从而提供早期诊断的潜在影像学指

标，对隐匿性 SDCP具有良好的诊断价值。 

  

 

 

EP-0662 

磁共振胰胆管成像在先天性胆总管囊肿的诊断 

 
王芳,蔡静怡 

哈尔滨市儿童医院 150010 

 

目的：探讨磁共振胰胆管成像诊断小儿先天性胆总管囊肿的价值分析。 

方法：回顾性分析经临床手术及病理证实的 17例小儿先天性胆总管囊肿，对所有病例的磁共

振胰胆管成像的征象进行分析。 

结果：17例小儿先天性胆总管囊肿中，I型 14例，占 82.4%，II型 1例，占 5.8%，III型 2

例，占 11.8%。胆总管囊肿多为囊状改变，境界清楚，边缘光整。 

结论：先天性胆总管囊肿又称为先天性胆管扩张症，可以发生在肝内、外胆管的任何部位，是

小儿常见的一种先天性胆道疾病，以腹痛、腹部包块、黄疸为主要临床表现。磁共振胰胆管成

像为患儿提供无创无辐射的影像检查手段，为外科手术医师提供重要的术前影像资料。 

  

 

 

EP-0663 

肾脏 DWI 在评价 ESRD 患儿单侧肾小球滤过率中的可行性 

 
田芷瑶,邵剑波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武汉儿童医院 430016 

 

1 目的 

小儿终末期肾脏病（ESRD）最常见原因是先天性肾脏和尿路畸形（CAKUT）[1]。在多数归属于

CAKUT的疾病中，双侧肾小球滤过率下降程度并不对等，以往多采用核素肾动态显像技术评价

分肾功能[2]，但这种方法并不适用于终末期肾脏病患儿。寻找一种更好的非侵入、非放射

性、不引入对比剂 MRI手段评价 ESRD患儿单侧肾小球滤过率，为临床诊疗提供指导意义。 

2 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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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计算机检索近 7年 PubMed数据库、Springer Link数据库、维普中文期刊网、中国知网

有关肾脏 MRI扩散加权成像在评价单侧肾小球滤过率应用的文章。英文检索词为：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GFR；中文检索词为：磁共振成像

（MRI）、弥散加权成像（DWI）、肾小球滤过率，排除重复性研究。共检索到相关文献 64

篇，符合纳入标准 36篇。 

3 结论  

DWI参数表观扩散系数(ADC)可以量化评价水分子布朗运动。ADC 值由扩散敏感度 b值计算得

出，高 b值仅反映水分子的扩散，低 b值主要反映组织微灌注和水分子扩散的综合情况[3]。

Fukuda等人报道在肾脏中水分子基于体素的随机运动是各向异性，而在低 b值中，肾脏中部

受灌注的影响较两极小，适于评价肾小球滤过率[4]。Feifei Lin[5]等，Reiko Toya[6]等人

均实验得出肾小球滤过率和 ADC值之间存在线性相关关系，且 ADC值在肾功能的评估中具有很

好的稳定性[7]。 

肾脏 ADC值可较好地反映单侧肾脏肾功能[8]，但二者之间的关系仍有待进一步研究[9]。利用

全肾 Patlak方程计算分肾 GFR对于小儿适用性尚不可知，大鼠 CAKUT基因与人具有相似性

[1]，我们可尝试构建不同程度肾功能受损大鼠模型，利用 FITC-菊粉作为对照，进一步研究 

ADC值与单侧肾小球滤过率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 

 

  

 

 

EP-0664 

儿童胰腺实性假乳头状肿瘤 1 例报道并文献复习 

 
徐容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探讨儿童胰腺实性假乳头状肿瘤患者临床特征及影像学特点。 

方法 结合病例和文献对儿童胰腺实性假乳头状肿瘤的临床表现、影像学特点等进行回顾性分

析。 

结果 患儿 8岁，女，主诉“外伤后腹痛伴呕吐半天”，影像学提示左上腹脾胰间隙区肿块其

内伴少量出血可能，体检无殊，肿瘤指标大致正常，手术示肿瘤来源于后腹膜，来源于胰腺尾

部可能，破溃出血，术后病理结果为胰腺实性假乳头状肿瘤。胰腺实性假乳头状肿瘤为低度恶

性上皮源性肿瘤，约占所有胰腺肿瘤的 1％~3％，好发于青少年和年轻女性（20~40岁），多

为圆形或卵圆形囊实性混合性，直径约 2～17cm，平均 8cm，几乎都伴纤维包膜或假包膜，常

伴出血坏死，有时整个病变几乎全为出血及囊性变，以致被误认为胰腺囊肿，少数几乎全部纤

维化而无囊性结构，表现为实性、包膜多较完整，临床上好发于胰体尾部，症状多不明显、无

特异性，大多无意或体检发现，影像上瘤周包膜多见完整包膜，包膜常见强化，典型 CT 表现

为平扫不均匀低密度，T1WI、T2WI呈高低混杂信号，DWI为稍高信号，是最容易囊变的实性肿

瘤，出血是它的特征之一，钙化比较常见且表现多样，囊实性为主者实性部分乳头状或壁结节

状强化，囊性为主者囊内少许实性部分明显强化，可见“浮云征”，实性为主者实性部分动脉

期轻度强化，实质期延迟期进一步强化，呈渐进性填充，但均低于胰腺。 

结论 儿童胰腺实性假乳头状肿瘤是一种少见胰腺肿瘤，误诊的意识和预防有助于正确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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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665 

磁共振优化序列及功能成像在探测胎脑发育异常的价值 

 
张晓凡,张旭,郝明珠 

哈尔滨市儿童医院 150010 

 

优化的胎儿磁共振成像技术具有超快速扫描、精确度高、无辐射、视野广，可对胎儿兴趣区做

任意角度和方位成像，直观地显示病变与周围结构的关系；可准确观察胎儿全貌、评估胎脑生

长发育、为胎脑畸形等疾病提供深层丰富的信息；功能成像（弥散加权成像 DWI、弥散张量成

像 DTI、磁敏感加权成像 SWI）技术，具有很高的组织分辨率，能提供更深层、更丰富的影像

解剖。胎脑 MR功能成像应用研究，拓展了产前胎儿磁共振研究领域范畴，同时全面观察宫内

胎儿生长发育及预后情况；MR功能成像可进一步探讨胎脑的发育过程和疾病的发生机制，无

创的发现胎脑无形态学异常的功能异常；DWI和 DTI可敏感评价胎儿脑损伤及发育等情况；

SWI可敏感发现胎儿颅脑出血和血管畸形等，特别可对 T1WI高信号病灶做出明确定性诊断。

功能成像序列联合快速优化 MRI成像序列进行科学有效互补应用。为产前胎儿精准的影像学诊

断提供有力保障，促进胎儿 MRI超微结构显示，推动更广领域的临床应用研究，显著减低畸形

缺陷儿出生。 

  

 

 

EP-0666 

弥散峰度成像在早产儿脑白质损伤程度中的应用 

 
郝明珠,张晓凡,徐守成 

哈尔滨市儿童医院 150010 

 

目的 核磁共振弥散峰度成像（DKI）在新生儿及早产儿脑白质损伤患儿相关变化的研究，利用

峰度成像技术测量脑白质的平均峰度值，探讨新生儿脑白质弥散峰度与早产儿白质损伤的变化

规律。 

材料与方法 选取我院 15例早产儿，胎龄 33-37周(胎龄 28周~不足 37周，出生体重

1000~2500g)及 10例新生儿。临床有早产、宫内窘迫、胎膜早破、胎盘早剥、窒息等病史。均

在生后 1周内完成常规 MRI+DKI检查。采用 DKI技术参数及 DKE软件分析对早产儿脑白质进行

分析，探讨其正常生理及病理变化规律，解决 MR早期与临床后遗症脑瘫不一致的瓶颈问题，

为临床早期干预提供有利的影像学信息。 

结果  1、新生儿颅脑：小脑中脚、内囊后肢、胼胝体膝和压部、额叶、颞叶、枕叶及顶叶白

质区，部分组间 MK值及 MD 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早产儿 8个已受损感兴趣区（ROI），小脑中脚、内囊后肢、胼胝体膝和压部、额叶、颞

叶、枕叶及顶叶白质区，部分组间 MK值较正常对照组下降，MK值各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DKI成像技术在诊断早产儿脑白质损伤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较其他功能成像序列更容

易区分脑白质及灰质的弥散峰度。在 DKI 参数中，平均峰度（MK）可视为表达组织显微结构

较为特征的指标，结构越复杂，非正态分布水分子扩散受限越显著，MK值也即越大。将 MK用

于不同部位脑白质的差异性及年龄相关性测定亦更加有意义。说明 DKI 是一个对脑白质损伤

较敏感的成像技术，特别对于早产儿脑损伤意义重大。准确早期发现脑白质损伤及评价严重程

度，评估临床早期干预后白质损伤早产儿的预后，为临床提供强有利的影像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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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667 

儿童 MERRF 一例报道 

 
谢婵来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分析本例 MERRF（肌阵挛癫痫伴破碎样红纤维综合征）的头颅 MRI表现，加深对此类儿

童罕见疾病的认识，探讨其诊断思路。 

方法：西门子 1.5T MRI行头颅 MRI平扫+增强、MRS。 

结果：患儿，女 2岁，6月龄时体检示身高、体重较同龄儿落后。现因“咳喘 4月，加重 1

周”收治入院。入院时行走不稳，口齿不清、伴流涎，眼球运动障碍。查体：精神萎，面色苍

白，两肺可及细湿罗音，心率 175次/分，余无殊。辅助检查：乳酸波动在 1.1-8.7mmol/L

（正常参考值 0.5-2.0mmol/L）。胸片示两肺渗出。心超示室间隔及左室后壁增厚，心功能尚

正常，二尖瓣少量返流。脑电图：背景弥漫性慢波。入院 MRI平扫示脑干背侧见对称性 T1WI

低、T2WI高、T2 TIRM低、DWI高信号。MRS示双侧中脑背侧、基底节区 NAA峰减低伴少许倒

置乳酸峰。入院诊断：重症肺炎，脑干脑炎？代谢性脑病？入院后对症治疗，患儿未见好转，

病程中伴昏迷。1月后复查 MRI平扫示脑干背侧病灶内对称小囊变，双侧基底节区新发对称性

T1WI低、T2WI高、T2 TIRM 低、DWI高信号，脑萎缩。2 月后复查 MRI平扫+增强示脑干、双

侧基底节区病变范围较前增大，脑萎缩加重，病灶内未见异常强化。线粒体 DNA（mtDNA）基

因突变分析：mtDNA8344A→G 热点突变，突变比例 94%，疾病表型 MERRF。患儿入院 6月后死

亡，死亡诊断线粒体脑病、呼吸衰竭。 

结论：MERRF综合征是线粒体脑肌病中较为罕见的一种类型，多见于儿童。典型临床表现为：

肌阵挛、癫痫、共济失调，部分患者还有身材矮小、智力低下、眼外肌麻痹等。MRI表现为弥

漫性脑萎缩，脑干、基底节区对称性异常信号，MRS表现为 NAA峰减低，并可检测到乳酸峰。

怀疑本病时可检查血和脑脊液乳酸检查，必要时行肌肉活检，如发现破碎样红纤维，可行基因

检查进一步明确属线粒体脑肌病的何种类型，预防漏诊或误诊。 

 

 
EP-0668 

3.0T 磁共振弥散张量成像联合氢谱成像 

对儿童孤独症的应用价值 

 
朱凯,张玉华 

哈尔滨市儿童医院 150010 

 

目的应用 3.0T磁共振弥散张量成像联合波谱成像分析儿童孤独症患儿额叶、胼胝体、内囊后

肢定量的分数各向异性（FA）值、表观弥散系数（ADC）值、天门冬氨酸（NAA）、天门冬氨酸

/肌酸（NAA/Cr）、胆碱/肌酸（Cho/Cr），探讨此两种无创的技术对孤独者的应用价值。 

材料与方法 86例孤独症患儿（男 20例，女 66例，平均年龄 5.4岁），30例健康志愿儿（男

15例，女 15例，平均 5岁）。使用 philips 3.0T磁共振扫描仪，应用 8通道头部线圈，行

磁共振常规序列、DTI 和
 1
H-MRS扫描，DTI检查 b值选 1000, 使用标准化的感兴趣区（ROI）

测量额叶、胼胝体、内囊后肢 ADC值、FA值、NAA、NAA/Cr、Cho/Cr。 

结果 额叶、胼胝体、内囊区孤独症患儿 FA值较对照组下降（P<0.05），ADC值三组较对照组

升高（P<0.05）。DTI检查 FA值与 ADC值呈负相关。额叶、胼胝体、内囊后肢的轴向扩散减

少，表明三个部位纤维束异常受损。胼胝体天门冬氨酸（NAA）与对照组分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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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1±0.93，6.03±0.89），NAA低于对照组（P<0.05），NAA/ Cr比值（1.81±0.17，

1.9±0.19）, Cho/Cr比值（1.17±0.13，1.16±0.13）。孤独症患儿 NAA减少，标志神经元

细胞破坏，神经纤维素减少，FA值降低，ADC值升高，这与 DTI研究有一致性。 

结论 采用 DTI联合 1H-MRS，对孤独症患儿脑部精细结构影像学定量的分析，对临床建立合理

的治疗方案提供有力的影像学依据。 

  

 

 

EP-0669 

未成年人全身弥散加权成像（WB-DWI）正常表现 

 
秦阳,朱凯 

哈尔滨市儿童医院 150010 

 

目的 探讨未成年人不同年龄组、不同性别全身扩散加权成像（WB-DWI）的正常表现，为该技

术应用于临床诊断奠定基础。 方法 70例正常健康体检儿，年龄 1月-15岁，按照性别及年龄

分成 3组：12个月以下组、12个月~5岁组、5岁以上组，在家长知情同意下接受全身磁共振

扩散加权成像检查，比较男、女不同年龄组同一部位平均表观扩散系数（ADC）的差异。并对

各部位进行弥散信号及 ADC 值的相关性分析。结果  双肺、纵隔、肝脏、胰腺及周围软组织

呈低信号；中枢神经系统、脾、肾、睾丸为高信号，膀胱可为高信号；2月以下新生儿在 WB-

DWI上没有成形的四肢骨显示，而四肢长管状骨干骺端及骨干信号随年龄增长其强度发生变

化，长管状骨干骺端在 12个月以下组中表现为高信号者占 66.7%， 在 12个月~5岁组中占

43.4%，5岁以上组中占 7.7%；长管状骨干在 12个月以下组中表现为高信号者为 28.6%，12个

月~5岁组中为 17.3%。两者信号均随年龄的增加逐渐减低。颌下、髂血管周围淋巴结及中下

腹、盆腔部分肠管也显示为高信号。通过 ADC值的测定发现脑、肝脏、脾脏、肾脏 ADC值在不

同性别及年龄之间无统计学差异(P＞0.05)，而长管状骨干骺端及骨干的 ADC值在男、女各年

龄组之间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男、女各组 ADC值均与年龄呈负相关。 结论  WB-DWI

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对全身组织成像，图像能够满足影像分析要求。正确认识未成年人 WB-DWI

正常表现，对健康未成年人各组织 ADC值量化，有利于加深对未成年人各种病变的认识，为临

床诊断应用打下基础。 

 

 
EP-0670 

3D 打印技术在先天性心脏病伴气管软化手术中的应用 

 
姚小芬,钟玉敏,胡立伟,王诗渝,邱海嵊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00127 

 

目的：运用 3D打印技术建立儿童先天性心脏病伴气管软化模型，探讨 3D打印建模对于临床诊

断和手术计划制定的意义。 方法：2例先天性心脏病伴气管软化的患儿，行 CT容积螺旋穿梭

技术（VHS）扫描后获得影像资料；使用 Mimics 17.0软件导入 CT DICOM数据并对感兴趣区域

（ROI）做图像重建后处理，得到三维重建模型；再运用 3-Matic10.0软件对三维模型进行手

术模拟操作；将气道三维重建模型保存成 STL格式；最后把数据导入 OBJET 260 3D打印机后

即完成建模过程。 结果：依据 3D打印模型模拟手术操作并设计手术方案，手术顺利实施。 

结论：3D打印技术能为先天性心脏病伴气管软化术前辅助诊断、手术方案设计和术中决策提

供有效的帮助，提高先天性心脏病伴气管软化儿童手术治疗的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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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671 

胸腹部联合 X 线平片在胎儿水肿新生儿期随访评估的应用价

值初探 

 
冯潇

1
, 乔中伟

1,2
 

1.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目的 探讨胸腹联合 X线平片在胎儿水肿新生儿期随访评估的应用价值。 

方法 收录 2015年 1月至 2016年 6月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收治胎儿水肿新生儿共 16例。回

顾性分析胎儿水肿新生儿期胸腹部联合 X线平片表现、并发症的诊断及其病程及预后特征。采

用描述性统计分析。 

结果 16例患儿，男 12例，女 4例。X线胸腹联合片显示皮肤软组织肿胀 16例（100%），平

均皮肤厚度约 8.4mm，胸腔积液 9例（56%），腹水 3例（19%），心影增大 9例（56%），肺

动脉高压 7例（44%），肝影增大 4例（25%）。结果显示皮肤软组织肿胀、胸腔积液、及心影

增大为胎儿水肿最常见 X线表现。16例患儿随访，发生气胸 8例，肺部感染 4例，新生儿呼

吸窘迫综合征 7例，心功能不全并肺水肿 6例，肺出血 2例，NEC2例，支气管肺发育不良 1

例。结果显示胎儿水肿最常见并发症有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心功能不全并肺水肿及气胸。

16例患儿预后情况，死亡 7例，好转出院 5例，4例仍在住院治疗中。 

结论 胸腹联合 X线平片对胎儿水肿新生儿期病情评估及病程发展随访观察有重要价值。 

  

 

 
EP-0672 

先天性胆总管囊肿术后并发门静脉海绵样变 1 例报告及文献

复习 

 
段修华 

上海市儿童医院、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00060 

 

患儿,女,2岁 4个月。因胆总管囊肿术后 2月，发现门静脉海绵样变 4个月入院。患儿曾于

2016年 8月因“间断咳嗽 20余天,呕吐伴淀粉酶增高半月余”，行 CT平扫及增强发现胆总管

囊肿，未见门静脉异常改变。完善术前准备后于同年 8月 18日接受剖腹探查术，胆囊外引流

腹腔引流，肝活检术，术后病理：胆总管囊肿。术后 20天出现淀粉酶升高，并多次发热，于

同年 11月 3日腹部 CTA检查：应用 GE LightSpeed VCT64排螺旋 CT，肝动脉、门静脉双期扫

描。检查结果：胆总管囊肿术后，门静脉海绵样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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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673 

幼儿阴道胚胎型横纹肌肉瘤一例 

 
邵美华,白光辉,叶丽梅,严志汉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324107 

 

 

横纹肌肉瘤是一种具有骨骼肌分化倾向的原始间叶性恶性肿瘤，按组织学分为胚胎型、腺泡

型、梭形细胞型及多形型
[1]
，其中以胚胎型最为常见（约占４９％）。肿瘤可发生于任何年龄

段，但发生于婴幼儿较罕见。儿童期以头颈部多见，约占 40％以上，其次为泌尿生殖道，约

占 26％
[2]
。肿瘤血供丰富，恶性程度高，侵袭性强，易发生局部侵犯，也可经血行和淋巴道播

散。肿块较小时可无坏死，但随着肿瘤的增大，中央区常发生不同程度的坏死。临床表现为阴

道腔增大，其中可见软组织肿块，继发表现为子宫增大，以及因肿瘤阻塞宫颈或阴道腔导致宫

腔积液。 

肿瘤在影像学上，灰阶超声一般表现为实性均匀或不均匀等低或等高回声，超声彩色多普勒可

见肿瘤内血流信号较丰富；CT平扫一般表现为均匀或不均匀等低密度，增强扫描表现为不均

匀强化，延迟扫描强化更明显，且周边强化较中心更显著，与本文病例的影像学特征相符。

MRI对于较小的病灶，检出率高于 CT，对于术后残留病灶及复发，敏感性亦高于 CT
[3]
。幼儿阴

道横纹肌肉瘤缺乏特征性的临床特点，对于出现阴道肿块生长较快、年龄较小的患者，影像学

上肿瘤与周围组织边界清晰，血供丰富的肿瘤，要高度怀疑横纹肌肉瘤，影像学的价值主要在

肿瘤的定位定量诊断及诊疗过程中的评价。 

 

 
EP-0674 

MR I 及 1H-MRS 在亚临床胆红素脑损伤的应用价值 

 
丁立 

四川省妇幼保健院 610031 

 

摘要 目的:探讨 MRI及 1H-MRS对亚临床胆红素脑损伤诊断的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

年 1 月至 2016年 2 月我院收治的 230 例高胆红素血症但无临床表现的新生儿，按 MRI 有无

发现苍白球对称性 T1W1 高信号改变分为实验组( 120 例) 及对照组( 110 例) ，比较两组胆

红素水平、头颅 MRI 及 1H-MRS表现、后期神经发育情况。结果: 实验组的血清总胆红素、间

接胆红 素等指标均显著高于对照组( P ＜0． 01) ; 治疗后两组患儿神经评估（MDI、 

PDI ）等评估指标均有提高，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 05)，而实验组相关指标

水平提升幅度显著高于对照组( P ＜ 0. 01) 。结论: 头颅 MRI检查结合 1H-MRS可早期明确

亚临床胆红素脑损伤，提供敏感准确的诊断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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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675 

3.0T 磁共振双时相 ASL 成像在儿童烟雾病中的临床应用 

 
王芳,邵剑波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武汉儿童医院 430016 

 

目的：探讨双时相全脑 3D伪连续动脉自旋标记（pcASL）磁共振成像技术对儿童烟雾病的诊断

价值。方法：收集我院 2014 年 5月至 2016年 10月在我院进行核磁共振形态学检查和 3DASL

灌注成像并经 DSA证实的 9例烟雾病患儿。其中男 4例，女 5例，年龄 5至 9岁，5岁 1例，

7岁 3例，8岁 4例，9岁 1例，平均年龄 7岁 4月；对患儿行 3.0T常规 AxT1FLAIR、

T2PROPELLER、T2FLAIR序列、3D ASL脑血流灌注成像以及 MRA成像，所有原始图像通过 GE 

AW4.6工作站进行后处理重建，计算第 1.5及 2.5双时相病变部位相对脑血流量值（rCBF），

并对烟雾病脑血流灌注情况进行分析，总结儿童脑血管病变烟雾病脑血流特点。结果：8例烟

雾病患儿病变部位均表现为低灌注。1例脑出血性梗死表现为高灌注；2例常规 MRI显示正

常，ASL为病变区明显低灌注；且病变区不同时相显示不同的灌注状态。9例 MRA结 论：

3DpcASL可测量儿童烟雾病病变区域 rCBF定量值 ，且烟雾病病变部位脑灌注情况具有时间依

耐性。双时相 3D ASL对于早期诊断脑缺血性梗死，评估其梗死后再灌注有独特优势；结合

MRA形态学改变，为儿童烟雾病定性诊断提供可靠依据。 

  

 

 
EP-0676 

Sensitivity  of  DKI to white matter fiber tracts in 

children with tuberous  sclerosis 

 
Wang Fang,Shao Jian bo 

Wuhan children's Hospital Affiliated to Tongji Medical College of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maging medical center 430016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diffusion kurtosis imaging 

(diffusion kurtosis imaging DKI) on children with tuberous sclerosis of brain 

white matter fiber damage ;Methods: Using diffusion kurtosis imaging (DKI) in 8 

cases in the group of normal children with tuberous sclerosis and the age-matched 

control group were analyzed. All cases were divided into four groups: group A: 

Patients with lesions ipsilateral and contralateral position; group B: normal 

control children with ipsilateral with the same side group comparison; group C: 

normal control children with lesions and corresponding contralateral side group 

comparison; group D: Patients with ipsilateral and contralateral and bilateral and 

normal control group left and compared. The fractional anisotropy (fractional 

anisotropy, FA), average diffusion coefficient (mean diffusivity, MD), radial 

diffusivity (radial diffusivity, RD), the axial dispersion coefficient (axial 

diffusivity, AD), average diffusion kurtosis (mean kurtosis, MK), axial diffusion 

kurtosis (AK) and radial diffusion kurtosis (RK) as the detection index. Each 

group compared by contrast Statistical analysis was performed using Whitney - Mann 

rank sum test;Results:Compared with DTI,DKT can provide more 

microstructureinformation;Diffusion kurtosis values a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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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of normal children, degree of anisotropy, correct that lesions in the white 

matter fiber beam damage degree of impaired in children with tuberous sclerosis of 

brain white matter.The DKI value of slight damage of normal white matter fiber 

bundle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DTI.A group of ipsilateral DKI parameter values in 

addition to the value of the MK, FA, MD, RD, AD, AK and RK value with the same 

children with lesions of side value of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Children in group B lesions side DKI parameter values in 

FA, MD, RD and ad value group of ipsilateral to the differences in the values and 

the corresponding normal control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while MK, 

AK and RK value differences had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 > 0.05);The 

differences of DKI and RD values between and FA values in C group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MD, AD, MK, AK and RK values we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Patients in D group with bilateral DKI 

parameters FA, MD, RD and AD values and the corresponding normal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 0.05), but the parameter values 

of MK, AK and RK value differences had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 > 

0.05).Conclusion: Compared with DTI, DKI can reflect the complexity of the 

structuremore sensitively and measure the evaluation of children with tuberous 

sclerosis of brain white matter fiber damage accurately.It not only can accurately 

predict in children with the disease progress and prognosis, but also as a 

therapeutic drug monitoring. 

  

 

 
EP-0677 

口咽后壁支气管源性囊肿 1 例 

 
张雪坤 

上海市儿童医院 200333 

 

 

患者  女  19 小时，系孕 38+4 周分娩，出生体重 2460g。开奶后吐奶明显，喉部有

痰鸣音。喉镜发现咽后壁有一直径约 0.6cm 肿物。实验室检查指标阴性，血常规、

生化均未见异常。 

CT 检查：口咽后壁中线偏右见一不规则软组织密度影，密度欠均匀，宽基底与咽

后壁相连，大小约 1.4cm×1.4cm×1.2cm，CT 值 15-32HU。增强扫描后强化不均，

可见较多小血管影，其内较低密度区未见明显强化。余颈部软组织结构清楚，未见

明显肿大淋巴结影。颈部大血管显示清楚，未见明显异常。 

手术及病理：检查所见 带骨组织一块 2.3×2.0cm×0.6cm 镜下 皮下组织见一官

腔，内衬假复层纤毛柱状上皮，周围见涎腺及软骨环，符合支气管源性囊肿。 

讨论 支气管囊肿由前肠腹侧喉气管沟处出现异常肺芽或气管、支气管异常分支发

展而来，多数生长在气管、支气管旁，尤其靠近隆嵴附近，有蒂与支气管相连或与

之共壁。大多数位于中纵膈，偶见于前胸纵膈、后纵膈、夜间裂和肺实质，囊肿大

多单发，以单房者多见。囊壁具有支气管结构，内衬呼吸道上皮细胞。囊内含水样

液体或浓稠粘液胶冻样物质，继发感染是囊内可为脓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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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病预后良好，手术切除后无复发或远处转移。本病例无论是好发部位或 CT 表

现与常见支气管源性囊肿均有较大差异。但位于气管附近的囊性为主（可有软骨及

腺体成分）、边界清楚的占位性病变，应想到本病的可能。 

  

 

 
EP-0678 

断裂肛温计罕见经直肠穿入骶孔 1 例 

 
叶丽梅,白光辉,邵美华,严志汉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育英儿童医院 325000 

 

 患儿，女，1岁，因“发现肛温计断裂 7小时”入院。患儿发热 1天，7小时前患儿在家中

经肛门测体温时不慎跌倒，半截体温计残留体内。查体：腹平软，无压痛及反跳痛，肠鸣音活

跃，移动性浊音（-），肛门指检未触及明显异物感。X线片示下腹部条形异物，距离会阴处

约 7.5cm（图 1）。CT示：盆腔内异物穿入右侧骶孔（图 2-图 5）。临床诊断：盆腔异物（体

温计残留）。因断裂肛温计属易碎物，故 1周后手术行异物取出术，过程如下：全麻下直肠镜

检查见距离肛门口 8cm处肠道侧壁疤痕隆起，未见活动出血及明显破口；遂取下腹部横行切

口，逐层进腹，探查腹腔，牵开直肠，见局部有血肿，将侧腹膜打开，环拉暴露后，在骶前间

隙可见局部出血破损，但未见温度计，根据术前影像学检查结果，沿骶前摸索，可扪及局部有

不平整区域，小心游离周围组织，逐渐发现中心有玻璃，将玻璃周围松动，转动将其从骶前间

隙拔出，双极止血，放置盆腔引流，逐层关闭腹腔，术后患儿安返病房，恢复良好。 

 

 
EP-0679 

一例罕见的先天性肝外门腔分流-Abernethy 畸形。 

 
阳朝霞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0032 

 

目的：通过一例先天性肝外门腔分流的临床及影像分析，对该病的影像及临床特点进行综述以

提高对本病的认识。 

方法：回顾性分析一例 Abernethy 畸形的临床病史及影像检查。 

结果：一名 2.5岁男孩因“反复血便 2年余”入我院就诊。行门脉 CTA检查示：脾静脉和肠系

膜上静脉汇合成一支粗大血管，走行于腹主动脉左侧，向下延伸至盆腔与右侧髂内静脉异常沟

通后汇入下腔静脉。直肠旁静脉曲张。门脉主干及其肝内分支未见显示。行 DSA显示盆腔静脉

扩张扭曲，右髂内静脉囊状扩张；肝内门静脉发育不良，造影剂逆向向下流向粗大共汇静脉。

后该患儿行肠系膜血管结扎术。术后行门脉 CTA检查示肝内门脉显示（偏细），肝外原异常粗

大血管未见强化。 

讨论：先天性肝外门腔分流是一种非常罕见的先天性门静脉畸形，表现为门静脉与腔静脉之间

异常吻合，门静脉系统血流不经或少量流入肝脏，大部分通过肝外门静脉侧支汇入腔静脉。由

Abernethy于 1793年首次发现。Abernethy 畸形分为二型:Ⅰ型: 肝脏完全无门静脉血灌注, 

如门静脉缺失，胃肠静脉血完全向腔静脉分流；Ⅱ型: 门静脉血部分向肝脏灌注。Ⅰ型又分

Ⅰa 和Ⅰb 亚型，Ⅰa 型: 肠系膜上静脉与脾静脉无汇合；Ⅰb 型: 肠系膜上静脉与脾静脉

汇合。Ⅰ型畸形多发生于女性（约占 74%），最常见的异常是肠系膜上静脉与肝下下腔静脉或

左肾静脉的交通, 常合并其他脏器的先天畸形 (如心脏的畸形、 胆道闭锁和多脾)、肝脏局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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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病变（结节样增生、再生结节等）和肿瘤。Ⅱ型通常为门静脉的单一畸形，胃肠道静脉血通

过异常的侧-侧吻合支向腔静脉分流。先天性门腔分流诊断主要通过血管造影、 腹部 CT、MR

及腹部血管等检查。CTA、MRA通常能完整、清晰的显示门体分流，还能通过图像后处理提供

更多的诊断信息。该病的治疗方法根据畸形的不同类型及病人的情况决定。肝移植术是Ⅰ型的

可靠方法，手术阻断门腔分流，主要针对Ⅱ型。 

 

 

 

EP-0680 

儿童肾、输尿管重复畸形合并输尿管囊肿的 IVU 诊断价值 

 
王琪,刘玉奇,潘鹏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5003 

 

目的 探讨静脉尿路造影（IVU）在儿童肾、输尿管重复畸形合并输尿管囊肿的诊断价值。方

法 回顾性总结分析 11例经手术证实的肾重复畸形合并输尿管囊肿的影像表现。11例均做

IVU检查，其中 5例加做 CT 增强多期扫描检查并多平面重建。结果 单侧重肾 10例，双侧重

肾 1例，均表现为上半肾重复，共 12个：其中 6个肾盂及所连输尿管积水扩张、显影浅淡，

与正常显影的下半肾形成鲜明对比，膀胱内见偏于重肾一侧的较大囊状充盈缺损，延迟摄片表

现为“蛇头征”； 4个重肾始终不显影，正常显影的下半肾远离脊柱向外下方移位，且下半

肾无论肾轴的大小还是肾盏的数量均少于正常肾，同侧膀胱腔内见大的囊状充盈缺损；1个重

肾肾盂发育不良呈杵状，其所连输尿管轻度扩张，显影淡，同侧膀胱腔内囊状充盈缺损； 1

个重肾显影良好，未见积水扩张，该例为双侧重肾中的一个。4个不显影重肾及 1个杵状显影

的重肾加做 CT增强多期扫描和冠状位、矢状位重建，进一步明确了诊断。结论 对于重度积

水扩张、完全不显影的或发育不良的肾、输尿管重复畸形伴输尿管囊肿，IVU造影检查能做出

准确的诊断，避免 CT增强多期扫描检查对患儿可能带来的辐射损害。 

  

 

 
EP-0681 

64 层 CT 检测儿童左侧冠状动脉异常起源于肺动脉 

 
胡喜红,沈全力,姚琼,乔中伟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探讨 64层 CT冠状动脉成像对儿童左侧冠状动脉异常起源于肺动脉(ALCAPA)的诊断价

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手术证实的 12例 ALCAPA患儿的冠状动脉 CT扫描资料，其中男 4例，

女 8例；年龄 1个月～9岁，中位年龄为 7个月；体重 5～28 kg，中位体重为 7 kg。检查前

所有患者均未控制心率，于药物镇静状态下应用多层螺旋 CT（MSCT）进行冠状动脉 CT扫描，

扫描范围自主动脉弓顶至心尖。扫描参数：采用回顾性心电门控，管电压 80 kV，管电流 100

～130 mA，层厚 0.625 mm，球管旋转速度 0.35 s/转，螺距 0.24。所有 MSCT图像均由复旦大

学附属儿科医院 2名具有 5年以上心血管影像阅片经验的放射科医师在 AW 4.3工作站进行阅

读和评估。结果 12例患儿均经冠状动脉 CT扫描诊断为 ALCAPA。CT扫描时患儿接受的射线

剂量为 1.62～2.15 mSv，扫描时患儿心率 100～150次/min，最佳重组时相窗在 R-R间期的

35%～50％。左侧冠状动脉开口位于肺动脉左侧壁、肺动脉右侧壁、肺动脉左后窦、肺动脉后

壁各 3例，右侧冠状动脉开口均位于主动脉右冠窦；所有患儿均见左心室扩大。经手术证实为

左侧冠状动脉主干起源于肺动脉，其中开口位于肺动脉左后窦 3例，开口位于肺动脉窦远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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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侧壁和右侧壁各 3例，开口位于肺动脉后壁 3例；均见左心室扩大。结论  64层冠状动脉

CT可在低辐射剂量条件下显示冠状动脉的病理解剖信息，结合超声心动图可提高对 ALCAPA的

诊断准确率。 

 

 
EP-0682 

弯刀综合症的 CT 影像表现多样性 

 
胡喜红,沈全力,乔中伟,吴琳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 探讨儿童弯刀综合症 CT影像表现的多样性。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本院就诊的 13例弯刀

综合症病例，其中男８例，女 5例，年龄 2d～12m，中位数年龄 m，体重 3.5kg～13.0kg，中

位数体重 6.0kg。所有患儿均行超声心动图及多排 CT检查，其中 5例进行心血管造影。所有

CT图像均由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名具有 5年以上心血管影像阅片经验的放射科医师在 AW 

4.5工作站进行阅读和评估。分析 CT图像的肺静脉异常引流部位、是否合并狭窄，是否存在

体肺侧枝、隔离肺、伴发气道异常，测量左右肺体积、左右肺动脉管径，是否合并的心内外畸

形情况。结果 3例存在右下肺静脉异位引流，10例右侧肺静脉异位引流；1例引流至上腔静

脉，其余 12例皆引流至下腔静脉；其中 4例存在肺静脉回流梗阻；8例存在体肺侧枝，隔离

肺 2例；伴发气道畸形 4例；8例存在心内心外畸形。结论  CT可以提供弯刀综合症的详细

解剖信息和影像表现的多样性。 

  

 

 
EP-0683 

MELAS 综合征的随访 MRI 分析 

 
宋娇 

温州医学院附属育英儿童医院 325000 

 

[摘 要] 目的：随访分析线粒体脑肌病合并高乳酸血症与卒中样发作（MELAS)综合征的动态磁

共振影像学特征。 

方法：回顾性分析 2005年 9月至 2015年 4月确诊的 MELAS 综合征患者 15例, 男 9例, 女 6

例，平均 15.5岁。所有病例在急性发作期（30d内）均行常规 MRI检查（包括 T1WI平扫、

T2WI、FLAIR及 DWI ），14 例在急性发作后（30-60d内）复查 MRI，其中 8例随访时行 MRS

检查；10例在缓解期（＞60d）复查常规 MRI。着重分析病变的部位、信号、范围及其动态变

化。 

结果：在急性发作期（30d 内），单侧大脑皮层或皮层下受累 46.7%（7/15）， 双侧大脑皮层

或皮层下同时受累占 53.3%（8/15），双侧基底节受累 4 例，脑干受累 1例。病灶在 T1WI 上

呈低信号，在 T2WI上呈高信号，在 DWI上呈等或高信号。在急性发作后（30-60d内），14例

中，64.3%(9/14)病例的部分病灶范围扩大；71.4%（10/14）病例的部分病灶缩小，

42.9%(6/14)的病例出现新的病灶。8例 MRS检查中，8例病灶均出现 Lac峰增高， 2例病灶

对侧脑组织出现 Lac双峰，6例出现 NAA峰降低。在缓解期（＞60d），40%（4/10）的病灶出

现脑萎缩，40%（4/10）的病灶出现软化灶。 

结论：MELAS综合征具有较特征的动态影像学表现，结合临床资料，可早期提高其诊断的准确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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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684 

运用基于图论的脑功能网络方法研究静息态下青春期早期女

孩脑功能改变 

 
周永进,严志汉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325027 

 

目的：采用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技术，使用基于图论的脑网络据分析方法来研究 HPG轴刚启动青

春期早期女孩的大脑功能网络特征，并探索青春早期相关激素水平波动与脑网络之间的关系。 

方法：收集 75例右利手健康女孩（年龄 6~11岁；mean±SD：8.50±1.09），所有受试者均行

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Gn-RH）激发试验，LH峰值>5 IU/L组为 HPG轴启动组。行激发试验前

先行功能磁共振扫描，运用 GE 3.0 T MRI扫描仪在 8通道头部线圈内完成，采用梯度平面回

波扫描成像（EPI）序列采集静息态功能图像。采用 SPM8软件对数据进行预处理，运用基于体

素的功能连接计算被试全脑的功能连接强度。对两组静息态脑功能连接网络功能连接强度采用

两样本 t检验进行比较，再将有差异脑区的全脑功能连接强度值提取出来，以年龄、BMI 为协

变量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分析青春期相关激素的浓度（LH,FSH）与脑功能连接强度关系。最

后以同样的方法来分析青春期相关激素的浓度与 HPG 轴启动组全脑功能连接强度的关系。 

结果：两组被试间的 LH、FSH浓度存在差异，E2、PRL和 COR等激素浓度无显著差异。与 HPG

轴未启动组相比，HPG轴启动组全脑功能连接强度值增高的脑区主要位于双侧额颞叶、右侧缘

上回、海马和海马旁回。HPG 轴启动组多元回归分析得出组间有差异的脑区的功能连接强度值

与青春期相关激素浓度无相关，而左侧舌回和左侧颞中回与血浆 LH的相关浓度存在显著正相

关；双侧颞下回、舌回和额中回眶部功能连接强度与血浆中 FSH相关浓度 FSH_AUCg呈显著正

相关，颞下回和距状回的功能连接强度与血浆中 FSH相关浓度 FSH_AUCi呈正相关。 

结论：HPG 轴启动组青春期早期女孩默认网络、语言网络和情绪环路内的脑区的连接强度增高

可能与认知、语言和移情的发展相关，而这些网络连接强度增高可能是青春期早期女孩特征改

变，有助于探索青春期早期脑功能发育规律。 

  

 

 
EP-0685 

低剂量 MSCT 气道重建诊断儿童先天性气管性支气管及分型 

 
苏宇征,陈春霞 

福建省妇幼保健院 350001 

 

目的：探讨低剂量 MSCT气道重建对先天性气管性支气管的诊断和分型的应用价值。 

方法：分析 52例 TB患儿的（120KV，30mA）扫描影像资料，包括多平面重建、最小密度投

影、容积重建及仿真支气管内窥镜，获得支气管树的三维重建图像。 

结果：将 TB分为 3 型：本组 53例病例Ⅰ型 3例（5.7％），1例伴左主支气管狭窄；Ⅱa型

16例（30.2％），其中伴 TB管腔狭窄者 5例，伴发先天性心脏病 4例；Ⅱb型 5 例（9.4

％），伴管腔狭窄者 3例，Ⅲ型 29 例（54.7％），伴 TB 管腔狭窄者 9例，伴食管闭锁 2

例，伴支气管肺发育不良 1例。 

结论： 

1、气管性支气管是一种非常少见的气道发育畸形，狭义指起源于气管的右肺上叶支气管；广

义泛指起源于中央气道(包括主气管、主支气管、中间段支气管及下叶支气管)并且走向相应侧

肺上叶的一系列支气管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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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TB的分型：Conacher及贺李毅将气管性支气管分为 3型，Ⅰ型起自气管的右主支气管仅连

接右上叶, 右肺中下叶支气管来源于左主支气管, 其分叉一般位于 T5、T6水平, 低于正常隆

突水平, 又称支气管桥；Ⅱ型最常见, 即右上叶支气管直接从气管的中下 1/ 3 发出；Ⅲ型即

右上叶、右中间段相连的支气管与左主支气管同时出现在同一水平, 隆凸位于三根支气管分叉

处。 

3、MSCT后处理技术的优势 

气管性支气管的诊断以往主要依靠支气管镜检，但此种方法为侵入性检查，小儿不宜接受。随

着多层螺旋 CT薄层扫描及气道的后处理技术的进一步应用，TB的检出率有了很大的提高。

MSCT采用具有较高的软组织分辨率及空间分辨率，图像清晰度明显较 X线片提高，多种三维

重组后处理图像能直观、立体地显示病变气管支气管树以及邻近肺结构，为气管支气管起源异

常的诊断提供极为准确直观的影像信息，同时还可以显示肺部的病变，如肺炎、肺实变、肺不

张、支气管的扩张、肺部的间质改变等。同时低剂量 CT扫描技术使辐射剂量进一步降低。 

 

 

 
EP-0686 

CT 和 MRI 检查小儿骨肌原始神经外胚层肿瘤的临床分析 

 
刘伟文 

丽水市中心医院 323000 

 

探讨 CT和 MRI检查小儿骨肌原始神经外胚层肿瘤的临床效果；方法 选取 2015年 3月至 2017

年 6月间我院收治的外周性原始神经外胚层肿瘤患儿 20例，患儿均经 CT和 MRI检查，分析两

种方式对小儿骨肌原始神经外胚层肿瘤的临床表现；结果 在骨来源的 10例疾病中，CT 表现

为骨质破坏并存在周围软组织增厚的问题，病变的最大直接达到了 2.5-7.5厘米。在软组织来

源的 10例患者中，病变展现是软组织密度略低，并且患者病变部位存在少量小片状的钙化现

象。病变都存在强化不均匀现象，其自身的最大径线达到了 4.5-14.5厘米；结论 CT和 MRI

对小儿骨肌原始神经外胚层肿瘤的诊断能够清晰的显示出患者肿瘤的形态，为后期手术治疗提

供科学性依据，在手术开展之前进行必要的等级评定，形成详细的手术开展计划，对肿瘤复发

和转移情况进行评判。 

  

 

 

EP-0687 

The Renal Function in Chronic Kidney Disease in 

Children: A Diffusion Weighted Study 

 
liao yi,Guo Yingkun,Ning Gang,Qu Haibo,Chen Xijian,Tao Yuhong 

West China Second University Hospital， Sichuan University 610041 

 

Purpose: Chronic kidney disease (CKD), also known as chronic renal disease, is 

progressive loss in kidney function over a period of months or years. Previous 

professional guidelines classified the severity of CKD in five stages, with stage 

1 being the mildest and usually causing few symptoms and stage 5 being a severe 

illness with poor life expectancy if untreated. Strategies to improve outcomes 

will require a global effort directed at the earlier stages of CK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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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 (DWI) is a non-invasive MRI technique that is used to 

show water molecular diffusion. Water transport is the predominant phenomenon 

throughout the kidney because of the kidney’s role in water filtration, 

reabsorption, concentration dilution, etc. Therefore, water transport has 

important effects on renal function. The diffus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kidney 

may provide information on renal function and help in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various renal abnormalities. The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ADC) calculated 

from the DWI combines the effects of capillary perfusion and water diffusion in 

vivo (1,2).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values of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ADC) of magnetic resonance 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 (MR 

DWI) in diagnosis and stage of chronic kidney disease(CKD), and the values in 

evaluating the kidney function in children. 

Methods: The estimated glomerular filtrationrate(eGFR) were evaluated with 

Schwartz equation, and the stage of CKD was determined. MRI was performed with a 

1.5T MR scanner (Philips). All of these subjects underwent DWI. Subjects were 

trained to hold breath during the DWI scanning. DWI was performed following 

conventional T1-weighted imaging. ADC value of cortex and medulla were obtained 

via region of interest method with setting the region of interest (ROI) to the 

upper, the middle, the lower regions and calculating the average values. 

Statistical analysis was performed with the SPSS 11.5 program for Windows. 

Results: In the patient group, the average ADC value of the left cortex was 

2.1966×10
-3
m
2
/s, the average ADC value of the right cortex was 2.1956×10

-3
m
2
/s, the 

average ADC value of the bilateral cortex was 2.1961×10
-3
m
2
/s, and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left and right cortex groups (p=0.97); the 

average ADC value of the left medulla was 1.9338×10
-3
m
2
/s, the average ADC value 

of the right medulla was 1.9322×10
-3
m
2
/s, the average ADC value of the bilateral 

medulla was 1.9330×10
-3
m
2
/s, and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left and right medulla groups (p=0.95),.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average ADC value of the left cortex was 2.3433×10
-3
m
2
/s, 

the average ADC value of the right cortex was 2.3233×10
-3
m
2
/s, the average ADC 

value of the bilateral cortex was 2.3333×10
-3
m
2
/s, and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left and right cortex groups (p=0.62); the average ADC 

value of the left medulla was 2.0767×10
-3
m
2
/s, the average ADC value of the right 

medulla was 2.0867×10
-3
m
2
/s, the average ADC value of the bilateral medulla was 

2.0817×10
-3
m
2
/s, and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left and 

right medulla groups (p=0.82), but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cortex and medulla(p=0.0001)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ADC value of the cortex in the Stage1-2 patient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0.0241). Also the ADC value of cortex 

in Stage1-5 patient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0.0134). 

Comparing to the control group, the ADC value of the medulla in the Stage 1-2 

patient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p=0.0488). Also the ADC value of 

medulla  in Stage1-5 patient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0.0165).   The ADC value of the cortex in the Stage1-2 patient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at in the Stage 3-5 patient 

group(p<0.0001) meanwhile the ADC value of the medulla in the Stage1-2 pat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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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at in the Stage 3-5 patient 

group(p<0.0001). 

The ADC value of the cortex were positive correlated with the eGFR in the patient 

group(r=0.6762), and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creatinine(r=-0.6960). The ADC 

value of the medulla were positive correlated with the eGFR in the patient 

group(r=0.6877), and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creatinine(r=-0.6676). 

Conclusions: DWI of MRI is a noninvasive method to evaluate children’s renal 

function. The ADC value can detected the abnormality of renal function in the 

patient of CKD, which is a sensitive parameter to reflect the degree of kidney 

function in children. Because the ADC directly reflects the microenvironment (i.e., 

the Brownian motion and capillary perfusion) of the diffusing water molecules in 

tissue, this modality can yield information on the normal and abnormal structure 

of tissues. Water transport is the predominant phenomenon throughout the kidney, 

therefore water transport has important effects on renal function. The diffus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kidney may provide information on renal function and help 

in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various renal abnormalities. 

  

 

 
EP-0688 

基于食管胃底静脉 CT 血管造影技术对小儿门静脉海绵样变性

手术疗效分析 

 
孙海林

1
,马洪元

2
,袁新宇

1
 

1.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2.通州区妇幼保健院 放射科 

 

目的：通过 64排螺旋 CT血管造影观察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程度变化评估小儿门静脉海绵样变性

手术疗效。材料及方法 收集 88例经手术证实门静脉海绵样变性患儿术前、术后 64排螺旋 CT

血管造影资料，并查阅手术资料，88例患儿手术术式基本分为 Rex术式 67例，Warren术式

14例，其他术式 7例。术前将病例依据门静脉海绵样病变范围分为 3型：门静脉主干海绵样

变性为 1型（31例），门静脉主干远端及分支海绵样变性为 2型（46例），门静脉肝内分支

海绵样变性为 3型（11例）。同时对各型食管胃底静脉曲张依据粘膜下静脉曲张形态分为 4

度，然后将术前术后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程度变化分为明显好转，好转、没有变化、病变加重四

个等级，比较各型病例在不同手术术式的疗效情况。结果：1）门静脉海绵样变性 1型，手术

总好转率仅为 25.8%（1+7/31）,术后无变化占 61.3%（19/31），术后加重占 12.9%（4/31）

而 Warren手术或其他手术效果较好转率达到 40.0%（4/10）。2）门静脉海绵样变性 2 型，手

术总好转率达 47.8%(8+14/46)，其中 Rex手术总好转率为 50.0%(8+11/38)，而明显好转率为

21.1%(8/38)，采用 Warren 手术，手术总好转率为 60.0%（0+3/5）。3）门静脉海绵样变性 3

型，手术效果总好转率达到 54.5%（3+3/11），其中 Rex手术总好转率 50.0%(3+1/8)。结论：

门静脉海绵样变性 2、3型比较适合手术，Rex手术治疗效果较好，其症状缓解率达到 50%或以

上，门静脉海绵样变性 1型基本不适合手术，可结合具体病例的临床情况，选择 Warren 手术

或其他断流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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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689 

细小结肠征在低剂量 MSCT 平扫诊断小肠闭锁中的价值 

 
郑楠楠,邵剑波,方磊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武汉儿童医院 430016 

 

目的：细小结肠征是钡剂灌肠诊断小肠闭锁的重要依据。但随着 MSCT在新生儿肠梗阻中的应

用，小肠闭锁的 MSCT表现尚未见相关报道。本文探讨低剂量 MSCT平扫在观察细小结肠征的表

现及其在诊断新生儿小肠闭锁中的价值。材料与方法：回顾性分析 2010年 8月至 2012年 3

月，经手术证实的 13例小肠闭锁患者。年龄 9小时至 3 天，临床表现为腹胀、呕吐、生后未

排胎便等。临床疑新生儿肠梗阻行腹部低剂量 MSCT平扫检查。使用 GE公司 Optima CT660 螺

旋 CT机。管电压 80kV，采用自动管电流条件技术，管电流 34~50mA。NI值 15，旋转速率为

0.8s/ 360°，螺距 0.984，ASIR值 40%~60%。扫描范围膈顶至耻骨联合上缘。原始图像

1.25mm重建，使用多平面重组（MPR）、最大密度投影（MIP）等技术对图像进行后处理。结

果：肠闭锁患儿细小结肠征 MSCT表现为：结肠肠腔细小，其内见结节状或线条状高密度肠内

容物。肠内容物 CT值 120Hu-206Hu。13例患者中升结肠显示高密度肠内容物 3例，横结肠显

示 6例，降结肠显示 6例，乙状结肠及直肠显示 10例，其中 2例患者自升结肠至直肠全程显

示。13例患者均有小肠梗阻征象。4例患者合并胎粪性腹膜炎。表现为包裹性液气腹，内可见

点状钙化。2例患儿合并皮肤及阴囊水肿。结论：细小结肠征在 MSCT平扫诊断小肠闭锁具有

诊断价值。同时，MSCT可了解腹膜腔、肠壁情况，诊断小肠闭锁并发症。新生儿 MSCT平扫，

操作简单，避免了口服碘剂加重新生儿梗阻，导致新生儿误吸性肺炎等风险。为临床提供更多

有价值的信息。 

  

 

 
EP-0690 

儿童能谱 CT 扫描减少硬化伪影的基础探讨: 

与常规螺旋 CT 扫描对比 

 
孙海林

1
,袁新宇

1
,沈云

2
 

1.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2. GE 中国 CT 影像研究中心 

 

目的：采用小模体实验研究探讨在儿科检查中能谱 CT扫描减少硬化伪影的能力。方法：采用

直径 100mm  圆柱形 CTDI 的等效体模（相当于小儿头部或体部），体模内含有五个圆孔，其

中一个在体模中心，其余四孔对称分布在体模周围，呈十字形交叉状。分别在圆孔内放置 2ml

的硬塑料试管，试管内均充盈相同浓度的造影剂。将体模分别进行常规 100kVp电压螺旋 CT扫

描以及能谱 CT的 GSI模式扫描。在重建图像上五个对比剂点的两点中间分别找到 8个 ROI

（内侧 4个，外侧 4个），分别测量 8个 ROI和背景点的 CT值及标准差（SDa,SDbg）。对比

常规 100kVp常规 CT扫描图像与能谱 CT扫描中不同单能量图像的硬化伪影指数（AI）差异，

并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100kVp常规图像中，5个对比剂点的 CT值为 1640±14.3HU，8个

ROI的 AI值为 16.4±4.1。在能谱 CT的 GSI模式扫描中，获得 40keV图像至 140keV图像共

101幅单能量图像，图像中每个 ROI的 AI值。均随着能量值（keV）的升高，AI值逐渐下降，

并在 69keV-77keV单能量图像上各个 ROI的硬化伪影基本消除。在不同单能量图像中，内侧

ROI的 AI值较外侧 ROI的 AI值大，但变化趋势相同，内侧 ROI硬化伪影指数 AI值在 77keV

单能量图像为 0±1.7，外侧 ROI硬化伪影指数在 69keV单能量图像为 0±0.8。结论 ：物质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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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越高，其在 CT扫描中所产生的硬化伪影越大。在儿科的 CT能谱扫描中选取适当的单能量图

像能够消除硬化伪影的干扰，提高图像质量。 

 

 

EP-0691 

肾外肾母细胞瘤一例报道 

 
王冬,张增俊,黄明霞,陈超,胡文 

西安市儿童医院 710003 

 

病例资料：患者，女，3岁 3 月，一周前家长无意间发现其右腹部包块，无腹痛、恶心、呕吐

症状，查体：右腹部可触及包块，质硬，活动度差，无明显压痛。实验室检查无明显异常。 

CT检查：右侧腹膜后肾旁前间隙可见一类圆形混杂密度包块，边缘清晰，大小约为

6.8cm×7.1cm×8.6cm，其内密度不均，可见散在点状脂肪密度、钙化灶及囊状低密度影，实

性部分呈中度强化，临近升结肠受压前移，右肾受压下移，右肾与包块分界清晰。 

手术及病理：右侧腹膜后见 9cm×8cm×7cm 大小包块，升结肠受压前移，向下压迫右肾，包块

形态不规则，呈结节状，为囊实性包块，包膜完整，包块下方有一大小约为 2cm×2cm×2cm 囊

性包块，包膜完整，探查小肠、结肠、卵巢无异常。病理：肾外肾母细胞瘤合并囊状分化 

讨论：本病罕见，首次由 Moyson报道于 1961年，目前全世界共计报道 300多例，多发于腹膜

后，其次有腹股沟、阴道、子宫、子宫圆韧带、卵巢、睾丸、骶尾部等，好发部位与胚胎期尿

生殖嵴及中肾关系密切。男性多位于腹膜后，女性多位于腹股沟区，可以发生于任何年龄，多

见于 5岁以内儿童，多认为其起源于中肾、后肾残基或残余的胚胎干细胞，其组织成分较肾内

肾母细胞瘤更为原始。该病无特异的临床表现，其症状主要取决于肿瘤的位置及分期，最常见

的临床表现为腹痛及腹部包块，该例患儿系家长无意中发现腹部包块，肿瘤位于腹膜后，无明

显腹痛、恶性呕吐症状。本例患儿 CT表现为右侧腹膜后囊实性肿块，与邻近右肾分界清楚，

可见包膜，可明确定位于腹膜后，排除右肾来源，由于其内见点状钙化及脂肪密度，因此误诊

为腹膜后畸胎瘤，结合文献回顾性分析非肾脏来源的巨大腹膜后肿块，局部跨越中线、无腹主

动脉包绕，影像学表现类似于肾母细胞瘤时应考虑到此病，最终诊断需病理学检查。肾外肾母

细胞瘤的治疗类似于肾母细胞瘤。 

  

 

 
EP-0692 

新生儿先天性细小结肠症临床 X 线分析 

 
张英杰,刘爱萍,吕冬梅,董哲,蔡源 

哈尔滨市儿童医院 150010 

 

目的 ： 分析新生儿先天性细小结肠症的临床及 X线表现 ，提高病因诊断水平。材料与方

法：收集院资料完整的新生儿先天性细小结肠症患儿 12例 ，就其临床及腹部立位片、灌肠法

结肠造影检查的 X线表现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在 12例病例中，腹部立位片均表现为不同

程度的小肠梗阻，灌肠法结肠造影检查表现为结肠细小 ，管径约 0.4-1.0cm。手术及病理证

实，本组病例中原发于全结肠型无神经节细胞症 3例 ， 继发于小肠闭锁 7例 ； 胎粪性肠梗

阻２例 。 其中以胎粪性肠梗阻所致结肠细小尤为显著，全结肠型无神经节细胞症结肠细小程

度轻，同时其伴有结肠框短缩，脾区钝化，盲肠高位，结肠形态如“？”。临床上以出生后腹

胀 、呕吐 、胎粪排出异常为主要表现 。结论 ：新生儿先天性细小结肠症可由结肠本身病变

引起 ，也可是小肠梗阻后的继发征象 ，结合临床病史及腹部立位片可对新生儿肠梗阻做出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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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结肠造影检查通过观察结肠大小、位置、形态可进一步提示梗阻的病因。灌肠法结肠造影

检查对新生儿先天性细小结肠症的病因诊断有重要的价值。 

  

 

 
EP-0693 

胸部 CT 在小儿乳区肿块诊断上的临床价值 

 
杨秀军,李婷婷,段修华,樊红梅 

上海市儿童医院、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00062 

 

目的：探讨胸部 CT对小儿乳房及乳旁肿块评估与诊断价值。材料与方法：回顾性分析 30例

16岁以内临床及手术病理证实的乳房区域肿块患者的胸部 CT资料，其中 28例行了增强 CT、4

例同时行了胸部 MRI检查。结果：CT检出了所有 30例 37 枚长径 9mm-80mm（平均 34.5mm）肿

块，敏感性为 100%，准确性为 78.38%（29/37）。肿瘤胸腔侵犯、肋骨及肺内转移、淋巴结肿

大和动脉导管未闭、肺先天性囊腺瘤样畸形术后改变等均同时准确显示。结论：胸部 CT对评

估、诊断小儿乳区肿块较为实用、有效。 

 

 
EP-0694 

婴幼儿纤维性错构瘤 CT、MRI 及组织病理学对照研究 

 
杨秀军,奚政君,李婷婷,王雪莉 

上海市儿童医院、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00062 

 

目的 探讨婴幼儿纤维性错构瘤（FHI）的 CT、MRI表现及诊断价值。材料与方法 回顾性分析

15例手术病理证实的 FHI患者临床 CT、MRI及病理学资料，CT包括平扫或加增强及冠、矢状

面 MPR和 3D 后处理影像，MRI包括横断面 T1WI、T2WI、STIR或加 Gd-DTPA增强 T1WI图像。

结果 15例 FHI单灶 13例、双灶 2例共 17枚病灶，CT、MRI上表现为皮下型、混合型和皮肤

型病灶分别占 58.82%、23.53%和 17.65%，呈“淡云征”、“浓云征”及“倒峦征”等改变且

前者以脂肪为主、后者以间叶细胞为主、“浓云征”病变组织中脂肪、纤维及间叶细胞三相成

分构成比较一致。结论：FHI 的 CT、MRI表现复杂但也有一定的特点，其较好地反映了其组织

病理学特性。 

  

 

 
EP-0695 

儿童白血病肾脏浸润 MDCT 表现 

 
程燕,宁刚,李开明,李学胜,鲍莉,陈锡建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认识儿童白血病肾脏浸润的各种多排螺旋 CT（Multidetector Row Spiral CT, MDCT）

表现。材料与方法 回顾性分析 7 例经临床及骨髓穿刺确诊的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儿，均为

初诊时行腹部增强 MDCT，分析双肾 MDCT表现。3例化疗后行 MDCT复查。结果 6例为白血病

肾脏浸润，其中 1例肾脏浸润伴有急性肾盂肾炎，1例为急性肾盂肾炎、脓肿形成，尿培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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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脓杆菌阳性，余患者多次尿常规检查均正常，6例肾脏浸润均为双侧肾脏受累，MDCT 表现

为：4例双肾对称性弥漫性增大，皮髓质分界不清，肾皮质强化程度降低，其中 2例化疗后复

查双肾恢复正常表现；2例双肾浸润表现为：双肾形态大小未见异常，双肾实质多发低密度结

节，主要累及肾皮质，未见坏死，其中一例化疗后复查双肾恢复正常表现。结论 儿童白血病

肾脏浸润多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肾脏浸润，MDCT主要表现：多为双肾实质同时受累，主要

表现为双肾对称性弥漫性增大、皮髓质分界不清，具有一定的特征性，部分患儿肾脏浸润表现

为主要累及肾皮质的多发低密度结节，化疗后可以完全吸收好转。MDCT检查对于早起发现白

血病肾脏浸润、并发症及观察化疗后反应有重要临床意义。 

  

 

 
EP-0696 

伴有认知功能障碍脑瘫儿的多模态磁共振功能成像 

 
张晓凡,王志伟,郝明珠,曾立红,王芳 

哈尔滨市儿童医院 150010 

 

利用 3.0T磁共振多模态磁共振成像探究脑瘫患儿的发病机制，有助于对患儿的大脑结构损

伤、功能异常等发病机制的探索。血液动力学反应与脑神经活动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为脑功

能磁共振成像的基础。当神经元兴奋时，电活动引起脑血流量显著增加，氧的消耗量也增加，

但增加幅度较低，其综合效应是局部血液氧含量增加，去氧血红蛋白的含量相对减低，后者是

顺磁性物质，可产生横向磁化弛豫时间（T2）缩短效应，含量降低引起 T2加权像信号增强。

神经元兴奋能引起局部 T2加权像信号增强，反过来 T2加权像信号能反映局部神经元活动，为

BOLD效应的基本原理和生理基础。 

DTI能够比较准确的显示白质纤维的微观及宏观解剖结构信息。垂直神经纤维走行方向脑白质

的弥散要受到髓鞘以及神经束膜等限制，因此其速度远小于顺沿纤维走向的弥散，这种特性称

为弥散的 FA值。认知障碍脑瘫儿 BLOD-fMRI激活图叠加至 FA 图上，从而可以在同一图像中

获得皮质激活区域及与之相关白质纤维的信息，探索联合应用 BOLD-fMRI和 DTI两种技术评价

脑瘫患儿认知功能的可行性，预测认知障碍与白质纤维髓鞘化程度间存在密切联系。 

基于多模态磁共振功能成像，进行多模态数据的采集和分析处理，深度精细化对健康儿全脑功

能连接网络及解剖连接进行分析，从而揭示大脑内在的拓扑组织特性，并对正常大脑自发性神

经活动的基线功能进行了解和认识。分析多模态下认知障碍脑瘫儿的全脑功能连接网络，对患

儿大脑自发性神经活动的基线功能、脑区功能活动局部一致性进行分析，发现脑瘫患儿局部脑

区的异常；正常小儿多模态脑功能与认知功能障碍脑瘫儿脑内各区活动的差异情况，从网络等

众多水平上，初步了解和揭示认知功能障碍脑瘫儿的病理生理的机制和各种认知功能的加工机

制。 

  

 

 

EP-0697 

新型 MRI 方法评估极早产婴儿脑损伤情况 

 
王鑫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450052 

 

摘要：目的：脑白质损伤是早产儿脑损伤的主要形式，但是其它脑结构如深部灰质、小脑也经

常受损。目前 MRI图像评估脑损伤的方法比较主观，因此我们建立了一种新的评估方法将其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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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用极早产婴儿脑损伤的研究。方法：收集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新生儿科 100名极早产脑损

伤婴儿(孕周小于 30周)和 30名健康新生儿。脑损伤的程度（由信号异常定义）和脑发育受限 

(由生物学特征定义)根据 MRI图像中脑白质、皮层灰质、深部灰质、小脑等这些部位的得分进

行综合评估。同时收集围产期患儿的临床危险因素。结果：极早产脑损伤婴儿在 MRI图像中观

察到白质损伤（n=38），深层灰质损伤（n=7），小脑损伤（n=38）。结合脑损伤和脑发育受

限显示中到重度的患儿主要病变部位在白质（n=49）和小脑（n=42），但是皮层灰质（n=22）

和深部灰质（n=20）也出现损伤。白质信号异常与深部灰质区域异常信号减少密切相关

(p<0.05)，但是与小脑信号异常无关(p>0.05)。脑室内或脑实质内出血与小脑信号异常和小脑

体积减小密切相关(p<0.05)。许多临床危险因素包括长时间插管、出生后类固醇的使用、产后

败血症等与磁共振图像中异常信号的增加密切相关(p<0.05)。结论：极早产婴儿在脑白质和灰

质区域较易出现损伤和发育受限，MRI评分系统提供了一个更加全面和客观的方法来评估极早

产婴儿的脑损伤。 

  

 

 
EP-0698 

128 层螺旋 CT 前心电门控技术在小儿复杂性先天性心脏病及

气道异常中的应用 

 
张晓凡,王志伟,郝明珠,王芳 

哈尔滨市儿童医院 150010 

 

目的 探讨 128层 CTA前门控技术在小儿复杂先天性心脏病和气道异常诊断中的价值。方

法 使用 128层螺旋 CT，80例先心病患儿分为两组，每组 40例，分别采用前、后门控技术扫

描，评价其图像质量并对有效放射剂量进行统计分析；以手术结果为诊断标准，将术前 CTA

前、后门控扫描组与超声心动图（UCG）诊断结果进行对照研究。结果 前门控组的辐射剂量较

后门控组降低了 88%，二者图像质量评估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
2
=0.044，P>0.05）；前、

后门控组 CTA显示总共存在心血管畸形分别为 142处和 144处。其中心外大血管畸形分别为

59处和 58处，心脏大血管连接异常分别为 36处和 37处，心内畸形分别为 47处和 49 处。

前、后门控组 CTA在心外大血管畸形诊断符合率分别为 98.3%(59/60)和 98.3%(58/59)，明显

优于 UCG (χ
2
=13.144，P=0.000和χ

2
=12.644，P=0.000)，前、后门控组间差异无显著性意

义(χ
2
=0.00，P=0.990)。前、后门控组 CTA对心脏大血管连接异常诊断符合率均为 100%，与

UCG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
2
=1.014，P=0.314和χ

2
=0.00，P=0.314)。前、后门控组 CTA 对心

内畸形诊断符合率为 88.7%(47/53)和 92.5%(49/53)，与 UCG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
2
=3.824，

P=0.051和χ
2
=1.889，P=0.169)，前、后门控组间差异无显著性意义(χ

2
=0.442，P=0.506)。

同时，MSCTA同时能观察所有患儿肺部情况，检出 9例气道异常，10例侧支异常血管。结论 

128层 CTA前门控技术在小儿复杂先天性心脏病术前诊断中具有极高的临床应用价值，非常有

助于手术方案的制定和手术风险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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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699 

MRI 在胎儿肺成熟度中的价值 

 
叶鹏飞,郭应坤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通过胎儿胸部 MRI扫描，分析中晚期单胎妊娠双侧胎肺体积、胎肺总体积、胎肺/肝信

号比值与孕周的关系，探讨 MRI在胎儿肺发育成熟度评估中的价值。方法 本研究纳入 2015

年至 2017年我院中晚期单胎妊娠（24周~41周）胎儿共 120例，纳入标准：1.经超声和胸部

MRI确诊为胸部正常的胎儿；2.从末次月经第一日开始计算孕周，胎儿孕周与实际孕周相符；

使用 1.5T Philips MRI进行扫描，扫描后使用飞利浦 AW4.0 磁共振后处理工作站，采用连续

描点法分别测量胎儿右侧胎肺体积、左侧胎肺体积和胎肺总体积；画取胎儿右肺下叶和肝脏的

三个不同层面为感兴趣区域，感兴趣区的面积为 0.5~1cm
2.
，之后分别测量其信号强度并取平

均值，并计算胎肺/肝信号强度比值。结果 本研究发现在正常中晚期单胎妊娠中，左右侧胎

肺体积随孕周的增加逐渐增加，呈正相关（左侧 R=0.51, p<0.05；右侧 R=0.53, p<0.05），

并且胎肺总体积随孕周的增加也逐渐增加，呈正相关（R=0.53, p<0.05）。左侧胎肺体积和右

侧胎肺体积有相关性（R=0.88，P<0.05），在相同孕周下左侧胎肺体积小于右侧胎肺体积

（p<0.05）；胎肺/肝信号强度比值随孕周增加而逐渐增加（R=0.34, p<0.05）。结论 胎儿

胸部 MRI检查能对胎儿肺的成熟度进行多参数评价，对胎儿肺的发育与成熟度评估提供帮助。 

  

 

 

EP-0700 

磁共振弥散张量成像在儿童脑积水中的应用研究 

 
赖小慧

1
,干芸根

2
 

1.深圳市人民医院 

2.深圳市儿童医院 

 

目的：本研究采用 DWI和 DTI技术，评估脑积水脑白质微观结构改变，比较不同分类、不同程

度的脑积水脑白质纤维束受推移、破坏情况；讨论弥散参数与 Evans指数的相关性；探讨弥散

参数能否作为一种客观的神经影像学指标，从分子水平上对脑积水的诊疗提供重要信息。 

方法：采用 Siemens 3.0T Skyra MRI 扫描仪，对 111例 0-18岁脑积水患者及 65例年龄、性

别相匹配的正常对照组侧脑室旁白质、胼胝体膝部及压部、内囊膝部的弥散参数及 Evans 指数

进行回顾性研究。应用 SPSS 22.0 软件，分析不同分类脑积水的弥散参数改变，并对 Evans指

数与弥散参数进行相关性分析。非交通性脑积水、交通性脑积水与正常对照组的组间比较首先

采用方差分析，多组间差异有意义后再行两两比较；Evans 指数与弥散参数的相关性采用

Pearson相关分析。P<0.05 认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1、非交通性脑积水组与交通性脑积水组弥散参数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2、非交通性及交通性脑积水组各部位 ADC值及侧脑室旁 FA、RA、1-VR均较正常对照组

升高（P<0.05），胼胝体膝、压部 FA、RA、1-VR均较正常对照组降低（P<0.05）。 

    3、各部位 ADC值及侧脑室旁 FA、RA及 1-VR与 Evans 指数均存在正相关（P<0.05，
r>0），胼胝体膝、压部 FA、RA及 1-VR与 Evans指数均存在负相关（P<0.05，r<0）。 

结论：1、脑积水所致弥散参数改变与其分类无关，而与其部位相关。 

    2、脑积水弥散参数与 Evans指数存在相关性。 

    3、DWI及 DTI可从分子水平对脑积水的诊断、病情监测及预后评估提供重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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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701 

儿童白血病中枢神经系统并发症的影像表现 

 
孙燕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00127 

 

目的 探讨儿童白血病中枢神经系统并发症（CNSCL）的影像表现。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0年 5

月-2017年 6月期间经临床、脑脊液、病理证实的 49例儿童 CNSCL的 CT、MR表现及临床资

料。结果 （1）血管性病变 23例，其中出血 20例，包括硬膜外出血 1例，脑内出血 19 例，

均为多发，包括血肿、微出血或二者共同存在。CT表现为团状或斑片状高密度影，MR常规序

列表现因时间不同而信号不同，磁敏感加权成像（SWI）呈低信号，其能发现 CT和 MR 常规序

列不能显示的微出血灶；23 例中，脑梗塞 2例，静脉窦栓塞 1例。（2）中枢神经系统浸润 23

例，其中硬膜和（或）颅骨浸润 18例，表现为硬膜和（或）颅骨梭形或结节、肿块样增厚，

CT呈较高密度，T1WI呈低信号，T2WI呈高信号，明显均匀强化；软脑膜浸润 6例，表现为软

脑膜增厚、强化；脑实质浸润 1例；23例中，2例动眼神经、1例视神经增粗强化。（3）梗

阻性脑积水 2例，1例为脑室系统普遍扩张，1例为中脑导水管以上脑室系统扩张。（4）继发

肿瘤 1例，为脑干胶质瘤。结论 儿童 CNSCL影像表现多样，CT、MR具有重要诊断价值；SWI

对出血检出率高，应常规使用；结合实验室检查和体格检查能提高影像诊断准确率。 

 

 

EP-0702 

儿童囊性纤维化 5 例临床及影像表现 

 
孙燕,邵虹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00127 

 

目的  探讨国内儿童囊性纤维化的临床、影像表现，以提高对本病的认识。方法  回顾分析

5例囊性纤维化的临床及影像表现。结果  5例中 4例表现为反复咳嗽、咳痰，伴或不伴发

热、气促，其中 3例痰培养提示铜绿假单胞菌感染，胸部 CT示肺炎、支气管扩张伴支气管壁

增厚、黏液嵌塞，鼻窦 CT示鼻窦炎、窦腔内密度异常增高，额窦发育不全；另 1例主诉肝功

能异常 1年，腹部 MRI示肝硬化、门脉周围组织 T1WI呈高信号，胸部 CT提示小气道阻塞造成

空气潴留、支气管扩张伴黏液嵌塞。基因检测发现 7个 CFTR基因突变，其中两个为新发突

变。结论  囊性纤维化的影像表现具有一定特征，对临床诊断具有重要提示意义；中国人 CF

基因突变位点与高加索人有一定差异。 

 

 
EP-0703 

Assessing the influence factors for neonatal bedside 

chest CR image quality 

 
zhang yujin,Li Xuesheng,Li Jun 

West china second university hospital 610041 

 

 

Purp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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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 the premise of guaranteeing the image quality，as far as possible to reduce 

the radiation dose is very important in the bedside chest computed radiography of 

newborn.So it's necessary to assess the imaging quality of neonatal bedside chest 

computed radiography images and analyze its influence factors. 

Methods 

The bedside chest films of 103 patients were obtained with computed radiography in 

our hospital. Imaging quality of these patients was assessed and its influence 

factors were analyzed, respectively. According to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in the 

standard of diagnostic radiology image quality(Draft) developed by imaging 

technology institute of Chinese Medical Association in 1999, images were observed 

on the PACS diagnostic workstation respectively, and evaluated A,B,C and the junk 

films. 

Results 

Of all the images, there were 73 ones (about 70.9%) having proper exposure 

conditions , the imaging quality were assessed by two experienced radiologists and 

excellent agreement was obtained (κ=0.93). Beside, the highest guality rate was 

36.9% from radiologist A, while was 32.0% from radiologist B, no junk films. 

Influence factors of neonatal bedside chest CR images were analyzed, including 

image noise, improper posture, poor contrast and foreign body artifact photographs 

and other factors, while two observers’ excellent agreement was obtained 

(κ=0.87).  

Conclusions 

CR is quantum noise. In general, the image of the exposure dose index, that is , 

the lgM value of 1.8 or so is the best. lgM value is too large or too small will 

cause damage to the CR image quality. In addition, the IP board should be 

regularly cleaned. Image scanning and reading of the exposured IP board should be 

carried out within 1 hour in order to reduce the loss of image information due to 

the long time placement of IP board. Finally, post-processing should be carried 

out for the noise reduction, such as adjusting to the appropriate window width, 

increasing the image contrast and other measures.Ensuring the newborns' position 

and making them fixed, removing the artifact is helpful to improve the image 

quality. 

 

 
EP-0704 

儿童腹膜后常见肿瘤的 MRI 诊断及鉴别诊断 

 
肖汉方 

上海市儿童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00062 

 

目的 探讨儿童腹膜后肿瘤的 MRI诊断及鉴别诊断。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5年 1月至 2017 年 5

月间 50例儿童腹膜后肿瘤的 MRI表现。所有病例均经手术病理证实，其中神经源性肿瘤 25例

（成神经细胞瘤 20例，神经节细胞瘤 5例），畸胎瘤 15例，淋巴瘤 10例。结果 成神经细胞

瘤多见钙化（n=19）及血管包埋（n=15）等征象，可侵犯肾脏（n=4），以淋巴结、颅脑、骨

骼及肝脏转移（n=5）常见；神经节细胞瘤表现为肾上腺区或脊柱旁体积较小的卵圆形等或长

T1、长 T2信号肿块，增强早期无强化或轻微强化。淋巴瘤发生于中线附近，呈分叶状多中心

融合病灶，血管包埋较松散，肾脏侵犯多为双侧。畸胎瘤发生于一侧腹膜后，钙化、骨化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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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肪信号是其主要特征。结论 磁共振成像 MRI对儿童腹膜后肿瘤具有较高的诊断和鉴别诊断

价值。 

 

 

EP-0705 

新生儿色素失禁症神经系统临床表现及 MRI 表现的研究 

 
马秋红,何四平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7 

 

【摘要】目的 探讨新生儿色素失禁症（Incontinentia Pigmenti，IP）的神经系统临床表现

及 MRI表现，以提高对新生儿色素失禁症的认识。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9年 1月-2016年 12

月经临床、皮肤组织病理及基因诊治的 13例新生儿色素失禁症的神经系统临床表现及 MRI资

料，包括 T1WI、T2WI、FLAIR 常规序列，8例 DWI，2例 SWI，1例增强，4例复查。结果 新生

儿色素失禁症中枢神经系统临床表现主要为拒奶、癫痫发作、惊厥、嗜睡等。13例中有 5例

MRI异常，异常信号主要位于深部及皮层下脑白质，5例异常中有 4例 DWI异常，DWI显示深

部及皮层下白质弥散受限，并且胼胝体、基底节、丘脑、小脑和脑干也弥散受限，SWI显示多

发低信号，主要位于脑白质内且在弥散受限区域范围内；1例蛛网膜下腔出血；1例双侧侧脑

室扩张。随访结果表明颅内广泛性异常信号的新生儿色素失禁症者其神经发育异常，后期具有

运动，认知或视力问题。结论 头颅 MRI是临床评价新生儿色素失禁症中枢神经系统的重要方

法。当新生儿色素失禁症出现神经系统症状时应尽早行 MRI检查，其 MRI表现具有一定的特征

性，早期 DWI检查有助于病变的早期发现及评估。 

 

 
EP-0706 

先天性中胚层肾瘤的特异性 CT 影像表现及其病理基础 

 
陈颖茜,范淼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510080 

 

目的：先天性中胚层肾瘤是半岁以下婴儿最常见的肾脏实性肿瘤，为交界性肿瘤，病理上可分

为经典型、细胞型及混合性三种。先天性中胚层肾瘤主要治疗方式为手术切除，预后良好，但

常常由于影像学上误诊为肾母细胞瘤、肾脏横纹肌样瘤等恶性肿瘤而接受错误或不必要的治

疗。本研究的目的为通过回顾性分析先天性中胚层肾瘤的 CT影像学特征，总结其影像特征，

并寻找其病理解释。 

方法：回顾性分析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010年 1月至 2017年 7月所有病理证实为先天性中

胚层肾瘤的患者的肾脏 CT影像，分析其影像特征。并对影像特征对应部位进行取材，进行病

理分析。 

结果：共收集得先天性中胚层肾瘤 10例，其中男性 8例，女性 2例，检出年龄从产前至 7岁

不等，中位检出年龄为 1个月，其中有 5位患儿于产前超声即检出，2位患儿因肉眼血尿检

出。肿瘤直径为 27mm至 153mm（平均 76mm）。其中经典型 6例，CT影像上主要表现为圆形、

无包膜（6/6）、与正常肾组织分界不清的实性肿块（2/6）或囊壁光整的囊实性肿块

（4/6），平扫时实性成分密度均匀，少见钙化（1/6），增强后可见特征性“双边征”

（5/6）及肿瘤内肾盂（6/6），肿瘤供血血管来自于肾动脉分支。细胞型中胚层肾瘤 2 例，表

现为与正常肾分界不清的囊性（1/2）或实性（1/2）肿块，囊性者囊壁欠光整，平扫时密度不

均（2/2），可有出血（1/2），增强后均呈不均匀强化，未见“双边征”或肾内肾盂。混合型

中胚层肾瘤 2例，病理提示大部分为经典型，为与肾组织分界不清的囊实性肿块，平扫时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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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度，增强后实性部分均匀强化，亦可见“双边征”及肾内肾盂。病理证实经典型中胚层肾瘤

内肾盂成分，及“双边征”相应部位为扩张血窦。 

结论： “双边征”及肿瘤内肾盂是经典型先天性中胚层肾瘤成分的特征性 CT影像表现。CT

检查对于先天性中胚层肾瘤的诊断有重要意义。 

 

 

EP-0707 

儿童睾丸肿瘤的 MRI 和 B 超诊断的对照分析 

 
蔡雪梅,杨秀军,李婷婷,任翔,唐雯娟 

上海市儿童医院、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00040 

 

【摘要】目的 探讨儿童睾丸肿瘤的 MRI与 B超诊断对照分析及 MRI的诊断价值，提高对睾丸

肿瘤的影像诊断能力。 方法 回顾性对照分析 50例经手术和病理证实的儿童不同类型睾丸肿

瘤的 MRI和 B超资料。结果 50例睾丸肿瘤样病变中，睾丸肿瘤 45例，其中良性畸胎瘤 19例

（成熟性畸胎瘤 18例，未成熟性畸胎瘤 1例），卵黄囊瘤 12例，其中伴有肺转移 1例，表皮

样囊肿 12例（皮样囊肿 8例、表皮囊肿 4例），睾丸性索间质细胞瘤 1例，血管来源肿瘤

（毛细血管瘤）1例。5例未手术者分别为白血病双侧睾丸浸润 2例（穿刺取病理证实），多

睾畸形（3个睾丸）1例，性早熟 1例及矮小症 1例。其共同表现为睾丸不同程度增大，不同

类型的睾丸肿瘤及肿瘤样病变有其各自的较为特征的 MRI征象，MRI对病变检出、定性和肿瘤

分型、分期均优于 B超。结论 MRI对儿童睾丸肿瘤的检出、分型诊断和分期等具有重要价值。 

 

 

 
EP-0708 

儿童抽动秽语综合征的神经网络发育 MRI 评估 

 
曲海波,廖怡,宁刚,陈锡建,伏川,将月薪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本研究应用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成像（resting-state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rfMRI）的图论（graph theory）数据分析方法，分析患抽动秽语综合征儿童的全脑

90个分区的神经网络，明确：1.抽动秽语综合征患儿小世界神经网络节点的属性参数水平与

同龄正常儿童参数比较是否异常。2. 发现抽动秽语综合征患儿小世界神经网络异常工作脑区

及神经通路异常工作模式。对象与方法：纳入了性别、年龄、利手、教育年限匹配的 25 名抽

动秽语综合征患儿。病人组通过 DSM-IV-TR 确诊为抽动秽语综合征，并采用 Yale Global 

Tics Severity Scale (YGTSS)进行症状严重程度评估采集对 BOLD信号敏感的功能静息态磁共

振信号数据。数据采用基于 Matlab的统计参数图软件 SPM用图论的方法得到全脑小世界属性

及 ALL模板下的 90个脑区的节点属性，分别做上述抽动秽语综合征患儿及对照组的小世界属

性分析。结果：分析抽动秽语综合征患儿与对照组小世界神经网络诸多节点属性的差异，发现

全脑的 Efficiency 降低（p=0.014），aLambda增加（p=0.036），aLp也有增加

（p=0.008）。节点属性 Betweeness有差异的脑区主要集中于热点脑区位于基底节、丘脑、颞

叶、楔叶、扣带回、角回和中央旁小叶等区域，且大部分属于、边缘系统及默认网络。结论：

抽动秽语综合征患儿小世界神经网络全脑及节点属性与正常对照组儿同比较存在广泛的差异，

全脑效应是减低的，而最短路径是延长，提示抽动秽语综合征症患者的脑网络的异常影响了脑

连接效率，诸节点属性异常脑区聚集于基底节神经核团、边缘系统，通过对对诸多小世界神经

网络节点属性的改变可以评估患儿的发病状态并有助于对该疾病的认识和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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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709 

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脑膜侵润伴脑出血一例 

 
施莉丽,杨秀军,刘菁华 

上海市儿童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200040 

 

1  临床资料 

患儿男，10岁,因“发现血象异常伴乏力 7天，病初发热伴咳嗽 4天”入院 。曾于外院检查

血常规：白细胞 537.96*10^9/L，NE 4%，Hb 75g/L，PLT 59*10^9/L，幼稚细胞 88%；骨穿涂

片：淋系增生极度活跃，以幼稚细胞增生为主，幼淋比例占 96%;入院查体：神清，反应可，

颈部及左侧腹股沟可及肿大淋巴结，质地硬，腹稍膨隆，肝脏肋下 10cm，质地硬，脾肋下

6cm，质地硬，生理反射存在，病理反射未引出。入院后患儿出现神经系统症状，烦躁明显，

情绪异常，查脑脊液临检：清晰 ，潘氏试验 阴性 ，白细胞总数 8 *10^6/L ，红细胞总数 

103 *10^6/L ，肿瘤细胞未见 ；生化：AST 28 U/L↑，CK 7 U/L↑，LDH 43 U/L↑，蛋白 

420.00 mg/L 。头颅 CT平扫显示脑实质多部位多个小斑点状高密度影，头颅 MRI显示双侧脑

实质见多个大小不等斑片状及点状异常信号，未见明显周围水肿，占位效应不明显，T1WI、

T2WI及 T2-FLAIR呈高信号为主的混杂信号，SWI上均呈低信号，增强后病灶未见明显强化，

但脑膜普遍增厚及明显强化，临床诊断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中枢神经系统侵润，给予化疗联

合鞘内药物注射患儿神经症状消失，病情好转出院。 

2 讨论 

白血病是儿童常见的血液系统恶性肿瘤，白血病患者颅脑并发症严重影响患者的治疗和生存质

量，因此，早期发现并发症、了解并发症的类型并进行定位，对临床治疗具有重要的指导作

用。CT对颅内病变显示及其性质确定有帮助，但作用有限。MRI对白血病中枢神经系统侵润病

灶的显示和定性有明显优势，尤其 SWI对颅内小微出血特别敏感，颅内病灶检出明显优于 CT

检查，增强扫描还可同时清晰揭示脑膜浸润及其程度。而且，MRI也是其疗效随访与评估无创

性有效手段。 

  

 

 
EP-0710 

肺动脉闭锁合并室间隔缺损伴粗大侧枝患者食管后粗大体肺

侧枝的 CT 影像解剖  

 
贾乾君,黄美萍,梁长虹 

广东省人民医院/广东省医学科学院 510080 

 

目的: 

评估肺动脉闭锁合并室间隔缺损伴粗大侧枝患者中食管后粗大体肺侧枝的影像解剖情况。 

材料和方法: 

收集 70例肺动脉闭锁合并室间隔缺损伴粗大侧枝患者，这些患者均有术前 CTA图像资料，并

在我院行心脏外科手术。这些患者粗大体肺侧枝的影像解剖情况用 CTA评估。 

结果: 

食管后粗大侧枝的发现率为 64 %（45 /70）。有食管后粗大侧枝的 45例患者中，共发现侧枝

143根。根据侧枝走行情况，将这 143根侧枝分为 2组：食管前走行侧枝组(n=95)和食管后走

行组(n=48)。与食管前走行侧支相比，食管后走行侧支起源位置更低，更易从主动脉侧边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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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值均<0.01）。食管后走行侧支更易发生狭窄，特别是中段狭窄(P<0.01)。在肺门水平，

食管后走行侧支更易于位于气管后方(P<0.01)。 

结论： 

食管后走行侧支与食管前走行侧支比较，起源部位更低，更易于从主动脉侧面起源，更容易狭

窄，在肺门处更易位于气管后方。这些 CT影像学解剖特征对在手术中找寻食管后粗大侧支非

常有帮助。 

 

 

EP-0711 

儿童脑干脑炎的 MRI 表现及临床特征分析 

 
向科瑾,曲海波,宁刚,廖怡,贾凤林,张恒,陈锡建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探讨儿童脑干脑炎（Brainstem Encephalitis，BSE）的临床特点、头部 MRI影像学特

征。 

方法：收集我院 2014年 6月～2016年 11月期间诊治的 15例经过临床诊断为脑干脑炎的患儿

作为研究对象，并对其临床及影像学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本组患者中 9例有上呼吸道前驱感染史；急性起病 11例，亚急性起病 4例；临床常见

症状为头晕、步态不稳等，呃逆及延髓性麻痹为相对特异症状；脑脊液检查及脑干听觉诱发电

位检查可有异常；MRI表现为脑干内均有异常病灶，多呈对称性长 T1、长 T2信号，FLAIR序

列呈高信号改变，其中延髓 11例、脑桥 4例、中脑 2例，累及脑干外的病灶中小脑及颈髓各

2例，右侧桥小脑脚 1例,病灶形态呈斑片状、点结状及肿块样改变。 

结论：BSE病因尚不明确，儿童多有前驱感染史，急性起病者多见，临床表现多样，以颅神经

损害为主；头部 MRI显示病灶位于延髓、脑桥者多见，也可累及脑干外邻近组织，头颅 MRI检

查可帮助诊断。 

 

  

 

 
EP-0712 

MRI 在胎儿泌尿系统病变的应用 

 
王静石,于泓 

大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116000 

 

目的：探讨 MRI在诊断胎儿泌尿系统病变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于 2016年

2月至 2017年 7月期间收治的 15例泌尿系统病变的产前 MRI影像结果，且均结合产前超声及

生后（或引产）随访，孕龄 24～37周，平均 26.8周。运用 MRI感兴趣区工具(ROI)测量胎儿

肺肝信号强度比(LLSIR)。结果：肾盂、输尿管上段扩张 53.3%(8/15)，包括单纯性肾盂扩张 2

例，合并肾盂-输尿管移行部异常 3例，双集合系统 3例，其中 1例合并输尿管末端囊肿；单

侧肾缺如 20% (3/15)，其中 1例生后证实合并生殖系统异常（双子宫）；异位肾

13.3%(2/15)；单侧肾发育不良 6.7% (1/15)。15例中，3例合并羊水量少，其中 2例伴肺发

育不良、1例心脏位置异常及先天性食道闭锁、1例伴脑发育异常。1例出生后 1天随访双肾

积水自行消失，3例生后经治疗或手术预后良好，1例引产。结论：泌尿系统病变是较常见的

胎儿先天性异常，其预后不同。双肾发育不良（包括双肾缺如、双肾发育不良性疾病等），且

合并羊水量过少并导致肺发育不良的预后较差，MRI可不受羊水量的影响，评价泌尿系统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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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合并肺发育不良的 MRI信号减低情况。预后较好的胎儿泌尿系统异常
[1]
包括：单侧肾缺如、

异位肾、马蹄肾、单侧肾发育不良、肾囊肿、输尿管上段扩张等，其中发生率最高为输尿管上

段扩张（肾盂-输尿管移行处异常、膀胱-输尿管移行处异常、后尿道瓣膜及双集合系统）
[2]
，

本组病例占 53.3%。MRI 可利用 3D-FIESTA清晰显示扩张的肾盂肾盏及输尿管，SSFSE序列测

量肾实质厚度和信号强度，进而评价肾功能，T1WI能明确区分低信号的扩张输尿管及具有特

征性高信号内容物为胎粪的肠管
[3]
。因此，MRI与超声联合诊断能够提高胎儿泌尿系统疾病的

检出率，是评价胎儿泌尿系统病变的重要检查手段。 

  

 

 

EP-0713 

儿童胸膜肺母细胞瘤 

 
孙应绮,乔中伟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0032 

 

目的：胸膜肺母细胞瘤 CT特征。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 2008年 1月至 2016年 12月间就诊的

12例胸膜肺母细胞瘤（PPB）患者，均行胸部 CT检查，其中有 11例同时行增强扫描。结果：

本组随访的 12例中 1例是 I型，其余均为 II或 III型。大多数患者存在胸腔积液，超过一半

患者的病灶位于右侧，在 CT增强中均呈不均匀强化，部分可见增粗迂曲的供血血管；本组中

发现 2例患者出现骨转移。在本组病例中有患者有过患侧肺良性囊性灶切除史。结论：本组病

例中病灶位于右侧占多数（7/12），而且大部分患者 CT中可发现胸腔积液（8/12），这与辛

辛那提儿童医院总结 PPB的 CT特征相似
[1]
。大多数 PPB 肿块形态大，本组病例中有 7例病变

累及整个半侧胸腔或肺叶。本组中有 2例发生骨转移，我们认为有必要对 PPB患者进行全身骨

显像和四肢长骨平片检查，有助于及时发现转移灶。在鉴别诊断方面，PPB I型是很难与发育

性肺囊性病变全部，早期 PPB是处在一种正常发育肺和肿瘤之间微妙的过渡阶段（部分 PPB可

退化）
[2]
。多伦多疾病儿童医院的 Nasr统计 1999-2008期间术前诊断 CCAM手术病例中，其中

2.3%术后证实为 PPB
[3]
。另外 Konstantinos 等学者提出肺囊灶的出现提示胚胎的不稳定性，

其外科切除并无法阻止患者后续 PPB的发展
[4]
。 

  

 

 
EP-0714 

3D CEMRA 在小儿皮肤浅表血管瘤及血管畸形的诊断价值 

 
张毅,王志伟 

哈尔滨市儿童医院 150010 

 

目的：探讨三维增强磁共振血管造影（three dimensional contrast enhanced MRA，3D 

CEMRA）在小儿皮肤浅表血管瘤及血管畸形中的诊断价值及临床意义。 

方法：对 2016年 6月至 2017 年 6月期间 29例小儿临床发现颅面部、四肢、腰背部、外阴部

血管瘤的患者，根据病变部位行常规 T1WI、T2WI、T2WI抑脂扫描后，行 CE-MRA多期动态血管

增强序列扫描，扫描参数 TR=8.2ms，TE=2.8ms，翻转角 30度 FOV=20cm，Bandwidth：31.25 

kHz，Matrix=412×320，层厚 2.8mm，NEX=1，6期扫描，先进行一次不注射对比剂的扫描采集

图像作为减影的蒙片，接着正式触发预扫描后即开始启动高压注射器以注入 0.2ml/kg 速率

0.5-1.0ml/s Gd-DTPA对比剂及同速率 10ml生理盐水，并同时进行扫描；扫描结束后在 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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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4.3工作站上进行图像重建：最大信号强度投影（maximum intensity projection，MIP）

和多平面重建（multi-planar reformation，MPR）。 

结果：29例患者颅面部、四肢、腰背部、外阴部均得到了清晰的显示。3D CEMRA可以清楚的

显示血管瘤及畸形血管的部位、范围、管壁、侧支循环建立及供血血管的起源等情况。CEMRA

多期动态血管增强序列可以动态观察血管瘤的强化过程、病变范围、周围供血动脉及引流静

脉，并对病变进行立体观察。对血管瘤及畸形血管有着很好的整体判断，能确定血管瘤的部

位、瘤体大小、范围、内部血管分布程度及毗邻关系。 

结论：3D CEMRA对小儿皮肤血管瘤及畸形血管的诊断有重要意义, 有利于选择合适的治疗方

法，并可对治疗过程进行动态观察，评价治疗效果，为临床医生早期诊断提供可靠依据，可作

为皮肤科激光治疗手术前病人筛选的主要方法。 

  

 

 
EP-0715 

Preliminary Research in 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 of 

Non-selective Fat Infiltrated Limb-girdle Muscular 

Dystrophy 2B 

 
Zhu Ying,Li Haijiao,Bu Shanshan,Yin Liang,Xiao Jiangxi 

Peking University First Hospital 100034 

 

Purpose  

The purpose of our investigation was to characterize thigh muscles in limb-girdle 

muscular dystrophy (LGMD) 2B patients using 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 (DWI). 

Methods  

Patients with LGMD2B, all confirmed by the muscle biopsy, were performed 

conventional MRI and 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 Seven non-selective fat 

infiltration patients, including four female and three male patients, were 

enrolled. Non-selective fat infiltration was defined as fatty infiltration scores 

of all thigh muscles were from 0 to 1, without obvious selective fatty 

infiltration on axial T1WI. ADC values of eleven muscles in the left thigh were 

recorded in each patient. They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based on whether it 

showed edema-like change or not on STIR. 

Results  

ADC values of 45 edema-like areas (24 diffused edema muscles and 21 focal edema 

muscles included) and 53 unaffected areas (32normal muscles and 21 focal edema 

muscles included) were recorded. Independent t test revealed that the mean ADC 

value of edema-like muscles was (1.64±0.28)×10
-3
mm

2
/s, and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unaffected muscles (（1.50±0.24）×10
-3
mm

2
/s) (t=2.52, 

P=0.013). 
Thigh MRI in the patients with LGMD2B generally seemed to start in the adductor 

magnus muscle and then affected the semimembranosus and the vastus lateralis 

muscles
1,2
. However, its involvement often showed less selective characteristics 

and more variable patterns than other LGMDs. Especially during the early stage, it 

often demonstrated only edema-like signal alterations without selective fat 

infiltration, that would mimic polymyositis, which may present similar bo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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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and histological manifestations. DWI can provide a quantitative method 

analyzing edema-like muscles. Elevated ADCs suggested vasogenic edema occurred in 

the edema-like areas in LGMD2B patients. However, some research showed ADCs in PM 

patients also increased
3
. Advanced research with more samples was needed to detect 

whether ADCs could help in distinguishing the two diseases or not. 

Conclusion 

Elevated ADCs suggested vasogenic edema occurred in the edema-like areas in LGMD2B 

patients. 

 

 

EP-0716 

“双低”扫描方案 CTA 在新生儿、婴幼儿复杂性先心病诊断

中的可行性研究 

 
程建敏,陈博,戴 婷婷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325027 

 

目的 

探讨 80kVp、含低碘剂量的等渗碘对比剂联合 iDose
4
重建算法应用于新生儿、婴幼儿复杂性先

心 CTA中的可行性。 

方法 

选取本院≤2岁拟行心脏 CTA 检查的患儿 57例纳入研究。依编号随机分 2组，A组（“双低”

组）32例，采用 80 kVp、80 mAs、碘克沙醇（270 mgI/ml）及 iDose
4
-4重建；B组（常规

组）25例，采用 100 kVp、100 mAs、碘普罗胺（370 mgI/ml）及 FBP重建算法。对比剂注射

量及速率均采用相同标准的个性化方案。测量并计算各房、室，升、降主动脉肺动脉干及左右

肺动脉的 CT值；主动脉弓层面的两侧胸大肌及椎旁竖脊肌 CT值以及该层面背景噪声、信噪比

（SNR）和对比噪声比（CNR）以评价图像客观质量。采用双盲法、五级评分标准对图像主观质

量评价。记录 L、CTDIvol和 DLP，计算 ED、SSDE以评价辐射剂量。通过手术治疗或心导管造影

证实两组心内外畸形病变，计算两组诊断结果符合率。两组数据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或Ｗ

ilcoxon秩和检验，性别、诊断结果符合率采用四格表 χ2
检验，图像质量主观评价的一致性

采用 Kappa分析。 

结果 

①A组、B组碘摄入量：2.53±1.09g、3.58±1.51g，（P=0.008），降低 29.32%。 

②两组图像各心腔大血管 CT值差异及肌肉平均 CT值、背景噪声、SNR及 CNR,（P > 0.05）。 

③图像质量主观评价的一致性 Kappa值分别为 0.55、0.76；（P > 0.05）。 

④两组 CTDIvol、SSDE、DLP、ED差异均具统计学意义（P =0.000）。辐射剂量分别降低

57.08%、56.62%、58.31%、56.97%。 

⑤A组发现心内外畸形病变共 86处，诊断符合率 96.6%；B组 66处/ 97.1%，（P > 0.05）。 

结论：应用 80kVp、270碘克沙醇 CTA在新生儿、婴幼儿复杂性先心病中可获得良好的图像表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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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717 

儿童脊柱嗜酸性肉芽肿 MRI 在临床诊断及预后评估的价值 

 
李小会,杨明,管红梅,高峰,张新荣,朱佳 

南京市儿童医院 210008 

 

目的 探讨儿童脊柱嗜酸性肉芽肿(VEG)MRI在临床中的诊断及预后评估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手术病理或组织活检病理证实并经过临床治疗好转的 19例儿童 VEG MRI 表

现。 

结果 19 例病例中共 26 个椎体及 6 个附件受累,其中发生在颈椎 3 例,胸椎 10 例,腰椎 5 

例,颈胸椎体多发 1 例。 MRI 表现为椎体骨质破坏,T1WI呈低信号,T2 WI 高信号,STIR 为

高          信号;病变椎体形态改变,其中变扁呈楔形 10 例,线样 5 例,盘状 3 例;15 

例椎旁形成软组织肿块,10 例呈套袖状,5 例呈条带状,相应的硬膜囊受压 11例;椎体附件受累

6例;15 例相邻椎间盘增厚且信号正常,2 例椎间隙稍变窄。 

结论  VEG MRI表现有一定特征性,MRI 可清楚地显示病变范围、结构及邻近组织改变,有助

于提高本病的诊断和鉴别诊断能力，更好地帮助临床早期干预治疗。 

  

 

 
EP-0718 

儿童垂体柄阻断综合征的 MRI 诊断价值 

 
刘菁华,杨秀军 

上海市儿童医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200040 

 

[摘要]目的 探讨垂体柄阻断综合症的 MRI表现及与临床意义相关性。资料与方法 回顾性分析

我院 15例 MRI诊断为垂体柄阻断综合症的患儿，其中男 12例，女 3例，年龄 3.5岁-19岁，

平均年龄 9岁，对其 MRI影像及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研究。结果 MRI显示垂体柄完全缺如

7例,部分缺如 1例，垂体柄明显变细 7例,垂体后叶异位 14例,后叶未见显示 1例，垂体前叶

发育不良 14例。14例临床诊断表现矮小、生长发育迟缓，其中 2例伴有小阴茎，胰岛素低血

糖兴奋试验提示生长激素缺乏，其中 7例同时伴多种腺垂体激素缺乏；1例为中枢性尿崩症。

结论 垂体柄阻断综合症 MRI 表现为垂体柄缺如或明显变细、垂体后叶异位且多伴有垂体前叶

发育不良，垂体 MRI是目前诊断本病唯一可靠的影像学方法。 

  

 

 
EP-0719 

主动脉缩窄术后磁共振脉搏波传导速度法评估主动脉顺应性 

 
姚琼,沈全力,乔中伟,胡喜红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主动脉缩窄（coarctation of aorta, CoA）术后患儿存在不同程度主动脉顺应性减

低，本研究拟使用磁共振脉搏波传导速度法（pulse wave velocity, PWV）评估 CoA术后主动

脉硬化程度及与左心肥厚的相关性。方法：回顾性分析 22例 CoA术后患儿心脏磁共振，使用

MRI相位对比序列测量并计算主动脉 PWV，同时期行超声心动图测量双侧心室功能及心肌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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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另选取年龄、性别匹配的 22例健康儿童组成对照组测量主动脉 PWV。结果：研究组平均

PWV明显高于对照组（4.42±3.02m/s vs 2.73±0.76m/s，P=0.02）。在研究组中，吻合口中

度狭窄患儿 PWV值最高，ROC 曲线分析发现，取 PWV为 3.37m/s时，区分轻、中度吻合口狭窄

的敏感性、特异性最高。左侧心室舒张末期容积、收缩末期容积、射血分数及左室壁厚度与

PWV无明显相关性。结论：CoA术后患儿 PWV升高，中度吻合口狭窄患儿存在较显著主动脉重

构。 

 

 

EP-0720 

新生儿先天性食管闭锁并食管气管瘘 19 例 X 线表现 

 
郭严延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武汉儿童医院 430017 

 

 

目的:探讨新生儿先天性食管闭锁并食管气管瘘的 X线检查方法,提高对该病的早期认识,减少

漏诊、误诊率。方法:选择经手术和 X线检查证实的 19例新生儿先天性食管闭锁并食管气管瘘

病例进行分析,观察新生儿先天性食管闭锁并食管气管瘘临床表现及 X线检查表现。结果:19

例患儿经 X线造影均表现为:食管上段闭锁,食管支气管瘘,即以 Gross分型法Ⅲ型多见;其中合

并脊柱畸形 1例,多指畸形 1例,十二指肠闭锁 1例,先天性肛门闭锁 1例。经随访,19例中 5

例经手术证实,余 14例家属放弃治疗。结论:有较为典型临床表现的患儿,早期及时行 X 线造影

检查,有助于先天性食管闭锁并食管气管瘘的准确诊断,减少漏诊、误诊率。 

 

 
EP-0721 

儿童心脏肿瘤的 MRI 诊断 

 
沈全力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探讨儿童常见心脏肿瘤的 MRI特点。 

方法：13例经手术证实的心脏肿瘤病例，男 10例，女 3 例，年龄 1个月～11岁。心脏 MRI检

查采用西门子 Magnetom Avanto 1.5T 磁共振机，序列包括 TrueFISP心脏多断面成像、TSE 

T1/T2WI和 T2WI抑脂平扫、对比剂注射后肿块层面 TurboFLASH T1WI 动态增强、TSE T1WI增

强和延迟 10分钟 TurboFLASH T1WI PSIR增强扫描。对比剂采用欧乃影，剂量 0.2mmol/kg。 

结果：13例肿块中横纹肌瘤 6例（4例位于左心室，2例位于右心室），纤维瘤 5例（2例位

于左心室，3例位于右心室），左心室错构瘤 1例，右心房粘液瘤 1例。平扫 T1WI和 T2WI肿

瘤信号与心肌相仿，增强后延迟 10分钟 TurboFLASH T1WI PSIR 序列扫描横纹肌瘤强化程度和

心肌相仿，其余肿瘤强化程度明显高于心肌。 

结论：心脏 MRI能明确心脏肿瘤的部位和强化特征，对肿瘤类型的判断及是否需要手术干预具

有重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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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722 

肢带型肌营养不良 2A 影像表现及与 

其他肢带型肌营养不良的鉴别 

 
卜姗姗,李海蛟,肖江喜,朱颖,殷亮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00034 

 

【摘要】目的  分析肢带型肌营养不良（Limb-Girdle Muscular Dystrophy, LGMD）2A型的

下肢肌肉 MR特点，探索具有诊断价值的影像学征象，并评估影像学手段对 LGMD2A与其他

LGMD亚型之间的鉴别诊断效能。  材料与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9-2017年经我院基因和

（或）病理确诊的 LGMD2A患者 26例，其他 LGMD亚型患者共 84例，包括 LGMD2B 62例，

LGMD2C-F 8例，LGMD2I 7例，LGMD1型 7例。所有患者均行下肢肌肉 MR检查，扫描序列包括

轴位及冠状位 T1WI及 STIR 序列。在各肌肉肌腹最大层面评价臀大肌及大腿共 12块肌肉的脂

肪浸润、水肿、肥大、萎缩等情况进行评估，探索 LGMD2A 的影像学表现，并利用影像学手段

鉴别 LGMD2A与其他 LGMD亚型。  结果  LGMD2A患者表现为肌肉明显脂肪化改变，脂肪总

分为 33.00±11.16，以大收肌（100.0%，3.69）、股二头肌长头（100.0%，3.69）、半膜肌

（96.2%，3.58）及半腱肌（96.2%，3.46）最重，股薄肌（80.8%，1.62）、股直肌（69.2%，

1.58）、缝匠肌（73.1%，1.27）最轻；可见轻度水肿样改变；易伴有肌肉的肥大（69.2%）及

萎缩（88.5%）征象。LGMD2A 患者脂肪评分总分高于其他 LGMD亚型，水肿评分总分低于其他

LGMD亚型，肌肉肥大与萎缩评分总分高于其他 LGMD亚型，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为 P＜
0.05）。联合利用肌肉脂肪浸润重、水肿样改变轻微、肌肉肥大及萎缩多见等征象对 LGMD2A

与其他 LGMD鉴别绘制 ROC曲线，其曲线下面积为 0.893。  结论  LGMD2A表现为内收肌群

及后群肌肉明显脂肪浸润，大收肌及后群肌肉常见萎缩，股直肌、缝匠肌及股薄肌常见肥大。

以上影像学征象能为 LGMD2A 与其他 LGMD亚型的鉴别提供依据。 

  

 

 
EP-0723 

儿童钙化上皮瘤的 MSCT 表现 

 
周婧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武汉儿童医院（武汉市妇幼保健院） 430016 

 

【摘要】目的 探讨儿童钙化上皮瘤的 MSCT表现及鉴别诊断，以提高对此病的认识。方法 回

顾性分析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58例钙化上皮瘤儿童患者的 CT资料，所有病例均行 CT平扫及增

强扫描。结果 发病年龄 1月~16岁，女性稍多于男性，以头面部最多见，头面部常见于额颞

枕顶部头皮下、眼睑、眉弓、颌面部，腮腺区及耳垂，其次颈部、胸背部、上臂及下肢亦可

见。钙化上皮瘤形态多样，常单发，也可多发。可分为钙化型及无钙化型。钙化型又可分为单

纯钙化型，实质伴钙化型，囊肿伴钙化型。单纯钙化型可从针尖样大小至黄豆样大小不等。实

质伴钙化型最多见，为等或稍高密度不规则形软组织肿块，内见散在沙砾样或小斑片状钙化

灶。囊肿伴钙化型表现单发或多发囊肿壁见点状或小结节样钙化。无钙化型多表现为梭形皮下

等或稍高密度影。钙化上皮瘤主要与如下肿瘤鉴别 1、血管瘤：主要是含静脉石的血管瘤。血

管瘤软组织部分平扫密度往往较钙化上皮瘤低，且增强后强明显化，钙化上皮瘤的边界比血管

瘤更清晰，质地更硬，另外皮肤表面血管瘤往往皮肤颜色呈红色，质软。而钙化上皮瘤皮肤颜

色往往无改变且肿块质硬。2、皮样囊肿或表皮样囊肿：主要是囊性密度均匀且钙化不明显的

钙化上皮瘤相鉴别。两者在组织学来源和发生部位上类似，鉴别要点在于皮样囊肿或表皮样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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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与深部骨质关系紧密，尤其好发于颅缝处，其下方骨质往往可见弧形压迹。另外，表皮样囊

肿往往较软受压易变形，而钙化上皮瘤则较硬而不易变形，3、淋巴结钙化：两者鉴别要点是

大多数淋巴结可见中央强化，而钙化上皮瘤的强化则趋向于外周强化，且淋巴结核往往有多

个，单个少见，位置较深。结论儿童钙化上皮瘤 MSCT表现有一定特征性，结合发生部位及临

床能做出准确诊断。 

  

 

 

EP-0724 

2015 年杭州市幼托健康儿童 EV71 及 CA16 隐性感染状况调查 

 
宋闻,赵仕勇 

杭州市儿童医院 310000 

 

目的 了解杭州市幼托健康儿童手足口病（Hand foot and mouth disease,HFMD）既往隐性感

染状况，为手足口病的防控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收集 2015 年杭州市某幼儿园健康儿童体检外

周血清标本，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测定法（ELISA）测定血 EV71-IgG及 CoxA16-IgG，了解杭州

市幼托健康儿童既往 HFMD隐性感染情况。结果 共调查 362名儿童，年龄在 3.34到 6.66岁，

中位年龄 5.23岁，其中男性 199名，女性 163名；EV71 IgG 抗体阳性率 26.24%，CoxA16 IgG

抗体阳性率 92.54%，CoxA16-IgG阳性率明显高于 EV71-IgG，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
2
=329.872，P＜0.05），，各抗体 OD值及阳性率在不同性别中的分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根据年龄不同分为四组，分别为 3-4岁，4-5岁，5-6岁，6岁以上，各抗体 OD

值及阳性率在不同年龄组间的分布差异也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杭州市健康幼托儿

童既往感染 CoxA16比例较高，而 EV71感染率要明显低于 CoxA16，为手足口病防控及疫苗接

种提高科学依据。 

 

 
EP-0725 

双源 CT Minidose 技术结合对比剂优化在小儿 

复杂型先心病中的初步应用 

 
卢星如,张皓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730000 

 

目的：探讨双源 CT(DSCT) minidose扫描模式结合对比剂优化方案对诊断小儿复杂型先天性心

脏病（CCHD）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收集采用 DSCT 低流速、体重相关造影剂总量注射方

案、minidose技术检查的 28例 CCHD小儿患者，由两名高年资心血管影像诊断放射医师独立

用 5分法对图像质量进行主观评分并作出诊断，图像质量一致性采用 kappa检验；测量升主动

脉、主肺动脉的 CT值、背景噪声，以计算信噪比和进行图像质量客观评价，并对上腔静脉射

线束硬化伪影进行评分；记录造影剂用量、容积 CT剂量指数（CTDIvol）、长度乘积

（DLP）、计算有效辐射剂量（ED）。以手术结果为金标准，比较 DSCT minidose扫描技术与

经胸超声心动图( TTE)诊断 CCHD的准确性。结果：2名放射医师的图像质量评价一致性较好

（kappa=0.87，P<0.05 ），升主动脉信噪比 33.93±7.47，主肺动脉信噪比 30.82±8.02，图

像质量评分 4.59±0.51，上腔静脉射线束硬化伪影评分 4.36±0.66；修正后平均有效剂量

1.76±0.43mSv，所用造影剂量 6.53±2.78ml。DSCT minidose与 TTE对心内结构、心脏大血

管连接部及心外大血管异常诊断的敏感度、特异度分别为 90%和 95.1%、93%和 100%，93.3%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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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6%、94.1%和 95.8%、100%和 100%、86.3%和 86.5%。结论： DSCTminidose扫描模式，在降

低受检患儿辐射剂量的同时可重建最佳成像心动周期，避免心动伪影，图像质量好、检查成功

率高；结合对比剂优化方案减少造影剂使用量的同时，消除上腔静脉硬化伪影、保证心内外大

血管腔内密度均匀度，清晰显示心内外结构及伴发的冠脉畸形情况；对 CCHD诊断具有较高的

准确率，具有较好的临床应用价值。 

 

 
EP-0726 

Long-term follow-up study of EV71 Hand Foot Mouth 

Disease related Brainstem Ecephalitis in children. 

 
zeng hongwu

1
,Liang Changhong

2
 

1.Shenzhen Children's Hospital 

2.Guangdong General Hospital 

 

  

Objective: Each year a large number of severe/critical EV71 HFMD related BE 

children were discharged, backed to the family return to school. However, whether 

there was neurological sequelae of these children, cognitive function defector 

were still unknown. These could be both medical problem and social issues, and 

worthy of further study. This chapter conducted long-term follow-up study of EV71 

HFMD related BE in children, including clinic and MRI study, intelligence 

assessments, to achive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patients’ situation and 

prognosis of children with cognitive function. 

Method: 31 patients were randomly called back for clinical assessment, MRI scan, 

and intelligence assessments during December 2013 to August 2014. 

By adopting Mei-Chih Huang classification methods: (1) encephalitis  phase (Ⅱ 

Stage) :( 2) of the autonomic nervous dysfunction phase (Ⅲa period) : (3) 

pulmonary edema phase (Ⅲb period) : 

Intelligence test: children aged 4 to 6 years old, used Wechsler children 

intelligence tests (Chinese Version), elder than 6 years, used Wechsler 

Intelligence Scale for Children (fourth edition). 

Statistical analysis, the data was normal distribution with homogeneity of 

variance count data, comparision of three groups were maded by using variance 

analysis,  for comparison between groups using disaggregated data χ2 test, P 

<0.05 was considere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In this study, SPSS21.0 was used 

for statistical analysis. 

Method: Of 31 patients, initial study showed that 31 cases’ MRI were positive, 

followup study showed that 5 caes’ MRI were positive (with neurogical sequela). 

The neurogical sequel included: right upper limb muscle strength grade Ⅳ, 

respiratory dysfunction, irregular breathing or apnea at night, can not sneeze, 

fuzzy sound. 

Verbal IQ scores: Ⅱphase 93.1±12.7，Ⅲa phase 86. 5±21.4，Ⅲbphase82.3±9.5 

Full scale IQ scores：Ⅱphase 98.6±10.6，Ⅲa phase 4 91.3±17， Ⅲb phase 85.2±8 

IQ＜85 point n(%)，Ⅱphase 2(21)， Ⅲa phase 3(38)，  Ⅲb phase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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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 1.The clinical symptoms of the disease in children with EV71 HFMD 

related BE more severe, the higher the chances of long-term neurological sequelae, 

the higher the positive rate of MRI. 

2. Those brain stem lesions were not completely absorbed, which revealed by 

longterm follow-up study, had cognitive impairment or neurological sequelae. 

3. more severe clinical severity, lower scores of language and full scale IQ 

scores, higher percentage of IQ<85 points, but the difference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IQ 0.05) 

  

  

 

 
EP-0727 

The HRCT Characteristics of Post-infectious 

Bronchiolitis Obliterans in Children  

 
Huang Wenxian 

Shenzhen Children's Hospital 518026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HRCT characteristic of post-infectious bronchiolitis 

obliterans (BO) in children in Shenzhen City. 

Methods HRCT data of 65 cases with post-infectious BO between June 2009 and June 

2016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65 patients consisted of 37 boys and 28 girls 

with mean age of (2.3±1.2) years. Most common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were 

repeated or persistent wheezing, cough and short of breath. 

Results Major HRCT findings of 65 cases were as follows: mosaic perfusion in 61 

cases(93.8%), ground grass in 58 cases(89.2%), bronchial wall thickening in 49 

cases(75.4%), incomplete aeration in 42 cases(64.6%), air trapping in 33 

cases(50.8%), bronchiectasis in 10 cases(15.4%), reticular opacity in 8 

cases(12.3%), consolidation in 27 cases(41.5%) and Swyer-James syndrome in 1 

case(1.5%). 51 cases underwent pulmonary function test with abnormal results: 

constrictive obstruction in small airway in 42 cases and mixed pattern in the 

other 9 cases. 

Conclusions Mosaic perfusion, ground glass and bronchial wall thickening on HRCT 

are relatively the specific characteristic of post-infectious BO in children. It 

is helpful for the early diagnosis and prognosis evaluation of BO if pediatrician 

master the HRCT characteristic signs. 

  

KEY WORDS: children, post-infectious bronchiolitis obliterans, HR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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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728 

颅骨外胚层发育不良 1 例报告 

 
罗益镇,干芸根 

深圳市儿童医院 518026 

 

患者  女，13岁 5月，因贫血、蛋白尿 10月余就诊，临床表现为贫血貌、面色苍白，身材

矮小（身高 124cm），四肢短，短指畸形，脚趾短，牙齿发育不全。实验室检查：血肌酐

735.4umol/L，尿素氮 39.6mmol/L。此次因慢性肾衰竭（尿毒症）入院行腹膜透析。父母体

健，非近亲结婚。母孕期 1-2月时有“感冒口服药物”病史。患儿自幼生长发育迟缓。 

影像学表现：胸部平片：胸廓狭小，肋骨普遍短小、形态扭曲，肋间隙变窄，胸椎生理弯曲消

失；心影增大，心尖向左下方延伸，两肺血改变不明显。四肢平片：四肢长骨普遍短小，双侧

尺桡骨近端形态失常，双侧桡骨相对偏长，双侧肱桡关节脱位；双手短指畸形，双侧第四掌骨

明显偏短，掌骨征阳性，双侧第 2-5指并指畸形，双足第 2-5跖骨短跖畸形，第 2-5趾骨短趾

并趾畸形。头颅 CT：可见冠状缝、矢状缝及人字缝闭合；胼胝体膝部可见片状低密度影。 

患儿及父母双亲基因检测结果提示 IFT43纯合突变，经家系验证分析，患儿父母亲该位点均杂

合变异，临床诊断颅骨外胚层发育不良。 

讨论：颅骨外胚层发育不良又称为 Sensenbrenner综合征，是一种颅面、骨骼及外胚层发育异

常的罕见的常染色体隐性遗传性疾病，本病是 IFT122、WDR35、WDR19及 IFT43等四个基因之

一突变引起，全世界仅见 43例报道，无明确发病率，临床表现颅骨异常（颅缝早闭、狭颅

症）、干骺端发育不良（胸廓狭窄、四肢短、短指畸形）、外胚层异常（头发稀疏、牙齿发育

不全、皮肤松弛和指甲异常、）、特殊面容（额部隆起、发际线高，内眦增宽）、生长发育迟

缓，肝脏及肾脏异常。肾功能衰竭是最常见的发病及死亡原因。本病有典型的临床表现及基因

诊断，诊断确切。本病需与窒息性胸廓发育不良鉴别，后者没有外胚层发育不良及颅缝早闭表

现，此外本病引起的呼吸症状较轻，而后者引起的呼吸困难常为死因。 

 

 
EP-0729 

3.0T1H-MRS 在儿童颞叶癫痫的定位诊断价值 

 
李志勇,干芸根,梁国华,张龚巍,罗益镇,文佳伦,宋建明 

深圳市儿童医院 518026 

 

目的:探讨 3.0T MR质子波谱成像(
1
H-MRS)在儿童颞癫痫(TLE）患者病灶定位诊断中的价值。

方法:对临床诊断的 28例 TLE患者和 22名健康志愿者分别行常规 MRI和单体素
1
H-MRS检查，

分析病例组患侧、对侧和对照组之间海马的 NAA/Cr，NAA/Cho和 NAA/(Cho+Cr)比值，比较三

者之间各参数是否存在差异。结果:28例 TLE患者，11例表现为患侧海马体积缩小，其中 5例

患侧海马 FLAIR信号升高。正常对照组双侧海马 NAA/Cr、NAA/Cho和 NAA/(Cho+Cr)比值无统

计学差异（P>0.05）。TLE 患者发作间期患侧海马 NAA/Cr、NAA/Cho和 NAA/(Cho+Cr)比值分别

为 1.37,1.16,0.64，均低于对侧和对照组，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对侧和对照组之间

无统计学差异（P>0.05）。结论:在儿童颞叶癫痫诊断中，
1
H-MRS能够无创定量反映 TLE患者

海马生化代谢异常,在 TLE患者术前定位诊断中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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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730 

儿童肾透明细胞肉瘤的 MSCT 表现（附 8 例分析） 

 
方磊,邵剑波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武汉儿童医院医学影像中心 430016 

 

目的：探讨儿童肾透明细胞肉瘤的 MSCT表现，提高对此病影像学特征的认识。方法：回顾性

分析 2013年 6月～2016年 12月在本院行 MSCT检查并经临床手术病理证实的 8例儿童肾透明

细胞肉瘤影像资料，其中男 5例 ,女 3例 ,年龄 7个月～4岁 9个月。8例患儿均采用 128层

MSCT行平扫及三期增强扫描。结果：肿瘤位于右肾 5例，左肾 3例；CT平扫表现为：瘤体密

度不均匀，可见长条形放射状液化坏死灶，部分液化面积较大，可见多发层状液化；5例可见

结节状、条片状钙化灶；增强扫描肿瘤血供丰富，可见多发细小肿瘤血管，瘤体实性部分明显

强化，与长条形放射状液化坏死组织相间形成虎斑状条纹，肿瘤对周围血管有包绕，或腹膜后

转移淋巴结包绕腹主动脉；1例可见脑转移，1例腹膜后淋巴结转移。结论：儿童肾透明细胞

肉瘤少见，其 CT表现与较常见的肾母细胞瘤难以鉴别，瘤体丰富的血供及明显强化实性部分

与长条形放射状液化坏死组织相间形成的虎斑状条纹较具特征性，对提示本病具有一定的价

值。 

  

 

 

EP-0731 

64 层螺旋 CT 及 1.5T 磁共振成像对婴幼儿先天性动脉血管

环的诊断 

 
李庚武,李旭,王昶,胡俊 

安徽省儿童医院 230054 

 

目的： 探讨 64 层螺旋计算机断层摄影术（ MSCT）及 1.5T 磁共振成像（MRI）对婴幼儿先

天性动脉血管环的诊断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 92 例婴幼儿先天性动脉血管环患者的 64 

层 MSCT、1.5T MRI 资料，其中 86例行计算机断层摄 影术血管造影（CTA）检查，12 例行

磁共振血管成像（MRA）检查，有 6 例同时行 CTA 及 MRA 检查。利用 Edwards 主动 脉弓胚

胎发育示意图，结合血管环对气管包绕情况对血管环进行分型。并对 64 层 MSCT、1.5T MRI 

在婴幼儿先天性动 脉血管环中的诊断价值进行比较。 结果： 96例患者中完全性血管环 50 

例，其中双主动脉弓 14例，右位主动脉弓迷走左锁骨下动脉伴动脉导管未闭 （PDA）19例、

伴动脉韧带 15例，右位主动脉弓迷走左无名动脉伴左位动脉韧带 1例；颈主动脉右弓左降迷

走左锁骨下动脉伴左位 PDA 1 例；不完全性血管环 46例，其中 肺动脉吊带 12例，左位主

动脉弓迷走右锁骨下动脉伴左侧 PDA 15例、伴动脉韧带 17 例，右位主动脉弓迷走左锁骨下

动 脉伴右侧 PDA 1 例；无名动脉压迫气管 1 例。96例患者中合并心内畸形 78 例。96例患

者无论是 64 层 MSCT 还是 1.5T MRI 对比增强三维成像都能很好显示血管环的组成及空间关

系。64 层 MSCT 最小密度投影及气管容积再现图像能清晰 显示气道形态及发育状况，图像融

合技术可直观显示血管环与气管、食管的空间关系；而 1.5T MRI 显示气管图像不佳。 结

论： 64 层 MSCT 容积扫描结合多种三维重建后处理技术可直观、清晰显示血管环的组成及与

气管、食管间的 毗邻关系，是检查血管环的最有效手段。1.5T MRI 对比增强三维成像亦能很

好显示血管环的组成及空间关系，但 1.5T MRI 现阶段显示气管图像欠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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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732 

儿童阴囊内睾丸外病变的 CT 和 MRI 表现 

 
蔡文超

1,2
,罗敏

1,2
,包强

1,2
 

1.福建省立医院 

2.福建医科大学 

 

目的 探讨儿童阴囊内睾丸外病变的 CT和 MR影像学表现。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穿刺或手术病理

证实的 12例阴囊内睾丸外病变的 CT和 MRI影像检查资料及临床病理资料。结果 良性病变共

9例，其中婴儿纤维性错构瘤、血管瘤各 2例，异位副脾、附睾-睾丸炎、脓肿、囊肿、精索

静脉曲张各 1例；恶性病变共 3例，均为横纹肌肉瘤。除了炎症具有明显的阴囊红肿和疼痛症

状，其余病例临床表现及实验室检查均无明显特点。婴儿纤维性错构瘤和血管瘤表现为阴囊区

近腹股沟不均匀密度/信号肿物，前者轻中度强化，后者早期明显强化，合并血栓形成时不强

化；异位副脾表现为边界清楚密度结节灶，紧贴于左侧睾丸和精索，明显均匀强化；横纹肌肉

瘤多表现为睾丸旁边界不清不均匀密度肿块，渐进性明显强化，部分可侵犯睾丸或发生转移。

结论 阴囊内睾丸外病变种类繁多，但儿童疾病谱特殊，以良性病变为主，部分病变具有一定

的影像学特征，有利于指导临床制定合适的治疗方案。 

 

 

EP-0733 

增强磁共振直方图分析鉴别儿童星形细胞瘤 

和室管膜瘤的价值 

 
汪卫建,程敬亮,张勇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 探讨增强 MRI直方图分析鉴别儿童星形细胞瘤和室管膜瘤的价值。 

材料和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34例儿童后颅窝肿瘤，其中星形细胞瘤 18

例、室管膜瘤 16例。选取两组肿瘤 MR增强矢状位图像最大层面，并用 Mazda软件勾画感兴趣

区并进行直方图分析，对两组肿瘤直方图参数特征进行统计学分析，找出两组肿瘤之间有显著

性差异的参数特征。 

结果 利用直方图提取出的 9个参数特征中,1百分数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并绘制 C1 

ROC曲线，ROC曲线下的最大面积为 0.72，室管膜瘤鉴别星形细胞瘤的最佳 C1值是 31.5，特

异性 64%和敏感性 83%。 

结论 增强 MRI直方图分析可用于鉴别儿童室管膜瘤和星形细胞瘤，为鉴别两者提供可靠的客

观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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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734 

64 排螺旋 CT 对多生牙的定位诊断应用 

 
丁聪兴 

昆明市儿童医院 650034 

 

目的 探讨螺旋 CT三维重建对上颌埋伏牙定位诊断的应用价值。方法 对 21例怀疑上颌埋伏牙

患者做上颌螺旋 CT扫描，将所得到的二维图像传送到 ADW3.1工作站进行多层面重建

（Multiplannar reformation，MPR）和三维重建 3dimensional reconstruction，3D）。结

果 经 3D成像和 MPR处理后，22例不易定位的埋伏阻生牙及多生牙在上颌骨中的位置、数

目、牙轴的方向、牙体形态等，均被清晰、准确地显示出来。结论 螺旋 CT三维重建技术对埋

伏阻生牙及多生牙的定位精确，能清晰显示其形态、唇颊侧或舌侧位置、萌出方向及邻牙关

系，三维重建技术可作为颌面外科处理和正畸治疗前的重要检查手段。 

  

 

 

EP-0735 

儿童脑积水术后 MRI 评估价值 

 
干芸根,徐坚德 

深圳市儿童医院 518038 

 

目的：探讨 MRI常规扫描序列、矢状位 T2WI薄层、三维稳态进动结构干扰（3D-CISS序列）

及电影相位对比（cine PC）在儿童脑积水术后的评估价值。 

方法：通过 PudMed检索“Hydrocephalus”，总结近年来脑积水概念、分类新进展；利用 MRI

对儿童脑积水术前及术后进行检查，检查序列除常规轴位 T1WI、T2WI及 FIARE外，增加矢状

位 T2WI薄层、3D-CISS序列及相位对比电影。 

结果：Kristopher等提出脑积水最新定义，认为是一种常见的脑脊液生理异常所致的脑室异

常扩张，该定义强调产生脑积水的原因是脑脊液正常生理发生改变。Agarwal等提出新的分类

法，该方法将脑积水分为“交通性”或“非交通性”两大类。交通性又分为无脑脊液吸收障碍

及有脑脊液吸收障碍两大类，前者包括正常颅内压脑积水和脑脊液产生过多脑积水，后者包括

蛛网膜下出血、脑膜炎和软脑膜癌引起的脑积水；非交通性指脑脊液在脑室系统内回流受阻。

MRI序列中矢状位 T2WI薄层可显示脑脊液的流空现象。3D-CISS序列是利用残存横向磁化，使

其参与 MR信号，FISP序列除纵向磁化保持稳定外, 消除梯度场对横向磁化的去相位效应，使

横向磁化在下一次射频激发时也保持一个恒定的幅度，采集的回波是由自由感应衰减回波形

成。3D-CISS序列可清晰显示脑脊液通路解剖信息；显示脑室轮廓、透明隔及脑池解剖细节；

显示膜性结构的位置、数量和范围；可指导外科手术进程。cine PC是采用 MR信号的相位差

别重组获得相位速度图，图中每个像素都含有流动质子速度和方向信息，由于运动质子沿着梯

度场排列有不同横向相位，信号强度改变代表其运动方向和速度的变化。cine PC可明确中脑

导水管中脑脊液流动，对脑脊液进行定量分析。 

结论：MRI在脑积水术后随访中有重要的价值，可较准确判断脑室腹腔分流术及第三脑室底部

造瘘术效果，对分析并发症的发生原因有一定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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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736 

磁共振弥散张量成像在儿童脑积水中的应用价值 

 
干芸根,赖小慧 

深圳市儿童医院 518038 

 

目的：本研究采用 DTI技术，旨在显示脑积水脑白质微观结构，评价不同分类、不同病因、不

同程度的脑积水脑白质纤维束受推移、破坏情况，对脑积水患者进行脑结构及功能损伤多方面

评价。 

方法：采用 3.0T磁共振，回顾性研究 111例脑积水患者及 65例年龄匹配的正常对照组侧脑室

旁白质、胼胝体膝部及压部、内囊膝部的 Evans指数及 DTI参数，应用 SPSS 22.0软件，分析

不同年龄、不同分类、不同病因、不同程度脑积水的 DTI参数改变，并对 Evans指数及 DTI参

数进行相关性分析。111例脑积水患者中，17例手术前、后均行 MRI评估。 

结果：正常对照组年龄＞2 岁组各部位 ADC值均较年龄≤2 岁组降低，侧脑室旁、胼胝体膝

部、内囊膝部 FA、RA、1-VR均较年龄≤2岁组升高。年龄≤2岁组非交通性脑积水组及交通性

脑积水组各部位 ADC值及侧脑室旁 FA、RA、1-VR均较正常对照组升高，胼胝体膝、压部 FA、

RA、1-VR均较正常对照组低；年龄＞2岁组非交通性脑积水组胼胝体压部、内囊膝部 ADC 值及

侧脑室旁 FA、RA及 1-VR均较正常对照组升高，胼胝体压部 FA、RA及 1-VR较正常对照组降

低。肿瘤组各部位 FA、RA及 1-VR均较非肿瘤组升高。17例手术患者术前侧脑室旁及内囊膝

部 FA、RA及 1-VR均较正常对照组增高，胼胝体膝部 FA及胼胝体压部 FA、RA及 1-VR较正常

对照组降低；术后大部分参数恢复正常。各部位 ADC及侧脑室旁 FA、RA及 1-VR与 Evans 指数

均存在显著性正相关，胼胝体膝、压部 FA、RA及 1-VR与 Evans指数均存在显著性负相关。 

结论：脑积水各部位白质易损性存在异质性。儿童脑积水术后脑室扩张及脑白质损伤是可恢复

的。DTI可作为一种客观的神经影像学指标，对脑积水的临床早期诊断、治疗及预后评估提供

重要信息。 

  

 

 
EP-0737 

儿童性腺卵黄囊瘤影像表现 

 
干芸根

1
,罗娜

1
, 

深圳市儿童医院 

 

目的：探讨儿童性腺外卵黄囊瘤的 CT、MRI表现。方法：回顾分析 14例经病理证实的儿童性

腺外卵黄囊瘤的 CT及 MRI影像表现。结果：发生于骶尾部 9例，纵隔内和腹膜后各 2 例，小

脑半球 1例。3例肿瘤呈囊实性，实性部分明显强化，囊性部分不强化，其中 1例边缘可见钙

化；11例呈不均匀软组织肿块，增强后均呈不均匀性强化，其内有不同程度坏死灶，2例内见

出血；CT以等密度为主，MRI上呈等 T1、长 T2信号影。结论：儿童性腺外卵黄囊瘤的 CT、

MRI影像表现缺乏特异性，人体中线附近肿瘤应想到有本病的可能，确诊有赖于病理学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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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738 

小儿腹腔促纤维增生性小圆细胞肿瘤 1 例病例报道 

 
张彦清 

昆明市儿童医院 650000 

 

患儿女，5月 1天，患儿家长自诉 20天前无意中发现患儿右后包块迅速增大，患儿家长为求

进一步诊治就诊于我院。查体：腹膨隆，腹软，未见胃肠型下腹一鸡蛋大小包块伴腹胀，包块

质韧，表面光滑，触之患儿哭闹，患儿家长未予以重视，及蠕动波，见腹壁静脉曲张，按压全

腹患儿明显哭闹，无明显肌卫及反跳痛，下腹部可触及一约：15cm×10cm 包块，质韧，触之

患儿哭闹。2016年 11月 12 日甲胎蛋白（AFP）：340.4ng/ml，癌胚抗原（CEA）及绒毛膜促

性腺激素（HCG）均正常。2016年 11月 11日 CT检查示：右中腹及盆腔内见大小约：

11.7cm×9.3cm×13.1cm 肿物，肿块边界清楚，病灶沿脊柱中线区生长；动态增强扫描见病灶

呈不均匀渐进性强化，病灶内的强化范围逐步扩大，密度逐步升高，呈中等强化表现；平衡期

病灶内仍可见团片状、条状轻度强化及不强化区。病灶占位效应明显，肠系膜上动脉及其分支

受推移移位，下腔静脉局部受压变窄。2016年 11月 14日腹部彩超示：腹腔内探及一包块，

大小约：12.5cm×11.4cm×9.0cm，边界清，内部呈不均质中等回声及少量低回声混杂，

CDFI：其内可见短棒状血流信号。于 2016年 11月 15日在 CT引导下腹部包块穿刺活检术，术

后病理示：多考虑肾母细胞瘤。 

  

 

 

EP-0739 

支气管肺发育不良（BPD）X 线诊断价值 

 
吕冬梅,张英杰,李京杰,蔡源,刘佳佳 

哈尔滨市儿童医院 150010 

 

目的：探讨支气管肺发育不良（bronchopulmonary dysplasia，BPD）的 X线表现，旨在提高

对该病的认识、早期诊断及鉴别诊断能力，为临床 BPD的早期防治提供诊断依据。 

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 20例支气管肺发育不良患儿的临床及 X线表现，

20例患儿临床症状表现不一，无明显临床症状 4例，呼吸急促、咳嗽 6例，早产儿、新生儿

肺透明膜病 10例，所有患儿均拍摄床旁胸部正位片,其中 6例进行了胸部 HRCT检查. 

结果：20例 X线床旁胸片患儿，显示两肺纹理增多、模糊、紊乱，片絮状模糊影 11例，不规

则实变影 6例，两肺透光度局限性增高 12例，两肺见斑片状条索状影及多囊状透亮影 6例。6

例行 HRCT检查患儿，表现有毛玻璃样病变 3例，斑片状模糊影 2例，不规则致密片状影 12

例，条索状致密影 3例，多囊状改变 1例，肺气肿 3例。 

结论：X线胸片是诊断 BPD 的首选，HRCT对 BPD诊断有一定的特征性表现，结合病史及动态观

察，X线检查可以对 BPD先期诊断做出提示,X线诊断对 BPD 患儿的早期临床诊断治疗具有重要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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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740 

儿童骨骼朗格汉斯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 X 线诊疗分析 

 
吕冬梅,张英杰,刘爱萍,董哲,于宁 

哈尔滨市儿童医院 150010 

 

目的：分析儿童骨骼朗格汉斯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Langerhans cell histiocytosis，LCH）

X线表现，提高 X线片影像诊断 LCH的认识，有助于临床早期诊断和治疗。 

方法：收集总结我院 2010年~2015年确诊 18例朗格汉斯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的临床资料及 X

线片影像特点。男性 10例，女性 8例，男女病例 1.25:1。年龄 8个月~12岁，平均年龄 4.5

岁。本组病例中，临床表现差异较大，轻者仅表现为孤立性无痛性骨骼病变，重者则累及全身

多器官系统，同时伴发热、贫血和消瘦等表现。其中，单一系统（或器官）受累 11例

（61.11%），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多系统受累 7例(38.88%)。局部软组织肿块 12例，皮疹贫

血、伴发热 3例，外伤后偶然发现局部病灶 1例，反复发热伴局部疼痛 2例，所有病例均予病

变部位 X线平片。 

结果：单一系统（或器官）受累 11例中，病变位于颅骨 4例，位于肋骨 2例，位于颈椎 1

例，位于胸椎 1例，位于四肢骨 3例，单发病灶伴软组织肿块 5例，不伴软组织肿块 6例，多

发病例中，累及两处骨骼 4例，累及 3处及多处骨骼 3例。 

结论：儿童骨骼朗格汉斯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常累及全身骨骼，Ｘ线平片作为一项基础影像检

查，可较准确显示儿童骨骼 LCH病变范围及邻近组织病变，是临床诊断 LCH病变的重要方法之

一。 

  

 

 
EP-0741 

半球离断手术癫痫患儿的影像表现及与癫痫预后的关系 

 
刘明,季涛云,范岩,刘晓燕,王爽,刘庆祝,蔡立新,吴晔,程伟科,王文,于国静,王若凡,叶锦棠,姜玉武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00034 

 

目的：总结儿童难治性癫痫行半球离断手术的影像特征，分析影像与癫痫预后的相关关系，提

高对适应症认识和改善癫痫预后。 

方法：回顾性分析 2014年 6 月-2017年 2月我院儿童癫痫中心行半球离断手术患儿的术前评

估资料。收集资料包括人口学特征、癫痫临床表现、癫痫病因、神经影像学（MRI和 PET-CT

特征、单侧/双侧病变），术后随访采用 Engle分级。癫痫预后与影像特征的分析采用

Pearson相关分析。 

结果：（1）共 83例（男：女=55:28），癫痫平均起病年龄为 1.87岁（0~8.67岁），半球离

断手术的平均年龄为 5.02岁（0.84~14岁），癫痫的平均暴露年龄为 3.15±2.57 年。（2）

病因学/影像学：83例均有 MRI，50例有 PET-CT。其中发育性（FCD或 MCD）为 27.7%

（23/83）。进展性为 16.9% (14/83)：Rasmussen脑炎(12/83)、Sturge-Weber综合征

（2/83）。后天获得性为 55.4%（46/83）：围生期脑损伤（6/83）、脑炎(12/83)、颅内出血

（16/83）、外伤(6/83)、其他(6/83)。（3）神经影像学特征：单侧病灶为 84.1%（74/83）,

双侧病灶为 10.2%（9/83）。（4）术后平均随访 1.9年（6月~3年），Engle I级 86.7%

（72/83），Engle II级 1.2%(1/83)，Engle III级 6.8%(6/83)，Engle IV级 4.5%

（4/83）。（5）癫痫预后差与神经影像双侧病灶（r=0.49，P<0.001）有关，双侧病灶中其中

脑炎后遗 45%（5/11），颅内出血后遗 18%(2/11)和 MCD18%，外伤 9.1%（1/11）和围生期脑损

伤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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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神经影像学双侧病变，病因是脑炎后遗提示癫痫预后可能差，本研究为半球离断手术病

人的预后提供参考和指导。 

 

 

EP-0742 

儿童韧带样型纤维瘤病 1 例报道 

 
贾凤林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病例资料 患儿  男，7岁，因“腹胀 2月，纳差 1+月，便血 3+天”入本院，以腹胀起病，

逐渐加重，有腹痛，呕吐粪渣样物质，伴便血、纳差，无发热、抽搐、四肢关节疼痛等，既往

史、家族史无特殊。查体：36.8℃，P98次/分，R20次/分，BP100/66mmHg，腹部膨隆，移动

性浊音阳性，肝、脾肋下未扪及，全身浅表淋巴结未扪及肿大，心肺、神经系统（-）。血常

规：WBC 8.4×10^
9
/L，N 73.5%，HGB 122g/L，PLT 225×10^

9
/L，CRP 16.0mg/L；肝、肾功、

电解质无特殊，DIC筛查、自身抗体、风湿筛查、输血免疫全套、淀粉酶、脂肪酶、24 小时尿

蛋白、EB病毒、TORCH、寄生虫检查未见异常，结核感染 T细胞检查阴性，腹水：有核细胞计

数 60×10^
9
/L，红细胞计数：10×10^

9
/L，蛋白定性阳性，腹水涂片未见异常，腹水培养：48

小时阴性。腹部 CT示：腹腔大量积液，横结肠肠系膜、大网膜饼状增厚，小肠聚集、粘连，

部分小肠壁增厚，肝脏、胆囊、脾脏、双肾及肾上腺未见异常，腹腔内及腹膜后淋巴结未见增

大。行腹腔镜下腹腔包块切除活检：术中见腹腔大量黄色腹水，约 1400ml，肠管之间相互粘

连，大网膜、横结肠肠系膜可见团块状肿物，大小约 12cm×10cm。镜下：大网膜包块 梭性细

胞肿瘤，核分裂相几乎找不到。免疫组化染色示梭性细胞为 Vim（+）、S-100（-）、Des（-

）、SMA(+)、PCK（-）、D2-40（-）、WT-1（-）、CR（-）、β-Catenin胞浆（+）。Ki67阳

性率约为 5%。间皮细胞为 PCK（-）、D2-40（-）。病理学诊断：韧带样型纤维瘤病。 

  

 

 
EP-0743 

磁共振灌注成像及其剪影图像对发育性髋关节发育不良闭合

复位后股骨头骺缺血性坏死的预测 

 
朱珊,王植,杨建平 

天津医院 300211 

 

目的：DDH 的治疗旨在使股骨头与髋臼恢复同心圆的解剖结构，确保髋关节的稳定和髋臼及股

骨头的正常生长与发育。但是孩童时期这种生长发育可能会被保守或外科手术治疗方法所干

扰，导致股骨头骨骺缺血坏死等不良后果的发生。我们利用增强 MR观察 DDH复位后股骨头骺

影像学改变，预测股骨头骺血供改变,评估股骨头骨骺缺血坏死发生的风险。方法：23例（14

月-24月）DDH全麻下接受闭合复位手术的患侧髋关节与未接受手术治疗的对侧髋关节于术后

24小时内静脉注射钆对比剂后立即进行 MR增强扫描，测量患侧股骨头骺信号减低区面积占全

部股骨头骺面积比值，测量 MR增强剪影区面积占全部股骨头骺面积比值，评价骨骺血供情

况。于术后 1年随访病例，进行双侧髋关节 MR扫描，评价是否有股骨头骨骺缺血坏死出现。

结果：2例(15%)随访 MR出现股骨头骺缺血坏死，其术后增强 MR股骨头骺增强信号减低区面

积比值>50%;4例(31%)随访患侧股骨头骺信号较对侧减低，未出现明显股骨头骺缺血坏死，其

术后增强 MR股骨头骺增强信号减低区面积比值约 10%~50%；7例(54%)随访患侧股骨头骺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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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见明显异常，其术后增强 MR股骨头骺增强信号减低区面积比值<10%。多元 Logistic回归

分析表明，术后增强 MR股骨头骺增强信号减低区面积比值>50%在未来有较高发生股骨头骺缺

血坏死的风险(P<0.01），与患儿年龄与髋关节外展角度不相关（P = 0.02）。结论：除可以

准确地评估 DDH闭合复位后的解剖位置，增强 MR提供关于股骨头灌注的信息对于预测未来股

骨头骺缺血坏死风险具有很大价值。目前，使用 MR灌注观察 DDH闭合复位后股骨头骺临床使

用尚处于尝试阶段。然而，它对于预测评估 DDH治疗方式导致股骨头骺缺血坏死的发生风险有

很大临床意义。 

 

 
EP-0744 

儿童侵袭性肺曲霉菌病 HRCT 表现 

 
李宁,柳澄 

山东省医学影像学研究所 250021 

 

摘要 

目的 探讨儿童侵袭性肺曲霉菌病(IPA)的 HRCT表现，以提高对该病的早期诊断及鉴别诊断能

力。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2～2017 年间共 63例侵袭性肺曲霉菌病患儿的临床及影像资料，分析其

易患因素及 CT征象。依据儿童侵袭性肺部真菌感染诊治指南(2009版)将研究对象分为拟诊，

临床诊断及确诊三组。分析总结 IPA特征性的 CT表现。结果 63例患儿拟诊 32例，临床诊断

24例，确诊 7例。无免疫缺陷患儿例 42（66.7%）。IPA表现为血管侵袭性 22例，气道侵袭

性 13例，混合性 28例，初诊患者未见霉菌球病例，其中 5例在治疗随诊中出现霉菌球。气道

侵袭性以树芽征及片状磨玻璃密度灶为特征，血管侵袭性以多发实变，肿块，结节为特征。63

例患儿中仅 2例表现为单发肺段实变，余 61例均为多发，占 96.8%，35例表现为多发、多种

形态同时存在，占 55.6%。7例部分结节周围可见晕轮征，4例部分结节内可见小空洞，另有 3

例伴有间质性改变，2例伴有双侧胸水。 

结论 IPA是小儿肺曲霉菌感染的主要表现形式，双肺多发实变、肿块、结节，多种类型病变

共存是其典型特征。结节周围“晕轮征”为病变早期表现。霉菌球的出现率明显低于成人，且

为病变晚期表现。部分病例表现的肺间质性改变值得注意。 

  

 

 

EP-0745 

MRI 对中晚孕妇胎盘异常的诊断价值 

 
陈华平,郭志伟,母其文,张福洲,李均 

南充市中心医院 637000 

 

目的 探讨 MRI对中晚孕妇胎盘异常的诊断价值。方法  纳入 45例孕妇，年龄 20-42 岁，平

均年龄 26岁，孕周 20～38 周，平均孕周 33周。产前临床怀疑或超声提示胎盘异常且可行磁

共振成像（MRI）检查，采用二维快速平衡稳态采集序列（2D FIESTA）、弥散加权序列

（DWI）、三维容积内插快速扰相梯度回波序列（LAVA）或 T1加权成像（T1WI）序列行子宫的

常规横断面、矢状面及母体的冠状面扫描，将产前 MRI表现与手术结果进行对照。结果  MRI

结果显示 45例孕妇中 44例胎盘发现异常，漏诊胎盘粘连植入 1例。前置胎盘 30例，其中胎

盘低置 5例，边缘型前置胎盘 4例，部分型前置胎盘 6例，完全性前置胎盘 15例；胎盘植入

31例；胎盘剥离并血肿形成 3例，2例为胎盘后剥离，1例为胎盘后及羊膜下剥离并血肿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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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胎盘内出血 1例。超声诊断仅显示 39例胎盘异常。结论  MRI在中晚孕妇胎盘异常诊

断方面具有极高的应用价值。 

 

 

EP-0746 

轻、中度交通性脑积水对学龄期儿童大脑皮层厚度的影响 

 
严志汉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育英儿童医院 325000 

 

目的：通过运用磁共振三维快速扰相梯度回波序列及大脑皮层厚度分析软件，探讨轻中度交通

性脑积水对学龄期儿童大脑皮层厚度的影响及皮层厚度与智商的相关性。方法：本研究纳入轻

中度交通性脑积水患儿 15名为脑积水组，及根据年龄、性别、智商、家庭条件、教育水平等

相匹配的健康儿童 20名为健康对照组。使用 SPSS19.0软件对两组被试的年龄及智商进行两独

立样本 t检验，对两组被试性别构成进行卡方检验。利用 FreeSurfer软件,以年龄为协变量，

获得脑积水患者与健康对照组大脑皮层厚度有差异的区域，再将此区域以 1.3为检验阈值（p

＜0.05）进行蒙特-卡洛模拟校正，获取两组被试间大脑皮层厚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区域，

并提取出所有被试该区域皮层厚度的平均值。将皮层厚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区域皮层厚度分

别与两组被试智商测试结果作线性回归分析，分析大脑皮层厚度与智商相关性。结果：根据人

口统计学数据分析脑积水组患儿与健康对照组儿童年龄（p=0.80）、语言 IQ（p=0.47）、操

作 IQ（p=0.43）、总 IQ（p=0.42）及性别组成（p=0.73）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两侧大脑半

球均未发现脑积水组患儿皮层厚度较健康对照组儿童增加区域；左侧大脑半球存在两个脑积水

组患儿皮层厚度显著减低区域，分别为：左侧颞中回区域及左侧额中回下部区域。所得两个区

域的皮层厚度与两组被试智商的相关程度均无统计学意义。结论：轻中度交通性脑积水会导致

学龄期儿童的额叶和颞叶区域皮层厚度减低，且这种减低与智商无关。本研究提示，皮层厚度

分析方法可以在临床的智力损害出现之前早期发现脑结构的异常。 

  

 

 
EP-0747 

MELAS 综合征的 MRI 随访分析 

 
严志汉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育英儿童医院 325000 

 

[目的]随访分析线粒体脑肌病合并高乳酸血症与卒中样发作（MELAS) 综合征的动态 MRI 影像

学特征。[方法]回顾性分析 2005年 9月至 2015年 4月确诊的 MELAS综合征患者 15例, 男 9

例, 女 6例，平均 15.5岁。所有病例在急性发作期（30 d 内）均行常规 MRI检查（包括 T1WI

平扫、T2WI、FLAIR及 DWI ），14例在急性发作后（30～60 d）复查 MRI，其中 8例随访时行

磁共振波谱（MRS）检查；10例在缓解期（＞60 d）复查常规 MRI。着重分析病变的部位、信

号、范围及其动态变化。[结果]在急性发作期（30 d内），单侧大脑皮层或皮层下受累占

46.7%（7/15）， 双侧大脑皮层或皮层下同时受累占 53.3%（8/15），双侧基底节受累 4例，

脑干受累 1例。病灶在 T1WI 上呈低信号，在 T2WI上呈高信号，在 DWI上呈等或高信号。在急

性发作后（30～60 d），14 例中，64.3%(9/14)病例的部分病灶范围扩大；71.4%（10/14）病

例的部分病灶缩小，42.9%(6/14)的病例出现新的病灶。8例 MRS检查中均出现 Lac峰增高， 

2例病灶对侧脑组织出现 Lac 双峰，6例出现 NAA峰降低。在缓解期（＞60 d），40%（4/10）

的病灶出现脑萎缩，40%（4/10）的病灶出现软化灶。[结论]MELAS综合征的病灶多为大脑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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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或皮层下游走性病灶，MRS 会出现增高的 Lac峰，随着病程发展会出现脑萎缩和病灶减小，

结合临床资料，可早期提高其诊断的准确性。 

 

 

EP-0748 

3.0 T MRI 和超声对早期子宫瘢痕妊娠诊断价值的对比研究 

 
严志汉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育英儿童医院 325000 

 

目的  探讨剖宫产术后子宫瘢痕妊娠（cesarean scar pregnancy，CSP）的 MRI影像学特

点，分析其对 CSP的早期诊断价值。方法  临床拟诊 CSP并行盆腔 3.0 T MRI和超声检查的

早孕患者 81例，观察其 MRI 和超声影像学特点，计算 MRI和超声诊断瘢痕妊娠的敏感度、特

异度、准确度，绘制 ROC曲线。结果  81例患者中，经病理证实 68例为 CSP，13例为宫内

早孕。68例瘢痕妊娠，超声正确诊断 52例，诊断错误 16例；13例宫内早孕，超声正确诊断

11例，误诊 2例。其诊断瘢痕妊娠的敏感度、特异度、准确度分别为 76%（52/68）、85%

（11/13）和 78%（63/81），阳性预测值为 96%（52/54），阴性预测值为 41%（11/27）。68

例瘢痕妊娠，MRI正确诊断 64例，诊断错误 4例；13例宫内早孕，MRI正确诊断 10例，误诊

3例。其诊断瘢痕妊娠的敏感度、特异度、准确度分别为 94%（64/68）、77%（10/13）和 91%

（74/81），阳性预测值为 96%（64/67），阴性预测值为 71%（10/14）。ROC曲线分析结果，

MRI和超声检查的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 0.941（P=0.000）、0.867（P=0.000）。结

论  MRI诊断 CSP的敏感度和准确度均高于超声，MRI对于临床早期选择治疗方案可提供更多

信息。  

 

 

 

EP-0749 

足月 HIE 患儿扩散张量成像各向异性分数与新生儿神经行为

测定评分的相关性分析 

 
杜牧 

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医院 518000 

 

目的：探讨足月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HIE）患儿磁共振扩散张量成像各向异性分数（DTI-

FA值）与新生儿行为神经测定（neonatal behavioral neurological assessment, NBNA）的

相关性。 

方法：收集 61例临床确诊的足月 HIE患儿行颅脑 DTI扫描，测量内囊前肢、内囊后肢、豆状

核、胼胝体膝部、胼胝体压部、半卵圆中心的 FA值。根据临床 HIE标准进行分组，比较各组

不同部位的 FA值差异，并与 7天内的 NBNA评分进行相关性分析。 

结果：轻度 HIE组 30例、中度 HIE组 20HIE组例，重度 HIE组 11例。轻度 HIE组和中度 HIE

组内囊前肢、内囊后肢、胼胝体膝部、胼胝体压部、半卵圆中心 FA值高于重度 HIE组，轻度

HIE组内囊后肢 FA值高于中度 HIE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豆状核的 FA值在各

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轻、中、重度组之间的 NBNA评分具有显著性差异，

NBNA评分随着临床分度的加重而减低。Spearman等级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内囊后肢的 FA值和

NBNA评分的等级相关系数（rs）为 0.612，相关性要高于其他部位。 

http://cn.szdnet.org.cn/detail_38502727e7500f2647f1ac007b7dd936110a33e3b377103a1921b0a3ea255101fc1cf1fbb4666ae609d2ee0f9ee434b679d093691a2a5b5b7f3f0099f3ef8193a75997509952dbff6995f1c8684e1d6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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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足月 HIE患儿 FA值可以定量反映 HIE脑白质损伤的程度，内囊前后肢、胼胝体膝部和

压部、半卵圆中心的 FA值和 NBNA评分具相关性，以内囊后肢的 FA值和 NBNA评分相关性最

高，能给 HIE临床诊断提供客观依据。 

 

 
EP-0750 

儿童抗 N-甲基-D-天冬氨酸受体脑炎的临床及 MRI 表现 

 
王龙伦,蔡金华,郑鹤林,田露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探讨儿童抗 N-甲基-D-天冬氨酸受体（N-methyl-D-aspartate receptor, NMDAR）脑

炎的临床特征及 MRI影像特点，旨在提高对该病的早期诊断水平。 

材料和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3年 1月～2016年 6月我院收治的 48例儿童抗 NMDAR脑炎的临

床及 MRI影像资料，并对病变分布部位及受累几率采用四格表 Fisher确切概率法进行比较。 

结果  48例患儿中男 23人，女 25人，就诊年龄范围 2.2～13岁，平均 7.3岁。临床表现包

括精神行为异常 35人，语言障碍 20人，认知障碍 16人，睡眠障碍 38人，惊厥 34人，运动

障碍（不自主运动）36人，意识障碍 13人，其中首发症状者中精神行为异常为 20人，运动

障碍 1人，意识障碍 4人，惊厥 18人，其他症状各 1人。影像表现包括 48例患者均行头颅

MRI检查，其中 26例患者脑实质未见明显异常，22例患者有阳性发现，累及海马杏仁核区域

11例（其中单侧 2例），扣带回 2例，岛叶 5例，额叶 6例，顶叶 3例，基底节区 3例，小

脑 1例（表 1）。病变主要累及边缘系统，双侧对称或不对称性损害。其中以海马杏仁核区域

受累最多，受累几率与岛叶、额叶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与扣带回、顶叶、基

底节区及小脑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  儿童抗 NMDAR脑炎的临床表现不具有特征性，通常表现为一系列临床症状。尽管大多

数患儿常规颅脑 MRI检查无异常发现，但部分患儿 MRI检查发现病变主要累及海马、杏仁核及

岛叶等边缘系统脑区，结合临床表现，MRI可早期诊断抗 NMDAR脑炎。 

  

 

 
EP-0751 

基于 X 线图像的髋臼指数的 Matlab 程序设计 

 
吴松雄 

深圳大学 518000 

 

目的 

发育性髋关节发育不良（Development dysplasia of the hip,简称 DDH)是一种致残率较高的

先天性畸形疾病，因此对患病小儿的身体健康发育将产生严重影响。DDH患儿若能及时确诊，

其预后效果将会显著提升。目前影像科医生对 DDH的诊断方法之一是手动测量患儿 X光图像的

髋臼角指数（Acetabular index，简称 AI）。这种方法主观性强，不同医生的准确率及诊断

效率差异较大。为了避免医生个体经验差异造成对诊断的影响，减轻医生解读日益增多的图像

导致的负担，本研究设计一个基于 X光图像的 Matlab程序，实现对婴幼儿髋臼指数的智能化

计算，以减少医生的手动干预和个体误差，并提供更准确和可靠的髋臼指数结果,最终提高诊

断的效率及准确度。 

材料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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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基于 Matlab设计 X光图像 AI的半自动测量算法,该算法包括以下几部分：在 X线图像中

手动分割感兴趣区域和提取感兴趣区域的边缘信息，并且利用提取的边缘信息来自动计算髋臼

指数。本次研究的数据是 55例患儿 X光图像。 

结果 

以两位经验丰富的医生手动测量结果作为金标准，根据我们设计的算法所计算的左右侧 AI的

准确率分别达到 74.6%和 61.8%，而普通临床诊断报告结果准确率仅为 65.5%和 52.7%。 

结论 

可见，本文提出的算法对 AI的半自动计算结果比临床诊断结果准确率有了较大幅度提高。未

来工作将进一步实现全自动算法并提高计算准确率，使其在辅助医生对 DDH的临床诊断中发挥

重要作用。 

 

 
EP-0752 

CT 平扫对于小儿泌尿系结石微创经皮肾镜碎 

石术碎石疗效的预测价值 

 
季敏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CT平扫对于小儿泌尿系结石微创经皮肾镜碎石术碎石疗效的预测价值。方法：取 26例

手术治疗的泌尿系结石病例，男女比率约为 2.25：1  ，年龄最小为 16个月，最大为 13

岁，平均年龄为 5.2岁，超声筛查均诊断为泌尿系结石，所有病例均行 CT平扫。结果：共诊

断结石 51枚，单侧肾输尿管积水扩张 6例，双侧肾输尿管积水扩张 2例，肾实质肿胀 1例，

肾周感染 1例，迷走压迫 1例，脂肪肝 1例。分别测定结石 CT值及影像学特征，结石直径在 

0.1 ~ 2.7cm之间，呈形态不规则高密度影，其中 6例呈不均质环状高密度影；最大 CT 值为

1493Hu，最小 CT值为 60Hu，均值约 324，17Hu。手术中碎石并冲出 40枚，另 11枚直径小于

2mm小结石位于肾盏中不易冲出。将手术所得 40枚结石与 CT图像对比，40枚结石中质地疏松

者共 26枚，均碎石冲洗完全，其中 CT值小于 500Hu的 25枚，CT值大于 500Hu的 1枚，其形

态为不均质环形；质地硬者共 13枚，其 CT值均大于 500Hu，予碎石后灌注水流冲洗，仍有部

分小结石流于肾盏或输尿管内。结论：CT平扫对于小儿泌尿系结石很必要，它可对于临床微

创经皮肾镜碎石疗效提供预测性的指导，也可发现泌尿系统或腹部其他病变。 

  

 

 

EP-0753 

儿童特发性全面性癫痫患者中央执行网络静息 

态功能磁共振研究 

 
曾珍,张体江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563000 

 

 

目的：基于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成像（rs-fMRI），采用独立成分分析（ICA）方法探讨儿童特发

性全面性癫痫（IGE）中央执行网络的功能连接变化，并分析其与临床变量（病程、IQ）之间

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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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收集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2014年 01月至 2016年 09月儿科门诊及住院 IGE 患儿

24例（均由儿科副主任以上医生参照 2010年 ILAE制定的癫痫及癫痫综合征的标准进行筛

选）。同时招募 28名年龄、性别、教育程度相匹配的健康志愿者作为对照组。两组受试对象

均为右利手。IGE组所有患儿均于检查当日采用中国-韦氏儿童智力量表行智力测试（量表适

用于 6-18岁）。所有受试对象均采用美国 GE 3.0T HDxt型超导磁共振扫描仪行 T2-FLAIR、

rs-fMRI数据采集。采用组独立成分分析（GICA）提取左侧中央执行网络（lCEN）、右侧中央

执行网络（rCEN）。网络内功能连接分析：采用单样本 t-检验获取两组受试者每个网络的空

间配布图（p ＜0.05，FWE 校正，体素值 >20）。取病例组和对照组单样本 t-检验结果的并集

为 mask，并在 mask内行双样本 t-检验分析组间网络内功能连接差异（p <0.05，FDR校正，

体素值 >20）。提取功能连接改变脑区内的平均连接强度，与 IGE组病程、IQ行相关分析。

结果：病例组与对照组一般资料（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无统计学差异。网络内功能连

接：与正常对照组相比，IGE 组 CEN功能连接降低的脑区包括双侧颞中回及枕中回、左侧颞下

回；功能连接增加的脑区包括双侧顶下缘角回、双侧角回、双侧缘上回及左侧顶上回。相关性

分析发现左侧角回与言语智商呈正相关。 

结论：儿童 IGE患者中央执行网络功能连接存在异常改变，且部分功能连接异常的脑区与 IQ

之间存在相关性，可能是 IGE患儿认知功能损害的潜在病理生理机制。 

 

 

EP-0754 

儿童主动脉憩室的 CT 影像学表现 

 
曹永丽,彭芸,段晓敏,高军,刘辉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摘要】目的 回顾性分析我院 87例儿童主动脉憩室的 CT 影像学特点，以提高对本病的认

识。方法：回顾性收集 2011 年 1 月到 2017 年 5 月期间，我院 CT 诊断的儿童主动脉憩室 87

例，男 56 例，女 31 例，年龄 1 月～14 岁 1 月，平均年龄 33 月，中位年龄 19 月。呼吸道症状

55 例，反复呛奶 5 例，双上肢血压不对称 2 例。所有患者均行多层螺旋 CT 检查，45 例行超声

心动检查，食道造影 1 例，手术 26 例。 

结果：Kommerell 憩室 51 例，连接处狭窄 26 例，导管憩室 36 例。按主动脉弓及憩室位置分

为： 1 右弓伴憩室 75 例，憩室位于气管右侧 67 例（右弓右降），位于气管左侧 8 例（右弓

左降）。2 左弓伴憩室 9 例：右侧憩室 1 例（左弓右降）；左侧憩室 8 例（左弓左降）。3 双

主动脉弓一侧闭锁伴憩室 3 例。憩室直径范围 4.8-12.1mm。所有右弓患者，双弓患者及左弓右

降伴右侧憩室的患者均有不同程度气道受压推移、变窄，同时伴食道向前受压、局部含气消失

32 例。左弓左降伴憩室的患者无明显气管受压表现。所有患者中合并其他异常共 43 例，包括

心血管异常 31 例，支气管肺发育异常 5 例，骨骼异常 8 例，占位 4 例，消化道畸形 1 例，膈

疝 1 例。 

结论：儿童主动脉憩室可有多种表现，最常见于右位主动脉弓右侧 KD，合并左侧动脉导管或

导管韧带，形成血管环，可引起不同程度气管压迫症状。食道压迫表现和成人相比，症状少见

且程度较轻，CT 上易有假阴性表现。儿童主动脉憩室没有动脉瘤、动脉夹层或破裂，但易合

并其他异常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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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755 

儿童胚胎发育不良性神经上皮瘤的 MRI 诊断 

 
张晓亚,殷洁,曾宪强 

南阳市中心医院 473000 

 

【摘要】目的  探讨胚胎发育不良性神经上皮瘤(DNT)的 MRI影像特点，提高对 DNT的诊断。

方法  收集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10例 DNT患者临床资料，回顾性分析其影像学表现及临床特

点。结果  10例患者中，9例位于幕上大脑半球皮质，颞叶 3例，额叶 5例，顶叶 1例，其

中 2例累及皮质下白质。MRI 平扫中，TlWI呈低、等低混杂信号，T2Wl呈高信号，FLAIR呈稍

高信号，可见高信号“环征”，部分瘤内见分隔。3例表现为高信号“环征”，2例表现为

“三角征”，3例表现为“脑回征”，1例表现为圆形病灶。肿瘤均无明显瘤周水肿及占位效

应，增强扫描仅 l例有轻度不均匀强化。1例肿瘤位于小脑半球，表现为囊实性肿块，壁结节

较明显强化，可见瘤周水肿及占位效应。 结果 10例患者中，9例位于幕上大脑半球皮质，颞

叶 3例，额叶 5例，顶叶 1例，其中 2例累及皮质下白质。MRI平扫，9例幕上肿瘤中，T1W

呈低信号 8例，等低混杂信号 1例，T2WI呈高信号 9例。肿瘤表现为囊性或以囊性部分为

主，部分瘤内见分隔。3例周围高信号“环征”及瘤内分隔，2例表现为“三角征”，3例表

现为“脑回征”，1例表现为类圆形病灶，类似囊肿。肿瘤均无明显瘤周水肿及占位效应，增

强扫描仅 l例有轻度不均匀强化，余 6例未见强化。1例肿瘤位于小脑半球，表现为囊实性肿

块，实性部分 T1WI呈低信号、T2WI呈高信号，囊性部分 T1WI呈低信号、T2WI呈高信号。壁

结节较明显强化，囊壁轻度强化，囊性部分未见强化。可见瘤周水肿及占位效应。10例肿瘤

中均未见出血及钙化。结论  DNT的 MRI表现有一定的特征性，有助于术前正确诊断。 

 

 

 
EP-0756 

胎儿颅内静脉病变的 MRI 诊断 

 
周立霞,寇晨光,郜晓彬,卜静英,耿左军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50000 

 

目的：通过分析胎儿期脑静脉病变的 MRI影像学特征，探讨胎儿 MRI对脑静脉异常的产前诊断

价值。 

方法：回顾性分析胎儿期脑静脉病变 19例，孕妇年龄 22~39 岁，孕龄 22~38周，平均孕龄 29

周。采用 1.5T MRI行快速序列扫描，包括 SSFSE、FIESTA、DW、FIRM，观察受累静脉形态及

信号变化，判断颅内及心血管系统并发症。所有病例均进行出生后 MRI随访（15/19）或引产

后病理结果对照（4/19）。 

结果：19例胎儿脑静脉病变包括 Galen静脉动脉瘤样畸形（VGAM）9例，硬脑膜动静脉瘘 3

例，静脉窦血栓 7例。上述脑静脉异常胎儿中 13例伴有不同程度大脑大静脉扩张，脑出血 3

例，伴胼胝体发育不全 2例，伴脑皮层及白质发育不良 1例，右心增大 6例。产前 MRI诊断与

出生后 MRI随访及引产后尸解对照，诊断符合率达 100%。 

结论：胎儿 MRI对颅内静脉病变的产前诊断有重要价值，可为临床诊治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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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757 

儿童白质消融性白质脑病的 MRI 表现 

 
管红梅 

南京市儿童医院 210008 

 

目的：总结并探讨儿童白质消融性白质脑病（VWM）磁共振成像（MRI）的影像学特点及对其诊

断的重要性。方法：报告 2例经基因突变分析确诊 VWM患儿的临床表现及头颅、脊髓的 MRI影

像学表现，并复习相关文献。结果：（1）临床表现：2例分别为婴儿型、早期儿童型 VWM，首

次发病年龄 9个月和 2岁 2个月。发病前及病情加重前均有呼吸道感染史；运动、语言发育均

较同龄人落后，以运动障碍较智力障碍重为特征；（2）头颅及脊髓 MRI：1例婴儿型 VWM，头

颅 MRI表现为双侧深部及皮层下脑白质弥漫性长 T1长 T2信号,Flair为高信号，DWI为高信

号，病变累及小脑、脑干，脊髓 MRI 表现为脊髓双侧对称弥漫性长 T1 长 T2 信号，累及全脊髓,

半年后随访病变范围向周围渐进性扩展；1例早期儿童型 VWM，头颅 MRI表现为双侧深部脑白

质弥漫性长 T1长 T2信号,Flair病灶中心部分多发小囊状低信号，囊性病灶周围为高信号，

DWI为高信号，脊髓 MRI未见异常信号；（3）其他遗传性白质脑病相关酶学或生化检查均正

常。结论：以运动障碍重于智力障碍为临床特点，以双侧对称弥漫性白质长 T1长 T2病变伴白

质消融征象为 MRI表现特点，基因突变分析可最终确诊 VWM。 

 

 

EP-0758 

胎儿肺囊腺瘤样畸形的磁共振诊断价值 

 
徐祖高,马慧静,李涛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武汉儿童医院 430016 

 

目的  探讨磁共振在胎儿肺囊腺瘤样畸形（CCAM）中的诊断价值。方法 收集武汉儿童医院

2012年 6月-2017年 6月 60例产前超声诊断或怀疑为胎儿肺囊腺瘤样畸形（CCAM）的病例，

孕妇年龄 20-35岁，平均 27.8岁，孕 20-28周，平均 24.3 周。在超声诊断后 1周内进行磁共

振检查。磁共振设备为 GE Signal 1.5T及 GE Discovery MR750 3.0T，采用单次激发快速自

旋回波（SSFSE）序列及二维快速平衡稳态采集（2D-FIESTA）序列采集图像，对胎儿全身行常

规轴位扫描，然后对有病变的胸部行轴位、冠状位及矢状位重点薄层扫描。所有病例经引产或

出生后手术病理证实，将磁共振扫描图像特征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 60例胎儿中引产 12

例，尸检证实肺囊腺瘤样畸形 11例，肺囊肿 1例，出生后手术治疗 48例，经病理证实肺囊腺

瘤样畸形 43例，肺囊肿 2例，肺隔离症 2例，先天性膈疝 1例。54例确诊肺囊腺瘤样畸形病

例中男性 30例、女性 24例；均为单侧发病，左侧 26例、右侧 28例。大囊型 30例，磁共振

表现为边界清晰的多囊性长 T2信号，比正常肺组织信号高，囊内分隔呈短 T2信号，囊泡直径

≥5㎜；小囊型 24例，磁共振表现为边界清晰的实性或小囊状长 T2信号，囊泡直径＜5㎜。

其中 12例胎儿可见同侧或对侧肺组织、心脏及纵隔受压移位征象，5例胎儿可见皮肤水肿征

象。结论 磁共振对胎儿肺囊腺瘤样畸形具有较高的诊断价值，可清晰显示病变的部位、类

型、范围及病灶周围器官组织受压程度，为胎儿预后及临床治疗方案提供有效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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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759 

小儿脂肪母细胞瘤的 CT 及 MRI 表现 

 
王红,曹代荣,邢振,佘德君,熊美连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5 

 

[摘要] 目的:探讨儿童脂肪母细胞瘤的 CT、MRI影像表现特征，以提高对本病的认识。材料与

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1～2017年 11例经手术及病理证实并有完整资料的的脂肪母细胞瘤

的影像资料。9例均行 MRI 扫描检查，其中 3例行钆对比增强扫描，3例行 CT平扫+增强检

查。观察病灶的部位、大小、形态、密度、信号、强化等特征，并分析病灶与邻近组织关系。

结果：（1）11例中，男 6 例，女 5例，年龄范围约 4月～4岁，平均 1岁 11.9月。不规则分

叶状 9例，椭圆形 2例。最大直径范围约 4.5～23.0cm，平均 9.2cm。（2）11例中均可见脂

肪密度及信号影，3例 CT平扫脂肪密度值约-85～-25HU，并见结节或团块状软组织影，均未

见坏死、出血及钙化等密度影。9例 MRI平扫实性部分呈稍长 T1长 T2信号，3例行 DWI 未见

明显弥散受限。11例均见多发纤维分隔，分隔厚约 1～2.3mm，平均 1.6mm。5例行增强扫描，

4例轻度持续强化，1例明显强化，其中 3例于纤维间隔内见迂曲强化血管影。（3）局限型 7

例，弥漫型 4例。局限型均见完整纤维包膜，周围软组织呈受压推移改变。弥漫型位于深部软

组织，平均 15.1cm，呈浸润性生长，境界不清。2例腹腔巨大病灶均与小肠肠管粘连，1例侵

犯腰方肌，1例与臀中、小肌分界不清。11例病灶均未见淋巴结肿大及远处转移，邻近骨质未

见吸收破坏。结论：儿童脂肪母细胞瘤影像表现具有一定的特异性，MRI检查具有很好的软组

织分辨率，可很好显示病灶影像特征及与邻近组织关系。CT检查可显示病灶内脂肪、有无钙

化及周围骨质情况，MR成像并结合 CT扫描检查能更准确地诊断小儿脂肪母细胞瘤，为临床治

疗方案的选择、预后提供重要依据。 

  

 

 

EP-0760 

基于中华 05 计分法西安地区 3～11 岁 

汉族女童骨龄图谱的研究 

 
王小飞

1,2
,强永乾

2
,张增俊

1
 

1.西安市儿童医院 

2.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国际公认的骨龄评价方法是计分法和图谱法，两者结合使用可提高骨龄评估的准确性。

目前我国最新的手腕部骨龄标准中华-05只有计分法，没有图谱法。本研究基于中华 05 计分

法制定出西安地区 3～11岁汉族女性儿童的骨龄图谱，以弥补计分法的不足，并通过分析该图

谱与 G-P图谱、顾氏图谱的差异，了解现阶段西安地区汉族女性儿童的生长发育特点。方法：

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选取 2013～2016年西安地区 3～11岁身体健康的汉族女性儿童手腕部数

字化 X线片 6740例，有效样本量为 800例，以整数和半岁分组，制作出相应的基于中华 05计

分法的骨龄图谱，并与 G-P图谱和顾氏图谱相同骨龄的标准片进行对比分析。结果：制作出基

于中华 05计分法的西安地区 3～11岁汉族女童骨龄图谱标准片，并详细解释了每张标准片的

手腕骨发育特征。发现尺骨骨化中心和拇指内收肌籽骨出现的时间分别为 7.0岁和 10.5 岁，

中节指骨Ⅲ骨骺与干骺端等宽的时间为 9.0岁。结论：（1）制定出基于中华 05计分法的西安

地区 3～11岁汉族女童骨龄标准图谱。（2）本研究图谱中女性儿童青春期生长开始突增的时

间稍落后于 G-P图谱；拇指内收肌籽骨出现的时间提前于 G-P图谱。说明现阶段西安地区的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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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儿童进入青春突增期后，骨发育速度要快于美国女性儿童。（3）本研究图谱中女性儿童几

乎所有的骨化中心成熟度水平均高于顾氏图谱，表明现阶段西安地区的女性儿童随着生活水平

的改善，骨发育呈长期加速的趋势。（4）由于遗传学和环境因素的影响，骨龄标准在不同时

期，不同区域是有变化的，与之相配的骨龄图谱也应该根据实际情况而制定，本研究制作的骨

龄图谱经统计学检验，适合于西安地区的 3～11岁女性儿童，对本地区临床医生评价儿童生长

发育状况、辅助疾病诊断和治疗有一定的帮助。 

 

 

EP-0761 

PHILIPS _Balance 序列在配合欠佳小儿 MRI 检查中 

的应用价值 

 
伏川,李学胜,李军,王海平,覃顺龙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探讨 Balance序列在配合欠佳小儿 MRI检查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目前 MRI检查技术是小儿疾病诊断的优先选择方法，但局限于 MRI技术检查的特性。配

合欠佳小儿成功率很低。B_TFE序列由于有很短的 TR，TE和较大的激发角，成像速度快。比

较分析来我院 1岁以下做检查的小儿病例，采用 PHILIPS Achiva1.5T机器成像。用 B_TFE 序

列取代部分常规序列，一般采用用 B_TFE序列取代常规序列的冠状位（COR）或者矢状位

（SAG）,大幅度缩短检查时间，比较分析配合欠佳小儿中采用的常规序列与 B_TFE序列的图像

信噪比（SNR），成功率和诊断的准确性。由两个诊断医生盲法分析图像质量和对诊断评价，

对病变的显示诊断准确性。成功率用 3个月内同一段时间其余 4位老师病例数做统计学比较。 

结果：诊断医师结论常规序列和 B_FEE序列图像性噪比和对诊断的影响无差异。B_TFE序列在

配合欠佳小儿中的应用可以大幅度提高检查成功率，图像信噪比不降反升，不影响诊断的准确

性。统计学成功率 P<0.03，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用 B_TFE序列取代部分常规序列可以提高配合欠佳小儿的成功率，对疾病的诊断准确性

没有影响。但由于 MRI成像特性，还有很多不足，还不能完全自由不镇静下成像检查。需要进

一步研究新的序列和更高级别成像技术。 

  

 

 
EP-0762 

新生儿胎儿型肝母细胞瘤的 CT 表现与临床病理分析 

 
何四平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7 

 

【摘要】 目的 探讨新生儿胎儿型肝母细胞瘤的 CT表现与临床病理学特征。方法  回顾性分

析 2012年 7月至 2017年 7月 8例经手术病理证实的新生儿胎儿型肝母细胞瘤的临床、CT检

查及组织病理学资料。男 3例、女 5例；年龄 1～26天，中位年龄 10天，所有患儿 AFP均明

显升高（＞3000ng/ml）。全部患儿均采用飞利浦 64排螺旋 CT机行肝脏 CT平扫及增强检查，

增强检查分别行动脉期、门脉期及延迟期扫描。由两名经验丰富的放射科医师分别对 CT 检查

资料进行特征分析。6例行手术切除，2例行穿刺活检，所有病理标本均行 HE染色及免疫组织

化学染色。结果  5例位于肝右叶，2例肝左叶，1例同时累及肝左右叶，病灶大小 2.8c～

10.3cm。CT平扫病灶呈类圆形，密度欠均匀，内见片状低密度灶，1例可见点片状钙化灶。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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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检查动脉期 8例病灶边缘均呈结节状、条片状明显强化，其中 5例呈血管样强化，中央坏死

区无强化；门脉期病灶强化明显，延迟期强化减低，但强化程度均明显高于邻近正常肝组织，

1例可见肝动静脉瘘，所有病例均未见肝内及远处转移。病理示该肿瘤细胞较正常肝细胞小，

核位于中央，圆形，染色质细腻，胞膜清，细胞呈束状、小梁状或片状排列，瘤体内可见多灶

髓外造血灶，间质血窦丰富，常伴有毛细血管瘤样增生、出血坏死等。免疫组织化学细胞 Ki-

67、CK、Glypican、CD34、AFP、Vim（+）支持诊断。结论  新生儿胎儿型肝母细胞瘤 CT表

现具有一定特征性，认识其病理学特点，结合临床及 AFP检查能提高术前诊断率。 

  

 

 

EP-0763 

心上型完全性肺静脉异位引流一例报告 

 
陈华,黄明霞,张增俊 

西安市儿童医院 710003 

 

目的：分析心上型完全性肺静脉异位引流的影像学特点，提高对该病的诊断并为临床手术方式

的选择提供更精准的参考信息。方法：报告一例经我院手术证实的心上型完全性肺静脉异位引

流的患儿，探讨其影像学的特点。结果：患儿，男性，6月，以“反复呼吸道感染、气喘、气

促、哭闹剧烈时口唇青紫”就诊。查体：于胸骨左缘第 2-3肋间可闻及收缩期杂音，P2 增

强，A2减弱。心电图：电轴轻度右偏，不完全性右束传导阻滞。影像学表现：（1）X线表

现：肺动脉膨隆，肺血增多，上纵隔影增宽，与心脏影形成“8”字型。（2）MSCT表现：双

侧肺静脉在左心房后汇合成肺静脉共干，经垂直静脉汇入左侧无名静脉，再经上腔静脉至右心

房。（3）超声心动图表现：房间隔缺损，右房、右室增大，主肺动脉增宽。左心房后可见共

同肺静脉腔，左锁骨上窝显示增粗的垂直静脉与左侧无名静脉相通。手术结果：心上型完全性

肺静脉异位引流。结论：心上型完全性肺静脉异位引流的患儿常早早出现肺静脉回流异常，肺

淤血，肺血流量增多，导致肺水肿，继发肺动脉高压，因此对该病患儿因及早诊断并进行手术

治疗。影像上心脏 X线片上肺充血及典型的“8”字征可初步怀疑本病，结合 MSCT多种重建方

式，可直观的显示肺静脉异位引流的具体位置，超声心动图可明确血流动力学的改变。熟悉并

掌握心上型完全性肺静脉异位引流的影像学表现，为临床及早进行有效的治疗提供可观的影像

学诊断依据。 

 

 

EP-0764 

婴儿型纤维肉瘤影像表现及临床病理分析 

 
李华梅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7 

 

目的 探讨及分析婴儿型纤维肉瘤(Infantile fibrosarcoma，IFS)的影像、临床特点及误诊原

因，以提高对 IFS的认识及准确诊断。  

方法 回顾性分析自 2013年 12月至 2017年 6月起初被误诊后经本院病理证实 6例 IFS患儿的

影像表现及临床资料，并复习相关文献。   

结果 6例患儿临床均以发现包块而就诊，均为单发，2例邻近皮肤发红，1例并发溃疡，年龄

范围为 22天-3岁 7月，5例小于 1岁，其中男 4例，女 2例，5例位于躯干，顶部 1例，其

中 3例位于皮下，1例位于腹部肌层并向腹腔内生长，1例位于腋下肌层深部，1例位于顶骨

并向颅内外生长。影像学表现为圆形或椭圆形，大部分肿块较巨大，X线表现类圆形稍高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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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组织肿块，无明显钙化；CT平扫以稍低密度为主，3例可见出血灶，5例可见液化坏死区，

增强扫描实性部分动脉期不均匀明显强化，静脉期仍持续不均匀明显强化，较动脉期均匀；超

声表现为不均质混合回声肿块，以低回声为主，边界不清；彩色多普勒可见点条状血彩。病理

表现为梭形细胞呈编织状或/及鲱鱼骨样排列，免疫组化 Vim均为阳性，CD34、CD31大部分阳

性。   

结论 IFS临床儿童比较罕见，具有一定的影像及临床病理特征，亦与婴儿期最常见的血管瘤、

婴儿纤维瘤病等纤维母细胞/肌纤维母细胞疾病影像、病理具有相似之处，是易误诊的原因之

一；完善 MRI检查及加强临床医生对 IFS相关知识的了解，综合分析临床资料，以提高诊断

率。 

 

 
EP-0765 

Values of Proton magnetic resonance spectroscopy in 

the early prediction of nervous system development 

lag  in preterm infants 

 
liu xuming 

Department of Radiology，Wenzhou People’s Hospital，Wenzhou 325000，P．R．China 325000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metabolites in brain and development 

quotient in preterm infants thus provide a important informations for the early 

diagnosis and prediction of nervous system development delayed in the preterm 

infants. 

Methods A total of 45 cases of preterm infants and 30 cases of full-term infants 

were selected from our hospital according to the inclusion criteria, and assigned 

into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The infants were given magnetic 

resonance scan with 1HMRS sequence within 1 week of birth to detect the metabolite 

in brain. And the NAA/Cr, Cho/Cr, Lac/Cr, Glx/Cr and MI/Cr were calculated by 

computer. The two groups of infants were given Gesell examination at postnatal 40-

52 weeks. The value of development quotient and its five functional areas were 

obtained. An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metabolites and development quotient of 

preterm group was analyzed. 

Results There were 45 case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ith an average gestational 

age of 33.1±0.7 weeks, and an average birth weight of 2.3±0.21 kg; There were 30 

case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ith an average gestational age of 38.8±0.8 

weeks, and an average birth weight of 3.3±0.25 kg. Metabolites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NAA/Cr（1.19±0.09）、Cho/Cr（1.89±0.12）、

mI/Cr(0.80±0.09）、Lac/Cr（0.13±0.04）、Glx/Cr（0.40±0.07; Metabolites of the 

control group: NAA/Cr（1.33±0.09）、Cho/Cr（1.75±0.11）、MI/Cr(0.78±0.08）、

Lac/Cr（0.08±0.04）、Glx/Cr（0.22±0.06）;NAA/Cr was lower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t＝-6.202, P<0.001); Cho/Cr, Lac/Cr and Glx/Cr were higher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t values were 5.237, 5.335 and 10.577; P values were <0.001). Development 

quotient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DQ（91.2±16.3），AB（91.4±13.6）、GM（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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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FM（92.4±14.4）、L（99.5±18.6）、SB（90.3±15.3）);Development quotient 

of the control group: DQ（105.4±12.3），AB（105.3±8.7）、GM（95.1±8.6）、FM

（104.9±8.9）、L（L116.3±13.9）、SB（105.7±11.1）;Development quotient and each 

functional area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t values were -5.698, -5.393, -

4.619, -4.610, -4.216 and -5.069, P values all were <0.001).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DQ=10.77+77.88×NAA/Cr -95.29×Lac/Cr,it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F=15.11,P<0.001),Decision coefficient was 0.418, Standardized 

regression coefficient of NAA was 0.54, and that of Lac was -0.29. 

Conclusions There was correlation between metabolic materials (NAA and Lac) in the 

early 1HMRS of preterm infants and premature Gesell developmental quotient. And 

the changes of NAA and Lac can early predict that potential nervous system 

development lag behind of preterm infants. 

  

 

 
EP-0766 

MRI 对婴儿蒙被综合征脑损伤的诊断价值 

 
白光辉,杜美美,张弦,严志汉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325027 

 

 目的 探讨头颅 MRI检查对婴儿蒙被综合征脑损伤的诊断价值。方法 收集临床诊断为蒙被综

合征的患儿 12例, 回顾性分析患儿头颅 MRI影像资料。 结果 所有患儿均有不同程度的脑损

害，其中脑水肿 12例，脑实质内异常信号 10例，颅内出血 4例，脑实质损害以顶枕叶脑白质

多见，累及皮层者多表现为脑皮层弯曲条状异常信号，严重患者可累及基底节丘脑区。随访后

复查 MRI表现脑萎缩、脑软化、脑发育不良 7例，蛛网膜下腔增宽 1例。结论  蒙被综合征

脑损伤主要表现为缺氧缺血性脑损害，头颅 MRI能对脑损伤的严重程度做出评价，为临床治疗

及判断预后提供重要依据，应作为婴儿蒙被综合征患儿的常规检查手段加以推广。 

 

 

EP-0767 

小儿罕见阴囊绦虫病一例 

 
白光辉,杜美美,严志汉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325027 

 

患儿，男，5月，因“发现左侧阴囊壁肿块 3月”入院，患儿家属 3月前发现其左阴囊壁一米

粒大小肿块，且肿块逐渐增大。查体：左阴囊壁肿块 5×5mm 大小，无触痛，质中。超声检

查：左侧阴囊壁低回声团，大小约 19×9mm，边界尚清，内部回声不均匀，并见多发高回声

团，最大者大小约 5×2mm，CDFI可显示内部血流信号。CT检查：左侧睾丸前方约 12×9mm 结

节灶，呈高低混杂密度，并见点状致密影，增强可见明显强化。行左侧阴囊壁肿块切除术+左

侧鞘膜切除术，术中见左阴囊肿块不与睾丸相连，约 15×3mm 大小，扁平状，质硬，边界欠

清，其中见一银白色丝状物，长约 30mm左右。病理：组织中见大量增生上皮样细胞核纤维组

织，局部大量嗜酸性粒细胞聚集，中央可见绦虫虫体，诊断：左阴囊寄生虫性肉芽肿性结节。 

讨论  绦虫病是人体常见的寄生虫病，我国以猪带绦虫最为常见，人可作为猪带绦虫的终宿

主或中间宿主。其成虫寄生于人体肠道，其虫卵及妊娠节片随粪便排出，在猪体内发育成囊尾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946 

 

蚴。人误食生的或未煮熟的含囊尾蚴的猪肉后，囊尾蚴在人体肠道内发育成成虫，引起肠绦虫

病。当人误食虫卵或孕节后，也可在人体发育成囊尾蚴，主要寄生于人体肌肉及皮下，也可寄

生于脑、眼等重要器官内，引起囊尾蚴病，但囊尾蚴不能继续发育成成虫。成虫寄生于肠道外

组织内罕见，国内有文献报告大腿皮下、甲状腺组织、乳腺组织及胆囊内成虫寄生的病例，其

发生机理尚不明确。本例为绦虫成虫寄生于阴囊皮下，且发生于 5月婴儿，非常罕见，临床上

无特征性表现，影像上其表现为皮下软组织肿块，血供丰富，内可见钙化。 

  

 

 
EP-0768 

儿童毛母质瘤的临床及 CT 表现 

 
王永姣,马慧静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武汉儿童医院 430016 

 

【摘要】目的：毛母质瘤是一种皮肤附属器官的良性肿瘤，好发于青少年，因临床表现多样而

易误诊。本文旨在探讨儿童钙化上皮瘤的临床表现及 CT特点，以提高临床对本病的认

识。  方法：回顾性分析 2015年 1月至今在本院就诊的 35例患儿病历资料，所有患儿均经

手术病理证实为毛母质瘤，其中有 5例伴有感染，1例为恶性毛母质瘤，1例部分细胞增生活

跃。其中男 19例，女 16例，年龄为 8个月~14岁，小于 1岁者 7例，大于 10岁者 3

例。  结果：1）临床表现：皮下逐渐增大的质硬或韧结节，部分患儿伴有轻触痛，直径约

3mm-27mm，皮肤表现为正常肤色、红色或青紫色。本组资料中 31例患儿单发，3例为多发，1

例复发，该复发患儿后经病理诊断为恶性毛母质瘤。所有病灶均发生于头颈部，其中位于头部

者 12例，眉弓 6例，眼睑 4例，面颊部 8例，颈部 5例。2）CT表现：表现为皮下边界清晰

的类圆形软组织密度包块者 6例，伴有点状钙化者 18例；表现为均匀致密钙化影者 6 例；囊

性密度影者 5例。35例患儿中有 32例进行了 CT增强检查，其中 16例未见强化，9例轻度强

化，5例明显强化，2例环形强化。  结论：钙化上皮瘤在儿童中偏向于低龄患儿，好发于头

颈部。在 CT上表现多样，以软组织肿块伴点状钙化常见，亦可表现为均匀钙化或囊性密度

灶，增强扫描多不强化，少数轻度或明显强化。结合临床利用影像学手段可提高诊断率。 

  

 

 
EP-0769 

Imaging Findings of Extrarenal Rhabdoid Tumours of 

The Neck and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wang tingting,Li Wenhua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Xinhua Hospital affiliated to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20000 

 

Background  

Extrarenal malignant rhabdoid tumor (EMRT) is a rare, aggressive pediatric 

malignancy with a historically poor outcome and are now recognized as a specific 

entity in oncological pathology practice. 

Case pres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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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present computed tomography (CT) an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findings 

of an extrarenal rhabdoid tumour of the neck in a two-year boy 

with histopathologic correlation.The imaging revealed an extensive and ill-

defined soft-tissue mass, with striking heterogeneous enhancement and metastases 

to the CNS on recurrence. 

Conclusions  

Extrarenal rhabdoid tumour(ERRT) is a rare, aggressive soft tissue tumour in 

infancy or childhood with a poor prognosis. Metastases at time of diagnosis and 

high incidence of tumor relapse are common. This tumour should be included in the 

routine differential diagnosis concerning a lage aggressive soft-tissue mass in 

infancy, regardless of the various locations. 

  

 

 

EP-0770 

儿童胸廓畸形的影像诊断思路 

 
何玲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 

通过观察儿童胸廓畸形患儿的胸骨、肋骨、脊柱以及心脏形态及肺部病变，探讨影像学对胸廓

畸形的诊断价值。 

方法： 

收集儿童漏斗胸、鸡胸、肋骨畸形、胸骨裂、Poland综合征的胸部螺旋 CT三维重建检查，测

量漏斗胸患儿的胸廓凹陷程度 Haller指数（胸廓最凹平面上，胸廓最大横径与胸骨后缘至同

水平线胸椎椎体前缘的距离之比），心脏旋转角度(胸椎体前缘至心尖连线与胸矢状线的夹

角)，并在薄层肺窗上观察小气道病变,并探讨它们之间的关系。 

结果： 

漏斗胸显示了不同程度的胸骨凹陷，平均 Haller指数为(3.96±1.29)，平均心脏旋转角为

(61.96°±9.20°)。以 Haller指数为标准分为轻、中、重度，轻度 45例 2.86±0.31

（Haller指数<3.2)、中度 17例 3.36±0.10(Haller 指数 3.2—3.5)、重度 107例

4.61±1.27(Haller 指数>3.5)，三者间有显著的差异性（P＜ 0.05）。心脏旋转角分别为

55．52°±8.76、57.38°±5.03 和 65.93°±7.67，三者间有显著的差异性（F= 34.9 P＜

0.05）。178例中有 60例患儿有小气道改变，轻、中、重度中分别有 12例、5例、43 例。发

生于左肺下叶的有 53例，轻、中、重度分别有 11例、4 例、38例，中、重度间有显著的差异

性，（ P＜0.05）。随着胸骨凹陷程度的增加，心脏旋转角度也增大，左肺下叶小气道病变也

随之增加。 

鸡胸、肋骨畸形、胸骨裂、Poland综合征也有特征的影像表现。 

结论： 

多排螺旋 CT可准确显示漏斗胸、鸡胸、肋骨畸形、胸骨裂、Poland综合征的胸骨畸形程度、

心脏受压旋转及肺部病变。多排螺旋 CT可早期诊断轻度漏斗胸引起的小气道改变，随着胸廓

凹陷程度的加重，心脏旋转角及左肺下叶小气道病变也随之增加，三者间存在正相关。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948 

 

EP-0771 

儿童丘脑基底节区肿瘤的临床及影像学特征 

 
梅鑫,郑慧,李玉华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00092 

 

 

目的：探讨儿童丘脑基底节区肿瘤的临床及影像学特征，旨在提高术前诊断水平。方法：回顾

性分析 2012-2016年经本院手术及临床确诊的 48例儿童丘脑基底节区肿瘤的临床资料（性

别、年龄、主要临床症状、肿瘤指标）、影像学表现。结果：48例中，星形细胞肿瘤 23例

（毛细胞型星形细胞瘤 15例、间变型星形细胞瘤 6例、弥漫性星形细胞瘤 1例、胶质母细胞

瘤 1例），平均年龄为（6.4±1.7）岁；生殖细胞瘤 15例，仅 1例为女性，平均年龄为

（11.2±2.1）岁，其中 5例伴有β-HCG(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轻度升高，8例临床表现为性

早熟；其他类型肿瘤，胚胎性肿瘤 6例，节细胞胶质瘤 2例，室管膜瘤 2例。临床表现以肢体

运动功能下降及颅高压升高为主，生殖细胞瘤患者可表现为性早熟、智力下降。结论：儿童丘

脑基底节区肿瘤临床上相对少见，病理类型多样，以毛细胞型星形细胞瘤、生殖细胞肿瘤多

见，影像学表现具有特征性，少数不典型者结合临床资料可以正确诊断。 

 

 
EP-0772 

健康儿童前颅底骨化年龄的 CT 研究 

 
祁昕,刘俊刚 

天津市儿童医院 300074 

 

目的 探讨儿童前颅底在影像上的骨化规律及完全骨化的初始年龄。材料与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年 2月至 2016年 3月间于天津市儿童医院行螺旋 CT 检查的患儿的临床及影像学资料，

在 PHILIPS工作站对 CT轴位原始数据分别进行矢状和冠状重建。2名高年资影像科医师分别

对重建图像进行径线测量，测量指标包括前颅底的长度、宽度，未骨化区的长度、宽度以及未

骨化率。采用散点图观察儿童前颅底骨化年龄的变化规律。结果 患儿 204例，年龄范围 0-16

岁，均无明确外伤史、颅内疾病及骨代谢性疾病。散点图显示前颅底长度、宽度和年龄均呈明

显正相关，在完全骨化前呈线性增长趋势，而未骨化区域的长度、宽度以及未骨化率与年龄均

呈明显负相关。前颅底未骨化区在出生后 6个月内迅速骨化：出生后 1个月时，平均未骨化率

为 58%，至出生后 6个月时，平均未骨化率已降至 15%。出生后 5个月时，所有儿童的前颅底

至少达到 50%骨化；1岁 4个月时，所有儿童的前颅底至少达到 80%骨化；在 3岁 9个月时，

所有儿童前颅底完全骨化。结论 儿童前颅底骨化年龄具有一定规律可循，3岁 9个月可能是

CT影像上前颅底完全骨化的初始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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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773 

儿童小肠炎性肌纤维母细胞瘤继发肠套叠的临床-影像-病理

分析 

 
赵仁平,黄穗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武汉儿童医院（武汉市妇幼保健院）影像中心 430016 

 

目的 探讨儿童小肠炎性肌纤维母细胞瘤继发肠套叠的临床、影像与病理特征，并研究其空气

灌肠整复方法，提高对本病的认识。方法 结合文献回顾分析我院 2011年 1月-2016年 5月

收治的 3例经病理检查确诊为小肠炎性肌纤维母细胞瘤继发肠套叠的患儿资料，3例患儿各行

2-3次急诊肠套叠空气灌肠诊断与复位术，待肠套叠再次复发行 CT检查确诊，最后实施外科

手术手法整复肠套叠并小肠部分切除。结果 3例患儿术后病理确诊为小肠炎性肌纤维母细胞

瘤，手术切除肿瘤完整。共行 8次肠套叠空气灌肠诊断与复位术，透视下肠管“杯口征”内见

套头影确诊为肠套叠，并复位成功；肠套叠再次复发时 CT平扫示腹部“同心圆征”内见等密

度肿块影，增强扫描示肿块明显强化；光镜下表现为肌纤维母细胞及大量炎性细胞增生，免疫

组化肌源蛋白表达阳性。结论 儿童肠套叠反复发生要警惕小肠炎性肌纤维母细胞瘤的存在，

应及时进一步确诊及手术治疗。 

  

 

 
EP-0774 

结节性硬化神经影像学 

 
乔中伟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结节性硬化发病率在 1/6,000-1/10,000，是神经皮肤综合症的一种，结节性硬化综合症强调

多系统受累，病变表现为良性、非侵袭性病灶-错构瘤，可累及人的多器官，包括皮肤、脑、

视网膜、心脏、肾脏、肺、肝脏、皮肤脱色斑、视网膜脱色斑、脑皮质结节、心脏横纹肌瘤、

肾脏血管平滑肌脂肪瘤等。临床主要表现包括抽搐、认知和行为障碍、皮肤异常等。½患者认

知和行为障碍；¼患者抽搐而无智力障碍；¼患者无神经症状，皮肤和内脏异常。临床预后：中

枢神经系统肿瘤是 20岁之前死亡的主要原因；肾脏疾病是 20岁之后死亡的主要原因。基因异

常包括 TSC1 (encoding hamartin) (OMIM # 605284) 和 TSC2 (encoding tuberin) (OMIM # 

191092)；家族性病例中，TSC1 和 TSC2 基因各占 1/2；散发病例中，TSC2 突变是 TSC1 的 5

倍 (Dabora et al. 2001)。经典的 TSC临床包括“三联征”-脑发育迟缓、癫痫、皮质腺瘤；

但仅仅占 30%患者。60-90%患者临床有癫痫症状， 9–14 years 占 96%。儿童癫痫表现为进展

性、药物难治性。颅内病灶类型包括皮层结节、脑室旁（室管膜下）结节、室管膜下巨细胞星

形细胞瘤、白质异常、实质囊肿、血管病变等。尽管脑内多个结节灶，导致癫痫的也可能是多

灶性，但癫痫外科手术仍是需要选择的治疗方法，特别是发现单一结节灶作为主要致痫灶。神

经影像学特别是多模态影像诊断对确定致痫灶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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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775 

4 例儿童显微镜下多血管炎肺部 CT 影像分析 

 
宋洋 

天津市儿童医院 300074 

 

目的 分析儿童显微镜下多血管炎肺部 CT影像特点。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0年至 2016 年

肾内科 4例部分经病理确诊的显微镜下多血管炎患儿的临床及影像资料，其中女孩 3例、男孩

1例；年龄 3~13岁，中位年龄 11岁。4例患儿均行胸部 CT平扫检查，由 1位初级及 1位中

级以上影像科医师共同进行图像分析。结果 4例病例中，间质性改变 3例，可见双肺弥漫性

间质水肿，可见胸膜下线影以及多发小气肿。病变肺野内部分支气管管壁增厚。1例可见明显

小叶间隔增厚，间质网格样改变。1例治疗后复查可见右肺下叶大片状实变影。3例伴有双侧

胸腔积液，2例盆腔亦有积液，1例还可见心包积液。1例患儿肺部仅见双肺纹理增重表现。

其双侧胸腔积液较多，盆腔亦有积液。结论 MPA肺部受累 CT影像学表现无明显特异性，为非

特异性肺小血管出血征象。明确诊断需结合临床及实验室检查。 

 

 
EP-0776 

Prenatal cardiac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of right 

aortic arch with mirror image branching and 

retroesophageal left ductus arteriosus 

 
Dong Suzhen,Zhu Ming 

Shanghai Children’s Medical Center，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00217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utility of fetal cardiac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to diagnose right aortic arch with mirror image branching and 

retroesophageal left ductus arteriosus (RLDA). 

Methods: This retrospective study included six fetuses with right aortic arch with 
mirror image branching and RLDA. The six fetal cases were examined using 1.5T MR 

unit. The steady-state free precession (SSFP) sequence and single-shot turbo spin 

echo (SSTSE) sequence 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 fetal great vessels and air way. 

The gestational age of six fetuses ranged from 23 to 35 weeks (mean, 26.7 weeks). 

All six cases were performed postnatal enhanced cardiac CT scan to evaluate the 

air way. 

Results: The six fetal cases with mirror image right aortic arch and RLDA were 
correctly diagnosed by fetal cardiac MRI in four cases. All six fetuses were not 

associated with other congenital heart defect. In three of six cases, the 

diagnoses established using prenatal echocardiography (echo) were correct when 

compared with postnatal diagnosis. All the ductus arteriosus were closed after 

birth. 

Conclusions: Fetal cardiac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was a useful modality for 
evaluating fetal right aortic arch with mirror-image and RL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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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777 

儿童颞骨朗格汉斯组织细胞增生症与神经母细胞瘤转移影像

鉴别价值研究 

 
郑慧,汪登斌,李玉华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00092 

 

目的：分析儿童颞骨朗格汉斯组织细胞增生症与神经母细胞瘤转移的发生部位及影像学表现，

探讨影像学检查在二者鉴别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材料与方法：回顾性分析经手术病理证实的儿童颞骨朗格汉斯组织细胞增生症及神经母细胞瘤

转移的临床及影像学资料，按照病变中心位置评估病变部位（乳突、鳞部、岩部），在 CT及

MR图像上评估病变影像学表现。 

结果：共纳入 21例朗格汉斯组织细胞增生症患儿，7例双侧发病，共累及 28侧耳。乳突是最

常见的累及部位（23例，82%），其次为鳞部和岩部。3 例患儿表现为对称性弥漫性颞骨骨质

破坏。CT颞骨朗格汉斯组织细胞增生症表现为颞骨较为完全的骨质破坏伴软组织肿块，边界

清晰锐利，软组织肿块表现为略高密度，无钙化。除 1例有 T1W高信号外，其余 MR均表现为

T1W等低信号，T2W等高信号，增强后明显均匀强化，DWI呈等信号。 

共纳入神经母细胞瘤转移 7例，5例位于颞骨眶突移行处，2例位于颞骨鳞部。CT表现为边界

欠清楚的骨质破坏伴放射状骨膜反应，软组织肿块表现为密度较均匀的略高密度，颅板骨质破

坏不彻底，骨质连续。MR表现为 T1W等、T2W等信号，增强后明显强化，强化欠均匀，可见

垂直于颅骨的条状无强化影，DWI呈等高信号。 

结论：儿童颞骨朗格汉斯组织细胞增生症多累及颞骨乳突部，表现为较为彻底的骨质破坏。神

经母细胞瘤转移多位于颞骨眶突移行处及鳞部，表现为不彻底的骨质破坏伴垂直于颅骨的骨膜

反应。影像学检查对于鉴别二者有重要价值。 

  

 

 
EP-0778 

0-7 岁儿童肾脏表观弥散系数与年龄相关性探讨 

 
林飞飞

1
,干芸根

1
,孙龙伟

1
,周洋洋

1
,曾伟彬

1
, 

2.深圳市儿童医院 

 

目的：探讨 MR DWI获得的儿童正常肾脏 ADC值与年龄的关系，是否具有相关性； 

材料和方法: 用 Siemens MAGNETOM Skyra 3.0T磁共振成像仪，对 64例儿童行肾脏 MRI 扫

描。男例 41，女 23例，年龄 11天～7岁，中位年龄 4岁，扫描使用腹部相控阵表面线圈。受

检者检查前均口服 10%的水合氯醛镇静，用量 0.5ml/kg，于睡眠状态仰卧在检查床上,使用呼

吸门控监测呼吸，行上腹部磁共振轴位常规 T1WI、T2WI、MRU及 DWI扫描,范围包括双侧肾脏长

径。DWI检查采用单次激发的 SE-EPI序列，并使用呼吸门控，b值为 50, 700 s /mm
2
。在 ADC

图上测量受检者肾实质 ADC 值。每位受检者选择 3个平面，分别是肾上极（据肾上缘 4-

6mm）、肾门和肾下极（据肾下缘 4-6mm）平面，每个平面由两名资深放射科医生共同划定 2

处 ROI，平均大小约 25mm
2
，测量整个肾实质 ADC值的方法，其平均值为最终 ADC值。分析肾

脏 ADC值与年龄的相关性（Pearsons积差相关系数），P<0.05 被认为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发现 ADC值随着儿童年龄的增加而增加，肾脏 ADC 值与年龄之间存在较好的正相关性； 

结论：肾脏的 ADC值在儿童时期有明显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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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779 

儿童右颞区颅骨骨筋膜炎 1 例 

 
李蕊 

天津市儿童医院 300074 

 

目的：报道儿童右颞区颅骨骨筋膜炎 1例 

方法：回顾性分析病例。患儿，女，18月，主因头部摔伤 2周入院。急诊行头 CT检查：右颞

部硬膜外血肿，右颞、顶部头皮及右眶周软组织肿胀。查体：患儿神志清，反应可，于右颞、

顶部及右眼眶周围触及硬质肿物，约 4cm×3cm 大小，无明显触痛。头部 MRI平扫示：右侧额

颞顶部头皮软组织肿胀。MRI 增强示右侧额颞顶部头皮软组织肿胀，呈包块样改变，明显不均

匀强化，其内可见不规则无强化区，相邻颅骨板障部分结构明显欠清晰，并可见右颞部颅骨板

障异常强化。诊断为右颞部皮下肿物，遂手术探查。 

结果：术中所见肿物位于骨膜下，无完整包膜，形状不规则，质韧，白色，与周围组织界限不

清，相邻骨质粗糙，骨皮质破坏明显。病理报告：颅骨筋膜炎。免疫组化：SMA（+）CD68

（+）LCA散在（+）desmin 少（+）。 

讨论：颅骨骨筋膜炎是儿童非常罕见的良性纤维组织增生病变。作为结节性筋膜炎的一个分

支，颅骨骨筋膜炎好发于婴儿。原因尚不明确，局部创伤可能是诱发因素。病变好发于颞、顶

部，通常起自颅骨骨膜并侵及颅骨，也有报道形成颅内肿块的病例。典型表现为单发无痛可触

及的头皮肿物，极少产生神经症状和体征。但也有报道病变产生占位效应。本例患儿系外伤后

偶然发现，病程较短，表现为可触及的硬质肿物，无明显触痛。本病典型影像表现为单发溶骨

性病变，在 CT和 MRI上表现为边界清晰的增强的软组织肿块。颅骨缺损可有硬化缘，有时可

出现骨膜新生骨。肿块内可见钙化。本例之前 CT和 MRI平扫，仅表现为右颞部局部软组织增

厚，颅骨结构并未发现异常，MRI增强检查显示病变异常强化及邻近骨质改变。 结合患儿临

床表现，应考虑颅骨骨筋膜炎可能。 

  

 

 
EP-0780 

MRI 远端结肠造影检查对先天性肛门直肠畸形 

造瘘术后瘘的诊断价值 

 
朱才娣,丁山 

江西省儿童医院 330006 

 

目的 探讨 MRI远端结肠造影检查对先天性肛门直肠畸形（CARM）造瘘术后瘘管的诊断价值。

方法 收集 CARM造瘘术后伴瘘管患儿 24例，包括 17例中高位型、3例低位型及 4例一穴肛患

儿，均行常规盆底 MRI和 MRI远端结肠造影检查，采用χ
2
检验评价两种检查方法对显示瘘管

的准确率。结果 24例 CARM 造瘘术后患儿手术探查均证实有瘘管，17例中高位型中，直肠膀

胱颈部瘘 1例，直肠尿道前列腺部瘘 11例，直肠尿道球部瘘 4例，直肠阴道瘘 1例；低位型

3例，直肠前庭瘘 1例，直肠舟状窝瘘 1例，直肠会阴瘘 1例；4例一穴肛均为简单性，其中

共同通道长约 1cm和 2cm各 2例。常规 MRI图像显示瘘管 5例，准确率为 20.83%（5/24）。

MRI远端结肠造影检查中 21 例显示瘘管，准确率为 87.5%（21/24），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
2
=21.483，p＜0.01）。结论 MRI远端结肠造影检查可很好显示 CARM造瘘术后患儿直肠形

态、肠内容物、瘘管的有无及其走行、长度及瘘与直肠的关系，明显优于常规 MRI检查，为手

术方式的选择提供更详细的信息，有助于预防术后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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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781 

3.0T 磁共振磁敏感加权成像对新生儿颅内出血的诊断价值 

 
赵沁萍 

南宁市第二人民医院 530031 

 

摘要：目的 探讨磁敏传感加权成像（SWI）在新生儿颅脑 MRI检查中判断颅内出血的临床应用

价值。方法 收集我院 2012 年 1月至 2016年 12月 48例行颅脑 MRI检查诊断为颅内出血的新

生儿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 48例颅内出血的新生儿中 26 例（占 54.2%）病变表现为 T1WI呈

稍高信号，T2WI呈低信号，FLAIR呈高信号，SWI呈低信号，部分 SWI显示的病灶数目较平扫

时数目增多、范围扩大；22 例（占 45.8%）病灶仅在 SWI序列有显示，呈低信号。结论 SWi

序列较常规 MRI序列能更敏感的显示颅内微小出血，弥补了常规 MRI的不足，在判断新生儿颅

内出血及指导临床治疗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 

 

 
EP-0782 

脑瘫儿童深部灰质损伤 MRI 分级系统的一致性评价 

及其临床意义 

 
刘衡,王苗苗,王小玗,赵慧芳,吴亮,蒋昊翔,刘聪聪,李贤军,金超,杨健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710061 

 

目的 评价脑瘫（CP）儿童深部灰质损伤（DGMI）磁共振成像（MRI）不同分级系统的一致性及

其临床意义。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 MRI诊断的 14例 DGMI 的 CP儿童，所有患儿均行常规头颅

MRI平扫、粗大运动功能分级（GMFCS）、手功能分级（MACS）。基于横断位、冠状位 T2WI，2

名影像诊断医师根据三分级法和四分级法，分别独立评价 14例患儿头颅 MRI图像。采用

Kappa检验，分别计算不同分级方法的组内及组间一致性。将 GMFCS/MACS分级与两种 MRI分

级分别进行 Spearman相关分析。结果 2种方法的组内和组间 Kappa值：三分级法组内一致性

Kappa值 0.873（p＜0.001），组间一致性 Kappa值 0.873（p＜0.001）；四分级法组内一致

性 Kappa值 0.901（p＜0.001），组间一致性 Kappa值 0.611（p＜0.001）。三分级法与

GMFCS分级（r=0.053，P＞0.05）、MACS分级均无相关（r=0.128，P＞0.05）。四分级法与

GMFCS分级（r=0.605，P＜0.05）、MACS分级均呈正相关（r=0.779，P＜0.05）。结论 四分

级法是一个可重复的、一致性较高的评价 CP儿童 DGMI的方法，可用于初步判断粗大运动功

能、手功能损伤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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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783 

Manual acupuncture and massage therapy in children 

with spastic hemiplegic cerebral palsy: Protocol for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liu heng

1
,Jiang Haoxiang

1
,Wu Liang

1
,Wang Xiaoyu

1
,Wang Miaomiao

1
,Zhao Huifang

1
,Liu Congcong

1
,Li 

Xianjun
1
,Jin Chao

1
,Wang Hui

2
,Yang Jian

1
 

1.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2.Xi’an TCM Hospital of Encephalopathy 

 

Background: Cerebral palsy (CP) is a group of permanent disorders of the 

development of movement and posture due to non-progressive disturbances in the 

developing fetal or infant brain. Spastic hemiplegic CP (HCP) is the most 

common form of CP, and conventional treatment are not satisfying. Manual 

acupuncture and massage therapy (MAMT) is widely used in China to relieve 

several CP symptoms such as pain and motion disorders, but there is a lack of 

high-quality evidence related to this practice. This trial aims to assess efficacy 

and safety of MAMT in children with spastic HCP. 

Methods/Design: We will perform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RCT) to assess 

the safety and efficacy of the procedure. Children with mild to moderate spastic 

HCP will be enrolled in this study. The children will be randomized to either a 

conventional therapies (CT) group or MAMT+CT group. The primary outcome is the 

Peabody Developmental Motor Scales, Second Edition. 

Discussion: This study will provide evidence of MAMT in children with spastic 

HCP. In addition to the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of the participants by motor 

function measures, neuroplasticity will be used as an evaluation outcome in this 

study. As a part of this trial, MRI is used to improve our understanding of how 

these interventions affect brain development, and to develop predictors of 

treatment efficacy.  

 

 
EP-0784 

ASiR-V 联合 70kV 个性化轴扫在小儿肺炎 CT 扫描中 

的可行性探究 

 
丁婕 

宁夏人民医院 750021 

 

目的：对儿童个性化宽体轴扫、70kV联合 ASiR-V迭代重建 CT扫描图像质量进行分析，探讨

超低剂量扫描的可行性。方法：106例患儿，根据身高分为四组: [组 1（8cm）：57例；组 2

（12cm）：32例；组 3（14cm）：12例；组 4（16cm）：5例]，管电压 70kV，前置 ASiR-

V60%，自动管电流，噪声指数为 8。。两位放射科医师独立对图像质量采用 5分制评分，以

Kappa检验评价观察者间的一致性，当不一致时，取平均分作为评分结果。记录每组患儿

CTDIvol和 DLP，测量 CT值及噪声（SD），计算信噪比（SNR）、有效辐射剂量（ED）。结果: 

两名医师主观评分图像质量一致性较好，无统计学差异（kappa=0.703，P=0.118）。四组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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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得分[（4.50±0.51）、（4.67±0.58）、（4.38±0.66）、（4.50±0.58）]及 SNR 

[（3.21±0.60）、（3.96±0.59）、（2.98±0.71）、（3.26±0.61）]。四组间的

CTDIvol[（0.71±0.11）mGy、（0.74±0.06）mGy、（0.80±0.07）mGy、（0.86±0.04）

mGy]；DLP[（5.89±0.79）mGy·cm、（7.88±0.92）mGy·cm、（10.70±1.02）mGy·cm、

（11.72±0.97）mGy·cm]；SD值[(14.62±1.46)HU、(14.31±3.57)HU、(14.78±2.13)HU、

(14.46±1.49)HU]及 ED[（0.23±0.03）mSv、（0.24±0.03）mSv、（0.26±0.05）mSv、

（0.21±0.02）mSv] 结论：个性化宽体轴扫、70kV联合 ASiR-V超低剂量扫描技术在显著降

低辐射剂量的前提下获得良好的图像质量、信噪比，同时利于重症肺炎患儿复查，是一种可行

的 CT 扫描模式。 

 

 
EP-0785 

胎儿磁共振对重复肾畸形诊断 

 
纪慧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00127 

 

目的：探讨磁共振成像(MRI)对胎儿重复肾脏畸形的诊断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 22例随访证

实为重复肾脏畸形的胎儿 MRI,并将产前超声、MRI结果与出生后随访结果对照。结果：22例

包括左侧重复肾脏畸形 9例，其中 2例伴上半肾积水及左侧上输尿管扭曲扩张及异位开口，2

例伴上下半肾均积水；右侧 8例，其中 4例伴右侧上半肾积水及右上输尿管异位开口，1例伴

上下半肾积水；双侧 5例，其中 1例伴左侧上半肾脏积水及左上输尿管异位开口 1例，1例伴

左侧上下半肾积水及左上输尿管异位开口 1例，1例伴右侧上半肾多发囊肿。产前 MRI诊断不

完全准确 2例(输尿管末端异位开口或输尿管囊肿各漏诊 1例)，产前超声诊断不完全准确 4

例、漏诊 1例，误诊 2例。结论：MRI是诊断胎儿重复肾脏畸形的有效影像学诊断方法，它能

明确诊断胎儿肾脏异常及伴发的输尿管异常和相关其他畸形，发挥超声的重要补充诊断作用，

尤其当超声显示不满意时。 

  

 

 
EP-0786 

Pallister-Hall 综合征一例 

 
李辛子,陈静,刘俊刚 

天津儿童医院 300074 

 

Pallister-Hall 综合征一例 

目的：报道我院收治的一例 Pallister-Hall综合征（Pallister-Hall Syndrome，PHS）。 

材料与方法：男孩，7个月，主因一月内抽搐两次来我院就诊。体格检查显示右手及双足多指

趾畸形。体重 7900g，身高 69cm，智力发育未见异常。该患儿产前超声无阳性提示。患儿母亲

G2,P1，否认孕期接触不良环境因素或使用药物。 

患儿行右手及双足 X线平片检查、头颅 CT于 MRI检查。 

结果：右手及双足 X线平片显示 6指趾畸形及双足跖骨膨大畸形。头颅 CT显示鞍上区软组织

占位，密度均一无钙化。头颅 MRI显示自第三脑室底部向下延伸至鞍上池的广基底软组织占

位，各个序列图像中病变信号与皮层灰质信号一致，增强扫面，病变无强化，考虑为下丘脑错

构瘤。依据临床表现与影像特征考虑为 P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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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S少见，为 GLI3基因突变所致，以下丘脑错构瘤与多指趾畸形为特点。同时，PHS也可伴有

其他系统畸形，如会厌分叉、肛门闭锁、先天性心脏病以及肾脏异常等。一些 PHS患儿的下丘

脑错构瘤会引发癫痫，最多见的为痴笑样癫痫，部分患儿会出现内分泌异常表现。当发现下丘

脑错构瘤时，应结合患儿完整病史与体格检查结构，需要考虑 PHS。 

  

 

 
EP-0787 

胎粪性腹膜炎的影像诊断 

 
范京,尹传高,史自锋 

安徽省儿童医院 230000 

 

目的  胎粪性腹膜炎是新生儿及婴儿严重急腹症之一，本文通过探讨儿童胎粪性腹膜炎的影

像表现特征和鉴别诊断，以提高对本病的早期诊断和鉴别诊断能力。方法 回顾性分析本院 22

例胎粪性腹膜炎病例的临床资料及影像学表现，总结胎粪性腹膜炎的影像学表现特点及其在临

床中的实际应用价值。 结果 腹部钙化斑是胎粪性腹膜炎的重要影像学表现，22例 X线平片

检查中有 16例患儿腹部 X线平片见钙化，17例 CT检查中有 15例见钙化，其次是腹水征象，

22例患儿共有 15例影像学检查发现腹水，肠粘连，肠梗阻也是胎粪性腹膜炎的主要影像学表

现，22例患儿影像学检查有 14例表现为肠梗阻，其中 9 例患儿表现为低位肠梗阻，5 例患儿

表现为高位肠梗阻，其次 2例患儿可见膈下游离气体，9例 CT扫描可见包裹性假囊肿，4例患

儿经造影检查证实为细小结肠；17例患儿行剖腹探查术,术中探查发现所有患儿均有炎性纤维

肠粘连发生,所受累的肠管管壁水肿、增厚,腹腔内均见有淡黄色脓性液体。术中证实 10例发

生了空回肠闭锁, 2例可见肠重复畸形，3例可见梅克尔憩室，其中 5例伴发回肠穿孔，9例

有胎粪性假囊肿形成。结论 腹部 X线平片是早期诊断胎粪性腹膜炎的重要手段，能发现大部

分的钙化斑，CT钙化斑检出率更高，能更好的观察钙化斑的分布位置与周围关系。CT还能更

好的发现包裹性假性囊肿，能观察囊性病灶里面的组织成分及更好的观察腹腔积液情况。腹部

X平片能早期对此疾病进行诊断，而 CT检查能更好弥补 X平片一些不易发现的征象，并可以

提供与其他疾病更多的鉴别诊断方法。总之，影像学检查在胎粪性腹膜炎的诊断中具有重要的

价值。 

 

 
EP-0788 

影像检查方法对孕产妇及胎儿的安全性 

 
宁刚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孕产妇作为特殊人群，孕期各种影像学检查（超声、X线及 CT、核医学及 MRI）方法的安全性

深受重视。正常妊娠早中晚期的常规筛查及系统性筛查。此外，对于各种病理妊娠、妊娠期合

并症、分娩期并发症等。影像检查可以明确诊断，指导治疗及医患沟通，是不可或缺的。 

RI检查无电离辐射，软组织分辨率高，可行大范围扫描及多参数成像；近十余年来作为产前

超声的有效补充，广泛应用于胎儿畸形的产前诊断。其影响主要包括：静磁场、梯度磁场、射

频磁场和噪声。没有发现在使用 3.0T及以下 MRI检查会对母体或胎儿带来任何可复制的不良

后果。美国放射学院 SPR指南指出 1.5T MRI对于早孕期的胎儿也是安全的。 

由于 X线及γ射线具有电离作用，有一定的生物效应。ACOG (2016)指南建议：孕期、妊娠前

或胎儿暴露在＞1000mGy辐射下,有可能造成重大伤害。＜50mGy(5.0 rad)的检查,不会造成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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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损伤,也不会造成胎儿畸形或流产。临床上记录致智力残疾最低估量 610mGy。单次诊断性 X

线检查是无害的,不应建议终止妊娠。妊娠妇女需要进行多次 X线检查；咨询放射专家,计算胎

儿可能受到的总辐射剂量。 

关于孕产期放射性同位素检查，ACOG (2016)指南建议：妊娠期不是所有放射性同位素均可安

全使用，妊娠期最常使用的是用于肺栓塞检测的通气灌注肺扫描，辐射剂量＜5mGy, 是安全

的。碘 131不应在怀孕期间使用，甲状腺诊断检查应选择锝 99m。 

总而言之，超声和 MRI对妊娠期及胎儿影响较小，安全、首选。妊娠期一般不建议使用 X线平

片、透视、CT或核医学成像技术，如临床需要,计算总辐射剂量,以便指导诊断。偶然的单次

诊断性放射检查无害,不建议终止妊娠。 

 

 
EP-0789 

新生儿苍白球 T1/T2 信号强度及 ADC 值 

与胆红素脑病相关性分析 

 
余景火 

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安庆医院 246003 

 

1 目的 

通过 MRI常规扫描技术及扩散加权功能成像（DWI）来观测高胆红素血症新生儿和健康新生儿

苍白球 T1/T2信号强度和表观扩散系数(ADC)值,探讨胆红素脑病的 MRI信号特点并分析其与血

清胆红素水平的相关性。 

2 方法 

收集新生儿科 2015年 7月至 2017年 6月临床诊断高胆红素血症并完善 MRI检查的足月患儿

68例（急性胆红素脑病 32 例，单纯高胆红素血症 36例），ABE组患儿 3-6个月后复查头颅

MRI，胎龄 39±1.03 周，MRI 扫描日龄 4±1.17 天。随机选择 30例行 MRI扫描的正常足月新

生儿为对照组，胎龄 39±1.16 周，MRI扫描日龄 5±1.48 天。采用西门子 Avanto 

1.5T MRI，扫描轴位 T1WI,T2WI,DWI。分别测量苍白球 T1信号强度，T2信号强度及 ADC 值。 

3 结果 

3.1 T1WI 信号强度 胆红素脑病组 32例均表现为两侧苍白球对称性高信号；单纯高胆红素血

症组 29例表现为两侧苍白球对称性高信号，7例表现为等信号；健康对照组 30例两侧苍白球

均为等信号。 

3.2 T2WI信号强度 32例 ABE组中有 5例患儿随访发现苍白球 T2WI高信号，临床均有不同程

度后遗症表现。 

3.3 ADC 值分析 ABE组 ADC 值为 1.18±0.03（×10
-3
s/mm²）；CBE组 ADC值为 1.15±0.06

（×10
-3
s/mm²）；单纯高胆红素血症组 ADC值为 1.14±0.02（×10

-3
s/mm²）；健康对照组 ADC

值为 1.11±0.05（×10
-3
s/mm²）。4组 ADC值差异间无统计学意义（Ρ﹥0.05）。 

4 结论 

1.胆红素脑病新生儿 MRI检查多表现为 T1WI两侧苍白球对称性高信号； 

2.胆红素脑病患儿 T2WI两侧苍白球对称性高信号提示预后不良； 

3.胆红素脑病在 DWI信号（ADC值）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 

4.新生儿 MRI检查对胆红素脑病的诊断及预后评估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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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790 

儿童幕上间变型室管膜瘤的影像学特征 

 
刘梦琳,金彪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00082 

 

目的：探讨分析儿童幕上间变型室管膜瘤的影像学特点。方法：回顾性分析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12例儿童幕上间变型室管膜瘤患者,本组中所有患者均在术前行常规磁共振成像（MRI）及磁

共振扩散加权成像（DWI）检查,其中 10例行计算机体层摄影（CT）检查。主要观察肿瘤的信

号/密度特点、强化方式、瘤周水肿、钙化及坏死囊变，并测量分析肿瘤实质的平均 ADC值

(ADCmean)、最小 ADC值(ADCmin)、rADC。结果：12例患者中，男 6例、女 6例（男女比例为

1:1），患者年龄为 1～9岁。T1WI为等低信号，T2WI以等高信号为主（11例），另 1 例为稍

低信号。11例在 DWI上表现为稍高信号，1例为等信号。12例均有强化，其中有 11例表现为

花环样强化，结节样强化有 2例，2例肿瘤内可见血管影。7例有轻度瘤周水肿，3例中度瘤

周水肿，2例无明显瘤周水肿。8例有钙化，其中 6例表现为砂砾样钙化。10例有不同程度的

囊变、坏死。CT上 5例为等密度，5例为稍高密度。肿瘤的 ADCmean为（0.757±0.149）

×10
-3
mm

2
/s，ADCmin为（0.601±0.114）×10

-3
mm

2
/s，rADC 为（0.867±0.185）×10

-3
mm

2
/s。

结论：儿童幕上间变型室管膜瘤具有一定的影像学特点，结合 ADC值可有助于同其它儿童幕上

脑肿瘤相鉴别，以提高术前定性诊断。 

 

 

 

EP-0791 

Utility of fetal cardiac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in assessing the fetus with right aortic arch and 

right ductus arteriosus 

 
Dong Suzhen,Zhu Ming 

Shanghai Children’s Medical Center，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00217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utility of the fetal cardiac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orthe diagnosis of the right aortic arch with right ductus arteriosus. 

Methods:This retrospective study included six fetuses withright aortic arch and 
right ductus arteriosus.The six fetal cases were examined using 1.5-T MR unit 

(Achieva Nova dual; Philips). The steady-state free precession (SSFP) 

sequenceandsingle-shot turbo spin echo (SSTSE) sequence 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 

fetal heart and airway.The gestational age of six fetuses ranged from 22to 35 

weeks (mean, 26.5 weeks). The age of the pregnant women ranged from 23 to 40 years 

(mean 31 years)。 

Results: The six fetal cases withright aortic archwith right ductus arteriosus 
were correctly diagnosed by fetal cardiac MRI.Among the six fetuses four were 

associated with other congenital heart defect. 

Conclusion:Fetal cardiac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isauseful complementary tool to 
assess the fetus with right aortic arch and right ductus arterio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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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792 

Cardiac MR imaging of fetal congenital non-

obstructive aortic arch anomalies 

 
Dong Suzhen,Zhu Ming 

Shanghai Children’s Medical Center，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00217 

 

Background 

Congenital aortic arch anomalies can include obstructive congenital abnormalities 

and non-obstructive congenital abnormalities such as double aortic arch and right 

aortic arch with aberrant left subclavian artery. Non-obstructive congenital 

aortic arch anomalies refer to a variety of congenital abnormalities of the 

position or branching pattern, or both, of the aortic arch. 

Purpose of study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illustrate the appearance of fetal non-obstructive 

aortic arch anomalies at prenatal cardiac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and 

determine whether cardiac MRI yields information additional to that obtained with 

echocardiography anomalies. 

Materials and methods 

Between June 2005 and October 2015, 92 fetuses with congenital non-obstructive 

aortic arch anomalies which confirmed by postnatal imaging were evaluated using 

fetal echocardiography and cardiac MRI in our hospital. Cardiac MRI was performed 

using 1.5T unit. Among the 92 cases, fetal cardiac MRI was performed at 20 to 33 

weeks' gestation (mean 24.5 weeks). Imaging sequences included steady-state free-

precession (SSFP), real-time SSFP and single-shot turbo spin echo (SSTSE) 

sequences. The images were mostly acquired along the transverse view of the fetal 

thorax, the four-chamber, short-axis, coronal and oblique sagittal planes of the 

fetal heart. 

Results 

The 92 cases of fetal congenital non-obstructive aortic arch anomalies included 

double aortic arch  (n=26), right aortic arch (RAoA) with aberrant left 

subclavian artery (n=31), right aortic arch with mirror image branching (n=25), 

right aortic arch with right ductus arteriosus (n=2), right aortic arch with 

mirror image branching with retroesophageal ductus (n=3), left aortic arch  with 

aberrant right subclavian artery (n=2) and cervical aortic arch (n=3). The fetal 

congenital non-obstructive aortic arch anomalies formed vascular ring can be 

correctly diagnosed using fetal cardiac MRI by experienced doctors; Only 69 cases 

(75%) were correctly diagnosed as congenital non-obstructive aortic arch anomalies 

by fetal echocardiography. 

Conclusions 

Fetal cardiac MRI can provide diagnostic information for fetal congenital non-

obstructive aortic arch anomalies. Fetal congenital non-obstructive aortic arch 

anomalies can easily get important clues at the transverse view of aortic 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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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793 

MR imaging of fetal lymphatic malformations 

 
Dong Suzhen,Zhu Ming 

Shanghai Children’s Medical Center，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00217 

 

Purpose: 
To investigate therole of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as a complement to 

ultrasound (US) in the evaluation offetal lymphaticmalformations. 

Methods:  
The prenatal US and MRI data of 40 fetuses with lymphatic malformations, which 

confirmed by postnatal imaging or operation between June 2005 and December 2015 

were reviewed retrospectively.MRI was performed using 1.5T unit. Imaging sequences 

included steady-state free-precession (SSFP), single-shot turbo spin echo (SSTSE) 

and T1-weighted turbo field echo (T1W_TFE) or T1-weighted fast inversion 

recoverymotion insensitive (FIRM) sequences.MRI evaluation included: number; size; 

signal intensities of the lesions; thickness of the septa; configuration of the 

margins; exact expansion of the lesions to the adjacent anatomical structures. 

Results: 
Twenty-seven cervical, four occipital,four abdominal wall, one axillary, one 

mediastinal, one antebrachial, one thoraco-abdominal wall and dorsal, and one 

coxallymphatic malformations were included. All lesions consisted of multi-

septatedmacrocysts. Thediagnostic sensitivity of US for thoselymphatic 

malformations was 67.5% (27/40). Fetal MRI yielded the same diagnosis as postnatal 

findings in 97.5% (39/40) of patients. The agreement of Fetal MRI with postpartum 

imaging was excellent. 

Conclusions:PrenatalMRI is valuable in the assessment of fetal lymphatic 
malformations. 

  

 

 

EP-0794 

Cardiac MRI of fetal ductus arteriosus and its 

abnormalities 

 
Dong Suzhen,Zhu Ming 

Shanghai Children’s Medical Center，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00217 

 

Abstract  

The ductus arteriosus (DA) is an important vessel for the integrity of the fetal 

circulation. Echocardiography is the method of choice to visualize the DA and its 

abnormalities. However, echocardiography has limitations. In contrast to 

echocardiography, fetal cardiac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offers several 

advantages. Fetal cardiac MRI has the potential to complement ultrasound in 

detecting congenital cardiovascular anomalies. This pictorial essay draws on our 

experience; it describes the normal ductus arteriosus and its abnormalities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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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mature closure, abnormal position, size, course and shape of the ductus 

arteriosus on fetal cardiac MRI and further provides some diagnostic information 

for fetal congenital heart defects. 

  

 

 

EP-0795 

胎儿磁共振对多囊性发育不良肾的诊断 

 
纪慧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00127 

 

目的：评估胎儿（磁共振成像）MRI对多囊性发育不良肾（MCDK）的诊断准确性， 

材料与方法：回顾性分析 35例多囊性发育不良肾及相关畸形，MRI分析侧重于超声诊断一致

性，辅助诊断价值。35例胎儿胎龄为 22〜35周（平均 26周）。孕妇年龄 23〜40岁（平均 31

岁）;所有产前 MRI均为 1.5T，MRI序列包括 SSFP SSTSE等序列。结果：我们回顾性分析 35

例超声产前检测的多囊性发育不良肾脏。我们将 MRI结果与超声研究结果和最终诊断进行比

较，从出生后影像学研究中或出生后手术获得。在我们的研究中，单侧 MCDK 31例，双侧

MCDK 4例。所有 35例 MCDK 均通过 MRI正确诊断，但只有 22例（62.9％）胎儿 MCDK病例超

声正确诊断。超声未正确诊断的 13例中， 3例有对侧肾异常（1例肾发育不全，1例肾发育

不良，1例 MCDK），6例异位 MCDK（4例伴有外侧异位输尿管插入和扩张），1例伴有后尿道

瓣膜（PUV），1例伴有肾旋转不良，3例单纯多囊性发育不良肾和孕妇肥胖。结论：胎儿 MRI

可以肯定地评估 MCDK和其他尿路异常或非肾脏异常.MRI 是超声检查的有价值的补充方法，如

果超声波的分辨率受损 

  

 

 
EP-0796 

MSCT 平扫在儿童绞窄性肠梗阻诊断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唐文伟

1
,赵萌

3
,韩素芳

2
,田忠甫

2
,李小会

2
,郑晓波

2
 

1.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妇产医院（南京市妇幼保健院） 

2.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3.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摘要】  目的：探讨多层螺旋 CT平扫在儿童绞窄性肠梗阻中的临床应用价值。材料与方

法：回顾分析经手术证实的 23例绞窄性肠梗阻的患儿临床资料和多层螺旋 CT平扫的影像资

料。23例均有不同程度的腹痛病史，时间为 6小时~3天，年龄 1~12岁，平均 4.8岁，男 16

例，女 7例。23例均采用 PHILIPS公司的 16 Brilliance CT 作横断面扫描，扫描范围自耻骨

联合向上至膈面，层厚 1~3mm，层距 0.5~2mm，螺距 0.5~1。不配合的患儿，口服 5％的水合氯

醛（1ml/kg）镇静后检查，不需口服肠道对比剂。结果：23例经临床手术证实的绞窄性肠梗

阻患儿中，原发性腹内疝 4例，继发性腹内疝 12例，肠扭转 4例，肠粘连 3例。CT术前确诊

16例，23例中，CT表现为肠壁水肿增厚 23例，腹腔积液 19例，肠间积液 3例，肠梗阻 23

例，肠管和系膜聚集 8例，肠管及附属肠系膜的“漩涡征”5例，肠管“靶环征”21例，肠壁

积气 3例。结论：多层螺旋 CT平扫对儿童绞窄性肠梗阻的临床诊断能提供有力的帮助。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962 

 

EP-0797 

MSCT 在儿童腹型过敏性紫癜影像诊断中的临床应用 

 
唐文伟

1
,赵萌

2
,韩素芳

3
,田忠甫

3
,朱佳

3
 

1.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妇产医院（南京市妇幼保健院） 

2.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摘要】  目的：探讨多层螺旋 CT平扫在儿童腹型过敏性紫癜影像诊断中的临床价值。方

法：本组 42例腹型过敏性紫癜患儿，均有腹痛病史，18例入院时无皮疹，24例入院时已出现

皮疹，入院后均临床确诊为过敏性紫癜。年龄 3~14岁，平均 7.6岁，男 25例，女 17 例。42

例均经 CT平扫检查， 42例均采用 PHILIPS公司的 16 Brilliance CT作横断面扫描，扫描范

围自耻骨联合向上至膈面，层厚 1~3mm，层距 0.5~2mm，螺距 0.5~1。不配合的患儿，可口服 5

％的水合氯醛（1ml/kg）镇静后检查，不需口服肠道对比剂。 结果： 42例中，2例出现胃

壁水肿、增厚，10例出现十二指肠壁增厚、肠壁水肿，35 例出现小肠壁水肿、增厚，10例出

现结肠壁水肿、增厚，4例出现直肠壁水肿增厚，22例肠壁水肿出现肠壁分层现象，34 例出

现两处以上的肠壁水肿和/或增厚，42例均出现不同程度的腹水。结论：多层螺旋 CT平扫能

为腹型过敏性紫癜的临床诊断提供有力依据。 

20;漩涡征”5例，肠管“靶环征”21 例，肠壁积气 3例。结论：多层螺旋 CT平扫对儿童绞窄

性肠梗阻的临床诊断能提供有力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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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坏死性脑病的 CT 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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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妇产医院（南京市妇幼保健院） 

2.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3.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 CT在急性坏死性脑病诊断中的临床价值。  资料与方法  本组 2例急性坏死

性脑病患儿，均为男，年龄分别为 4岁和 6岁。因发热 2天和 3天，临床上出现抽搐、随即很

快进入昏迷状态而入院，查体：浅昏迷，脑膜刺激征阴性，巴氏征阳性。实验室检查，

WBC16.68~19.90×10
9
/L，中性粒细胞 0.89~0、92。单纯疱疹病毒、EB病毒，支原体等检查均

为阴性，1例脑脊液 WBC25×10
6
/L，中性粒细胞 0.02，淋巴细胞 0.42。采取综合治疗和对症

治疗后，1例治疗 3天后仍昏迷，自动出院后死亡，1例治疗 20天后呈植物人状态。2例均经

头颅 CT检查，采用 PHILIPS 公司的 16 Brilliance CT作横断面扫描，层厚 6mm，层距 6mm。 

结果  2例患儿头颅 CT均显示：两侧基底节区、丘脑以及桥脑呈对称性低密度改变，体积

增大，脑室旁部分脑白质密度对称性减低，其中 1例幕上脑室扩张， 1例小脑齿状核呈对称

性低密度。  结论  急性坏死性脑病（acute necrotizing encephalopathy ANE ）是由

Mizuguchi 等于 1995 年报道的一种新认识的急性脑病，是一种罕见的感染后急性脑病，起病

急，病死率高，该病的早期诊断、早期治疗对预后有很大的影响。实际上在 1979年以来就有

急性脑病的相关报道，但迄今为止 ANE仍无确切的诊断标准。该病表现为突发高热、抽搐，

1~3天内病情迅速加重，进入意识障碍、昏迷状态，往往以浅昏迷多见，脑脊液、细菌学及支

原体等检查均为阴性，CT影像特征是以双侧丘脑、脑干、小脑的对称性损害为主要表现，可

有两侧大脑半球脑白质以及小脑齿状核的对称性损害以及幕上脑室的扩张，其中丘脑损害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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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的特异性标志。CT征象因有以丘脑、基底节区以及脑干对称性低密度为改变的特异性影像

学表现，结合临床的相关病史以及资料，因而在急性坏死性脑病的诊断上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EP-0799 

螺旋 CT 在小儿梅克尔憩室诊断中的应用研究 

 
唐文伟

1
,柴雪娥

2
,田忠甫

2
,朱佳

2
,余辉

3
 

1.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妇产医院（南京市妇幼保健院） 

2.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3.江苏省肿瘤医院 

 

目的  探讨 CT在小儿梅克尔憩室诊断中的临床价值。  资料与方法  本组 3例梅克尔憩

室患儿，均为男性，年龄分别为 4岁 5岁和 9岁。因腹痛 1~3天，其中 1例出现便血而入院， 

2例进行腹部平扫检查，其中 1例进行腹部平扫及增强扫描检查，采用 PHILIPS公司的 16 

Brilliance CT作横断面扫描，层厚 3mm，层距 2mm，螺距 1，扫描范围自膈面至耻骨联合，未

口服肠道对比剂。 结果  3例患儿腹部 CT显示：中下腹局部肠管聚集，肠周围脂肪密度增

高，呈水肿渗出性改变，局部肠壁增厚，其中 1例可见气腹，1例炎性渗出延续至腹壁脐周。

3例阑尾以及周围未见炎性改变。3例均经外科手术以及 99mTc腹部放射性核素扫描证实为梅

克尔憩室伴炎症，其中 1例憩室穿孔。  讨论  梅克尔憩室（Meckel's diverticulum）是

一种先天性消化道畸形，是在胚胎发育过程中卵黄管退化不全所形成的回肠远端憩室，绝大多

数位于距回盲部 10～100cm 的末端系膜缘对侧的回肠壁上，男女比例约为 3：1，绝大多数终

生无症状，只有出现并发症才有临床症状。临床症状主要由各种并发症而引起，主要表现为腹

痛，呕吐，发热，腹部压痛等，以往常用的辅助检查方法主要有钡餐及钡灌肠检查、99mTc腹

部放射性核素扫描、选择性肠系膜上动脉造影，B超，其中 99mTc腹部放射性核素扫描目前被

认为是一种安全，有效，快速的诊断方法，尤其对无痛性便血者，但是也存在假阳性和假阴

性。而 CT以往主要运用于梅克尔憩室的排他鉴别诊断。本组 3例病例病变均位于中下腹回肠

末端，为炎性改变，在除外其他疾病的基础上，可以提示梅克尔憩室伴炎症，并被临床所证

实。因此，螺旋 CT可以在梅克尔憩室的诊断中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 

  

 

 
EP-0800 

胎儿颅内出血 MRI 的诊断价值 

 
蒋月薪,陈荟竹,李学胜,宁刚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探讨胎儿颅内出血 MRI 的诊断价值。 

对象与方法: 收集我院 2014 年 4月-2016年 6月经胎儿颅脑 MRI检查诊断颅内出血 18例病例

资料，孕妇年龄 20～37岁，孕龄 22+2～38周。采用 Philips 1.5T 磁共振，选用大视野相控

阵体部线圈，对胎儿脑部进行各序列扫描。扫描序列参数为单次激发快速自旋回波（SSFSE）

序列、平衡式稳态自由进动（B_FFE）序列、 T1WI三维容积内插快速梯度回波（THRIVE）序

列、弥散加权成像（DWI）序列；层厚 3～4mm，层间距 0mm，FOV300～400mm。观察胎儿颅内出

血部位、范围、信号、脑室扩大情况及合并颅内其他病变。 

http://baike.baidu.com/view/67607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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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18例中 16例脑内出血，2 例脑外出血。脑内出血中 12例为生发基质-脑室内出血，3

例为大脑实质出血，1例为左侧小脑半球出血。12例生发基质-脑室内出血中 7例为脑室及脑

室旁出血，4例为脉络丛出血，1例为局限于室管膜下出血。3例大脑半球实质出血中 1例为

左侧背侧丘脑血管畸形出血，1例为左侧额叶出血，1例为右侧颞、顶叶出血、坏死、囊变伴

右侧脑穿通畸形，合并透明隔部分缺如。2例脑外出血中硬膜下出血及硬膜外出血各 1例。出

血信号表现为 T1高及稍高信号 15例，高低混杂信号 3例；T2低及稍低信号 7例，高信号 4

例，高低混杂信号 4例，等信号 3例；DWI均为高信号。13例伴有脑室扩大，其中轻度扩大 7

例，中度扩大 2例，重度扩大 4例。 

结论：胎儿颅内出血与胎儿脑卒中及出生后神经系统后遗症的发生有密切关系，因此产前诊断

胎儿颅内出血极其重要。MRI 因软组织分辨率高、多方位成像等优点，能清晰地显示颅内出血

的部位、范围、信号以及有无合并颅内其他病变，为产前诊断及优生优育提供更为可靠的依

据。 

 

 

EP-0801 

Effect of image-defined risk factors for Surgical 

Treatment of localized neuroblastoma in children: A 

Single Center Retrospective Study 

 
Wang Xiaoxia,Zhong Yumin,Shao Hong,Zhou Ying 

Shanghai Children‘s Medical Center 200127 

 

Purpos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present the effect of image-defined risk 

factors (IDRF) according to the INRG (International Neuroblastoma Risk Group) 

Staging System for surgical resectability and complication in localized 

neuroblastoma. 

Material and methods: Forty-two patients (20 males and 22 females, median age, 

44.5 months) were retrospectively reviewed, who were diagnosed localized 

neuroblastoma between January, 2007 and December, 2010. These 42 patients 

underwent CT and/or MRI before surgical intervention or any other treatment. MSCT 

was performed on a 16-row CT scanner (Lightspeed 16, General Electric Medical 

Systems) and MRI on a 1.5 Tesla scanner (Signa; General Electric Medical Systems, 

Seattle, Wash.). We evaluated all 42 patients' initial imaging to identify IDRFs 

according to the INRG Staging System, and collected data including primary tumor 

site, INSS (International Neuroblastoma Staging System), initial surgical 

intervention, surgical complications and outcomes. 

Results: Forty-two neuroblastomas (abdomen 22, pelvis 3, mediastinum 10, neck 7) 

were evaluated. Total resection was underwent in 10 cases (24%), partial or 

subtotal resection in 7 cases (17%), and biopsy in 25 cases (59%). Fourteen 

percent (6/42) of the patients were presented no IDRFs (Stage L1). Total resection 

was performed in all six cases (Stage L1). Eighty-six percent (36/42) of the 

patients were presented one or more IDRF (Stage L2). A total of 104 IDRFs in 36 

cases were demonstrated in the CT or MRI. In these 36 cases (Stage L2), only 11% 

(4/36) of cases had total resection.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number of IDRFs and the possibility of total resection of 

neuroblastoma (p < 0.05). Three cases were found with surgical renal com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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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ch became permanent sequela (renal atrophy in two cases, and unexpected 

nephrectomy in one case), all of whom demonstrated invading of the renal artery. 

Conclusion: In localized neuroblastoma, IDRFs are useful for determining the 

potential surgical risks and surgical outcome, and the assessment of IDRFs should 

become an integral part of therapy planning. 

 

 
EP-0802 

儿童毛细胞星形细胞瘤 MRI 表现 

 
施莉丽,杨秀军,李婷婷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200040 

 

 

目的 分析儿童毛细胞星形细胞瘤的 MRI特点,提高对本病的认识。方法 回顾性分析本院 25

例经手术病理证实的毛细胞星形细胞瘤的 MRI表现。男 14例、女 11例；年龄 10月~12 岁。

25例均进行了 MRI增强检查。结果 MRI表现：病变位于小脑及小脑引部 14例，鞍区 6例，

桥小脑角区 1例，枕叶 1例，脊髓 3例。病变呈厚壁囊性 1例；囊实性肿块 6例；实性 18

例，其中 5例边缘可见小囊变区。肿瘤实性成分表现为 T1WI呈低稍低信号，T2WI呈高信号，

DWI呈低稍低信号；囊性部分 T1WI呈低信号，T2WI呈高信号，DWI呈低信号；增强后实性成

分不强化，均匀或不均匀强化，囊性成分未见强化。肿瘤可伴发阻塞性脑积水及邻近脊髓中央

管扩张，所有病例均未见颅脑脊髓转移和播散。结论 儿童毛细胞星形细胞瘤 MRI表现具有一

定特征性改变，并能清晰显示肿瘤起源，结构特点及周围结构受累情况，有利于明确诊断并协

助临床医生制定治疗方案。 

  

 

 
EP-0803 

坏死性小肠结肠炎的 X 线影像特点分析 

 
杨映霞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530021 

 

目的  探讨坏死性小肠结肠炎（NEC）的 X线平片影像学特点，加深对该疾病的认识，旨在提

高坏死性小肠结肠炎的早期诊断能力。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4 年至今经保守治疗或手术证实的 27例坏死性小肠结肠炎患儿的

病例资料。其中男 21例，女 6例，早产儿 23例，发病时间为生后 2小时~13天，临床表现呕

吐 21例，血便 24例，腹胀 19例，低热 13例。所有病例均拍摄立位腹平片，对 X线平片影像

征象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27例 NEC患儿中，Ⅱ期（确诊期）患儿 23例，22 例表现为小肠充气不均，肠道选择

性扩张，肠壁增厚、模糊，肠壁间隔增宽，肠壁小泡样积气，22例中有 14例可见短小气液平

面，23例患儿中有 1例仅表现为胃泡影扩大并见一宽大气液平面，小肠未见扩张及积气；Ⅲ 

期（晚期）患儿 4例，均出现小肠明显积气扩张，3例可见多发阶梯状气液平面，肠壁小泡样

积气 4例，小泡样积气伴肠壁条状积气 3例，门静脉积气 1例，形成气腹 4例。 

结论  NECⅠ期（疑诊期）患儿的临床表现及影像学表现缺乏特异性；Ⅱ期（确诊期）患儿的

特征性 X线表现为肠壁及肠壁间隔增厚，肠壁小泡样积气；当 X线平片可见气腹或门静脉积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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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表示病情进展恶化进入Ⅲ 期（晚期）。由于立位腹平片简单易行，辐射量低，是诊断 NEC

最便捷有效的手段，因此熟悉 NEC的 X线影像特征对提高临床治愈率至关重要。 

 

 

EP-0804 

体素内不相干运动参数值评价儿童紫癜性肾炎肾脏 

与正常肾脏的差异 

 
姜新宇,陈宏伟 

无锡市人民医院 214023 

 

【摘要】目的：运用磁共振 IVIM-DWI技术，通过分析 IVIM 相关参数值分析紫癜性肾炎

（HSPN）和正常儿童肾脏实质之间的差异，探讨 IVIM-DWI 技术在儿童 HSPN诊断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本院 17例经肾穿刺活检病理证实为 HSPN的患者资料，正常对照组亦取 17 例，两

组均顺利完成中腹部常规 MR平扫和 IVIM-DWI序列（b值取 0、50、100、150、200、400、

600s/mm
2
）扫描。经后处理获得血流量（BF）、体素内真性水分子扩散（D）、体素内微循环

灌注（D*）、灌注分数（f）值；取两侧肾脏实质不同部位 ROI各 3次，取其平均值。采用独

立样本 T检验比较 HSPN肾脏与正常肾脏参数值差异。结果：正常儿童肾脏中：皮髓质 BF值分

别为（3.47 ± 0.35）×10
-3
mm

2
/s、（3.28 ± 0.23）×10

-3
mm

2
/s ；D值分别为（2.70 ± 

0.13）×10
-3
mm

2
/s、（2.12 ± 0.31）×10

-3
mm

2
/s、D*值分别为（15.06 ± 1.10）×10

-

3
mm

2
/s、（14.23 ± 0.73）×10

-3
mm

2
/s；f值分别为（26.13 ± 4.07）%、（32.11 ± 3.50）

%。肾脏皮质 D、D*值明显高于髓质，而肾脏皮质的 f值则低于髓质，三者差异均具有统计学

意义（P=0.000、0.027、0.001)。IVIM参数 BF值及 D值在 HSPN与正常肾脏间差异存在统计

学意义（p=0.012，0.005，p=0.007，0.002；0.022，0.045），IVIM参数 D*值无统计学意

义。结论：IVIM相关参数 D、D*、f值在肾脏皮髓质中存在显著差异，其中 D值区分差异的能

力最高；而 BF值在肾脏皮髓质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IVIM参数 D值是鉴别 HSPN肾脏与

正常肾脏的良好参数。 

 

 
EP-0805 

3T MR ADC 值与视网膜母细胞瘤不良预后因素的相关性研究 

 
陈相汛,蒋敏波,赵萌 

江苏省人民医院 210029 

 

目的：探讨 3T MR ADC值与视网膜母细胞瘤（RB）不良预后因素的相关性 方法:回顾性分析我

院自 2011年 1月—2014年 4月收治的 RB患儿 18例（男 10例，女 8例，平均年龄 19.4 月）

行 MR弥散加权扫描的影像资料，分析表观扩散系数 ADC 值与患儿存活时间、肿瘤大小、双眼

发病、生长方式及视神经侵犯的相关性。 结果：ADC平均值为 0.74±0.11mm
2
/s，ADC 值与手

术化疗后存活时间、肿瘤大小、双眼发病及视神经侵犯相关（P<0.05，其中与视神经侵犯情况

明显相关，p=0.004），与肿瘤生长方式无明显相关性（p=0.65）。结论：ADC值与公认的 RB

不良预后因素有一定相关性，可以作为 RB预后评估的新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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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806 

儿童颈部异位腺体影像学诊断 

 
张玉珍,刘明,尹秋凤,蔡静,李玉华,汪登斌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00092 

 

目的 提高对儿童颈部异位甲状腺及胸腺影像表现的认识，减少术前误诊、误切。材料与方法 

回顾性分析 4例儿童颈部甲状腺及胸腺异位的临床资料及超声、CT及 MRI影像表现，比较实

性颈部异位腺体与正常甲状腺及胸腺的影像特点。结果 4例患儿年龄为 2个月，2岁，11岁

及 12岁。临床表现均为颈部无痛性肿块。超声发现患儿颈部大小不等、低回声团块。2例（2

个月及 2岁，男孩）为左侧颈部异位胸腺。1例行 CT及 MRI检查，CT表现为左侧颈部胸锁乳

突肌内侧 4.3×3.6×3.6cm 中等、均匀强化肿块。MRI表现为左颈部与正常胸腺组织信号特点

一致团块。另 1例 MRI示左颈部大小为 1.1×3×3.7cm 团块，信号及强化方式与正常胸腺相

似。 1例为颈部异位甲状腺（11岁，女孩），CT表现为舌根部及颌下各见大小为 1.8×1.5cm

及 0.8×0.8cm 高密度结节，平扫时 CT值 84HU，增强后 CT值 171HU，气管前方未见正常甲状

腺影。前 3例未行手术治疗，超声随访复查。1例 12岁女孩，CT表现为甲状腺右叶增大，见

大小约 2.6×2.6×4.0cm 稍高密度肿块，边缘强化；MRI表现为甲状腺右叶肿块，T1WI、T2WI

呈混杂信号，增强后边缘强化，DWI示肿块边缘呈高信号，术前误诊断为甲状腺右叶占位伴出

血，甲状腺乳头状癌可能。该例术后病理为结节性甲状腺肿伴囊性变，局部细胞丰富，另见少

量异位胸腺组织。结论 儿童颈部实性肿块与正常甲状腺或胸腺的密度或信号一致是实性颈部

异位腺体的影像特点。超声检查适用于发现病灶及随访。CT平扫高密度对于异位甲状腺诊断

提供重要信息。MRI无辐射损伤、多切面扫描，可作为儿童颈部异位腺体的首选影像方法。扩

大冠状位扫描范围至胸骨水平，并注意肿块与正常甲状腺、胸腺信号的对比是诊断要点。鉴别

诊断包括脉管畸形，畸胎瘤及淋巴瘤等，若仍无法明确诊断，则可行穿刺活检明确。 

 

 

EP-0807 

儿童肾上腺皮质癌的临床特点与 CT 诊断 

 
黄莉,刘鸿圣,田金生,余波任,李建明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623 

 

目的:儿童肾上腺皮质癌是一种临床罕见的内分泌恶性肿瘤。它的 CT表现尚未见到详细的阐

述，本文总结 12例儿童肾上腺皮质癌的最主要临床特点和 CT表现。材料与方法：收录我院

2011年 8月至 2016年 11月的 12例儿童肾上腺皮质癌患者临床资料，儿童肾上腺皮质癌的诊

断由活检或手术切除取得的标本经病理检查证实。所有的病例均进了常规 CT增强检查。结

果：12例患儿年龄最大者 10岁，最小者 3月，女性发病率高于男性。患者大多数以阴帝肥

大、阴毛早现，明显男性化，腹部包块等症状初诊，CT图像显示肾上腺区肿物较大，常＞

6cm，分叶状，平扫密度不均匀，可伴钙化，增强不均匀明显强化，呈“网络状”改变，常侵

犯累及周围组织，可有肾静脉或下腔静脉癌栓形成。结论:儿童肾上腺皮质癌是一种临床罕见

的内分泌恶性肿瘤，典型患者临床上常有激素异常分泌症状。腹部 CT检查是目前临床仍较常

用的评估儿童肾上腺肿瘤的手段，认识儿童肾上腺皮质癌典型 CT表现对术前评估、术后治疗

均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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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808 

扩散张量成像在新生儿颅脑磁共振中的应用 

 
张静波 

上海市交通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00333 

 

目的：探讨扩散张量成像（DTI）的分数各项异性（FA）值以及颅内白质纤维束追踪成像在新

生儿颅脑磁共振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对我院新生儿科病人在进行磁共振扫描时加扫 DTI序列，所有病例年龄均在 6个月以

内。扫描完成后，对图像进行后处理，纤维束追踪技术的后处理以脑干、胼胝体压部、胼胝体

膝部、丘脑前辐射、扣带回、海马旁回为主。并对内囊前肢、额叶、颞叶、顶叶和枕叶以及病

变感兴趣区的 FA值进行测量比较。 

结果：加扫 DTI的新生儿患者，比起颅脑序列获得了更多的诊断信息，通过纤维束追踪技术的

后处理，可以清晰观察其颅内纤维束的改变。通过 FA值的测量以及参照对比，可以为新生儿

随访病人提供更多的诊断信息。 

结论：DTI可对于新生儿脑白质病变进可行测量观察，评价其病情。并且对于新生儿颅脑发

育，评估新生儿缺血性脑病，以及各种颅脑疾病提供有效依据，具有临床应用价值。 

  

 

 

EP-0809 

3D-Vista 结合磁共振无创脑血流灌注评价技术 ASL 在儿童颅

脑血管成像的诊断价值 

 
张静波 

上海市交通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00333 

 

目的：探讨 Vista技术结合 ASL灌注评价技术在儿童脑血管成像的诊断价值，对比常规 MRA血

管成像的优势。 

方法：对 2例患者进行颅脑 MRI扫描，所有患者均在 PHILIPS 3.0Ingenia磁共振扫描仪进行

扫描，扫描序列为常规 TOF-MRA、T1-VISTA、以及 ASL序列。 

结果：3D-Vista序列可以清晰显示血管壁及斑块情况，其后处理可以进行多平面重组，由于

其本身是 3D序列所以图像分辨力高，对于微小的病变也不易遗漏。3D-VisTA序列本身是基于

血管流空效应，结合亮血技术的 TOF-MRA以及 ASL灌注技术能更好的的显示颅脑血管病变。 

结论：3D-Vista结合磁共振无创脑血流灌注评价技术 ASL在儿童颅脑血管成像时能提供更多

的诊断信息，提高了儿童脑血管病变的诊断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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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810 

小儿小肠套叠与回结套叠的超声鉴别诊断及其意义 

 
吴伟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00127 

 

目的：探讨小儿小肠套叠与回结套叠的超声鉴别诊断及其意义，了解小肠套叠在小儿肠套叠中

的占比。方法：回顾同一超声医生 3个月内诊断的 51例肠套叠，其中 37例因外径＜3.0cm和

/或位于脐周、腹左侧诊断为小肠套叠；14例因起于腹右侧，外径大于或接近 3.0cm诊断为回

结套叠，比较分析两组的超声特征和转归。结果：72.5%（37/51）的肠套叠为小肠套叠。小肠

套叠组：17男，20女，年龄 7月 14天～9岁，中位数 2 岁，＞2岁 17例。37例共见 48个肠

套叠：初检 32例为单发，4例各见 2个、1例见 4个多发肠套叠；2例 1次复发、1例 2次复

发单个肠套叠。47个套叠外径 1.2cm-2.5cm，平均(1.8±0.3)cm。回结套叠组：10男，4女，

年龄 3月 15天～3岁，中位数 1.5岁，＞2岁 2例。14例均为单发。所有回结套叠均可见于

右肋下切面肝肾间且与两者相贴，所有小肠套叠则否；14 个单发回结套叠外径 2.9cm-4.3cm，

平均（3.5±0.3）cm，35个单发小肠套叠外径 1.4cm-2.5cm，平均(1.8±0.3)cm，两者上述位

置与外径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00）。 35例 46 个小肠套叠在初检或后续间隔为

30~60min的反复监测中于 293min内自动复位，其中 1个瞬间消失不及测量；2例单发小肠套

叠空气灌肠，结果为正常阴性。14例回结套叠空气灌肠均成功复位。结论：小肠套叠在小儿

并不少见，本组其在肠套叠中的占比与成人相似。超声可通过其与回结套叠位置和外径大小的

不同鉴别两者。因本组外径＜2.5cm的小肠套叠多能自动复位，所以对这类患儿似可保守超声

监测至确认其套叠复位。 

  

 

 
EP-0811 

SWI 显示髓静脉扩张的新生儿临床相关因素分析 

 
杜桂枝,张秀玲 

临沂市妇幼保健院临沂市儿童医院 276001 

 

摘要：目的：探讨影响新生儿髓静脉扩张的病因及相关临床因素，为早期防治缺血缺氧性脑病

提供依据。方法：选取 2017.1.1-2017.8.1期间磁敏感加权成像（SWI）显示髓静脉扩张的新

生儿 42例作为研究组，同期出生的 MRI显示正常的新生儿 42例作为对照组，回顾性分析两组

对象临床资料，并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1）单因素分析结果：髓静

脉扩张病例组妊娠期糖尿病（χ
2
＝15.32）、羊水污染（χ

2
＝20.89）、宫内窘迫（χ

2
＝

6.98）、剖宫产（χ
2
＝12.85）、新生儿窒息（χ

2
＝15.63）的比例均显著高于对照组患者（P

＜0.05或＜0.01）。2）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妊娠期糖尿病（OR＝3.68）、羊水污染（OR

＝3.24）、宫内窘迫（OR＝2.86）、新生儿窒息（OR＝3.46）是髓静脉扩张的独立危险因素

（P＜0.05或＜0.01）。结论:妊娠期糖尿病、羊水污染、宫内窘迫、新生儿窒息等因素会导

致髓静脉扩张，进而增加 HIE的发生风险；对髓静脉扩张新生儿应该采取综合的防治措施以降

低 HIE的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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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812 

儿童胸部大血管发育异常伴发气道异常的 CT 诊断 

 
靳瑞娟,孙多成,陈传明 

中山市博爱医院 528403 

 

目的：探讨儿童胸部大血管发育异常伴发气道异常的 CT征象。资料与方法：患儿最小年龄 28

天，多见于 2岁以下婴幼儿。①仪器：CT扫描采用 128层西门子 Blance螺旋 CT机，低剂量

扫描。②扫描及后处理重建：肺动脉期、主动脉期双期扫描。采用多平面重建，VRT及气道透

明化处理。结果：①主动脉发育异常：右弓右降，气管受压 1例；右位主动脉弓合并迷走左锁

骨下动脉、气管受压变窄 2例；主动脉缩窄并气管受压 2例。②肺动脉发育异常：肺动脉悬带

征畸形伴发永存左上腔静脉 1例，支气管分支减少（右肺上叶支气管及中间段支气管缺如），

气管受压狭窄；右侧肺动脉及静脉缺如，右主支气管及其分支缺如 1例；右肺动脉起源于升主

动脉 1例，右心室发出左肺动脉，合并房间隔缺损，左主支气管及上、下叶支气管管腔变窄；

动脉导管未闭合并左主支气管受压变窄 1例。③右肺静脉异位引流 2例（右上肺静脉回流入上

腔静脉，右下肺静脉回流入下腔静脉），其中 1例合并右肺上叶气管性支气管及房间隔缺损，

另 1例右主支气管受推压变窄；弯刀综合征 1例，右下肺静脉异位引流至膈下第二肝门处下腔

静脉，合并镜像右位心、大血管及镜像支气管；脊柱、肋骨、胸廓多发畸形，肝、脾及胃等多

发脏器均呈镜像改变。④体静脉发育异常：永存左上腔静脉压迫左下叶支气管狭窄 1例。结

论：儿童胸部大血管发育异常合并气道异常的扫描需要主动脉、肺动脉双期扫描。后处理技术

非常关键，常规三维显示血管仅体现立体血管分支及连接关系，多平面切割对气道和血管的同

时显示效果良好，同时须结合心超及纤维支气管镜综合分析。怀疑气道外压性狭窄应想到胸部

大血管发育异常可能，平扫图像会显示肺血增多、心影增大、主动脉弓或降主动脉位置异常、

纵膈异常血管结节影等征象，应充分认识，避免漏诊；肺窗出现下肺小叶间隔增厚、充气不均

或纤维化需要询问病史，与早产儿肺损伤鉴别。 

 

 

 
EP-0813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患儿脑功能连接与弥散张量成像研究 

 
谢娜

1,2
,孙龙伟

2
,周家秀

2
 

1.香港大学深圳医院 

2.深圳市儿童医院 

 

目的 使用磁共振静息态功能成像技术和弥散张量成像技术研究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儿

童的脑部改变，探讨其脑部功能连接与白质结构和功能是否具有相关性。方法 对 10例 ADHD

患儿及 10例正常对照组儿童进行全脑扫描，获取静息态功能图像，计算得到每个被试的低频

振幅（ALFF）参数图，进行基于体素的组间比较，选取 ALFF与对照组有显著差异的脑区做种

子点，得到该区域与其他脑区之间的功能连接强度参数图，采用相同的方法比较两组被试之间

的差别；获取弥散张量图像，经计算得到各向异性分数 FA和平均表观弥散系数（mADC）参数

图，采用基于体素的分析方法比较两组被试参数图之间的差别，计算得到各向异性分数 FA和

平均表观弥散系数（mADC）参数图，采用基于体素的分析方法比较两组被试参数图之间的差

别。 结果 与正常对照组相比，ADHD患儿在前扣带回、前额叶、尾状核等区域，ADHD患儿存

在显著的 ALFF的升高，提示自发功能活动的更加活跃。与对照组相比，以前扣带为种子点，

ADHD儿童在双侧丘脑、岛叶及后扣带区域功能连接显著升高；以右侧前额叶的脑区为种子

点，ADHD的右侧中央前回和颞上回的功能连接下降；以尾状核为种子点，ADHD在双侧的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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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功能连接下降。与健康组比较，ADHD患儿在前放射冠、内囊、胼胝体和扣带束等白质区

域，患儿组的 FA显著降低而 mADC升高，提示白质发育的异常。结论 ADHD儿童局域脑区功能

连接异常与白质结构异常存在相互关联，揭示 ADHD症状与认知注意网络的发育延迟、缺损及

白质发育异常有关。 

 

 

EP-0814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and Diffusion Tensor Imaging 

Study of Brain of Children with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Na Xie

1,2
,Sun Longwei

2
,Zhou Jiaxiu

2
 

1.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Shenzhen Hospital 

2.Shenzhen Children's Hospital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network pattern and the structural and functional of 

white matter of the dysfunctional brain in ADHD children using resting-state 

functional MRI and DTI.  Methods A group of ten children diagnosed with ADHD 

matched healthy controls were recruited for resting-state functional brain MR 

images and diffusion tensor imaging. Parametric maps of the amplitude of low 

frequency fluctuations (ALFF) were calculated and group comparison was performed 

using a voxel-based approach, then brain regions with differences in ALFF were 

extracted as seeds to calculate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FC) maps. From DIT data, 

parametric maps (FA, mADC) were computed in standard toolkits, and group 

comparisons were performed in SPM8 using a voxel-based approach. Results Compared 

with healthy controls, children with ADHD showed increased ALFF in bilateral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ACC), caudate and right mid- and superior-frontal 

cortex. When using ACC as seed region, ADHD group showed FC increase in bilateral 

thalami, insula and posterior cingulate cortex; when the right frontal cluster was 

selected as seed, FC with the right precentral gyrus and superior temporal gyrus 

demonstrated reduced FC in ADHD; at last, when using caudate as seed region, 

bilateral mid-frontal regions showed FC decrease. Compared with healthy controls, 

children with ADHD showed deceased FA in ADHD group was identified in bilateral 

frontal corona radiata, internal capsule, cerebellar white matter, corpus callosum 

and right cingulum.  Conclusion ADHD is associated with the abnormalities in the 

inter-regional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and the structural and functional of white 

matter in ADHD. Rs-fMRI and DTI provides complementary neuropathological 

information underlying AD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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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815 

双侧对比下髋关节腔造影在儿童发育性髋关节发育不良复位

术中的临床价值 

 
刘新献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武汉儿童医院（武汉市妇幼保健院） 430016 

 

目的 根据健、患双侧髋关节造影的影像学表现对比评价髋关节脱位及其发育不良的程度，提

出复位成功的影像学解剖指征。方法 搜集我院 2013.01-2016.12确诊为发育性髋关节发育不

良(displasia dislocation of the hip，DDH)患儿 168 例中，单侧发育不良 109例，双侧 59

例。复位前 41例行双下肢皮牵引，时间 7～15天。选取单侧 DDH109例 109髋进行双侧（健

侧、患侧）关节腔内造影，常规先行健侧造影，再行患侧造影。造影结束分别行正位、外展位

及蛙式位三种不同体位拍片，并分析造影结果后进行闭合性手法复位，并了解复位效果。结

果 所有病例均成功穿刺入双侧关节腔并顺利造影，其中，健侧造影示髋臼发育正常，造影剂

沿关节腔流动走形自然，关节囊正常，未见纤维填塞等异常征象。在健侧对比下，患侧造影证

实关节囊松弛患儿 98例、关节囊肥厚粘连 89例、关节盂唇软骨肥厚内翻（玫瑰刺征）85

例、关节囊内条索状充盈缺损 32例，骨性髋臼块状充盈缺损（纤维填塞）15例、关节囊下缘

凹陷（髂腰肌腱短缩压迫）18例。结论 双侧对比下髋关节造影对发育性髋关节发育不良的

诊断有较好的参照与对比，操作简单,虽然有创，但可以动态显示，为临床治疗方案的选择起

着指导性作用，现有无创检查仍不能完全取代。 

  

 

 

EP-0816 

Can Partial Anomalous Left Pulmonary Artery cause 

tracheobronchial compression? 

 
zhong yumin 

SHANGHAI CHILDREN'S MEDICAL CENTER 200127 

 

Background: The left pulmonary artery sling (LPAS) is a rare vascular anomaly 
which is frequently associated with tracheobronchial abnormalities causing airway 

compression. Anomalous origin of a branch of the left pulmonary artery from the 

right pulmonary artery in the setting of normal bifurcation of the pulmonary trunk 

is also extremely rare. Can partial anomalous left pulmonary artery cause 

tracheobronchial compression? 

Purpose: To present 8 cases of partial anomalous left pulmonary artery and know 
this rare variation and be help for operative planning 

Materials and methods: Eight patients (age 2 months to 48 months, 5/8 boys) at a 

tertiary paediatric centre with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s were assessed by MSCT 

and MRI. All studies were performed during free breathing with sedation. The 

anatomy of extracardiac anomalies and intracardiac anomalies were evaluated as 

well as the tracheobronchial anatomy. Six children underwent surgery. 

Results: In 8 cases, seven cases were partial anomalous left pulmonary artery 
(aberrant one of branch of left pulmonary artery coursing inferior-posterior to 

the left bronchus without causing trachea compression, one case had distal por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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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nosis of left main bronchus). Only one case was partial pulmonary sling (one of 

the branch originated from the normal site for the LPA and entered the left hilum 

anterior to the left main stem bronchus and the second branch arose from the right 

pulmonary artery, circled over the right lower lobe bronchus, and passed to the 

left hilum between the trachea and esophagus, forming a pulmonary sling), this 

case had a long segment trachea stenosis and bridging bronchus; the rest All eight 

cases had different cardiac defects which included double outlet right ventricle 

with remote ventricular septum defect, pulmonary artery stenosis, single atrium 

and total anomalous pulmonary venous connection; pulmonary atresia with 

ventricular septal defect; ventricular septum defect and atrial septal defect. Six 

cases has been confirmed by the surgery 

Conclusion: Partial Anomalous Left Pulmonary Artery can cause tracheobronchial 
anomalies and airway compression and as the finding of normal bifurcation of the 

pulmonary trunk does not exclude additional abnormal origin of part of the left 

pulmonary artery. Knowing this rare variation will be helpful for operative 

planning. 

  

 

 
EP-0817 

Evaluation of Anomalous origin of the coronary artery 

from the pulmonary artery using three-dimensional 

steady state free precession sequence 

 
zhong yumin 

SHANGHAI CHILDREN'S MEDICAL CENTER 200127 

 

Background: Anomalous origin of the coronary artery from the pulmonary 

artery is a rare congenital anomaly. Anomalous origin of the left coronary 

artery from the pulmonary artery (ALCAPA) is most common and anomalous origin of 

the right coronary artery (ARCAPA) is extremely rare. ALCAPA or ARCAPA is 

associated with early infant mortality and sudden death in adults. Cardiac 

computed tomography (CT) an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has allowed 

noninvasive evaluation of the coronary anatomy by direct visualization of 

the origin of the left or right coronary artery from the pulmonary artery. 

Purpose: To define diagnostic accuracy of three-dimensional steady state free 
precession sequence (3D-SSFP) to detect this anomaly.   

Materials and methods:  Eighteen cases from January 1, 2007 to December 31, 2014 

were retrospectively reviewed. In 18 patients, age ranged from 3.7 months to 141 

months; the median age was 6.9 months. A 3D-SSFP (3D Balanced turbo field echo (3D 

B-TFE) sequence with navigator respiratory compensation were performed on 18 

patients to evaluate coronary artery anatomy and 2D-SSFP and late gadolinium 

enhancement (LGE)were performed on15 cases to evaluate the cardiac function and 

cardiac tissue characterization. Seventeen patients underwent surgery. 

Results: Fifteen cases were made correct diagnosis by 3D-BTFE, Left coronary 
artery arose from left posterior wall of main pulmonary artery in 14 cas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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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ft coronary artery arose from right posterior wall in 1 cases. There were no 

positive results of LGE in 15 cases. Surgery results of 17 cases demonstrated that 

16 cases were ALCAPA and one case was ARCAPA. The diagnostic accurate rate was 88%. 

Conclusion: 3D-SSFP is a very useful MRI sequence for demonstrating ALCAPA or 
ARCAPA anomalies in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 MRI can supply helpful information 

for preoperative strategies. 

  

 

 
EP-0818 

Diagnostic accuracy of sub-mSv prospective ECG-

triggering cardiac CT in low weight infant with 

complex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 

 
zhong yumin 

SHANGHAI CHILDREN&#39;S MEDICAL CENTER 200127 

 

Purpose: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value and evaluate the diagnostic accuracy of 
sub-mSv low-dose prospective ECG-triggering cardiac CT in low weight infants with 

complex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 (CHD). 

Materials and Methods: A total of 102 consecutive infant patients (53 boys and 49 
girls with mean age of 2.93±2.41m and weight less than 5kg) with complex CHD were 

prospectively enrolled. Scans were performed on a 64-slice high definition CT 

scanner with low dose prospective ECG-triggering mode and reconstructed with 80% 

adaptive statistical iterative reconstruction (ASIR) algorithm. All studies were 

performed during free breathing with sedation. The subjective image quality was 

evaluated by 5-point grading scale and interobserver variability was calculated. 

The objective image noise (standard deviation, SD) and contrast to noise ratio 

(CNR) was calculated. The effective radiation dose from the prospective ECG-

triggering mode was recorded and compared with the virtual conventional 

retrospective ECG-gating mode. The detection rate for the origin of coronary 

artery was calculated. 81 patients had surgery and their preoperative cardiac CT 

findings were compared with the surgical results for assessing the diagnostic 

accuracy. 

Results:  Heart rates were 70-161 beats per minute (bpm) with mean value of 

129.19±14.52 bpm. The effective dose of 0.53±0.15mSv in the prospective ECG-

triggering cardiac CT was lower than the calculated value in a conventional 

retrospective ECG-gating mode (2.00±0.35mSv) (p<0.001). The mean CNR and SD were 
28.19±13.00 and 15.75±3.61HU, respectively. The image quality scores were 

4.31±0.36 and 4.29±0.41 from reviewer 1 and 2 respectively with an excellent 

agreement between them (Kappa=0.85). The detection rate for the origins of the 
left and right coronary arteries was 96% and 90%, respectively. Comparing to the 

surgery reports, diagnostic accuracy of 95% (77/81) for extracardiac defects and 

91% (74/81) for intracardiac defects were achieved.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975 

 

Conclusion: Prospective ECG-triggering cardiac CT with sub-mSv effective dose 
provides excellent imaging quality and high diagnostic accuracy for low weight 

infants with complex CHD. 

  

 

 

EP-0819 

发育性性髋关节脱位三维 CT 测量及重建 

 
王昶 

安徽省儿童医院 230051 

 

目的发育性髋关节脱位临床手术及闭合复位治疗需要根据髋臼角、股骨颈前倾角及颈干角大小

来选择合适的治疗方法
[1]
。我们利用 MSCT通过 MPR技术、VR技术，精确测量患髋的髋臼角、

股骨颈干角，股骨颈前倾角等数据。 

资料与方法 

男性 50例，女性 50例，年龄 2-7岁，中位年龄 3岁。100 例中有 10例为 DDH术后复查。扫

描后图像传至 Philips Brilliance Workspace Portal工作站，进行多平面重建(MPR)，并在

MPR图像上测量髋股骨颈前倾角和颈干角。首先在 MPR图像采用三个轴面确定股骨头中心点，

然后确定股骨头中心及股骨颈基底部中心点，两点连线即为股骨颈轴，可以同时得到股骨颈前

倾角及颈干角数据。然后在股骨髁层面测量股骨髁最低点连线与水平轴的夹角为髁轴与横轴的

夹角，两角相减即为股骨颈前倾角；在股骨颈冠状面上，股骨头颈中轴线与股骨干纵轴中轴线

之间的夹角即颈干角。同时可使用表面遮盖显示法(surface shaded display，SSD)去除所有

的软组织影及伪影，进行骨组织三维重建、VRT等三维观察。分别对股骨头、髓臼及头臼关系

行三维直观显示，包括多平面重建(MPR)，表面遮盖显示(SSD)及容积重建技术(VRT)等多平面

重建。 

结果在一组 MPR图像上同时测量一侧股骨颈前倾角(FNA)和颈干角。所有病例均能很好的显示

测量层面位置。形态学上患髋股骨头均向后、外上方移位。脱出之股骨头形态大致完整，骨骺

形态密度大小不一，较对侧略有变小，同时明显扁平，股骨头表面粗糙不光整。50例表现半

脱位。螺旋 CT三维重建技术能够立体观察显示发育不良结构特征。SSD技术均能清晰显示髋

臼形态。 

结论此项技术所有病例均能得到清晰的髋臼的三维图像，测量值的稳定性急可重复性，满足股

骨颈前倾角及颈干角测量需要。 

 

 

EP-0820 

进行性骨化性纤维发育不良一例 

 
王立英,王春祥 

天津市儿童医院 300000 

 

患者，女，2岁。患者 1年前头部外伤后枕部肿胀，肿胀消退后局部形成质硬肿块，并逐渐向

远端延伸至胸腰段脊柱旁。 

影像表现：CT检查，双侧颈后部、右前胸壁、右后胸壁及右侧胸腰背部脊柱旁肌间隙内可见

多发骨化影，形态不规则，沿肌间隙呈树枝样延伸，病变由骨皮质及骨松质形成独立的骨骼结

构。MR检查，右后胸壁及脊柱旁可见多发骨化影，骨皮质在 T1WI、T2WI均呈低信号，骨松质

接近正常黄骨髓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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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进行性骨化性纤维发育不良（fibrodysplasia ossificans progressiva , FOP），又称进行

性骨化性肌炎，是一种罕见的结缔组织病，病因为 ACVR1/ALK2 基因发生单核苷酸错义。患者

多为散发，少数为家族性，表现为常染色体显性遗传。发病率约为 1/2,000,000，没有种族和

地域差异，男女发病率相同。临床表现以先天性拇趾畸形及进行性异位骨化为特点。先天性拇

趾畸形包括拇趾外翻、第一跖骨畸形和/或单趾症。异位骨化发生在横纹肌、腱膜、肌腱和韧

带，舌肌、膈肌、眼外肌、平滑肌和心肌不受累。骨化发生顺序一般为由背侧到腹侧、由中轴

骨到四肢骨、由头侧到尾侧、由近端到远端。软组织异位骨化可自发发生，或轻微外伤、局部

注射后出现，病毒感染也可触发。表现为局部迅速出现的软组织肿块，此时 MRI检查可见软组

织肿块伴周围水肿，边界不清，常误诊为恶性肿瘤。数日后肿胀消退，形成局限质硬肿块，边

界清楚，CT可早于平片发现局部钙质沉着，数月后可出现骨化。异位骨化呈带状或板层状，

可见完整的骨皮质和骨松质结构。MRI上，骨皮质呈低信号，骨松质信号接近正常黄骨髓信

号。本病常延误诊断，初期软组织肿块很少与拇趾畸形相联系，常易误诊为恶性肿瘤或局限性

骨化性肌炎，手术会加重本病发展而导致医源性损伤，因此早期诊断很重要。如果发现典型解

剖部位如头部、颈部及肩部的质硬肿块，合并拇趾畸形，应想到本病的可能。 

 

 
EP-0821 

新生儿肝母细胞瘤影像学表现与肝血管瘤对照分析 

 
李晓明,汤静,杨吉钱,庄霞梅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7 

 

背景 

新生儿肝母细胞瘤并不少见，临床工作中可能误诊为肝血管瘤，通过对二者诊断与鉴别，有助

于肿瘤治疗方案的制定与疗效评价。 

目的 

通过与肝血管瘤的比较，探讨影像学对新生儿肝母细胞瘤的诊断价值，提高对新生儿肝母细胞

瘤的认识。 

方法 

收集 2016年 1月至 2016年 12月间经手术病理证实为肝母细胞瘤、且具有完整的临床及影像

学资料的初诊年龄小于 90天的患儿 7例，肝血管瘤患儿 10例，分析肝母细胞瘤及肝血管瘤的

影像学表现，并与手术及病理表现进行对照分析。所有病例于自然睡眠或镇静后睡眠状态下进

行 CT平扫及动态增强扫描，其中 2例于 2天内进行 MRI 平扫及增强扫描。应用 SPSS 17.0 统

计学软件，配对样本均数 t检验及一致性进行。 

结果 

男 5例，女 2例，其中 4例误诊为血管内皮细胞瘤。初诊年龄 1～89天，平均(25.4±15.6)

天，AFP均有不同程度升高。7例肝母细胞瘤中右叶 4例，左叶 2例，左右两叶 1例，肿块最

大径线平均（29.1±9.2）mm，CT平扫均呈不均匀低密度，CT增强扫描 5例呈显著不均匀强

化，边缘强化尤为明显，呈血管样强化，延迟扫描强化，呈快进慢出特征；2例呈中度不均匀

强化，呈快进快出。10例肝血管瘤中右叶 5例，左叶 3例，左右两叶 2例，肿块最大径线平

均（27.3±10.3）mm，CT平扫均呈不均匀低密度，CT增强扫描均呈典型血管瘤强化特征：呈

血管样强化、延迟扫描强化等；7例肝母细胞瘤中胎儿型 2例，胚胎型 3例，混合性型 2例。

10例肝血管瘤患儿中婴儿型 9例，胎儿型 1例。 

二者肿块直径无明显统计学差异。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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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富血供肝母细胞瘤较常见，影像学表现可以类似于富血供血管瘤，因此易误诊，但仔细

分析其影像学特点，仍明显有助于肝母细胞瘤与血管瘤鉴别。 

 

 

EP-0822 

十字交叉心脏的 CT 诊断 

 
杨有优,范淼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510080 

 

十字交叉心脏(Criss–Cross Heart, CCH)属复杂先天性心脏畸形，其病理特征为房室连接区

螺旋状扭曲、体肺静脉血流轴在心脏房室瓣水平发生空间位置上的左右交叉,在心脏前后投影

平面上呈十字。该类复杂畸形非常罕见，外科手术治疗是唯一手段。准确的术前影像诊断及对

合并畸形的全面提示，对手术方式的选择和患者预后的判断致为重要。 

心血管造影、超声心动图和 MRI已用于该种疾病的诊断，但 CT诊断的研究尚未见到。近年高

端 CT的出现，为复杂先心病的无创诊断提供了有效的手段。本文就经电子束 CT或 64 排螺旋

CT检查且手术证实的 5例 CCH进行分析,探讨该技术在该种畸形诊断中的价值。 

  

 

 

EP-0823 

Criss-cross heart: Findings at CT imaging 

 
yang youyou 

aDepartment of Radiolog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80，China. 510080 

 

ABSTRACT 

Background: Criss-cross heart (CCH) is a rare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 and always 

associated with complex anomalies. Accurate preoperative evaluation of the 

deformation is essential for successful surgical repair. 

Objective: To probe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CT in the diagnosis of CCH. 

Methods: Five patients with CCH confirmed by operation was done. 64-section spiral 

CT enhanced scan was performed on 2 patients and electron beam CT enhanced single 

slice volume scan was performed on 3 patients. 

Results: CT scan and three dimensional reconstruction could not only demonstrate 

the twisted atrioventricular connection, but also complicated abnormalities such 

as horizontally oriented ventricular septum and its defect, ventriculoarterial 

connection disorder , pulmonary stenosis and aortic coarctation. 

Conclusion: CT is an excellent noninvasive technique in the diagnosis of criss-

cross he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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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824 

CT characteristics of Langerhans cell histiocytosis 

of mandible in children 

 
Chen Yingqian,Fan Miao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un Yat ⁃ 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80，China 510080 

 

【Abstract】Objective Retrospectively analyses on the CT characteristics of 

Langerhans cellhistiocytosis（LCH）of mandible in children with the purpose of 

investigating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MSCTon LCH. Methods The CT images of LCH of 

mandible confirmed by pathology were collected in the FirstAffiliated Hospital of 

Sun Yat . sen University from Jan，2006 to July，2016. On the other hand，

theSinoMed and Pubmed databases（.2016）were consulted with the key words related 

to LCH and mandible，without any other limit. Then，the full text of the target 

articles were acquired and picked out artificially.The Descriptive analysis was 

used as statistic method. Results Totally 18 cases were reviewed，including10 

cases from our hospital and 8 cases from the articles. The LCH of the mandible in 

children turned outto be a well.defined（14/18），punched.out lytic（17/18）mass 

with a homogeneous soft tissue density（13/18），which may had a periosteal 

reaction（11/18）and a slight bone line（5/18）. The adjacent teethmight be 

pressed slightly or not. But the root histiocytosis of tooth and dental follicle 

might be eroded（3/18）. The mass could have mild.middle enhancement（10/10）with 

a significant enhanced margin（5/10）. Conclusion C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iagnosis of LCH of mandible in children，as wellas in the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and therapy. 

 
EP-0825 

孤独症患者胼胝体各分区形态和扩散张量成像的定量研究 

 
胡冰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510630 

 

目的：测量孤独症患者 MRI 扫描正中矢状位胼胝体各分区的面积和扩散张量成像各参数值，评

估其定量结果与儿童孤独症评定量表（CARS）的相关性。 方法：从 2012年 7月到 2014年 7

月，在我院放射科对 24个孤独症患者和 24个年龄性别相匹配的健康自愿者，行常规 MRI扫描

和扩散张量成像（DTI）扫描，测量胼胝体各个分区的面积、表观扩散系数（ADC）值和各向异

性（FA）值。使用配对 t检验统计分析两组之间的差异。使用 Pearson线性相关分析孤独症患

者组的上述定量结果与 CARS 的相关性。 结果：孤独症患者组胼胝体 1~3区的面积和 FA值小

于对照组，ADC值大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孤独症患者组胼胝体 1~3

区的面积和 FA值与 CARS呈负相关（P＜0.05）。孤独症患者组胼胝体 1~3区的 ADC值与 CARS

呈正相关（P＜0.05）。 结论：胼胝体 1~3区的面积、ADC值和 FA值可反映孤独症患者症状

的严重程度，该方法可用于孤独症患者的病情评估和疗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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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826 

空肠无神经节细胞症并肠管扩张一例报告 

 
胡丽丽,李辛子,孙焱 

天津市儿童医院 300000 

 

目的：报告一例空肠无神经节细胞症并肠管扩张。 

材料与方法：患儿，女，1 个月。因生后间断呕吐，加重 3天入院。呕吐物为黄绿色液体。生

产史：足月顺产，否认宫内窘迫及生后窒息史。胎便排出史：生后 24小时内首排胎便，持续

至 12天转黄。体检：发育迟缓，营养欠佳。腹稍胀，未见肠型及蠕动波，全腹无压痛，无肌

紧张。指肛检查进小指顺利，未及明显狭窄环，直肠壶腹空虚，未及肿物，有裹手感。退指有

黄色糊状便排出。无爆发式排气排便。血常规：WBC：7.76×10
9
/L，RBC：2.67×10

9
/L，HB：

85g/L，PLT：614×10
9
/L。 

结果：影像学检查：腹部平片显示机械性肠梗阻。钡剂灌肠显示未见明显异常。上消化道及小

肠系造影显示左下腹部造影剂通过肠管困难，频繁逆蠕动，梗阻处近端肠管轻度扩张，考虑空

肠远端不全性梗阻。手术可见：距屈氏韧带 50cm起至屈氏韧带 90cm处小肠肠管扩张，直径约

4cm，分别距屈氏韧带 40cm、50cm、70cm、90cm取肠壁小块组织送冰冻活检，病理回报：

40cm、50cm及 90cm可见发育不良的神经节细胞，70cm处未见典型的神经节细胞。再分别于末

端回肠及升结肠取肠壁小块组织送冰冻活检，病理回报：末端回肠可见发育不良的神经节细

胞，升结肠可见典型神经节细胞。 

结论：先天性巨结肠是小儿常见的消化道畸形，又称无神经节细胞症。其主要的病理改变是肠

痉挛段中无神经节细胞。有文献报道节段型先天性巨结肠，但空肠无神经节细胞症并肠管扩张

尚未报道。本病病理生理学尚未完全清楚，大部分学者认为肠内神经节细胞是由神经嵴的神经

母细胞沿迷走神经干从头向尾方向移行而来。如在此过程中胚胎发育受阻，则神经节细胞将在

受阻平面以下却如，形成不同类型的无神经节细胞巨结肠。本例仅节段空肠无神经节细胞，而

升结肠可见典型神经节细胞，且无神经节细胞段空肠扩张（与无神经节细胞段肠管为痉挛段不

同），对此此理论有挑战性。 

 

 
EP-0827 

专家讲座：先天性听力障碍的 HRCT 病因诊断 

 
巩若箴 

山东省医学影像学研究所 250021 

 

先天性听力障碍分为传导性和感应神经性聋。 

本讲座主要介绍： 

1、听骨链畸形的种类，显示听骨链畸形的方法。 

2、如何判断听骨链是否处于功能状态。 

3、听骨链周围结构对听骨链传导功能的影响。 

4、内耳畸形的种类。 

5、如何识别各种内耳畸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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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828 

PEG-C fecal tagging with CT colonography in children  

 
yang nan 

TianJin Child hospital 300134 

 

Introduction ：This study aims to evaluate the ability to detective the intestinal 

polyposis by polyethylene glycol electrolyte solution with contrast medium（PEG-

C）fecal tagging with CT colonography in children。Materials and methods ：13 

children of recurrent intussusception or suspicious intestinal polyposis, aged 8m-

14y. abrosia 24h and take orally peg-c(2 ml／kg) 8hours before examination。A 24 

Fr Forey catheter was placed in the rectum, and the balloon was inflated just 

before the CT scan. Air was insufflated into the colon at the left decubitus 

position. The patient was scanned axially with a single run from the colonic 

flexures to the pelvis in the supine position. The study was performed using 

Philips 256 iCT. Scanning with a received scanning protocol of low-dose abdomen CT. 

Then, send pictures to the IntelliSpace—Virtual Colonoscopy，observe the entire 

colon and distal ileum to identify the location of the lesion and the distance to 

anal. Results ：All studies were performed without complications. CTC showed the 

entire colon and distal  ileum without blind spots in all patients. Polyps were 

located in the ileocecal junction (n = 8), colon (n = 5). All cases were confirmed 

by colonoscope or minimally invasive surgery。ED Dose of all patients 0.92-2.43msV. 

Discussion ：CTC is a radiologic modality that is being evaluated screening tool 

for colorectal polyps .There are few reports related to the technique in children. 

CTC requires bowel preparation and colonic insufflation. In particular, optimizing 

bowel preparation is important. PEG-C is provides a clean mucosal surface,to 

distinguish the neoformation and remained liquid. Colonoscopy provides high 

diagnostic accuracy, and has been the routine therapeutic modality for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colorectal elevated lesion in children. However, colonoscopy is 

invasive and often needs sedation. Our data shows that CTC could be carried out 

safely in children without sedation . A low dose of radiation may not allow the 

use of stool tagging because barium and iodine-containing oral contrast agents 

tend to increase noise and streak artifacts. However, the con- trast agent diluted 

with PEG solution did not generate noise or artifacts in our study. In conclusion, 

CTC using PEG-C prepa- ration is safe and less invasive compared to conventional 

CTC due to the shorter examination time and lower radiation dose.  

  

 

 

EP-0829 

iDOSE4-FBP 在儿童颅脑 CT 中辐射剂量、图像质量应用比较 

 
冯辉 

天津市儿童医院 300134 

 

目的：评估 IR算法在降低儿童颅脑 CT辐射剂量中的应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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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选取 2016年 1月至 3月间行颅脑 CT检查的 1-3岁幼儿 100例。随机分为 FBP和

IR两组每组 50例。FBP组使用一组被认可的儿童 FBP扫描方案，即 100kV，367mAs，

CTDI22.0mGY；IR组的扫描剂量较 FBP组降低了 20%，即 100kV,257 mAs，CTDI15.4mGY，并使

用 iDOSELever2进行重建。由三名影像技师分别对全部样本进行噪声测量，共五点：桥前池

（单点）、SNR-双侧玻璃体与双侧丘脑的 SD平均值、尾状核头-双侧、灰白质交界-双侧、总

平均值。 

所有 ROI的面积为 0.4~0.6cm
2
，每个 ROI均测量 3次。以 CT值标准差的均值为图像的客观噪

声值。ROI选取包括了代表灰质成分的丘脑，代表白质成分的半卵圆中心，以及双侧岩骨所在

层面易出现伪影的脑桥。两组间各层面的图像客观噪声值比较采用配对 t检验。 

结果：两组间各层面的图像客观噪声值均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 IR技术是近年来逐渐被认可的一种新的图像重建方法。利用噪声统计模型通过多次重

建，将像素值与理想值比较后进行噪声识别，使前景数据与背景噪声间的误差最小化，从而减

少噪声水平，提高图像质量。与 FBP相比，IR的优点在于可以增加图像的信噪比。但是，IR

的图像质量较 FBP更趋于平滑，图像易出现“蜡像征”或“云雾状”改变，特别是在高级别的

IR中更为显著。目前这种征象可以通过调节图像重建卷积轴的参数的方法来改善。因此，在

临床应用中图像重建卷积轴应与 IR的相关参数相匹配，但目前尚缺乏与儿童相关的进一步研

究。近年来，学者们应用的 IR技术，进行了大量的模型及临床研究，进一步优化了儿童各部

位 CT扫描方案，降低了辐射剂量。综上所述，在儿童颅脑 CT中应用 20% IR迭代率，将 FBP

的辐射剂量降低 20%是合理的，并且保持了良好的图像质量。 

 

 
EP-0830 

Diagnosis of fetal dysplasia of spine and spinal cord 

by 3.0T MRI 

 
Yin Xing,Zhao Xin 

The Thir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450052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3.0T MRI on fetal dysplasia of spine 

and spinal cord. Methods: Fifteen pregnant women, aged from 18 to 33 years 

(average 26 years) and with gestation from 22 to 37 weeks (average 27 weeks) were 

studied with a 3.0T MRI unit within 24 hours after ultrasound studies. T2WI 

included half-flourier acquisition single-shot turb spin-echo and true fast 

imaging, and T1WI was using fast low angle shot in the axial, frontal and sagittal 

planes relative to the fetal spines. MRI findings were compared with prenatal US. 

Results: Of the fifteen pregnant women, fifteen fetuses were found, six cases with 

spinal deformity, three cases with caudal regression syndrome, two cases with 

myelomeningocel and negative results in four cases. Seven cases were completed 

their ultrasound diagnosis, three cases were made the same diagnosis as ultrasound 

and five cases were corrected diagnosis. Conclusion: Prenatal MRI is effective in 

the assessment of fetal dysplasia of spine and spinal cord; it can yield 

information additional to that obtained with US, especially in dysplasia of spinal 

cord, and further correct US diagn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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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831 

Meta - analysis of MR Diffusion Tensor Imaging for 

Term infants with Hypoxic - Ischemic-cephalopathy 

 
Zhao Xin,Song Juan,Zhang Xiao an 

The Thir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450052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value of MR diffusion tensor imaging in the diagnosis 

of term infants with hypoxic - ischemic -cephalopathy by meta - analysis. 

Methods Searching the related literatures 

in Medline,Ovid,Springer,Elsevier,Lippincott Williams＆Wilkins(Lww)and the 

Chinese Journal Net (CNKI) from January 1997 to December 2016 published in Chinese 

and English literature,analysis software for the RevMan 5.3, the combined effect 

is the weighted average difference (WMD). Results A total of 13 articles were 

included in the study of DTI diagnosis of HIE.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The FA 

value of the posterior limb of Internal capsule,the plenium and genu of corpus 

callosum in the term infants with mild, moderate and severe HIE were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of which the value of WMD and 95% CI in the posterior 
limb of Internal capsule were -0.04 (-0.06, -0.02), -0.07 (-0.10, -0.03);-0.07(-

0.10,-0.03);of which the value of WMD and 95% CI in the Splenium of corpus 
callosum were -0.09(-0.10,-0.07);-0.09(-0.12,-0.06);-0.19(-0.33，-0.05);of which 

the value of WMD and 95% CI in the Genu of corpus callosum were -0.06(-009,-
0.03);-0.07(-0.10,-0.05);-0.13(-0.21,-0.06).(2)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FA value of the Parietal white matter, frontal white matter in neonates 

with mild HIE group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The FA value of moderate to 

severe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of control group.(3) There were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in comparing the FA value of lentiform nucleus, thalamus, caudate 

nucleus and radiation crown with neonatal control group.Conclusion The posterior 

limb of Internal capsule, the splenium and genu of corpus callosum were the most 

obvious parts of HIE involvement. The decrease of FA value can provide imaging 

basis for the early diagnosis of HIE. 

  

 

 

EP-0832 

“臼齿征” 畸形影像学新分类 

 
刘俊刚 

天津市儿童医院 300134 

 

“臼齿征”是由于小脑蚓发育不全-发育不良，峡部和脑桥上部水平脚间窝异常加深，小脑上

脚增粗、伸长呈水平走行所致。臼齿征最初被描述为多种疾病的一部分，包括经典型 JS、

JS+LCA或视网膜萎缩、Senior-Löken 综合征、Dekaban-Arima综合征、COACH综合征、

Varadi-Papp综合征。随着遗传学研究的深入和对基因型-表型之间关系的理解，越来越多的

证据显示以上疾病的致病基因均编码初级纤毛蛋白，属于“纤毛病”范畴。新的分类方法将脑

部影像学提示“臼齿征”的疾病现统称为 Joubert综合征及相关疾病，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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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bert综合征：除了臼齿征以外，患者主要的神经系统异常为张力减退/共济失调和发育延

迟，合并不同程度的不规则呼吸，眼球运动异常和智力障碍。无视网膜、肾或肝受累。这种表

型无显著相关基因，但有少数偶然基因变异的报道。 

JS合并眼缺陷：神经系统表现合并视网膜萎缩，发生年龄、进展和严重程度有一定变化。 

JS合并肾缺陷：本亚型中，神经系统表现合并肾疾病，最常见为肾单位肾痨，无视网膜受

累。 

JS合并眼、肾缺陷：本亚型表现为神经系统异常同时合并视网膜萎缩和肾单位肾痨。 

JS合并肝缺陷：本亚型表现为 Joubert综合征合并先天性肝纤维化。脉络膜视网膜或视神经

缺损及肾消耗病可为本亚型的表现，但不是一定特征。 

JS合并口-面-指缺陷：本亚型表现为 JS合并舌分裂或分叶舌（常为软组织结节或多发错构

瘤），多发口系带和多指畸形，常为中央型合并 Y形掌骨。下丘脑错构瘤或先天性垂体缺如可

发生。 

对所有出现张力减退、眼球运动异常和发育延迟的患儿，特别是合并呼吸系统异常时，均应考

虑到 Joubert综合征及相关疾病的可能，根据 MRI检查是否发现“臼齿征”，以确定或排除诊

断。一旦诊断 Joubert综合征及相关疾病，应对患儿可能受累的多个器官进行检查，包括眼科

检查、肾肝功能检查。 

  

 

 
EP-0833 

儿童后颅窝先天畸型影像诊断 

 
曾洪武 

深圳市儿童医院 518026 

 

后颅窝先天畸型影像诊断 

MRI序列选择 

3D-T1W  高分辨率的解剖结构，灰质和白质对比清晰 

T2WI 横断位 冠状位，高分辨率的解剖结构，区分皮质，白质和灰质核团 

DTI  横断位评价脑白质微观结构完整性，白质纤维束追踪 

CISS 结构干扰稳态 （GE：FIESTA-C）评价小半球、颅神经、第四脑室和孔 

磁敏感序列：识别出血、血的衍生品，钙化和铁沉积 

分类 

主要累及小脑 

    小脑蚓部为主： Dandy-Walker畸形及其它的后颅窝囊性变，包括 Blake囊肿，大枕

大池，蛛网膜囊肿，孤立小脑蚓部发育不全，后脑联合畸形 

    全小脑受累：皮质以良畸形：无脑回畸形（RELN，VDRL，微管蛋白基因）；多小脑回

（微管蛋白基因，GPR56）；脑室周围结节性异位；原发性小头畸形；巨小脑；小脑发育不

良；多个遗传综合征全球小脑发育不全 （Ritschcer-Schinzel 综合征，CHARGE综合征，

Delleman综合征）；先天性巨细胞感染 

    单侧小脑受累：孤立单侧小脑发育不全，phaces 综合征，COL4A1基因突变，小脑裂 

小脑和脑干同时受累 

PCH型 1-10;糖基化Ⅰ-a型先天性异常；CASK突变；Joubert综合征；破坏性病变引起的小脑

发育不全或由于 PTF1A突变引起的畸形;先天性肌营养不良症（由于有缺陷的 Dystroglycan基

因 O-糖基化；Chiari 畸形Ⅱ型的小脑消失；继发于早产儿小脑发育中断 

  

脑干受累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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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脑桥被盖发育不良；水平凝视麻痹和渐进性脊柱侧凸（ROBO3突变） 

中脑受累为主 

间脑-中脑交界发育不良 

注： CHARGE综合征 ：coloboma, heart defect, choanal atresia, retarded growth and 

development, genital abnormality, and ear abnormality, 缺损，心脏缺陷，后鼻孔闭

锁，生殖器异常和耳异常 

  

 

 
EP-0834 

经多层螺旋 CT 探讨直径≤3cm 肺磨玻璃与支气管的关系  

 
李凤 

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16001 

 

摘要：目的：研究直径≤3cm 磨玻璃结节(GGN)与支气管的关系及其类型，探讨其对 GGN的诊

断价值。方法：对 168例 GGN患者（其中 6例患者有 2个 GGN）的 HRCT影像进行回顾性分

析。将 GGN与支气管的关系分为 5型：I型：支气管在 GGN 中被实性成分截断；Ⅱ型：支气管

在 GGN实性成分走形扭曲、扩张；Ⅲ型：支气管在 GGN的磨玻璃区走形扭曲、扩张；Ⅳ型：支

气管在磨玻璃区走形正常；V型：支气管在病灶旁边绕行，未进入病灶内部。分析此分型与

GGN病理之间的相关性。结果：病理证实良性病变 29个、浸润前病变 70个、浸润性病变 80

个。3组 GGN与支气管类型之间的差异为 (X2=81.454，P<0.01)，差异有明显统计学意义。浸

润性癌多见于Ⅱ、Ⅲ型血管关系；浸润前病变组多见Ⅳ型；良性组以Ⅳ、V型多见。结论：不

同类型 GGN与支气管的不同关系有助于 GGN的定性诊断。 

 

 

EP-0835 

能谱 CT 成像对纵隔淋巴瘤及淋巴结反应性增生 

的鉴别诊断价值 

 
李帮雪,颉克蓉,韩引萍,周俊林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730030 

 

目的 纵隔淋巴瘤和淋巴结反应性增生均表现为纵隔内淋巴结肿大，两者影像表现极为相似，

临床治疗方法截然不同。本研究拟评价能谱 CT 成像对纵隔淋巴瘤和淋巴结反应性增生的鉴别

诊断价值，以指导临床。 

   资料与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病理证实的 12 例纵隔淋巴瘤和 8 例淋巴结反应性增生患

者，术前均行平扫和双期能谱 CT增强扫描，患者取仰卧；（呼吸困难者采用俯卧位），扫描

范围自肺尖至肺底。采用 AW 4.6 工作站能谱分析软件，于病灶均质处勾画圆形或类圆形感兴

趣区，尽量避开囊变坏死、钙化及较大血管影，测量不同单能量(40keV-140keV)下的 CT 值，

并在物质分离图像上测量病变部位及主动脉处的碘（水）浓度，测量 3 次取平均值。能谱曲

线斜率计算公式为：能谱曲线斜率（ESCS）= CT（40kev）-CT（90kev）/50。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对两组数据进行分析，计算约登指数最大值时的单能量 CT 值和碘（水）浓度的阈值及敏

感度和特异度，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淋巴结反应性增生动脉期 40~140 keV 和静脉期 40~100 keV 单能量 CT 值、

碘浓度、标准化碘浓度及能谱曲线斜率均高于淋巴瘤，水浓度低于淋巴瘤，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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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以动脉期 40~110kev(分别为

186.35HU,134.53HU,104.33HU,83.99HU,70.35HU,6.32HU,56.6HU,52.6HU）及静脉期

40~80kev(分别为 225.64HU,156.58HU,117.93HU,89.75HU,70.65HU)单能量 CT值，动静脉期碘

浓度、标准化碘浓度及能谱曲线斜率(18.32 100 μg/cm3 vs 23.74 100 μg/cm3 ,2.5 vs 

3.22,0.178 vs 0.023)为阈值，诊断淋巴瘤的敏感度、特异度均达 100%。 

  结论 能谱 CT 成像对隔淋巴瘤和淋巴结反应性增生有一定的鉴别诊断价值。 

  

 

 
EP-0836 

能谱 CT 对纵隔淋巴瘤和纵隔型肺癌鉴别诊断的价值 

 
赵君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730030 

 

目的：探讨纵隔淋巴瘤和纵隔型肺癌的能谱 CT影像学特征，评估能谱 CT对两种疾病鉴别诊断

的价值。 

材料和方法：回顾性研究纵隔肿瘤 45例，（纵隔淋巴瘤 25例，纵隔型肺 Ca 20例），全部行

能谱双期（动脉期和静脉期）CT扫描。测量病灶的碘浓度（IC）来源于碘基物质图，以同层

面胸主动脉碘浓度标准化，分别计算病变动脉期及静脉期的标准化碘浓度（NIC）及能谱曲线

的斜率（K），两种病变的定量参数用独立样本 T检验进行比较。 

结果：纵隔淋巴瘤和纵隔型肺癌的 IC 、K和 NIC具有显著差异（p < 0.05）。，IC平均值动

脉期分别为：6.73± 1.65 mg/ml ， 10.91±3.95 mg/ml；静脉期 8.57± 2.61 mg/ml，

13.30 ± 3.67 mg/ml；NIC 平均值动脉期分别为：0.08± 0.03 mg/ml ， 0.10±0.02 

mg/ml；静脉期 0.26± 0.11 mg/ml，0.32 ± 0.08 mg/ml；K平均值动脉期分别是：-1.27± 

0.31，-2.06±0.77；静脉期-1.62± 0.48，-2.53 ± 0.71。静脉期 IC和 K值的 ROC 曲线下

面积最大，静脉期 IC敏感性（85％）和特异性（88％），K值敏感性（96％）和特异性（75

％），结合静脉期 IC和 K值，在鉴别两种纵隔肿瘤中具有较高的敏感性和特异性。 

结论： CT能谱成像碘浓度定量分析和能谱曲线的斜率可以提高纵隔淋巴瘤和纵隔型肺癌鉴别

诊断准确率，为临床治疗方案制定提供帮助。 

 

 
EP-0837 

肺淋巴管肌瘤病的影像学表现 

 
冯利波,胡智斌,代敏 

应城市人民医院 432500 

 

目的探讨肺淋巴管肌瘤病（pulmonary lymphangiomyomatosis,PLAM）的影像学表现特点，以

提高对本病的认识和鉴别诊断能力。资料和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病理证实的 18例 PLAM患者的

临床和影像学资料。18例均行胸部 HRCT扫描及腹部 CT检查，其中 5例行腹部 CT增强扫描，

2例行头颅 MRI检查。结果 18例患者均为女性，年龄 22～58岁，平均年龄 36岁。胸部 HRCT

均表现为两肺弥漫性、均匀分布类圆形薄壁囊腔影（18/18,100%），6例合并气胸（6/18，

33.3%），4例合并乳糜性胸腔积液（4/18,22.2%），3例合并两肺散在多发微小结节

（3/18,16.7%）。腹部 CT检查示 4例伴发双肾错构瘤（4/18,22.2%），1例伴发右肾错构瘤

（1/18,5.6%），2例伴发肝脏错构瘤（2/18,11.1%），2例伴发子宫错构瘤（2/18,11.1%），

3例伴发后腹膜囊性淋巴管瘤（3/18,16.7%）。头颅 MRI检查发现 2例颅内多发结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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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11.1%）。结论 育年期女性，胸部 HRCT检查发现双肺弥漫均匀分布薄壁囊腔，应考

虑到 PLAM的诊断可能。应进一步行腹部 CT检查，排除合并结节性硬化症。 

 

 

EP-0838 

HDCT 前瞻性心电门控能谱扫描与大螺距能谱扫描在肺动脉成

像中的对比研究 

 
管延芳,范丽娟,刘军波 

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 300457 

 

目的 比较 HDCT前瞻性心电门控能谱扫描与大螺距能谱扫描扫描在肺动脉成像中图像质量及

辐射剂量。方法 前瞻性纳入 2016年 8月至 2017年 5月疑似肺动脉栓塞患者 40例，采用随

机数字表法分为两组，各 20例。A组行前瞻性心电门控能谱扫描，B组行大螺距能谱扫描。以

3分法评价肺动脉主干、二尖瓣水平肺动脉图像质量及上腔静脉硬化伪影。测量肺动脉主干的

CT值，计算肺动脉的对比噪声比（contrast noise ratio, CNR)和有效辐射剂量（effective 

radiation dose, ED）。2 名有经验的主治医师采用双盲原则对图像进行主观评分。结果 A

组肺动脉主干 CT值 605.88±125.36HU,CNR值 30.85±6.67；B组肺动脉主干 CT值

615.20±118.55HU,CNR 值 36.12±10.43，两组 CT值（P=0.414）和 CNR值（P=0.352）差别均

无统计学意义。二尖瓣水平肺动脉分支图像质量评分依次为：A组 3分 13例，2分 7例，1分

0例；B组 3分 6例，2分 14例，1分 0例，两组比较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0.018），A组图

像质量优于 B组。上腔静脉的平均 CT值分别为：A组 525.24±481.47HU,B 组

1404.29±401.20HU，两组比较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0.000）。上腔静脉硬化伪影的评分分别

为：A组 3分 9例，2分 10 例 ,1分 1例；B组 3分 0例，2分 4例，1分 16例，两组比较差

别有统计学意义（P=0.002）。有效辐射剂量 ED：A组 3.07mSv，B组 5.74mSv，A组辐射剂量

显著低于 B组（P=0.005）。结论 前瞻性心电门控能谱扫描改善了心脏周围肺动脉的图像质

量，明显减少了上腔静脉对比剂的硬化伪影，降低了有效辐射剂量，具有广泛的临床应用价

值。 

  

 

 
EP-0839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subsolid nodules less than 

10 mm in computed tomography 

 
Zhan Yi

1
,Shan Fei

1
,Feng Mingxiang

2
,He Xinyuan

2
,Shi Xiudong

1
,Shi Yuxin

1
,Zhang Zhiyong

1
 

1.Shanghai Public Health Clinical Center 

2.Chest surgery department， Zhongshan hosipital affiliated to Fudan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omputed tomography (CT) features in subsolid 

nodules less than 10mm that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lung adenocarcinomas in situ 

(AISs), minimally invasive adenocarcinomas (MIAs) and invasive adenocarcinomas 

(IACs) appearing as ground-glass nodules (GGNs).  

Methods: Retrospectively reviewed 74 cases with 74 subsolid pulmonary nodules of 

less than 10mm (11 AISs, 29 MIAs and 34 IACs) confirmed by surgery and pathology. 

The CT features of the AISs, MIAs and IACs were analysed and compared. Rece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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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analyses were conducted to determine the cutoff 

values for the qualitative variables and their diagnostic performances. 

Results: The IAC group is significantly larger than AIS (p=0.001) and MIA 

(p=0.002), and have higher mean CT value than other two group (p=0.001; p=0.045). 

The IAC have greater frequencies of lobulated shape (p = 0.018), air bronchogram 

(p = 0.001), vessel change (p = 0.029), and bubble lucency (p = 0.019), an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spiculated margin (p = 0.177) and pleural indentation 

(p=0.309). The ROC shows distinguishing the IACs from AIS-MIAs by mean CT value≥-

451.00HU, the sensitivity is up to 79.4% with the specificity is 62.5%. 

Conclusions: The mean CT values of -451 HU or greater, air bronchogram and bubble 

lucency may indicate the IAC in subsolid nodules less than 10mm. 

 

 
EP-0840 

多层螺旋 CT 对心腔假腱索诊断的临床价值 

 
彭志远 

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 430022 

 

目的：探讨多层螺旋 CT对心腔假腱索诊断。 

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多层螺旋 CT检出的心腔内异常索状结构。对 2005年 5月至 2016年 12

月 13例心腔假腱索的患者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使用飞利浦 64层及 256层螺旋 CT和西门子

双源 CT增强扫描，行多种重建方法重组成像。其中男性 6例，女性 7例，年龄 1岁至 73岁，

平均 43岁。 

结果：左房假腱索 4例，左室假腱索 9例，合并冠状动脉粥样硬化 4例，合并先心病 4例，合

并肥厚性心肌病 1例。假腱索的 CT影像特征为：假腱索在心腔内呈带状、条状或线状结构；

假腱索可以单发，或多发，数目不等。粗细可不均，走行方向也可不同。细的直径可以小于

2mm，粗的直径可达 15mm。部分腱索可随年龄增长增粗、可钙化。左心室内的假腱索可以纵

行、横行或斜行。左房内的假腱索最常见的是自卵圆窝至左房侧壁心内膜，常伴有 chiaris

网。VR重建图像可以清楚显示横跨心腔内的异常索状结构-假腱索。 

结论：心腔假腱索（false tendons，FT）是指存在于右室之外于心房、左心室内除同时连接

左室乳头肌和二尖瓣叶的腱索外、心腔内的纤维样或纤维肌肉样结构。由不同比例的心肌组

织、结缔组织、神经传导组织所组成。主要存在于左室，但在左房及右房亦有发现。据报道，

左室假腱索检出率最高，达 74%，左房的为 2%，右房的为 8%。在多层螺旋 CT上，假腱索具有

较多特征改变，特别是 VR重建图像,可以清楚显示心腔内的肌束形成，成像更直观、真实、立

体感强，很容易与其他隔膜病变鉴别。为选择治疗方案、模拟手术路径及手术方式等提供参考

信息。随着多层螺旋 CT等先进设备普及应用,不再认为心腔假腱索是一种无临床意义的解剖学

变异,而是引起心脏杂音、心律失常和胸痛、胸闷、心悸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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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841 

纯磨玻璃密度结节在 AIS、MIA 及 IAC 中的概率统计 

 
韩仙俊,贺文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100050 

 

目的：既往研究表明纯磨玻璃密度结节在癌前病变和原位腺癌出现频率较高，而在微浸润腺癌

出现频率较低，在浸润性腺癌中表现为纯磨玻璃密度结节的病灶很少。本次的目的是回顾性研

究纯磨玻璃密度结节分别在原位腺癌（AIS）、微浸润腺癌（MIA）及浸润性腺癌（IAC）出现

的频率，了解纯磨玻璃密度结节在 AIS、MIA及 IAC中的诊断价值。 

方法：收集了从 2013年间至 2016年间病人共 711例，总共 791个结节，均有病理结果作为对

照，其中包括单发结节患者 639例，2个结节患者 64例，3个结节患者 8例。排除 43 个实性

结节（其中两个实性结节为肺内 2个结节灶之一的患者），剩余 748个磨玻璃密度结节中（包

括纯磨玻璃密度结节及部分实性磨玻璃密度结节），AIS共有 268个，MIA共有 242个，IAC

共有 238个。在 748个磨玻璃密度结节中，总共有纯磨玻璃密度结节 183个，其中 AIS有 106

个，MIA有 65个，IAC有 12个。分别计算纯磨玻璃密度结节在 AIS、MIA及 IAC的个数占相应

病灶总数的比例。 

结果：总共 748个磨玻璃密度结节，AIS有 268个，MIA有 242个，IAC有 238个。纯磨玻璃

密度结节共有 183个，其中 AIS有 106个，MIA有 65个，IAC有 12个，纯磨玻璃密度结节在

AIS、MIA及 IAC出现的频率依次为 39.6%、26.9%、0.84%。 

结论：从上面的数据得出结论，纯磨玻璃密度结节在 AIS、MIA及 IAC出现频率明显减低，在

IAC中，表现为纯磨玻璃密度结节的病灶不足 1%，绝大部分都表现为部分实性结节或实性结

节。纯磨玻璃密度结节在原位腺癌中比例明显高于微浸润腺癌及浸润性腺癌，表明纯磨玻璃密

度结节往往为肺腺癌的癌前病变或肺腺癌早期阶段，对于患者预后及随访均有重要价值。 

  

 

 
EP-0842 

Association of Coronary Atherosclerosis Progression 

and Cardiac Events: Evaluation by CT Angiography in 

Patients with Suspected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Gu Hui

1,2
, Gao Yang

2
,Schoepf Joseph 

3
,Philipp Von Knebel Doeberitz

3
,Virginia W Lesslie

3
,Hou Zhihui 

2
,Wang Haiping 

2
,Wang Ximing 

1
,Bin Lu

2
 

1.Shandong Medical Imaging Research Institute 

2.Fuwai Hospital 

3.Medical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urpose: We sought to investigate the predictive value of coronary 

atherosclerosis progression for major adverse cardiac events (MACE), assessed by 

serial coronary CT angiography (CCTA). 

Materials and Methods: In this IRB-approved retrospective study, we investigated 

953 patients (64% male; mean age 53.9 ± 9.7 years) with suspected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CAD) who had undergone repeat CCTA. Average time between 

CCTA scans was 2.1 years. Coronary atherosclerosis was semi-quantitatively 

assessed by 1) obstructive plaque scores [three vessel plaque score (TVP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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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vere proximal plaque score (SPPS)]; 2) scores describing plaque distribution and 

extent (segment stenosis score (SSS) and segment involvement score (SIS)); 3) 

coronary artery calcium score (CACS). Incidence of MACE was 

assessed. Statistical analysis was performed using Cox proportional hazard models. 

Results: The mean patient follow-up period was 4.9 ± 1.1 years. MACE as a 

composite endpoint of cardiac death, nonfatal myocardial infarction, 

hospitalization due to unstable angina, and coronary revascularization occurred 

in 132 (13.9%) patients. Patients who suffered MACE had significantly (P < 

0.001) greater CCTA-derived scores of plaque progression than those without 

MACE. The progression of SPPS (HR = 2.63, P = 0.004) and SSS (HR = 1.37, P = 

0.023) were independently associated with MACE. There were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associations between the progression of TVPS, SIS, or CACS and 

incidence of MACE (P > 0.05). 
Conclusion: Coronary atherosclerosis progression as assessed by 

repeat CCTA had predictive value for MACE and might aid in risk stratification 

and management of patients with CAD. 

  

 

 
EP-0843 

Prognostic value of coronary atherosclerosis 

progression evaluated by coronary CT angiography in 

patients with stable angina 

 
Gu Hui

1,2
, Gao Yang

2
,Hou Zhihui 

2
,Wang Ximing 

1
, Lu Bin

2
 

1.Shandong Medical Imaging Research Institute 

2.Fuwai Hospital 

 

Objectives To investigate progression of coronary atherosclerosis burden by 

coronary CT angiography (CCTA) and demonstrate its association with the incidence 

of major adverse cardiac events (MACE). 

Methods We retrospectively enrolled 294 patients with stable angina underwent 

repeat CCTA due to new/worsening symptoms. Lipid, fibrous, calcified and total 

plaque burden as well as coronary diameter stenosis were quantitatively analyzed. 

Patients were followed-up for the incidence of MACE defined as cardiac death, 

coronary revascularization, nonfatal myocardial infarction and hospitalization due 

to unstable angina. 

Results Totally, 268 patients (mean age 52.9 years ± 9.8, male 71.0%) were 

followed-up with 4.6 years ± 0.9. Patients with lipid, calcified and total plaque 

burden (%) progression and coronary diameter stenosis (%) progression had a 

significantly higher incidence of MACE than those without (all p < 0.05). 

Progression of lipid plaque burden (HR = 1.601, p = 0.021), total plaque burden 

(HR = 2.979, p = 0.043) and coronary diameter stenosis (HR = 4.327, p <0.001) 

were independent predictors of MACE (all p < 0.05). Baseline dyslipidemia was 

positive and statin therapy was negative associated with coronary atherosclerosis 

progression (all 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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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Coronary atherosclerosis progression was associated with MACE in 

individuals with new/worsening symptoms. 

  

 

 
EP-0844 

右肺奇静脉裂和奇叶形成的 X 线和 CT 表现 

 
张保付 

邯郸市第一医院 56002 

 

【摘要】 目的 ：探讨右肺奇静脉裂并奇叶形成患者的 X线和 CT检查的影像学表现。方

法 ：回顾性分析 25例右肺奇静脉裂并奇叶形成的 X线和 CT检查的影像学表现,其中男 19

例，占７６％，女 6例，占２４％；年龄 4～78岁，平均年龄 39岁, 所有病人均行 X 线检

查，同时行 CT检查的 10例 。结果 ：25例右肺奇静脉裂正位 X线片上呈弧形向外凸的细线

状影，弧顶多位于右侧第一肋软骨头处.由右肺尖部向内下达肺门上方，终点呈一倒置的逗点

状影（镜像倒置逗点征）。 其中 10例行 CT检查,CT轴面平扫表现为略向外凸的一弧线状

影，CT显示奇静脉裂宽度厚于水平裂及斜裂 ；奇静脉弓位于奇静脉裂最下方，呈粗条状影，

CT多层面重建（MPR）矢状面显示该弧线影凸面向上，从脊柱旁走向前胸壁.位于椎体、纵隔

和奇静脉裂之间围成的含气组织为奇叶, MPR冠状面显示呈弧形向外细的线状影, 线状影下缘

达肺门上方，终点呈一倒置的逗点状影（逗点征）,类似正位平片显示。结论 ：右肺奇静脉裂

并奇叶形成具有典型的 X线和 CT特征, 即镜像倒置逗点征，对典型病例 X线可明确诊断,对临

床遇到右上肺类似奇静脉裂的线状影，如肺大泡壁、水平裂向上移位、胸膜粘连形成的带状影

等可被误诊为肺奇叶，或奇叶发生肺炎误诊为纵隔肿物, CT多方位成像可以准确鉴别。 

     

 

 
EP-0845 

FLASH Spiral Model Application of FLASH Scanning Mode 

with Double-Low Dose  Technique in Coronary CT 

Angiograph 

 
liang yu,Zhang Xiao qin 

Inner Mongolia People's hospital 10017 

 

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potential of acquiring the diagnostic images 

of coronary CT angiography with prospective ECG-triggered high pitch flash spiral 

acquisition in 100kV tube voltage combined with iterative reconstruction and 

contrast of iodixanol (270mgI/mL). Methods: The 60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A 

and B two groups randomly, whose heart rate≤70/min. In the A group, their 

coronary CT angiography images were collected with prospective ECG-triggered high 

pitch flash spiral mode in 100kV tube voltage combined with iterative 

reconstruction (convolution kernel B26f) and contrast of iodixanol (270mgI/mL). In 

the B group, their coronary CT angiography images were collected with prospective 

ECG-triggered sequence mode in 120kV tube voltage combined with filtered back 

projection (convolution kernel B26f) and contrast of iopromide (370mgI/mL).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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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quality and effective radiation dose of two groups were assessed. Results: 

(1)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age, heart rate and BMI between the 

two groups. (2) Image qualities: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subjective image quality evaluat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In objective image 

quality assessment, in addition to the left coronary artery of SD and SNR 

numerical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ere observed in the other indicators. (3) Radiation dose: The 

average effective radiation dose was (0.94±0.05)mSv in group A and 

(4.31±1.21)mSv in group B respectively.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have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In effective dose group A decreased sharply than 

group B by about 78.2%. Conclusions: In coronary CT angiography with prospective 

ECG-triggered high pitch flash spiral acquisition in 100kV tube voltage combined 

with iterative reconstruction and contrast of iodixanol (270mgI/mL) which image 

quality can meet the demand of clinical diagnosis, it compared with prospective 

ECG-triggered sequence mode in 120kV tube voltage, could decrease the effective 

dose by about 78.2%. 

  

 

 
EP-0846 

在 CT 引导下皮肺穿刺的老年患者并发气胸的危险因素探讨 

 
苗振伟 

天津市宝坻区人民医院 301800 

 

【摘要】目的：探讨导致在 CT引导下行皮肺穿刺的老年患者并发气胸的危险因素。方法：对

120例行 CT引导下皮肺穿刺的老年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统计患者并发气胸的发

生率，并将患者分为未发生气胸的对照组（患者 95例）及发生气胸的观察组（患者 25例），

分析总结两组的临床资料，探讨导致患者发生气胸的危险因素。结果：两组入组时临床资料中

性别、年龄、收缩压（SBP）、舒张压（DBP）及心率（HR）比较未见统计学意义（P值分别为

0.864，0.449，0.463，0.467，0.338），而两组间穿刺时间、穿刺角度、穿刺次数、病灶大

小、病灶深度及合并肺大泡比较存在统计学差异（P值分别为 0.000，0.001，0.000，0.000，

0.000，0.030）。经单因素分析，穿刺时间>30min，穿刺角度>30度，穿刺次数>3次、病灶大

小<3cm、病灶深度>5cm及合并肺大泡均为并发气胸的危险因素（X2
：14.283，P：0.000；X2

：

19.240，P：0.000；X2
：23.740，P：0.000；X2

：17.052，P：0.000；X2
：16.443，P：

0.000；X2
：4.720，P：0.030）。经 logistic多因素分析，穿刺时间>30min，穿刺角度>30

度，穿刺次数>3次、病灶大小<3cm、病灶深度>5cm及合并肺大泡仍然为并发气胸的危险因素

（OR ：2.112，P：0.031；OR ：3.368，P：0.011；OR ：2.153，P：0.028；OR ：2.861，

P：0.008；OR ：2.613，P：0.032；OR ：3.236，P：0.013）结论：老年患者行 CT引导下行

皮肺穿刺时，应注意以上可导致患者并发气胸的危险因素，以避免患者并发气胸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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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847 

Vasculature surrounding a nodule:  

a novel lung cancer biomarker？ 
 

Wang Xiaohua 

Peking University Third Hospital 100191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whether the macro-vasculature surrounding a nodule 

depicted on low-dose computed tomography (LDCT) can discriminate benign and 

malignant nodules. 

Materials and Methods : We collected a dataset consisting of LDCT scans acquired 

on 100 subjects from the Pittsburgh Lung Screening study (PLuSS). Fifty subjects 

were diagnosed with lung cancer and 50subjectshad suspicious nodules later proven 

benign. For the lung cancer cases, the location of the malignant nodule in the 

LDCT scans was known; while for the benign cases, the largest nodule in theLDCT 

scan wasused in the analysis. A computer algorithm wasdeveloped to identify 

surrounding vessels and quantify the number and volume of vessels that were 

connectedor close to the nodule. A nonparametric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analysiswas performed based on a single nodule per subject to assess the 

discriminability of the number of surrounding vessels for lung cancer diagnosis. 

Odds ratio (OR) and the 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were computed to determine the 

probability of a nodule being lung cancer based on the vascular image features. 

Results:The areas under the ROC curves (AUCs) for vessel count and vessel volume 

were 0.722(95%CI=0.616-0.811, p < 0.01) and 0.676(95% CI= 0.565-0.772), 

respectively. The number of vessels attached to a nodul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lung cancer group 9.7(±9.6) compared to the non-lung cancer group 4.0 

(±4.3) 

Conclusion: Our preliminary results showed that malignant nodules are often 

surrounded bya higher number of vessels than benign nodules, suggesting that the 

surrounding vessel characteristics could serve as lung cancer biomarker for 

indeterminate nodules in LDCT lung cancer screening. 

  

 

 
EP-0848 

Difference of coronary stenosis severity between 

systolic and diastolic phases in quantitative CT 

angiography 

 
Yu Xinxin,Gu Hui,Wang Ximing 

Shandong Medical Imaging Research Institute 250021 

 

Background: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 of coronary diameter stenosis by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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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giography (QCT) in the systolic (QCT-S) and diastolic phase (QCT-D) of the 

cardiac cycle, with invasive 

catheter angiography (QCA) as reference standard. 

Methods: A total of 109 patients (57.5 ± 10.6 years, 78.9% male) with suspected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CAD) who underwent both CT angiography and invasive catheter angiography were 

retrospectively 

included in this study. Coronary diameter stenoses in systolic and diastolic 

coronary CTA reconstructions 

were compared with QCA. 

Results: Mean time interval between CT angiography and invasive angiography was 

17.4 ± 4.4 days. QCTD overestimated coronary diameter stenosis by 5.7%e8.5% while 

QCT-S overestimated coronary diameter 

stenosis by 9.4%e11.9% (p < 0.05). In calcified lesions, QCT-D overestimated 

coronary diameter stenosis 

by 13.2 ± 4.3%, while QCT-S overestimated by stenosis by 16.6 ± 4.3% (p < 0.05). 

Conclusions: Coronary diameter stenosis was overestimated by QCT-D as well as QCT-

S, respectively, 

when compared with QCA. Overestimation was more pronounced in calcified lesions. 

  

 

 
EP-0849 

Difference of coronary atherosclerosis severity 

between <80 and ≥80 years in patients with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assessment at coronary CT angiography 

 
Zhao Shuo,Gu Hui,Duan Yanhua,Cheng Zhaoping,Chen Baojin,Wang Ximing 

Shandong Medical Imaging Research Institute 250021 

 

Background: To evaluate the difference of coronary atherosclerosis severity in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CAD) patients ≥80 years and <80 years in coronary CT 

angiography (CCTA). 

Methods: We retrospectively enrolled 1191 CAD patients who underwent CCTA. The 

severity and extent of coronary artery stenosis were analyzed between patients 

≥80 years and <80 years. The coronary artery stenosis severity was classified as 

4 degrees: none or minimal, mild, moderate, severe. Parameters of plaque extent 

was as follows: segment stenosis score, segment involvement score, severe proximal 

plaque score. Plaque types were classified as calcified plaque, non-calcified 

plaque and mixed plaque. 

Results: CAD patients ≥80 years tend to be lower percentage of male, current 

smoking and family history of CAD and presented lower body mass index. Coronary 

artery stenosis was significantly more severe in patients ≥80 

years. Octogenarians presented more often with 3-vesse disease than the younger 

(53.4% vs. 16.4%, p <0.001). The elderly patients have more segments of severe 

stenosis (0 (0-1) vs. 0 (0-0)), and have higher segment stenosis score (6 (3-9) v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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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4)), segment involvement score (4 (3-6) vs. 2 (1-4)) and severe proximal 

plaque score (0 (0-0.75) vs. 0 (0-0)), and lower non-calcified plaque score (0 (0-

1) vs. 1 (0-1)) (all p <0.05). Patients <80 years were presented more often with 

coronary artery calcium score (CACS) <100 while ≥80 years more often with CACS 

>100 (all p < 0.001). 
Conclusion: The elderly CAD patients ≥80 years were detected more extent and 

degree of coronary artery stenosis. Men were more likely to suffer from severe CAD 

compared with women. 

 

 

EP-0850 

宽体探测器联合全模型实时迭代重建技术在高心率患者冠脉

动脉成像中的应用价值 

 
赵慧萍,吕培杰,李莹,李伟然,王会霞,高剑波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探讨宽体探测器联合全模型实时迭代重建技术（ASIR-V）在高心率患者冠脉动脉成像

（CCTA）中的应用价值。方法：前瞻性收集因病情需要行 CCTA的 60例高心率（扫描实时心率

≥80次/分，均未服任何药物）患者，用电脑随机数字法将研究对象随机分为试验组和对照

组，各 30例。试验组采用 100 kVp 联合宽体探测器 CT(80mm)和前置 50%ASIR-V扫描模式。对

照组采用 120 kVp 联合常规探测器 CT(80mm)扫描模式，采用 50%自适应统计迭代重组技术

（ASIR）技术进行图像重建。两组对比剂用量均为 0.8ml/kg, 两组图像数据均采用标准图像

处理技术和冠脉运动追踪冻结平台(SSF)技术进行后期处理。采用两独立样本 t检验比较两组

图像质量的客观评价指标[图像噪声及主动脉根部、左冠主干、前降支近段、左回旋支近段及

右冠近段的 CT值、信噪比（SNR）和对比噪声比（CNR）]及辐射剂量，应用卡方检验比较冠状

动脉可判读节段数百分比（美国心脏学会 16分段以 4分法进行评价，≤3为可判读）。结

果：试验组与对照组主动脉根部、左冠主干、前降支近段、左回旋支近段及右冠近段的 CT

值、噪声、SNR及 CNR的值均无统计学意义（t值为-1.092～0.884，P值均﹥0.05）。试验组

及对照组分别有 15例及 17 例应用 SSF技术进行图像重建，最终可判读率分别 99.02%

（405/409）、98.79%（407/412），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1.019，P=0.613）。试验组和对

照组的辐射剂量 ED分别为（1.78±0.60）mSv、（9.72±3.55）mSv，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

值为-6.65，P<0.05）。结论：高心率患者采用宽体探测器联合前置 50%ASIR-V可比常规探测

器扫描减少约 81%的辐射剂量；联合后置 ASIR-V技术重组技术，可在保持图像 SNR及 CNR的

同时保持总体图像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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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851 

Cardiac Magnetic Resonance Tissue Tracking Detects 

Subclinical Left Ventricular  Deformation  in 

Patients with End-Stage Renal Disease 

 
Guo Ying Kun,Xie Linjun ,Yang Mengxi,Ning Gang 

West China Second University Hospital， Sichuan University 610041 

 

Background: Cardiovascular damaging is the leading cause of death in patients with 

end-stage renal disease (ESRD). Subclinical left ventricular (LV) deformation was 

observed early than ejection fraction (LVEF) changing in ESRD subjects. Three-

dimensional cardiac magnetic resonance (CMR) tissue tracking is a new technology 

for tissue voxel motion tracking on cine images to measure longitudinal, radial 

and circumferential LV dyssynchronies quantitatively. 

Purpose: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LV dyssynchrony in ESRD 

patients by cardiac magnetic resonance tissue tracking using cine sequence. 

Methods: Forty-seven ESRD patients(age 57.5±14.69, 29-76years) and 30 normal 

controls（age 33.8 ±16.34, 24-67 years）were enrolled and CMR was scanned. ESRD 

subjects were divided into ESRD with persevered [ESRD (EF>50%), 29(61.70%)] and 

impaired LVEF [ESRD (EF<50%) ,28(59.57%)] by criterion of EF smaller than 50%. 

According to AHA bull eye’s model, LV regional myocardial strain parameters 

including longitudinal, radial and circumferential peak strain (PS), peak strain 

rate (PSR), peak strain velocity (PSV) and peak displacement (PD) were derived 

from short axis, 2-chamber and 4-chamber cine images by offline commercial post-

processing software (cmr
42
, Circle Cardiovascular Imaging Inc., Calgary, 

Canada).All parameters of normal, ESRD (EF>50%) and ESRD (EF<50%) groups were tested 

and compared. 

Results: Longitudinal, radial and circumferential LV myocardial 

dyssynchronies were demonstrated by comparison of global tissue tracking 

parameters among normal, ESRD (EF>50%) and ESRD (EF<50%) groups. Radial and 

circumferential strain parameters such as peak strain (PSr and PSc), peak systolic 

strain rate (PSSRr and PSSRc) and peak diastolic strain rate (PDSRr and PDSRc) 

were all decreased in ESRD(EF>50%) and ESRD(EF<50%) compared with normal ones(all p<0.05). 

Longitudinal peak diastolic and systolic strain rate (PSSRl and PDSRl) of 

ESRD (EF>50%) was smaller than normal individuals (PSSRl, -96.89±75.21 vs. -

113.54±88.92, p=0.000; PDSRl, 94.46±74.24 vs. 139.05±118.14, p=0.000). PSSRl 

and PDSRl of ESRD (EF<50%) were both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comparing with 

ESRD (EF>50%) and normal groups (all p<0.05). Reduced radial peak systolic and 

diastolic velocity (PSVr and PDVr) in ESRD (EF<50%) and ESRD (EF>50%) were indicated 

(all p<0.05). Regional myocardial deformation was found in ESRD patients. The 

strain results of basal, middle and apical segments levels shown that PSr, PSc, 

PSSRr and PSSRc were all reduced in both ESRD (EF<50%) and ESRD (EF>50%) compared with 

healthy controls; furthermore, these values of  ESRD (EF<50%) were lower than 

ESRD (EF>50%) . Lower PSl of basal segment and middle segments were found in the two 

ESRD groups, and ESRD (EF<50%) was the lowest (all p<0.05).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PSl of apical segment. In addition, radial peak displacement (P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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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all three segments in normal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e ERSD groups (all 

p<0.05). Observer variability was excellent for all deformation parameters on an 

intra- and inter-observer level as determined by Bland-Altman,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and 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analyses. 

Conclusion: CMR tissue tracking based LV myocardial dyssynchrony analyzing is a 

novel establish approach for study of LV performance and physiology in ERSD 

patients. CMR tissue tracking reliably quantifies the severity of LV longitudinal, 

radial and circumferential strain changes from cine images and discriminates among 

the ESRD patients with preserved, impaired LVEF and healthy controls. In this 

research, results of CMR tissue tracking demonstrated that ESRD patients may 

already have LV myocardial deformation early than LVEF reducing, and ESRD 

individuals with impaired LVEF had the most serious LV deformation, which might 

provide useful information for the risk stratification and clinical management for 

ERSD patients. 

  

 

 
EP-0852 

磁共振扩散加权成像 DWI 对肺内检出病变定性评估及鉴别诊

断的临床运用研究 

 
封俊,董兴祥,丁莹莹,蒋洁智, 刘一帆 

云南省肿瘤医院/昆明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 650118 

 

摘要 目的：探讨磁共振扩散加权成像 DWI对肺内检出病变定性评估及鉴别诊断能力及临床运

用价值。方法：前瞻性对 46例肺内检出病变进行胸部 MRI扫描及扩散加权成像检查，回顾分

析经手术、纤支镜及病理证实的肺内病变的临床、病理资料，分析其 MR表现及扩散加权成像

特点，ADC值与病理诊断的相关性。结果：46例病变均为单发病变，10例为良性病变（3例错

构瘤、6例炎性肉芽肿病变、1例节细胞神经瘤），36例为恶性肿瘤（19例鳞癌、15例腺

癌、2例小细胞肺癌）。上述肺内病变大小 0.7X0.5cm至 11.4X8.7cm，T1WI多呈等或低信

号，T2WI呈高或稍高信号，扩散加权多呈(45/46)高信号或稍高信号，良性病变组 ADC 值

1.27±0.23 10e-3mm2/s，恶性病变组 ADC值 0.81±0.18 10e-3mm2/s。对上述数据进行统计

学分析，单因素分析中，采用卡方检验，病例年龄、性别、病变形态、位置与病变 ADC值均无

相关性，P值大于 0.05；病变的良、恶性与 ADC值具有相关性，卡方值 27.1，P值小于

0.001；多因素分析中，只有病变良、恶性与 ADC值相关，P值小于 0.001。在恶性病变不同病

理类型病变的 ADC值进行组内对比，鳞癌与腺癌、鳞癌与小细胞癌、腺癌与小细胞癌，两两比

较其 ADC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值均大于 0.05。结论： 磁共振扩散加权成像 ADC值对肺内

病变具有一定的定性评估及鉴别诊断的能力，有助于辅助 CT对肺内病变进一步定性诊断，提

高影像的综合诊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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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853 

吸烟者小气道的 MDCT 双呼吸相定量分析及 

与肺功能的相关性研究 

 
苏维维,夏艺,管宇,范丽,刘士远,肖湘生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200003 

 

目的 定量分析吸烟人群在多排螺旋 CT（MDCT）呼吸双相扫描下的气道径线，并探索其与肺功

能的相关性。方法  纳入 58例吸烟者，经肺功能检查证实其中 14例为 COPD患者，另纳入

39例不吸烟且肺功能正常的人群作为对照组，97例受试者均接受肺功能检查和 MDCT呼吸双相

扫描。测量所有受试者 3～6级气道吸气末的管壁厚度（I- T）、管腔面积（I-LA）, 管壁面

积占横截面积的百分比（I-%WA）及腔面积的呼吸气末比值（E/I-LA）的差异，及各参数与肺

功能指标中第 1秒用力呼气量（FEV1）、FEV1实测值与预计值的比值（FEV1%）、FEV1与用力肺

活量的比值（FEV1/FVC）、及一氧化碳/肺泡弥散量（DLCO/VA%）的相关性。结果 三组人群气

道径线中 I-LA3～5，I-T6，I-%WA5，E/I-LA3～6以及肺功能参数中 FEV1、FEV1/FVC、

DLCO/VA%均存在明显统计学差异（p均＜0.05）。吸烟 COPD组 I-T与 DLCO/VA%、E/I-LA与

FEV1/FVC, I-%WA6与 FEV1/FVC均呈明显负相关性，且 I-T与 DLCO/VA%相关性随 3～6 级气道

减小而增大； I-LA4与 FEV1/FVC 呈正相关。吸烟非 COPD 组的 FEV1与 I-LA4、I-%WA4及

E/I-LA3, FEV1%与 I-%WA6、DLCO/VA%与 I-LA6均呈明显负相关性，且 FEV1与 E/I-LA4的相关

性较 E/I-LA3,I-LA4增大。不吸烟对照组的 I-T与 DLCO/VA%，I-%WA4与 FEV1，E/I-L4与 FEV1

呈明显负相关性。结论  MDCT双气相扫描能有效评价吸烟者小气道改变，且较肺功能检查能

更早的发现吸烟者小气道的异常改变。 

  

 

 
EP-0854 

Correlation between airway dimensions and emphysema 

as well as air trapping indexes at inspiratory and 

expiratory  phase MDCT scan in smokers 

 
su weiwei,Fan Li,Xia Yi,Liu Shiyuan,Xiao Xiangsheng,Guan Yu 

The second military medical school ，Chang Zheng hospital 200003 

 

Objective  Analyze the pulmonary airway dimensions, emphysema index（EI） and air 

trapping（AT） index under multi-detector computed tomography(MDCT) scan in 

smokers without symptoms . Explor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airway dimensions and 

emphysema as well as air trapping indexes. Methods  All subjects，including 32 

smokers without symptoms serving as smoking group, and 10 non-smokers as control 

group，underwent inspiratory and expiratory phase MDCT scan. Using COPD software 

to automatically analyze the ratio of expiration/inspiration luminal area(LA-E/I) 

from the first to third airway, the emphysema index（EI）， the ratio of 

expiration/inspiration mean lung density(E/IMLD) and the Relative Volume Change 

(RVC). Compare the difference of above parameters in the left ,right and whole 

lung ,between the smoking and control group. Using Pearson or Spearman algorithm 

to Analyz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airway dimensions and EI as well as 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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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pping indexes. Results  All parameters including LA-E/I 、EI、E/IMLD and RVC in 

the left ,right and whole lung were found no difference between the smoking and 

control group, with p value greater than 0.05.Compared with control group , the 

value of LA-E/I(first to third), RVC were smaller ,E/I MLD was larger in smokers. 

There were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LA-E/I(first to third) and E/I MLD as well 

as RVC,which were more significant in the second and third airway than first 

airway .No correlation were found between the airway dimensions and EI in both 

groups. Conclusion  Inspiratory and expiratory  phase MDCT scan can assess the 

damage on airways and parenchyma caused by smoking effectively, and the air 

trapping indexes were more sensitive than emphysema indexes to airway change in 

smokers. 

  

 

 

EP-0855 

双能量 CT 虚拟平扫替代真实平扫评估磨玻璃结节 

的可行性研究 

 
杨杨,于晶 

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16001 

 

摘要 目的 探讨双能量 CT 虚拟平扫（VNC）替代真实平扫（TNC）对磨玻璃结节（GGN）进

行评估的可行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7 年 1 月—2017 年 5 月于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行常

规平扫、双能量 CT 增强扫描的 30 例磨玻璃结节疾病病人的影像资料，使用 Liver VNC 软件程

序获得 100kv 生成的 VNC1 和 140KV 生成的 VNC2，观察 TNC 、VNC1、VNC2 影像，分别得出

对 GGN 的检出率，测量降主动脉、左心房及胸椎椎体后肌肉的平均 CT 值，计算信噪比

（SNR），用评分方式评价图像质量。采用方差分析和 Wilcoxon 符号秩和检验。 结果 30 例

患者 TNC、VNC1、VNC2 对 GGN 的检出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30 例患者降主动脉的 TNC、

VNC1、VNC2 平均 CT 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左心房平均 CT 值、胸椎椎体后方肌肉平均 CT 值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NC、VNC1、VNC2 降主动脉、 左心房及胸椎椎体后方肌肉的 SNR ，三

组数据三者两两比较 P 值均＜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30 例 TNC、VNC1、VNC2 图像的质量

评分平均得分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 在磨玻璃结节 CT 扫描中，VNC 成像对磨玻璃结

节检出和诊断具有替代 TNC 成像的潜在能力，且 100kv 和 140kv 的评估效果相仿。 

 

 
EP-0856 

大动脉炎累及肺动脉的 CT 表现及临床相关性研究 

 
吕蓉

1
,郑敏文

2
 

1.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 

2.西京医院 

 

目的 探讨大动脉炎（TA）累及肺动脉的 CT征象及其临床相关性研究。方法 回顾性搜集西京

医院 2007.11~2016.11间诊断 TA并肺动脉受累的患者 35例，男 6例，女 29例，年龄

（28.45±9.33）岁，纳入研究组（TA+P组），同时搜集该院 2015.1~2016.11间诊断 TA但未

累及肺动脉的患者 40例，男 5例，女 35例，年龄（28.26±12.28）岁，纳入对照组（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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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用 t检验、c2
检验和秩和检验比较两组临床、实验室资料、肺动脉及右心测量数据，并

分析 TA+P组肺动脉受累的 CT征象。结果 TA+P组患者较 TA组多出现气短、气喘（19/35 例；

4/40例）、咳嗽（11/35例；5/40例）、心悸（4/35例；0/40例）等症状（P均<0.05），但

两组间病变活动性及病程时间比较无差异（P均＞0.05）。TA+P组 35例患者共 312个肺动脉

节段受累，CT表现以管腔狭窄最多见（35例，211节段），其次为闭塞（14例，94节段）；

双侧（23例，217节段）及多支（34例，311节段）同时受累多见。TA+P组肺动脉收缩压、

主肺动脉管径、右心房、右心室宽径均大于 TA组（P均＜0.05）。结论 TA累及肺动脉有一定

的 CT特点，其与病变的活动性及病程时间无关，该类患者常合并肺动脉高压，并出现相应的

影像学及临床表现。 

  

 

 
EP-0857 

单发肺动脉受累大动脉炎 4 例 CT 征象及临床分析 

 
吕蓉

1
,郑敏文

2
 

1.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 

2.西京医院 

 

目的 探讨单发肺动脉受累大动脉炎（TA）的 CT征象及临床表现。方法 回顾性搜集 4例单发

肺动脉受累的 TA患者，详细记录其 CT征象、临床表现及实验室、超声检查结果。结果 单发

肺动脉受累的 TA临床上常表现为活动后呼吸困难，多伴有肺动脉高压和右心增大，血沉

（ESR）和 C反应蛋白（CRP）可升高，病变均处在活动期。CTA多表现为左右肺动脉及其叶、

段级分支的重度狭窄和/或闭塞，纵隔内及受累肺动脉周围多出现软组织增厚影，双肺内均伴

有多发斑片状渗出灶。结论 单发肺动脉受累的 TA极其罕见，当年轻女性无明显诱因出现活动

后呼吸困难等肺动脉高压的表现，CTA示肺动脉重度狭窄和/或闭塞，同时 ESR、CRP升高时，

要想到 TA的诊断。 

  

 

 
EP-0858 

双源 64 层螺旋 CT 定量分析冠状动脉粥样 

硬化斑块的应用研究 

 
张瑞荣 

宁医大总院心脑血管病医院 750002 

 

目的 应用 DSCT内评价冠脉的 Circulation软件定量分析急性冠脉综合征（ACS）与稳定性心

绞痛（SAP）患者责任斑块内不同成分构成比的差异，为易损斑块的识别提供量化依据。 方

法  纳入临床诊断并均已行双源 CT冠状动脉造影检查的 ACS患者和 SAP患者各 30例。确定

责任斑块，设定斑块内 3种成份和血管腔的 CT阈值，通过软件测量并计算两组责任斑块内脂

质、纤维及钙化成分的比例，然后进行比较分析。采用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ROC）评判双源

CT冠脉成像技术识别易损斑块的效能，并基于 ROC曲线，确定识别易损斑块的脂质成分所占

比例的临界值，计算其灵敏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值。 结果  两组间临床资料

无统计学差异（p>0.05）。ACS组责任斑块内钙质所占比例低于 SAP组（5.33%±1.48% vs. 

21.16%±4.25%  p<0.01），而脂质所占比例明显高于 SAP组（45.55%±10.85% v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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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2%±10.09%  p<0.01），责任斑块内，两组的纤维成分所占比例则无统计学差异

（48.90%±11.83% vs.52.32%±14.42%  p>0.05）。双源 CT识别易损斑块的 ROC曲线下面积

为 0.854，95%CI（0.758～0.954），以斑块内脂质含量（≥38.67%）为临界值，识别易损斑

块的灵敏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及阴性预测值分别为 82.00%、83.00%、81.35%、

82.43%。  结论 冠状动脉 CT血管成像技术，能定量分析斑块内各组份。易损斑块内脂质含

量较高，当斑块内脂质含量（≥38.67%）时高度提示易损斑块。 

 

 

EP-0859 

肺亚实性结节不同维度 CT 定量特征对病理等级的预测价值 

 
顾亚峰,李琼,刘士远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200003 

 

目的  探讨不同维度下病理为腺癌的 SSN大小及其实性成分的大小对病理等级的预测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病理为肺腺癌的 125例患者肺内 127 个 SSN的术前胸部 HRCT。将所有 SSN

分为两组，A组共 69个，包含 22个 AIS和 47个 MIA；B组包含 58个 IAC。使用计算机辅助软

件测量所有 SSN的肺窗实性一维长径（1D-SCLW）、肺窗实性二维长径（2D-SCLW）、纵隔窗实

性一维长径（1D-SCMW）、纵隔窗实性二维长径（2D-SCMW）、肺窗结节一维长径（1D-

WNLW）、肺窗结节二维长径（2D-WNLW）和-300HU阈值实性成分体积（SCT）。结果  B组的

1D-SCLW、2D-SCLW、1D-SCMW、2D-SCMW、1D-WNLW、2D-WNLW 和 SCT显著大于 A组

（P=0.000）。通过 ROC曲线分析得出，在以上 7种 CT定量特征中，SCT对病理等级的诊断价

值最高（AUC=0.887，敏感度为 81%，特异度为 93%）； 1D-SCLW、2D-SCLW、1D-SCMW、2D-

SCMW、1D-WNLW、2D-WNLW和 SCT的最优阈值分别为 17.50mm、14.75 mm、9.50 mm、7.75 mm、

0.50 mm、1.25 mm和 139.00 mm
3
。多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SCT是 SSN病理等级

的独立预测因素（OR=4.978，95%CI=1.430~17.331，P=0.012），当 SCT≥139.00mm
3
时，高度

提示 SSN为 IAC。结论 在不同维度 SSN的大小及其实性成分大小中，-300HU阈值实性成分体

积是 AIS-MIA和 IAC间的独立预测因素，能够为手术方式的选择提供参考。 

  

 

 

EP-0860 

不同窗宽窗位下肺亚实性结节及其实性成分大小 

对病理等级的预测价值 

 
顾亚峰,李琼,刘士远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200003 

 

目的  探讨病理为腺癌的肺亚实性结节（SSN）术前高分辨率 CT（HRCT）图像中，不同窗宽

窗位下测得的体积及其实性成分体积对病理等级的预测价值。方法  2012年 1月至 2016年 6

月回顾性分析手术证实为腺癌的 125例患者共 127个 SSN的术前胸部 HRCT图像及术后病理。

将所有 SSN分为两组，A组共 69个，包含 22个原位癌（AIS）和 47个微浸润性腺癌

（MIA）；B组包含 58个浸润性腺癌（IAC）。观察者 1使用计算机辅助软件测量所有 SSN的

肺窗结节体积（WNLW）、肺窗结节实性成分体积（SCLW）、纵隔窗结节实性成分体积

（SCMW）、阈值为-300 HU 时结节实性成分体积（SCT），观察者 2随机抽取 50个并重复测

量。使用组内相关系数（ICC）检验观察者间定量测量的一致性。采用 Mann-Whitney U检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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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两组 SSN间定量特征的差异。采用单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对所有定量特征进行初筛，所

得有统计学意义的定量特征纳入多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并得到病理等级的独立预测因

素。采用 ROC曲线评价独立预测因素的诊断效能。结果  所有定量特征的观察者间测量一致

性较高（ICC＞0.75）。B组的 WNLW、SCLW、SCMW和 SCT均大于 A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01）。单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WNLW、SCLW、SCMW和 SCT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01），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得出，SCT是 SSN病理等级的独立预测因素

（OR=1.013，95%CI：1.006 ~1.020，P＜0.001）。当 SCT≥139.00 mm
3
，高度提示 IAC，曲线

下面积（AUC）=0.887，敏感度=81%，特异度=93%。结论  术前 HRCT图像中，SCT能够帮助

区分 AIS、MIA与 IAC，为手术方式的选择提供参考。 

 

 
EP-0861 

Invasiveness of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manifesting as pure ground glass nodules in contact 

with pleura: prediction with thin-section 

multidetector computed tomography 

 
Zhao Qing,Wang Jianwei,Xue Liyan,Yang Lin,Lu Wenwen 

Cancer Hospital Chines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100021 

 

Objective: Through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thin-section multidetector 

computed tomography (TSMDCT) features of lung cancer manifesting as pure ground 

grass nodules (pGGNs) in contact with pleura, to predict invasiveness of these 

tumors and evaluate the risk of visceral pleural invasion (VPI). 

Methods: CT findings (tumor location, volume, density, relative density, mass, 

contour profile, relation to the pleura) in 115 consecutive patients with 

cancerous lung pGGNs in contact with pleural surface were retrospectively studied. 

A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conducted to identify the 

independent factors predicting tumor invasiveness and VPI. 

Results: Univariate analysis revealed that tumor shape (P=0.004), relative density 

(P=0.038), existence of pleural retraction (P＜0.001)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the invasive group and non-invasive groups.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pleural retraction (OR, 5.663; P ＜0.001), 

lobulated tumor shape (OR, 4.812; P =0.016) and tumor relative density greater 

than 1.60 (OR, 4.449; P = 0.001), were independent predictors of pGGN invasiveness. 

In addition, no matter what the pGGN-pleural relationship was, no pleural invasion 

was observed microscopically. 

Conclusions: A comprehensive consideration of tumor shape, relative density, as 

well as tumor-pleural relationship for a sub-pleural pGGN neoplasm lesion, can 

provide a deep insight into the invasiveness of pGGN-like adenocarcinoma, which 

generally does not invade the pleu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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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862 

体素内不相干运动扩散加权成像评估非小细胞肺癌化疗疗效

的临床研究 

 
江建芹

1
,崔磊

2
,徐高峰

1
,符益纲

1
 

1.盐城市第一人民医院（南通医学院第四附属医院） 

2.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南通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 IVIM参数值及 ADC值对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化疗疗效评估的价值。 

材料与方法  对经病理证实的 26例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在化疗前及化疗一疗程后行 Siemens 

3T Verio MRI检查，包括常规平扫、自由呼吸 DWI（b=0、800 s/mm
2
）及 IVIM（10个 b值，

b=0～1000 s/mm
2
）成像。在 ADC图、IVIM图像上通过 3种 ROI选择方法（最大层面法 ROIm：

包括肿瘤的最大层面；最大层面实性成分法 ROIs：在 ROIm 的基础上去除肉眼可见的囊变、坏

死；体积法 ROIv：包括整个肿瘤）分别获得 ADC均值和 D、D*、f值。在 T2WI测量肿瘤的最大

径 MDMRI。根据 RECIST 1.1标准将病人分为有效组和无效组。比较不同 ROI所得各参数值在治

疗前后、在有效组与无效组间的差异。通过 ROC曲线分析，寻求早期预测 NSCLC化疗疗效的最

佳参数和最佳阈值。 

结果 不论选择何种 ROI，ADC、D和 f值均显示出好的测量可重复性（ICC＞0.75），D*在测量

者间及治疗后均显示出中等可重复性（ICC 0.507～0.716）。不同 ROI下，治疗前 ADC 值存在

统计学差异（P=0.024），而 3种 ROI得出治疗后 ADC值及 D、f值并无统计学差异（P=0.202
～0.924）。有效组显示出明显低的治疗前 ADC值（ROIv）、D值（3ROIs）和明显高的治疗后

△ADC%（3ROIs）、△D%（3ROIs）、△MDMRI%（P=0.000～0.040）。这些指标预测 NSCLC化疗

疗效的 ROC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 AUC）均无统计学差异（P=0.095～
1.000）。 

结论  IVIM纯扩散参数 D 值能在早期预测 NSCLC化疗疗效，有望成为临床疗效评价的新的生

物学标记因子。ROI选择包括整个肿瘤可以在治疗前特异性地预测疗效。ADC值评估疗效推荐

ROI选择体积法。 

 

 

 

EP-0863 

探讨肺内结节病的典型与不典型 HRCT 表现及其鉴别诊断 

 
冷银萍,昌兴菊,曾献军,龚洪瀚,王敏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30006 

 

目的  探讨肺内结节病的 HRCT影像表现特征，提高影像诊断水平。 方法  回顾性分析符

合诊断标准的 49例结节病患者的肺部病变 HRCT表现。观察的内容包括：小结节区域及位置分

布情况；小结节的特征；合并征象如结节或肿块、斑片状融合实变影、磨玻璃密度影、线状

影、空气潴留、马赛克征象，胸膜及小叶间隔增厚，纤维化等。结果  49例患者中，有 31

例表现为微小结节沿着淋巴管周围分布，微小结节引起周围支气管血管束增粗者有 13例，有

22例患者出现小叶间隔增厚。有 11例出现微小结节聚集形成大结节，9例可见到“结节星系

征”。7例表现为单纯结节改变，其中 2例可见到“晕征”，1例出现“结节束征”。8例出

现斑片状融合实变影，其中 2例内可见到空气支气管征，有 1例出现空洞改变。11例出现磨

玻璃影，其中有 1例呈广泛磨玻璃改变。4例出现线状影，有 2例可见到线状影局部呈结节状

增厚。4例发现马赛克征象和 2例出现空气潴留。7例出现胸膜增厚及 6例出现胸腔积液。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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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患者出现终末期肺纤维化改变。结论 结节病由于其非特异性的临床特征和影像表现的多样

化，导致诊断较为困难，HRCT 对诊断结节病肺内影像表现具有重要的价值。影像表现不典型

时，需注意与其它肉芽肿性疾病相鉴别。熟悉其不典型影像表现有助于提高诊断水平。 

  

 

 

EP-0864 

453 例患者原位肝移植术后肺炎的 HRCT 表现分析 

 
郭月飞,郑梅,李创峰,朱俊颖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613000 

 

目的：回顾性分析 453例患者原位肝移植术后肺炎的 HRCT 表现分析，并探讨不同类型感染的

CT鉴别征象。 

方法：本研究分析 453例行原位肝移植术后，出现肺部感染症状且 24小时内行 HRCT检查，并

在 1周内证实感染患者的 CT征象。由两名放射科医师分别分析图像，最后讨论达成一致意

见。 

结果：OLT术后大部分为细菌感染和病毒感染（分别为 63.4%和 29.4%），其次为真菌感染

(24.5%)。大结节更多出现在真菌感染患者中，70例真菌性肺炎有 38例（54%），220 例细菌

性肺炎有 22例（10%），前者出现率明显高于后者(p=0.0059)，78例病毒性肺炎中仅 6例出

现大结节(8%)，明显低于真菌感染（p=0.0011)。晕征在真菌感染患者（54%，38/70）中的出

现率高于细菌感染（(8%，17/220，p=0.0026）和病毒感染（(9%，7/78，p=0.0015）空气支气

管征、磨玻璃密度影、小结节影等征象在细菌性肺炎、病毒性肺炎和真菌性肺炎中的出现率并

无统计学差异（全部 P>0.05）。 

结论：OLT术后胸部 CT大结节病灶周围出现“晕征”提示真菌感染。其他 HRCT特征并不能在

肝移植患者术后感染类型上提供鉴别信息。 

  

 

 
EP-0865 

计算机辅助的 CT 定量分析在早期 

单纯性肺挫伤研究中的应用价值 

 
代永亮

1
,张元刚

1
,方小东

1
,程永涛

1
,李艳

2
 

1.兵器工业卫生研究所(原:兵器工业五二一医院) 

2.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影像科 

 

摘要:目的 通过 CT定量分析测量早期单纯性肺挫伤灶的支气管、周围肺小血管参数，进而探

索肺挫伤后支气管、肺小血管的变化情况。方法 回顾性收集 30例早期单纯性肺挫伤患者的胸

部 CT影像资料，采用 FACT-Digital lung TM软件自动分割图像。分别测量 33例肺挫伤灶同

侧及对侧支气管参数（内腔横截面积、壁厚、内外直径、内外周长及管腔密度）、周围肺小血

管参数（视区血管数、血管总面积），并分析肺挫伤面积与支气管、小血管参数的相关性。结

果 早期单纯性肺挫伤灶同侧支气管参数（内腔横截面积、壁厚、内外直径、内外周长、管腔

密度）和肺小血管参数（视区血管数、血管总面积）大于对侧（p<0.05)。肺挫伤灶面积与支

气管、肺小血管参数不相关。结论 CT定量分析能直观显示早期单纯性肺挫伤支气管、肺小血

管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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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866 

肺癌 CT 多期增强扫描的影像学特征与特异性标记物表达相关

性以及联合诊断价值研究 

 
梁海胜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北部 201999 

 

摘要：【目的】探究肺癌患者的 CT扫描影像学特征与血清 C12多肿瘤特异性标记物的表达相

关性以及两者联用的诊断价值。【方法】2010年 2月-2017 年 2月于我院接受治疗的 760 例确

诊原发性肺癌患者为研究对象并搜集其临床诊断资料，另选取 500名健康体检者为对照组，对

肺癌患者及正常人体血清中 C12多肿瘤特异性标记物进行定量检测以分析 CT的影像学特征与

该血清特异性标记物的表达相关性并评估联用诊断价值。【结果】肺癌组多肿瘤标记物中糖链

抗原 199（CA 199）、糖链抗原 242（CA242）、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NSE）、癌胚抗原

（CEA）、铁蛋白（Fe）、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HCG）、甲胎蛋白（AFP）、癌抗原 125

（CA125）、癌抗原 153（CA 153）的值显著高于对照组，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而两组间前列腺特异性抗原（PSA）、游离型前列腺特异性抗原（FPSA）和生长

激素（HGH）的含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将肺癌患者根据 CT影像学特征再分组比较

C12多肿瘤特异性标记物水平，结果显示肿瘤大于 5cm患者与肿瘤不足 5cm的患者组间、有无

坏死空洞组间、有无毛刺征象组间、有无深分叶征象组间差异均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

（P<0.05）；而 CT影像学特征中的不同病灶部位组间 C12特异性标记物无显著差异

（P>0.05）。【结论】肺癌 CT多期增强扫描影像学特征中的肿瘤大小、有无坏死空洞、毛刺

征象、深分叶征象与 C12多肿瘤特异性标记物的表达有相关性，不同病灶部位则与特异性标记

物表达无关。可将 CT影像与特异性标记物联用，有利于更准确的诊断疾病。 

  

 

 
EP-0867 

心脏冠脉 CTA 偶然发现左心房假腱索伴心 

律失常两例并文献复习 

 
翟亚楠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730000 

 

目的 总结心脏冠脉 CTA过程中偶然发现左心房假腱索的解剖与临床特点；方法：回顾调阅

RIS系统与 PACS系统的临床与影像学数据，分析其病史经过、心电图并用 PACS自带 Xelis软

件重建左心房假腱索形态、位置及长度，总结其影像学表现与临床特点。结果：自 2011 年 9

月至 2015年 6月共发现两例典型的左心房假腱索，横行和纵行各一例。纵行肌肉束长约

2.9cm，附着于右上、下肺静脉开口前的左心房前壁与后壁之间，形态粗短。横行肌肉束长约

3.9cm，附着于左心房室间隔卵圆窝后部与左侧壁左心耳开口后部之间，形态细长；两例患者

均伴心律失常，粗短纵行肌肉束者患有房性早搏，细长横行肌肉束者患有非特异性 T波异常。

结论：左心房假腱索可能与心电图异常有一定关联。心律失常患者行冠脉 CTA检查时应考虑到

左心房假腱索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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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868 

肺肿瘤血栓性微血管病 CT 表现一例 

 
王军 

乐清市人民医院 325600 

 

肺肿瘤血栓性微血管病的 CT表现有一定的规律，从粟粒状影，快速进展到渗出、团块状影，

伴有周围性支气管血管束增厚。结合临床的进行性加重呼吸困难、氧饱和度降低、肺动脉高压

表现，通过增强 CT的表现，排除肺动脉血栓、肺动脉高压后，需要考虑该病，同时积极检测

肿瘤化验指标，寻找原发肿瘤，早期支气管镜肺组织细针穿刺活检，容易提高诊断 

 

 

EP-0869 

Optimization of b-values in 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 for the esophageal cancer: measuring the 

longitudinal length of gross tumor volume and 

evaluating of chemoradiotherapeutic efficacy 

 
liu gang,Li Tianran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of the 1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PLA general hospital 100037 

 

Purpose: To study the accuracy of MR-DWI using multiple b values in evaluating the 
chemoradiotherapeutic efficacy for 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ESCC) and 

measuring the longitudinal length of gross tumor volume (GTV) of ESCC. 

Methods: 18 patients with biopsy-proven ESCC were undergoing concurrent 

chemoradiotherapy (CCRT). Conventional MRI combined DWI using b values of 600s/mm2
, 

800s/mm
2
, 1000 s/mm

2
 were performed before CCRT and after the 1

st
, 3

rd
, 5

th
, 10

th
 week. 

The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s (ADC) of ESCC were derived from DWI using 

multiple b value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ADC value and apoptosis positive rate 
of ESCC cells obtained from the endoscope biopsy were statistically analyzed.38 

patients with confirmed ESCC who underwent radical surgery were analyzed. GTV 

longitude length of ESCC were measured using endoscopy, esophageal barium 

fluoroscopy, CT, T2-weighted MRI and DWI using different b values (b= 400, 600, 
and 800s/mm

2
) before surgery and were compared with pathologic lesion length. 

Results: The ADC values with DWI using the same b value of ESCC foci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0.001). ADC Values of DWI images with different b 

values a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ESCC cells apoptosis positive ratios, the 

relation is significant especially in the group of b=1000 s/mm
2
 (P<0.01). The 

measured length of esophageal lesions from short to long were MR-DWI b=800 s/mm
2
, 

endoscopy, actual tumor, MR-DWI b=600 s/mm
2
, esophageal barium fluoroscopy, CT and 

MR-DWI b=400 s/mm
2
. The length measured by MR-DWI b= 600s/mm

2 
was the closest to 

that from the actual tumor. 

Conclusions: When b=600s/mm
2
, image resolutions and signal-to-noise ratios were 

all satisfactory. When b=800s/mm
2
 and b=1000s/mm

2
，they are in favor of observing 

the chemoradiotherapeutic efficacy with time-variation and evaluat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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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moradiotherapeutic efficacy,respectively. MR-DWI b=600s/mm
2 
could be used as a 

supplementary means in measuring the length of ESCC lesions. 

 

 

EP-0870 

电焊工肺部早期 HRCT 表现与接尘工龄的相关性研究 

 
赵殿辉

1
,陈达民

2
,许建国

1
,杨国英

1
,陆青云

1
 

1.上海市静安区闸北中心医院 

2.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目的：探讨高分辨率 CT（HRCT）在电焊工尘肺诊断中的价值及其与接尘工龄的相关性。方

法：对 301例 X线胸片疑似焊工尘肺的工人进行 HRCT检查，其中女性 8人，其余 293 例为男

性。年龄 19岁~65岁，平均年龄 41.04岁±8.75 岁，工作环境基本相同,接尘工龄 0.5 年~40

年，平均工龄 12.16年±8.88 年，所有电焊工都有明确的粉尘接触史。分析其 HRCT表现，主

要记录小叶内分支状线影及小叶间隔改变，结节影形态、位置、分布，边缘模糊磨玻璃密度的

小叶中央微小结节，肺内磨玻璃影，并对不同影像表现的工龄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301例

电焊工中，78例（25.91%）HRCT表现正常， 223例（74.09%）均有不同程度异常。127例

(42.19%)见小叶中心分支状线影，其中 54例(17.94%)伴有结节，上中肺区病变多于下肺区，

51例结节大小较一致，约 3-5mm,结节多位于小叶中央，3例表现为大小不一结节，较大者约

7mm，密度不均匀，胸膜下及血管旁均可见结节。38例(12.62%)可见小叶中心的边缘模糊的磨

玻璃密度结节，结节大小约 3-6mm。17例(5.65%)可见弥漫性的磨玻璃密度影。小叶中心分支

状线影和结节多同时存在。29例(9.63%)可见肺气肿。工龄 5年内 53.09%出现肺小叶中心分支

状线影，18.52%出现小叶中心结节，随工龄增长肺小叶中心分支状线影有减少趋势。小叶中心

分支状线影和小叶中心结节出现的工龄低于无小叶中心分支状线影和小叶中心结节的电焊工。

上述异常出现的平均工龄为 5.91±4.54 年（t=12.896，P＜0.05）。随工龄和年龄的增加肺气

肿的病例数增加，工龄与肺气肿的无明显相关性（r=0.0867，P=0.143）。结论：在 HRCT 上电

焊工早期就显示肺部异常，主要表现为小叶中心的细线影和小结节，随着时间的延长部分病变

可能会减少或消失。 

 

 
EP-0871 

游离气胸多层螺旋 CT 定量研究 

 
吕发金

1
,陈永权

1,2
,陈莉

13
 

1.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重庆市第五人民医院放射科 

3.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放射科 

 

 

目的：探讨通过多层螺旋 CT轴位图像来预测游离气胸肺压缩百分比的准确性。 

方法：回顾性分析 88例游离气胸的胸部 CT扫描数据，分左肺及右肺进行观测，用 VR 容积测

量法测量左右侧气胸量及胸腔体积并计算气胸肺压缩百分比 Y（Y=气胸量/胸腔体积）；在轴

位图像气管隆突层面测量胸廓最大垂直距离 A及该线上气胸脏层胸膜至胸廓的垂直距离 a，并

计算垂直距离比值 X1（X1=a/A）；同理测量胸廓水平距离 B及气胸边缘至胸廓的水平距离 b，

并计算水平距离比值 X2（X2=b/B）；将 Y与 X1及 X2进行 1次、2次和 3次回归分析，挑选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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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显著且解释度最大的回归方程式，并验证方程的准确性；根据气胸压缩比例优选方程得出

左右侧气胸压缩百分比分别为 20%、25%、30%、50%、70%及 75%时对应左侧平气管隆突水平气

胸垂直距离压缩比值。 

结果：所有回归模型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01)。左侧气胸最佳方程式为：肺压缩百分比

Y=0.0758+2.8623X1-2.8049X12，R
2
=0.7460，复相关系数 R=0.8637；右侧气胸最佳方程式为：

肺压缩百分比 Y=0.0708+2.5960X1-2.1178X12，R
2
=0.8575，复相关系数 R=0.9260。方程预测

左侧气胸肺压缩百分比的误差范围为 0.01%±9.68%，右侧为 0.12%±8.02%。根据气胸压缩比

例优选方程得出左右侧气胸压缩百分比分别为 20%、25%、30%、50%、70%及 75%时对应平气管

隆突水平气胸垂直距离压缩比值左侧为 0.045、0.065、0.086、0.180、0.316、0.369，右侧

为 0.052、0.073、0.096、0.200、0.341、0.379。 

结论：通过气管隆突层面轴位图像测量垂直距离压缩比 X1及水平距离压缩比 X2均对预测游离

气胸的肺压缩百分比有意义，尤其是 X1更能反映气胸的压缩百分比。 

 

 

EP-0872 

表现为孤立结节的支气管软骨骨化病 1 例 

 
于喜红,杨瑞 

河南省胸科医院 450003 

 

病例 患者男性，53岁，3年前无诱因出现间断咳嗽、胸闷，干咳为主胸部 CT平扫+增强（图

1）：左主支气管前下壁可见一跨壁生长类圆形结节影，大小约 2.8×2.3cm，密度不均，伴多

发骨质密度影，边缘可见钙化，结节部分突入左主支气管管腔内，管腔狭窄，增强后看见局限

小结节样渐进性强化区，余强化不明显，边缘尚清晰。气管镜提示（图 2）,左主支气管（距

隆突约 1.5cm）内侧壁见一球状新生物近完全阻塞管腔，AFI染色呈粉红色，镜身（5.5mm）不

能通过，活检（质韧）,见黏膜上皮及其下管壁成份，呈炎性改变。后患者静吸复合麻醉双腔

气管插管麻醉后行左主支气管肿物袖状切除术，术中见左侧腔少量粘连，隆突下见一

2.0cm×2.0cm×1.5cm 肿物，包膜完整，由左主支气管内侧与支气管腔内壁贯，质硬。送检标

本肉眼观呈质硬、钙化，切面灰白、灰红色;镜检（图 3）,肿物见软骨、骨及骨髓组织。病理

诊断，符合支气管软骨骨化病。 

讨论 支气管软骨骨化病，亦称骨化性气管支气管病，是一种罕见的主要累及大气道的良性疾

病,以黏膜下骨性或软骨性结节形成为主要病变特点
[ 1 ]

 ,结节突出于呼吸道管腔,并常发生钙

化和骨化
[ 2 ]

。病理主要表现为气道黏膜下骨性或软骨性结节形成,结节可突出于支气管腔,可

与中央气道的软骨膜相延续,结节中可含有具有造血功能的骨髓组织,结节常可继发钙化
[4 ]

。而

本例患者影像表现为左主支气管前下壁单发、孤立结节，跨壁生长，伴钙化，其余气道支气管

镜及胸部 CT均未见明显异常。笔者复习相关文献，未见类似病例报道。此病例需与支气管内

型错构瘤、支气管结核鉴别，三者均可有钙化，支气管内型错构瘤病变内脂肪及爆米花样钙化

为其影像学特征，支气管结核常表现为支气管壁不均匀增厚、管腔狭窄，伴阻塞性肺炎，肺内

常合并结核病灶。 

支气管软骨骨化病表现为孤立结节的病例更为罕见，大气道管壁结节伴钙化，应想到本病可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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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873 

直径≤3cm 的周围型小细胞肺癌和腺癌 CT 影像 

学表现对比研究 

 
朱冬勇,张寒菲,陈杰,王艳芳,廖美焱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430071 

 

目的 分析比较直径≤3cm 周围型小细胞肺癌的 CT影像学表现，了解各自 CT影像学特征。方

法 收集 2008-2017年本院直径≤3cm 周围型小细胞肺癌和腺癌患者，以小细胞肺癌为研究

组，以腺癌为对照组，P<0.1 进入多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小细胞肺癌 38例，腺癌

245例，两组间影像学征象对比中相对增强 CT值、肿瘤阴影消失率（TDR）、切迹征、毛刺

征、空气支气管征、胸膜凹陷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多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提示小细胞

肺癌相对增强 CT值、肿瘤阴影消失率（TDR）低于腺癌，切迹征、毛刺征、空气支气管征、胸

膜凹陷征出现率明显低于腺癌（P<0.05）。结论 对于直径≤3cm 的周围型小细胞肺癌和腺

癌，相对增强 CT值和肿瘤阴影消失率可为两者鉴别诊断提供参考，小细胞肺癌相对增强 CT值

和 TDR低于腺癌。和腺癌比较，切迹征、毛刺征、空气支气管征、胸膜凹陷征少见于小细胞肺

癌。 

  

 

EP-0874 

2cm 以下肺部磨玻璃影 HRCT 特征及其病理基础的研究 

 
许尚文,陈自谦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 350025 

 

目的 探讨 2公分以下肺部磨玻璃影（GGO）HRCT特征与病理分类的联系。 

方法 回顾性分析直径 2cm以下的肺部磨玻璃影 152例病灶，所用病灶均是手术切除后经病理

证实的。图像评价分析内容包括：病灶位置、大小和密度、边缘（分叶、长短毛刺）、内部

（空泡征、细支气管造影征）、病灶实性成分的大小和密度、所占的比例（大小、密度）、胸

膜凹陷征、病灶与血管的关系。采用统计方法对资料进行分析。 

结果 不同病理组的病灶的大小有统计学差别（P<0.001），病灶大小浸润组（MIA+IAC）＞浸

润前组（AAH+AIS）＞炎性病变组（INF）。不同病理组病灶的密度、实性成分的密度有统计学

差异，病灶密度 IAC、MIA组最高，INF、AAH病灶密度最低。INF、IAC的实性密度最高。不同

病理组病灶的边缘（分叶、短毛刺、长毛刺）有统计学差异（P<0.001），其中 MIA、IAC 组中

的分叶征象较 INF组更常见（P<0.005）；MIA、IAC组中的短毛刺征象较 AIS组更常见，AIS

组短毛刺征象较 INF、AAH组更为常见（P<0.001）；不同病理组病灶内部（空泡征、细支气管

造影征）有统计学差异（P<0.001），MIA组中的空泡征较 AIS组中更常见；IAC组出现细支气

管造影征的可能性最大（P<0.005）。AIS、MIA、IAC组较 INF、AAH组出现胸膜牵拉征的可能

性更大（P<0.005）。五组病理类型中，病灶与血管关系类型是有差异的（P<0.001）， INF、

AAH组以Ⅰ、Ⅱ型与血管关系为主，AIS、MIA组以Ⅲ、Ⅳ型与血管关系为主，IAC组则以Ⅳ、

Ⅴ型与血管关系为主。 

结论 病灶位置、大小和密度、边缘（分叶、长短毛刺）、内部（空泡征、细支气管造影

征）、病灶实性成分的大小和密度、所占的比例（大小、密度）、胸膜凹陷征、病灶与血管的

关系类型对病理分类有预测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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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875 

磁共振 GRE 电影序列评价恒河猴心功能的 

重复性及有效性研究 

 
朱桐

1
,陈榆舒

1
,张钰

1
,孙家瑜

1
,金志文

2
,曾文

3
,郜发宝

1
 

1.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放射科，成都 

2.Translational Biomarkers， Merck Research Laboratories， MSD， Singapore 

3.四川普莱美生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成都 

 

目的：对心脏磁共振梯度回波电影序列（Spoiled Gradient Echo, GRE）评估恒河猴心功能的

有效性与重复性进行评价，为开展恒河猴疾病动物模型磁共振研究提供准确、最优的心功能评

估策略。方法：正常恒河猴 8 只，行超声心动图检查、心脏磁共振 GRE电影序列扫描。获取左

室舒张末容积（EDV）、左室收缩末容积(ESV)、每搏量（SV）、射血分数（EF）、心输出量

（CO）、舒张期左室质量以及收缩期左室质量等心功能相关参数值。行磁共振复测实验，采用

组内相关系数及 Bland-Altman分析评价 GRE各心功能参数的重复性，以超声为相对的标准效

度评价 GRE各心功能参数的有效性，并对超声和 GRE结果进行比较。结果： GRE重复性评价

结果显示，各心功能参数的组内相关系数(ICC)值均在 0.75-0.97之间，且显著性均小于

0.01，重复性评价结果较好，Bland-Altman分析显示复测实验中各指标测量的一致性较高；

有效性评价结果显示，除心输出量（CO）外，其余心功能参数的 Pearson相关系数（r）值在

0.80-0.92之间，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同时发现 GRE获取的射血分数（EF）、心输出量

（CO）以及舒张末左室质量（Myo Mass (Diast)）要小于超声的测定值，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结论：心脏磁共振 GRE 电影序列评价正常恒河猴心功能的结果具有较好的有效性与重复

性，能有效、稳定地对恒河猴的心功能予以评价。 

 

 
EP-0876 

MRI-measured Myocardial Iron Load in Patients with 

Severe Diabetic Heart Failure 

 
Wang Bao

1
,Zhang Yi

1
,Zhao Bin

1
,Liu Yingchao

2
 

1.Shandong Medical Imaging Research Institute 

2.Provincial Hospital Affiliated to Shandong University 

 

Objective: This cross-sectional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whether a correlation 
exists between abnormal myocardial iron status and cardiac lipid deposition as 

well as other biomarkers in patients with diabetic heart failure (DHF). 

Methods: Seventeen volunteers (Group 1), 26 patients with non-severe DHF (Group 

2) ,and 25 patients with severe DHF (Group 3) were recruited for this study. 

Myocardial middle slice T2* mapping and septal 
1
hydrogen magnetic resonance 

spectroscopy (
1
H-MRS) were performed on a 3.0T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machine to assess the iron status and lipid deposition individually. Fasting 

venous blood was used to examine serum biomarkers. 

Results: Cardiac T2* (ms) of the 3 groups were 22.8 ± 2.1, 21.7 ± 1.8, and 18.6 

± 1.3, respectively. The value of Group 3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other two groups (P < 0.001). Myocardial triglyceride (%) levels differed 
among the three groups (Group 1, 0.53 ± 0.13; Group 2, 1.11 ± 0.29; Grou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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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 0.12; P < 0.001). Cardiac T2* was inversely correlated with both cardiac 
triglycerides and 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 (LVEF) in overall 

participants (Groups 1-3) or Group 3 (each P < 0.001). 
Conclusions: Abnormal myocardial iron status was found in patients with severe 
diabetic heart failure; myocardial lipotoxicity may be responsible for this 

process. 

  

 

 
EP-0877 

典型肺部少罕见病的影像表现及诊断要点 

 
胡晓云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人民医院 214023 

 

目的：随着胸部影像检查的日益增多，原本较为少见、罕见的肺部疾病在临床实践中变得相对

“不少见”。因此，掌握其影像特点及临床要点，利于精准医疗的需求。本文旨在探讨临床上

肺部少罕见病的影像表现，总结其诊断要点。 

方法：回顾分析肺部少罕见病典型的影像表现，并进行类似征象的疾病比较，归纳诊断要点与

线索。具体病例包括：肺淀粉样变、肺转移性平滑肌瘤、肺内畸胎瘤、肺粘膜相关组织淋巴

瘤、肺淋巴结管肌瘤病、变应性支气管炎肺曲菌病、肺泡蛋白沉积症、肺泡微石症、肺组织细

胞增生症 X、肺部韦格氏肉芽肿等。 

结果：上述疾病虽然临床上少见、罕见，但均具有一定的影像表现及特点，其对临床实践中的

鉴别诊断起关键作用。 

结论：掌握上述少罕见肺部疾病的影像特点，减少误漏诊，利于临床精准诊断及经典案例教学

工作。 

  

 

 
EP-0878 

The diagnostic performance of DCE-MRI for 

differentiating benign and malignant solitary 

pulmonary nodules: A meta-analysis 

 
Liu Chuan,Wang Lang,Zhu Li,Xu Xiao-Xue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orth Sichuan Medical College 637000 

 

Objective:To obtain the diagnostic performance of dynamic contrast-enhance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DCE-MRI) in differentiation of benign and malignant 

solitary pulmonary nodules(SPNs). 

Materials and methods:A search was conducted of the PubMed, EMBASE,Cochrane 

Library,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and Wanfang databases. Diagnostic 

indices including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PLR, NLR, DORs, and AUCs were 

calculated. Potential threshold effect, heterogeneity, and publication bias 

were investig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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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The pooled sensitivity,specificity,PLR,NLR and DOR were 0.95 

(95%confidence interval [CI], 0.93-0.97),0.81 (95%CI, 0.72-0.87),4.9 (95%CI, 3.3-

7.3),0.06 (95%CI, 0.04-0.09) and 85(95%CI, 45-163),respectively. The AUC of SROC 

was 0.97 (95%CI,0.95-0.98).  

Conclusion: DCE-MRI is valuable in descrimination of benign and malignant SPNs as 

a non-invasive imaging method. 

 

 

EP-0879 

含囊腔型肺癌：30 例病例分析及文献回顾 

 
谭洋 

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16001 

 

目的：我国放射科年轻医师对含囊腔型肺癌的认识欠缺，致其常被误诊。本文旨在探讨含囊腔

型肺癌的临床特点、影像学表现特点及病理类型。方法：收集 2015年 06月至 2017年 06月大

连市多家医院经胸部 CT检查、手术病理和临床证实的 30例含囊腔型肺癌的临床及 CT 检查资

料。我们将影像上表现为囊腔壁厚度小于 4mm且在实性或磨玻璃样肺癌病灶基础上继发形成薄

壁含气囊腔影定义为含囊腔型肺癌。回顾性分析、总结 30例病例的临床资料、CT征象、病理

结果。结果：其中男性 17例，女性 13例，平均年龄 50.8 岁，13例初次就诊时有呼吸道症

状。30例患者中，肺腺癌 28例（包括原位腺癌及微浸润腺癌）、鳞状细胞癌 1例、小细胞癌

1例。含囊腔型肺癌病灶多见于两肺中上叶占 80%，肺癌组中囊腔壁厚度小于 4mm者 21 例

( 70%) ; 囊腔壁厚薄不均匀者 23例( 76.7%) ，囊腔的壁有实性结节者 14 例( 46.7%) ，21

例（70%）病灶周围表现为磨玻璃影（GGO），囊腔内出现分隔者 8 例( 26.7%) ，27例

（90%）腔内见粗细不均间隔或细小血管影，病灶周围有分叶征者 11例( 36.7%) ，毛刺征者

20例(66.7%) ，病灶邻近胸膜改变者 14 例( 46.7%)；所有病灶均未见气-液平面且分布在外

周。结论：含囊腔型肺癌影像表现具有一定特点，临床诊断中应避免误诊，对于薄壁的囊腔应

警惕此类肺癌的可能并及时行活检或手术确诊。目前，关于囊腔形成的机制并不明确，可能的

解释有多种，大多数学者较赞同局部细支气管活瓣样阻塞的机制。此类肺癌若能早发现、早诊

断、早治疗，预后很好。 

 

 
EP-0880 

Motion Artifact Correction by Snapshot Freeze 

Technique in Coronary CT Angiography for Virtual 

Monochromatic Spectral Images at Different Energy 

Levels  

 
jia yongjun,Yu Nan,Zhang Xirong,Duan Haifeng,Yang Chuangbo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haanxi Chinese Medicine University 712000 

 

Abstract: Purpos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motion correction by SnapShot 

freeze (SSF) technique in coronary CT angiography (CCTA) for virtual 

monochromatic spectral (VMS) images at different energy lev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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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erials and methods 29 cases suspected of or diagnosed with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underwent dual-energy spectral CCTA with a prospective ECG gating mode 

using 250ms of padding time. Images were reconstructed without (standard 

algorithm, STD) and with SSF at cardiac phases between 55 % and 85 % of the R-R 

interval in each patient. Reviewed all axial image sets on the workstation while 

scrolling, noted coronary motion artifacts, and graded image quality of right 

coronary artery (RCA), left anterior descending artery (LAD) and left 

circumflex artery (LCX) by per-vessel coronary in each patient. Scored the most 

severe motion artifacts along the entire course of the artery with diameter bigger 

than 1.5 mm using semi-quantitatively 5-point scale (5: no motion artifacts and 

clear delineation; 1: vessel couldn't be evaluated and differentiated). Selected 

the cardiac phase with the most improved per-vessel image quality, and then 

reconstruct VMS (40-100 keV, with 10keV interval) combined with SSF 

images. Used the Friedman signed rank test to compare STD images at 70keV (the 

system default and equivalent to the average energy of the 120kVp) and VMS images 

with SSF on per-vessel image quality scores, and used Wilcoxon signed rank test 

to compare in the VMS images with SSF. Used the one-way ANOVA to compare the CT 

value and standard deviation (noise) of the aortic root for each VMS. 

Results: The average patient heart rates were 60.66±6.14bpm (47-76bpm).  Low 

energy VMS images improved CT value (Table 1, Figure 1) but increased noise 

compared with higher energy VMS images. The image quality scores for images at 

50-80keV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40keV and 90-100keV (P<0.05) because of the CT 

value intra-coronary were too high or too low, especially 90-100keV (Table 

2, Figure 2) for the low contrast agent density. 

Conclusion SSF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motion artifacts when intra-coronary 

has a suitable contrast agent CT value. 

  

 

 

EP-0881 

Diagnostic Accuracy of Coronary CT Angiography on 

16cm Wide-Detector CT for Patients with High Heart 

Rate, Comparison with Digital Subtracted Angiography 

 
chen yuhuan

1
,He Taiping

1
,Hu Zhijun

2
 

1.Shaanx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2.Changan Hospital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image quality and diagnostic accuracy of coronary 

CT angiography (CCTA) on a 16cm wide-detector CT for patients with high heart 

rate using Digital Subtracted Angiography (DSA) as reference standard. 

MATERIALS AND METHODS: Forty-three patients with heart rates higher than 80 bpm 

underwent both CCTA on a 256-row, 16cm wide-detector CT (GE Revolution 

CT) and DSA (GE Innova3100). Two Cardiovascular specialists reviewed DSA 

results in census. CCTA scans used 100kVp tube voltage and automatic tube 

current for noise index of 25HU. All scans were acquired in one heart beat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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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lus-tracking technique. The contrast agent iopamidol (370mg/ml) was used at 

the 25mgI/kg/s dose. The Smartphase technique was used to automatically 

select the best cardiac phase for image reconstruction with Snapshot Freeze 

Motion Correction. The subjective image quality was assessed by 2 radiologists 

with 8 years of cardiovascular experience based on the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modified 13-segment classification and a 5-point subjective ratings 

(5: best, 1: worst, ≥ 3:  diagnosable). The accuracy of CCTA for 

assessing the degrees of coronary artery stenosis was analyzed against the DSA 

results. The chi-square test was performed on the consistency of CCTA and DSA. 

Results: Mean effective radiation dose was 2.0±0.9mSv. The mean heart rate 

was90.4±17.1bpm with the highest of100.1±34.0bpm, and lowest 82.4±10.1bpm. A 

total of 543 coronary segments in 132 vessels were analyzed that met the 

diagnostic requirements.  The image quality scores were 3.8 ± 0.5 for the right 

coronary artery, 4.0 ± 0.5 for the left anterior descending artery and 4.0 ± 

0.4 for the left circumflex artery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degrees of coronary artery stenosis between CCTA and DSA (Table 2) (P> 0.05). 

Conclusion: CCTA on a 16cm wide-detector CT provides high quality images and high 

accuracy for diagnosing stenosis even for patients with high heart rates. 

 

 

EP-0882 

16cm 宽体探测器 CT 在心率不齐冠状动脉成像中的应用价值 

 
陈玉环,贺太平 

陕西中医药大学 712000 

 

目的 探讨自由呼吸且心率不齐条件下，16cm宽体探测器 CT在 CCTA成像中的应用价值。材

料与方法 共收集本院未控制心率且心率波动≥7bpm 的 CCTA 检查患者共 72例，分 A组

（7bpm≤HR 波动≤10bpm）32例、B组（HR波动>10bpm）30例，管电压固定为 100KV，自动管

电流，NI=25，自动匹配前置 Asir-V，后置 Asir-V固定为 50%。采用对比剂自动跟踪触发技术

（bolus-tracking）扫描，用冠状动脉特异性自动心脏最佳相选择技术(smartphase )自动选

取最佳重建时相并进行冠状动脉运动追踪冻结技术（SSF） 图像重建。测量升主动脉根部管腔

的 CT 值、标准差。分别由甲、乙两名医生采用美国心脏协会（AHA）冠状动脉改良分段方法

共分 13段进行 5分法图像质量主观评分（5分最好，1分最差，≥3分为可诊断），各分支血

管取相应节段最低分为最终评分，所有评分结果经协商一致取最终评分。对 A、B两组图像质

量主观评价结果采用非参数等级资料秩和检验进行统计学比较。结果 两组平均心率相似

（74.6±16.2bpm  vs. 74.4±20.6bpm）。然而，B组的心率波动明显高于 A组

（38.8±34.0bpm  vs. 8.1±1.0bpm，p <0.05）;所有图像均可达到诊断要求。与 A 组比

较，B组图像质量评分略有下降（3.89±0.62 vs. 4.05±0.57），辐射剂量略有增加

（2.8±1.3mSv vs 2.4±1.1mSv） 然而，两者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16cm

宽检测器 CCTA，可不受心率波动的影响，通过在一个心动周期采集图像以及运动校正可提供

良好的图像，在心率不齐患者 CCTA检查中有良好的应用价值。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1014 

 

EP-0883 

能谱 CT 成像在鉴别坏死性肺癌与孤立性肺炎性 

病变中的初步研究 

 
李琦,罗天友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目的：初步探讨能谱 CT定量分析在鉴别坏死性肺癌与孤立性肺炎性病变中的价值。方法：回

顾性分析 2013年 9月至 2016 年 2月在我院行能谱 CT扫描且经手术病理或穿刺活检证实的有

明显坏死发生的肺癌及孤立性肺炎性病变（分别为 28例和 22例）的能谱 CT资料，分析比较

两组坏死灶混合能量 CT值及平扫能谱 CT定量参数并行统计学分析。结果：（1）常规混合能

量 CT值的比较：肺癌组坏死灶混合能量 CT值为 16.22HU，炎性病变组为 13.91HU，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2）能谱 CT定量参数的比较：肺癌组坏死灶平扫能谱曲线主要表现

为直线型或缓慢下降型（100%，28/28），炎性病变组以弓背上抬型为主（63.64%，14/22）；

肺癌组坏死灶平扫 40、50、60 keV单能量 CT值、能谱曲线 40-65keV及 65-90keV斜率、有效

原子序数及钙（水）浓度均高于炎性病变组，，而脂（水）浓度低于炎性病变组，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P均＜0.05）；而两组 70-140keV单能量 CT值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均＞

0.05）。（3）对有统计学意义的能谱 CT定量参数绘制 ROC曲线示平扫能谱曲线 K40～65keV、有效

原子序数、脂（水）浓度和钙（水）浓度对两者的鉴别诊断效能较大，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851、0.841、0.831及 0.864。结论：坏死性肺癌与孤立性肺炎性病变具有不同的能谱 CT定

量参数，能谱 CT成像可为两者的鉴别诊断提供新的功能学依据。 

  

 

 
EP-0884 

基于 CMRI 的慢性血栓栓塞性肺动脉高压患者左室功能与血流

动力学，NT-proBNP 的相关性分析 

 
郭晓娟,蒋涛,马展鸿,刘明熙,杨媛华,龚娟妮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100020 

 

目的 通过心脏磁共振（CMRI）评价慢性血栓栓塞性肺动脉高压 (CTEPH)患者的左心功能，并

与右心导管测量的肺动脉压（PAP），肺血管阻力及 N端脑钠肽前体（NT-proBNP）进行相关性

分析。 

材料与方法 前瞻性连续性纳入经右心导管检查确诊的 CTEPH 患者 25例，男，15例，女 10

例，平均年龄 54.61±11.74 岁，年龄范围 33岁-76岁。所有患者行 CMRI检查获取左心室功

能参数，包括收缩末期容积（ESV），舒张末期容积（EDV），每博量（SV），射血分数

（EF），心肌质量（MASS），峰值射血率（PVEF），峰值射血时间（PVET），峰值充盈率

（PVFF），峰值充盈时间（PVFT）；右心导管测量的血流动力学参数包括 sPAP， dPAP， 

mPAP及肺血管阻力指数（PVRI）。根据数据类型选用 Spearman 或 Pearson相关分析进行统计

分析。 

结果 mPAP与 EDV，SV，CO 分别具有中度负相关性（r=-0.470, -0.519，-0.456，P=0.018， 

0.008，0.002）； sPAP 与 PVET（r=-0.464， P=0.022）；dPAP与 EDV，SV分别具有中度负

相关性（r=-0.407，-0.495，P=0.044， 0.012）；PVRI 与 EDV，SV，CO分别具有中度到高度

负相关性（r=-0.559， -0.714，-0.707，P=0.004， P<0.001，P<0.001）；NT-proBNP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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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V，CO，PVFF分别具有中度负相关性（r=-0.477， -0.528，-0.560，P=0.039，0.020，

0.016）。 

结论 CMRI测量的 CTEPH患者左心 SV,EDV与 PAP,PVRI具有中度负相关性，NT-proBNP与 SV, 

CO,PVFF具有中度负相关性，CTEPH患者左心舒张功能受影响更为显著，降低 PVRI可以改善左

心功能及患者预后。 

  

 

 

EP-0885 

先心病合并肺隔离症 2 例 

 
范沙丽,刘晶哲 

北京华信医院/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00016 

 

 

病例 1：患者男，24岁，因“间断咯血 4个月，为鲜血，量多，伴咳嗽”入院。体格检查、实

验室检查无异常。CT表现：内脏位置正常，心影右移，房间隔缺损 0.8cm，室间隔完整，右肺

动脉细小。右下肺见一软组织团块，由腹腔干发出一直径 0.7cm的血管供血。CT诊断：先天

性心脏病，右位心，房间隔缺损，右肺动脉发育不良，右肺隔离症。心导管造影：心房正位，

纵隔右移，心室无明显增大，右室流出道通畅，主肺动脉发育良好，远端肺血管轻度扩张，分

支稀疏，供应少量肺组织。主动脉左弓左降，头臂血管起源正常，腹主动脉近脾动脉发出粗大

分支，开口 6mm，远端分支进肺，肾动脉水平发出分支，直径 3mm，远端分成 2支，供应右下

肺外侧基底段。结论：右肺动脉发育不良，右肺隔离症。 

病例 2：患者男，12岁，主因“先心病，肺动脉闭锁，肺动脉融合术后 10年”入院，既往

史：患儿出生后发现颜面及口唇青紫，呼吸急促，经心脏彩超、CT及造影检查，明确诊断为

先心病，肺动脉闭锁，室间隔缺损，体肺侧枝形成，行肺动脉融合术，手术顺利，术后定期复

查，目前一般情况尚可。复查 CT：心房内脏正位，心脏各房室位置及连接关系正常，房间隔

缺损 1.3cm，室间隔缺损 1.5cm；未见肺动脉瓣及主肺动脉结构；主动脉骑跨在室间隔上，骑

跨率约 40%，升主动脉左侧见一 B-T管，连于肺动脉分叉处，直径 0.9cm，管壁钙化，导管内

造影剂充盈良好，升主动脉右侧见另一 B-T管，连于右肺动脉，直径 0.6cm，管壁钙化，导管

内可见条形低密度，右肺动脉出肺门处较细，直径约 0.3cm，左肺下叶见一不规则软组织密度

影，降主动脉下端左侧壁发出一侧枝进入左肺下叶，并可见两支粗大引流静脉汇入奇静脉，局

部肺组织透过度增加。结论：先心病，肺动脉闭锁，肺动脉融合术后，B-T管钙化，左侧 B-T

管通畅，右侧 B-T管内血栓形成，房间隔缺损，室间隔缺损，左肺下叶肺隔离症。 

 

 
EP-0886 

Early evaluation of rabbit lung VX2 tumor after 

radiofrequency ablation via CT perfusion imaging 

 
cheng zenghui

1
,Shan Fei

2
,Shi Yuxin

2
,Zhang Zhiyong

2
,Yan Fuhua

1
 

1.Ruijin Hospital，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2.Shanghai public health clinical center， Fudan University 

 

ObjectiveTo assess CT perfusion imaging on early evaluation of lung VX2 tumor 

after CT guided percutaneous radiofrequency ablation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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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erials and Methods 

  This experiment was approved by Experimental Animal Ethics Committee of 

Shanghai Public Health Clinical Center. CT perfusion imaging (contrast material: 

Iohexol, 350mg I / ml; Injection rate, 1.5 ml / s; injection volume, 2 ml; 

injection via a 24 G indwelling needle thorough the marginal vein) was proceeded 

in 35 lung implanted VX2 tumor models of New Zealand white rabbits 1 day before 

RFA, 1 day (N=24) and 3 days (N=11) after RFA. (1) CT perfusion pseudo-color maps 

with dual-input model (CT value ranging from -80HU to 150HU) were generated using 

the maximal slope method. Regions of interest (ROIs) were placed on the maximal 

cross-sectional tumor before and after RFA by two thoracic radiologists, blindly, 

and the mean perfusion parameters of bronchial flow (BF), Pulmonary flow (PF) and 

perfusion index (PI) were compared between pre-RFA group and post-RFA groups (1 

day and 3 days after RFA). The perfusion parameters of complete and incomplete RFA 

groups after RFA were also compared based on H&E and TUNEL staining, and were 

correlated with microvascular density (MVD) based on CD31 staining. (2) Thirteen 

lung VX2 tumor models with predominant "ground-glass opacity (GGO)"1 day after RFA 

were enrolled for calculation of lung parenchymal CT perfusion pseudo-color maps 

with single-input model (CT value ranging from -400HU to -50HU) using the maximal 

slope method. ROIs of "GGO" were made by two thoracic radiologists, blindly, 

according to different color scales. PF was compared between complete and 

incomplete RFA areas based on H&E and NADH staining. (3) The paired or unpaired t 
test, Wilcoxon paired rank sum test, or Mann-Whitney U test were used in two-group 
comparisons. The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ROC) was used to assess 

the diagnostic performance of different perfusion parameter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perfusion parameters and MVD was analyzed by Pearson correlation. 

Results The values of BF and PF 1 day and 3 days after RFA were lower than those 

before RFA (all p values< 0.03), while, PI changes were not different (all p 
values >0.10). The decrease of BF and PF values (ΔBF and ΔPF) in the complete 

RFA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incomplete RFA group (p = 0.01; 0.02) at 

day 1, postoperatively, and the area under curve (AUC) of ΔBF, ΔPF at 

14.85ml/min/100ml, 17.25 ml/min/100ml, in determination of lung VX2 tumor with 

complete ablation or not, was 0.80, 0.78, respectively, with sensitivity of 75.00%, 

75.00%, specificity of 66.67%, 66.67%, respectively. ΔBF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MVD (p = 0.0456, r = 0.4684), while, ΔPF was not correlated with 

MVD (P = 0.1437, r = 0.3059). The value of PF of “GGO” with incomplete RFA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GGO” with complete RFA and “GGO” of normal lung after RFA, 

respectively (P = 0.00; 0.01), and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PF 

between “GGO” with complete RFA and “GGO” of normal lung after RFA (p = 0.84). 

The AUC of PF value no greater than 29.4 ml/min/100ml in determination of lung VX2 

tumor with complete ablation was 0.99, with sensitivity of 100.00% and specificity 

of 91.67%. 

Conclusion BF and PF of CT perfusion with dual-input model and PF of CT perfusion 

with single-input model could early assess the lung VX2 tumor and “GGO” after 

RFA,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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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887 

系统性淀粉样变性心肌受累的 MR 表现 

 
吴坚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100853 

 

目的：系统性淀粉样变性患者可见心肌受累，心内膜心肌组织学检查仍为目前诊断心肌淀粉样

变性的金指标。若遇不适宜实施心肌活检者，则应酌情行其他部位活检确诊。本文旨在探讨此

类疾病的心脏 MR影像特点，以使患者获得无创的可靠诊断。 材料与方法：回顾性分析 9例经

腹部脂肪活检病理证实为全身性淀粉样变性患者的临床资料及心脏 MR影像资料，分析心脏 MR

影像特征。结果：女性患者 5 例，男性患者 4例，平均年龄 42.1岁，1例继发于多发性骨髓

瘤。MR检查结果：形态学，左心室心肌对称性增厚（中部心腔层面室间隔厚度），5.5－

6.2cm，平均 5.7cm，各心腔未见明显扩大；功能上，MR电影动态显示心肌顺应性降低

（9/9），舒张功能受限（9/9），收缩功能轻度受限（6/9）。增强扫描，首过扫描均未见明

显异常，延迟后 9例均可见心内膜出现环形或局灶状弥漫延迟强化，其中，3例可见中层心肌

受累，1例呈弥漫透壁性强化，部分病例可见斑马征（5/9）。此外，2例患者右心室壁、心房

壁及房间隔可见不同程度强化。结论：心脏 MR检查具有高度组织学特异性及可重复性，对于

心脏形态、功能的异常显示良好，且可量化，特别是延迟增强扫描的心内膜强化具有特征性，

为临床提供重要参考，为其它心肌疾病的鉴别诊断提供依据，是临床疑诊心肌淀粉样变性患者

的可靠检查手段。 

 

 

EP-0888 

Low-Dose Dual-Source Computed Tomography for 

Evaluating Right Ventricle and Pulmonary Artery in 

Infant Patients with Tetralogy Of Fallot: Correlation 

with Post-Operative Pulmonary Regurgitation 

 
Gao Yue

1
,Yang Zhigang

1
,Shi Ke

1
,Diao Kaiyue

1
,Xu Huayan

1
,Guo Yingkun

2
 

1.West China Hospital， Sichuan University 

2.West China Second University Hospital 

 

Purpose :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assess the influence of pre-operative right 

ventricle (RV) and pulmonary artery (PA) imaging characteristics on post-operative 

pulmonary regurgitation (PR) in infant tetralogy of Fallot (TOF) patients by dual-

source computed tomography (DSCT) . 

Methods: Fifty-five patients after TOF repair were retrospectively recruited. The 

RV and PA parameters evaluated by pre-operative DSCT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PR 

and non-PR groups. Spearman’s rank correlation was used to determine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the pre-operative parameters and PR.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analysis was used to predict the possibility of PR using 

individual effective parameters. 

Results: There were 41 patients underwent the trans-valve surgery, 18 patients in 

the PR group and 23 patients in the non-PR group. The pre-operative pulmonary 

parameters include McGoon ratio, Nakata index and left PA (LPA) diam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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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0.50 vs. 1.67±0.53; 391.29±137.39 mm2/m2 vs. 268.60±77.63 mm2/m2; 

20.96±5.99 mm/m2 vs. 15.89±5.96 mm/m2; all p<0.05), and the RV parameters (RV 

length diameter,60.64±15.47 mm/m2 vs. 72.64±14.95 mm/m2, p<0.001; RV short 

diameter, 34.89±6.50 mm/m2vs. 39.48±7.60 mm/m2, p<0.05) show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Spearman’s rank analysis showed a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PR and LPA diameter (r = 0.350, p = 0.009), McGoon ratio (r = 

0.321, p = 0.012), and Nakata index (r = 0.426, p = 0.001). ROC analysis revealed 

that moderat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were obtained for predicting the 

occurrence of PR with LPA (66.33%; 82.60%), McGoon ratio (83.33%,56.52%), and 

Nakata index (83.33%; 60.87%). 

Conclusion: For TOF patients, the pre-operative LPA diameter and PA development 

indexes by DSCT are associated with post-operative PR. These pre-operative imaging 

characteristics can be new predictive factors for the occurrence of PR. 

 

 
EP-0889 

基于 ASiR-V 算法的超低剂量 CT 对肺部 

小结节检测的可行性研究 

 
叶凯,袁慧书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00191 

 

目的：探讨基于多模型迭代重建（ASiR-V）算法的超低剂量 CT（ULDCT）对肺部小结节检测的

临床应用价值以及 ASiR-V算法对 ULDCT图像质量的影响。 

方法：对 30名行胸部常规 LDCT扫描发现肺部小结节的患者，以选定结节为中心进行 ULDCT局

部扫描。常规 LDCT采用噪声指数 36的自动管电压管电流模式，ULDCT采用 3cm范围的

120kV/2.8mAs扫描。ULDCT 扫描采用 ASiR-V（50%、70%、90%）进行肺算法和标准算法重建，

常规 LDCT仅采用 ASiR-V 50%进行重建。记录 ULDCT和常规 LDCT图像主观评分、噪声以及结

节长径，并计算基于 ULDCT 扫描条件下全肺的辐射剂量，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总共发现 30个结节，包含实性结节 26个，亚实性结节 4个。ULDCT扫描条件下全肺剂

量为 0.096± 0.009mSv，明显低于常规 LDCT扫描的 0.975±0.345mSv（p<0.01）。ULDCT

（ASiR-V50%、70%、90%）结节的正确检出率分别为 90%、93.3%及 93.3%，检出率与常规 LDCT

无统计学差异。LDCT和 ULDCT（ASiR-V50%、70%、90%）检出结节的长径分别为 6.04±2.02、 

5.46±2.56、 5.63±2.59 及 5.65±2.59mm，结节长径测量无显著差异(P=0.829)。ULDCT

（ASiR-V50%、70%、90%）和 LDCT的图像噪声分别为 23.01±2.94、18.67±2.64、

15.07±2.43 及 14.08±2.31，ULDCT 90%重建组图像噪声和 LDCT间无统计学差异，但明显低

于其余两组；ULDCT三组肺算法图像均未出现蜡像伪影，且满足最低诊断要求。 

结论：采用 ASiR-V 90%重建算法的超低剂量 CT能够以接近正位 X线胸片的剂量进行肺部小结

节的检测，且在结节敏感度及大小测量上与常规 LDCT无统计学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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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890 

罕见冠状动脉畸形一例并文献复习 

 
顾晶晶,向述天,何茜 

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650021 

 

目的：提高对右冠状动脉异位起源于肺动脉合并冠脉-锁骨下动脉瘘的认识。 

方法：分析我院收治右冠状动脉异位起源于肺动脉合并冠脉-锁骨下动脉瘘 1例的 CTA 表现，

探讨其命名及诊断要点。 

结果：CTA检查示右冠状动脉发自主肺动脉，左、右冠状动脉圆锥支吻合，左冠状动脉前降支

室间隔支与右冠状动脉锐缘支相吻合，左锁骨下分支动脉发出两支分支，分别与右冠状动脉分

支及回旋支分支吻合，局部见分流表现。诊断为：（1）右冠状动脉起源畸形：右冠状动脉发

自主肺动脉；（2）左侧锁骨下动脉分支-右肺动脉瘘；（3）左、右冠状动脉圆锥支吻合；左

冠前降支室间隔支与右冠状动脉锐缘支吻合；左锁骨下动脉分支分别与右冠状动脉分支、回旋

支分支吻合。 

冠状动脉起源于肺动脉( anomalous origin of coronary artery from the pulmonary 

artery，ACAPA)是指冠状动脉异位起源于肺动脉干或右肺动脉近端，分为（1）完全型；（2）

部分型。其中左冠状动脉起源于肺动脉发生率约 0.008%，右冠脉起源于肺动脉的发生率约

0.002%。冠状动脉瘘（coronary artery fistula,CAF）是指冠状动脉主干或分支与心腔、肺

动脉、冠状静脉窦或腔静脉之间的异常交通，发病率约 0.002%。文献报道 CAF最常见引流入

右心室（45%），其次为右心房（25%）、肺动脉（15%）。临床表现主要取决于其对血流动力

学的影响程度及病史长短。CAF的 CT表现主要是瘘血管的形成。 

结论：单纯的 ACAPA及 CAF 临床上发病率极低，本例患者不仅右冠状动脉起源异常，尚有左侧

锁骨下动脉分支-右肺动脉瘘及冠状动脉-左锁骨下动脉瘘，临床罕见。CT血管三维成像能有

效检出此类畸形，且无创，能直观的显示冠状动脉开口部位、走行路径、毗邻关系、有无瘘口

等，可成为临床工作的有效的补充手段，为术前评估提供准确依据。 

  

 

 
EP-0891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Chest Computed 

Tomographic findings in 89 patients, and CT visual 

scores as predictor of prognostic 

 
CHEN YILEI,ZHAN SONGHUA 

Shuguang Hospital Affiliated to Shangha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201203 

 

Purpose: To evaluate chest computed tomography(CT) findings in patients with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SLE), delineate the characteristic CT features in 

various subsets of SLE, and investigate the prognostic factors. 

Materials and methods: Retrospectively identified 89 SLE patients who underwent 
chest CT from 2010 through 2012 (median follow-up period, 16 months; range, 2–30 

months) were included in this study. Chest CT findings were qualitatively and 

semiquantitatively analyzed at the initial and follow-up CT scans, and correlation 

with anti-Sm antibodies, anti-double-stranded DNA antibodies, and antiphospholipid 

antibodies. Overall changes in disease extent at the follow-up CT findings were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1020 

 

classified as improved (i.e., ≥ 10% decrease in extent), Stable, or progressed 

(i.e., ≥ 10% increase in extent), we evaluated the change of the chest CT 

findings with logistic regression in 89 SLE patients to determine the prognostic 

factors. 

Results: Chest CT abnormalities were identified in 77 (87%) patients, the most 
frequent CT 

findings at the initial CT scans was axillary lymphadenopathy(60%), followed by 

interlobular septal thickening (45%), ground-glass opacities (39%), subpleural 

curvilinear line (35%), 

reticulation (35%). No correlation was found between the presence of anti-Sm 

antibodies and the initial chest CT findings. It showed a significant association 

between axillary lymphadenopathy and the presence of anti-double-stranded DNA 

antibodies, independent and significant associations between ground-glass 

opacities or ill-defined centrilobular nodules and the presence of 

antiphospholipid antibodies were observed. The presence of anti-double-stranded 

DNA antibodies and the extent of axillary lymphadenopathy were significant 

association with the progression of chest CT abnormalities at the follow-up CT 

findings. 

Conclusion: The presence of anti-double-stranded DNA antibodies and the extent of 
axillary lymphadenopathy were significant association with the progression of 

chest CT abnormalities, anti-double-stranded DNA antibodies seropositive and 

axillary lymphadenopathy might be poor prognostic factors in SLE patients with 

pulmonary involvement. 

  

 

 
EP-0892 

Quantitative Assessment of the Left Ventricular 

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Hypertrophic Cardiomyopathy 

using Cardiac MRI: Correlation with the Degree of 

Hypertrophy 

 
Zhao Jun,Zhang Xiao-chun,Wang Jian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Southwest Hospital， Thir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400038 

 

 

Purpose:  

The advance of cardiac magnetic resonance (CMR) imaging technique brings light to 

the quantification of myocardial function estimation, such as cardiac cine, LGE, 

myocardial feature tracking
[1] 

, etc.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use CMR cine 

imaging to evaluate the left ventricular (LV) dys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HCM, 

and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V dysfunction and the degree of 

hypertrophy. 

Materials and methods: 33 patients (20 men, 13 women, mean age 40.8±11.2 years) 

with HCM and 13 normal subjects (9 men, 4 women, mean age 47.3±15.3 years) w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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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rolled in this study. A balance steady state free precession (bSSFP, TrueFISP) 

sequence (FOV = 32×40cm , matrix 208×256, TR = 60ms, TE = 1.47ms, flip angle 

50°, slice thickness 8 mm) was used to acquire short-axis cine images of LV from 

base to apex using a MAGNETOM Trio 3T MR scanner (Siemens, Erlangen, Germany) with 

a six-element body coil and the sine coil. Cardiac index (CI) of LV, myocardial 

mass of LV in the end-diastolic phases, myocardial mass of LV in the hypertrophy 

areas (maximum LV Wall thickness > 15mm in the end-diastolic phase) 
[2] 

(Figure1) 

and hypertrophic myocardium index (HMI) (HMI = mass of hypertrophic myocardium / 

total mass of LV) were measured using the Argus post-processing software (Siemens, 

Erlangen, Germany). Average CI values were calculated and compared using SPSS 

(version 21.0, Company/institution, Chicago, USA) using independent-samples T tes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Moreover,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CI and HMI was 

calculated using a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the CI valu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The HMI values of HCM patients ranged from 15.10% to 67.95% and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HMI value and the CI value (R=-

0.454, P=0.008) (Figure2). Our analysis is based on the assumption that some 
functional parameters are correlated with the degree of hypertrophy.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CI value might be a meaningful parameter to evaluate HCM. It is 

the first time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MI and the degree of LV hypertrophy 

is explored.  

Conclusion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full function of LV 

between patients with HCM and normal individuals. However, the left full 

ventricular function of patients with HCM was gradually de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degree of hypertrophy. 

 

 
EP-0893 

肺亚实性结节分类评估和定量测量方法的 

可重复性和准确性的研究 

 
顾亚峰,李琼,刘士远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200003 

 

【目的】 探讨不同窗宽窗位下肺亚实性结节（SSN）及其实性成分不同维度的大小对病理等级

的预测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 125例患者肺内病理为肺腺癌的 127个 SSN的术前 HRCT图

像及病理资料。根据术后 5年生存率的不同，将所有 SSN分为两组，A组包含 AIS和 MIA；B

组包含 IAC。由一名有 5年影像诊断经验的医师使用联影后处理工作站测量所有 SSN的肺窗实

性一维长径（1D-SCLW）、肺窗实性一维长径（2D-SCLW）、纵隔窗实性一维长径（1D-

SCMW）、纵隔窗实性二维长径（2D-SCMW）、肺窗结节一维长径（1D-WNLW）、肺窗结节二维长

径（2D-WNLW）和-300阈值实性体积（3D-SCT）。使用 Mann-Whitney U检验进行两组定量特

征的差异性分析。采用 ROC 曲线检验定量特征对病理等级的诊断效能。对所有定量特征进行单

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所得有统计学意义的定量特征纳入多因素 Logistic回归进行分析，

得到病理等级的独立预测因素，P＜0.05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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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894 

High density lipoprotein as a marker of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severity in asymptomatic diabetics 

with zero coronary calcium score 

 
chen jie,Liao Meiyan 

ZhongNan Hospital of WuHan University 430071 

 

Abstract 

Aim: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was to evaluate the affect of demographic features 

and risk factors on the atheroma burden of these patients. 

Methods: 100 cases (60male, 40female, mean age 56.24) with zero CACS were 

included in the study. Cases underwent CTA because of carrying risk factors or 

having chest pain or atypical symptoms. A non-enhanced CT scan was obtained for 

calcium scoring immediately before CTA in all cases. Patients with at least one 

significant coronary stenosis with >50% luminal narrowing were classified as 

having obstructive CAD. The findings were confirmed using conventional coronary 

angiography 

Results: Among 100 patients, 30% of the patients (n = 30) had significant CAD 

(≥50 stenosis) , 70% had no/mild CAD. Male gender, current smoking, alcohol 

intake, HDL< 1.04mmol/l and hemoglobin were associated with obstructive CAD on a 

univariable basis. But after multivariable adjustment, HDL< 1.04mmol/l was 

associated with significant CAD (OR=3.082, P = 0.021). 

Conclusion: Our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 value of HDLcan as a marker of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severity in asymptomatic diabetics with zero coronary calcium 

score. 

  

 

 
EP-0895 

冠状动脉 CTA 功能成像评价冠心病 

 
熊青峰,马小静,陈艳,陈浩,许娟,邓文俊,彭志远 

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 430022 

 

目的 评价功能性冠状动脉 CT血管成像诊断冠心病临床价值。方法 前瞻性收集 2015年 1月

至 2015年 4月临床确诊或疑似冠心病 1200例，筛选出 248例行 CCTA检查，随机分成 A、B两

组，A组按照血管狭窄程度判断，B组行 CCTA功能成像分析，即冠状动脉狭窄程度联合节段心

肌功能判断病变严重程度，同期（CCTA检查后 1周内）行冠状动脉造影，分析两组病例临床

特点及影像学特征。以 ICA 为标准，分别以 50%、70%管腔狭窄为界值，评价两组诊断准确

性，并行统计学分析。比较两种诊断方法 ROC曲线。随访 6月，比较两组病例预后。P < 0.05

认为有统计学差异。 结果 A组 GRACE院内死亡风险评分低危 85例，中危 33例，高危 6

例。B组 GRACE院内死亡风险评分低危 75例，中危 35例，高危 14例。两组临床风险分层统

计学差异不明显，P > 0.117。以 ICA 50%管腔狭窄为金标准，A组中 CCTA诊断准确率 86.29%

（107/124），B组中 CCTA 诊断准确率 85.48%（106/124），X2
=0.033，P=0.856。A组 ROC曲

线下面积 0.642。B组 ROC曲线下面积 0.862。以 ICA 70%管腔狭窄为金标准，A组中 CCTA 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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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准确率 61.29%（76/124），B组中 CCTA诊断准确率 85.48%（106/124），X2
=18.506，

P=0.000。A组 ROC曲线下面积 0.637，B组 ROC曲线下面积 0.747。随访 6月，A组中 46例行

PCI治疗，2例行冠状动脉搭桥术，76例药物治疗；B组中，64例行 PCI治疗，11例术中冠状

动脉搭桥，49例药物治疗，X2
=8.616，P=0.003。结论 冠状动脉 CTA功能成像，可明显提高

评价冠心病准确性，为临床治疗提供客观依据。  

 

 
EP-0896 

左心房 X 线形态学评价在冠心病治疗与预防中的价值 

 
熊青峰,陈艳,许娟,邓文俊,彭志远 

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 430022 

 

目的 明确左心房 X线形态学评价在冠心病治疗与预防中的价值。方法选取 2015年 1月至

2016年 5月临床疑似冠心病连续性住院病例 5000例，排除冠状动脉异常起源及异常走行、心

肌病、瓣膜病、先天性心脏病、主动脉夹层、主动脉壁内血肿、缩窄性心包炎、大动脉炎，筛

选出经冠状动脉导管法测量血流储备分数（FFR）320例，年龄 36岁～67岁。以 FFR 0.75 为

界值，分为 2组，FFR ≥ 0.75 为 A组（210例），定义为冠心病阴性，FFR < 0.75为 B组

（110例），定义为冠心病阳性。按照心脏 X线远达片判断左心房大小的方法，将左心房大小

分为三个等级，左心房正常（Ⅰ级）、左心房饱满（Ⅱ级）、左心房增大（Ⅲ级）3个级别，

并将冠状动脉单支病变定义为轻度，冠状动脉双支病变定义为中度，冠状动脉三支病变或冠状

动脉左主干病变定义为重度。分别统计 A、B两组三个级别内的高危因素，并行计数资料卡方

检验。统计分析冠心病三个不同严重程度对应的冠心病高危因素分析，随访 3月，再次统计

A、B两组三个级别内的高危因素及冠心病三个不同严重程度对应的冠心病高危因素，并行计

数资料卡方检验。结果 A、B两组三个级别间的高危因素分布具有统计学差异，P < 0.05，

且级别越高，冠心病高危因素所占比例越高，且 B组内这种趋势更明显。冠心病越严重，高危

因素越明显。随访 3月，A 组内左心房形态Ⅱ、Ⅲ级病例所占比例具有上升趋势，且冠心病有

加重趋势；而 B组内左心房形态Ⅱ、Ⅲ级病例所占比例及冠心病严重程度具有下降趋势。结

论 左心房 X线形态学评价在判断冠心病预后方面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EP-0897 

双源 CT 评价体检人群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价值 

 
杨汉玖,蒋瑾 

四川省人民医院 610072 

 

目的：分析体检人群中检出冠状动脉粥样斑块的不同性质、不同形态与所致冠状动脉狭窄程度

有无差异,从而探讨双源 CT 在诊断冠心病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收集 2012年 5月 7日至 2013年 2月 20日期间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行

CT冠状动脉血管成像（Computed Tomography Coronary Angiography，CTCA）检查的体检人

员 121例（男 101例，女 20例）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不同形态斑块的性质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1）。不同形态斑块引起的狭窄程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
=56.95，P<0.001）。

不同性质的斑块所引起的狭窄程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比较冠心病组与非冠心病

组冠脉最狭窄处的斑块性质，结果表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
=48.609，P<0.001）。比较不

同狭窄程度的患者的年龄有无显著差异，结果显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3.866，P=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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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双源 CT检查能提供较准确的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信息，可以作为冠心病筛查及诊断的有

效影像学检查方法。 

  

 

 
EP-0898 

Coronary stent image subtraction using monochromatic 

CCTA derived from a dual-layer spectral CT 

 
yang wen jie,QIN LE,YAN FUHUA 

SHANGHAI RUIJIN HOSPITAL 200025 

 

Purpose：To investigate the coronary stent image subtraction by using spectral 

tools derived from a dual-layer spectral CT and compare the image quality among 

subtracted images and routine images. 

Methods and Materials: 15 patients with 21 stents underwent CCTA using a dual-

layer spectral CT(IQon Spectral CT, Philips Healthcare).Conventional, 

monochromatic and virtual non-contrast (VNC) images were reconstructed from the 

raw data of one scan in the same cardiac phase. Stent subtraction images were 

acquired by subtracting stent on VNC images from monochromatic (100keV) and 

conventional images(Monosub and Convsub). Mean in-stent lumen diameter and reader 

confidence were assessed and compared among both subtraction images, monochromatic 

images and conventional images. One way ANOVA and Friedman M test were used for 

statistical analysis. 

Result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ere found in in-stent lumen diameter for all 

comparison combinations among different image sets (Monosub > Convsub> Monochromatic 

> Conventional, all p<0.05). Higher reader confidence were found in Monosub, Convsub, 

monochromatic images compared to conventional images. No difference was found in 

reader confidence among two subtracted image sets and monochromatic images. 

Conclusion: Subtracted images derived from monochromatic images exhibited largest 

in-stent diameter and better reader confidence, which indicated that stent 

subtraction using dual-layer spectral CT helps to improve in stent luminal 

visualization and reader confidence. 

  

 

 

EP-0899 

Evaluation of low-energy virtual monochromatic CT 

images in differentiating metastatic from non-

metastatic lymph nodes (LNs) in Lung cancer 

 
Wang Funan,Zhu Liuhong,Guo Gang 

Xiamen NO.2 Hospital 361021 

 

PURP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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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pite progress in treatment, lung cancer is the leading cause of cancer-related 

deaths.  Conventional CT which diagnostic criteria established in accordance with 

size is limited for lymph node staging. The purpose of our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value of low-energy virtual monochromatic images at 40kev level in 

differentiating metastatic from non-metastatic mediastinal lymph nodes in Lung 

cancer. 

METHOD AND MATERIALS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10 patients with pathology confirm lung cancer, who 

underwent spectral CT. CT values of low-energy monochromatic images at 40Kev level 

were calculated using AW4.6( GE Healthcare,USA) in the early (arterial) and late 

(venous) post-contrast circulatory phase in 37 mediastinal lymph nodes. The 

arterial enhancement fraction (AEF) was calculated and compared with lymph node 

size (the short axial distance). AEF=CT values in arterial phase/CT values in 

venous phase. 

RESULTS 

Gemstone spectral CT imaging (GSI) mode is in one rotation by completing 80 KVp 

and 140 KVp instantaneous switching to collect data, which including virtual 

monochromatic spectral images at 40–140 keV. 37 LNs , including 12 non-metastatic 

LNs and 25 metastatic LNs, were matched using the radiological-pathological 

correlation. The mean short axis diameter of metastatic LNs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from non-metastatic LNs (P > 0.05).The mean CT values of arterial phase 

and venous phase in virtual monochromatic CT at 40kev for metastatic LNs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from non-metastatic LNs (both P > 0.05 ).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AEF was observed between metastatic LNs and non-

metastatic LNs (p=0.038). The cut-off value of AEF is 0.805 (sensitivity 85.3%, 

specificity 68.7% ). 

CONCLUSION 

Quantitative assessment with AEF of 40kev monochromatic images showed higher 

accuracy than qualitative assessment of 40kev CT imaging features(e.g. short axial 

distance, CT values of arterial phase or venouse phase ) for preoperative 

diagnosis of metastatic mediastinal LNs in patients with lung c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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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900 

Assessment of Pulmonary Microstructural Changes by 

Hyperpolarized 129Xe 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 in an 

Elastase-instilled Rat Model of Emphysema 

 
wang ke

1
,Pan Ting

1
,Yang Hao

1
,Ruan Weiwei

2
,Zhong Jianping

2
,Zhou Xin

2
,Wu Guangyao

1
 

1.Department of Radiology， Zhongnan Hospital of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1， P.R.China 

2.Key Laboratory of Magnetic Resonance in Biological Systems，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Magnetic 

Resonance and Atomic and Molecular Physics， National Center for Magnetic Resonance in Wuhan， 

Wuhan Institute of Physics and Mathematic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Wuhan，430071，

P.R.China 

 

Background: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feasibility of 

hyperpolarized 
129
Xe 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 (DWI) for the evaluation of 

pulmonary microstructural changes in the presence of pancreatic porcine elastase 

(PPE)-induced pulmonary emphysema rat model. 

Materials and Methods: Sixteen SD ra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emphysema mode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Experimental emphysematous models were 

made by instilling elastase into rat lungs of model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ere 

instilled with isodose saline. Hyperpolarized 
129
Xe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and histology were performed in all sixteen rats after thirty days. DWIs were 

performed on a Bruker 7.0T micro MRI, and the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s 

(ADCs) were measured in all rats. Mean linear intercepts (MLIs) of pulmonary 

alveoli were measured on histology. The statistical analyses were performed about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mean ADC of hyperpolarized 
129
Xe in the whole lung and 

MLI of pulmonary histology metric. 

Results: The pulmonary emphysematous model was successfully confirmed by the 

histology and all scans were also successful. The ADC value of 
129
Xe in the model 

group (0.0313±0.0005 cm
2
/s)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compared with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0.0288±0.0007 cm
2
/s, P<0.0001). Morphological differences such as 

MLI of pulmonary alveoli were observ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the MLI of 

pulmonary alveoli in model group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91±5 µm) than that of 

control group (50±3 µm, P<0.0001). Furthermore, the ADCs was moderately 

correlated with MLIs (r=0.724, P<0.01). 

Conclusion: These results indicate that 
129
Xe ADC value can quantitatively reflect 

the alveolar space enlargement and it is a promising biomarker for the detection 

of pulmonary emphysema. Hyperpolarized
 129

Xe DWI is a sensitive and reliable, 

noninvasive technique for detecting the microstructural changes of pulmonary 

emphyse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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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901 

Diagnostic value of spectral CT in evaluation of 

lymphatic metastasis of NSCLC 

 
Wang Funan,Zhu Liuhong,Cheng Qihua,Guo Gang 

Xiamen NO.2 Hospital 361021 

 

Objectives 

The presence of mediastinal nodal metastases is a crucial factor for therapy 

decision-making and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prognostic factor . The purpose of Our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potential contribution of spectral CT quantitative 

parameters for preoperative diagnosis of Metastatic  lymph nodes in patients 

with NSLC. 

Methods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27 patients with non-small cell lung carcinoma (NSCLC), 

who underwent spectral CT before any therapy, was performed. We positioned and 

marked the mediastinal lymph nodes in CT image and correlated with postoperative 

pathologic results one by one. Iodine concentration (mg/mL), spectroscopy curves 

(40 keV CT  value-100KeV CT value) / 60)  were calculated using 

workstation(AW4.6,GE Healthcare,USA) in the early (arterial) and late (venous) 

post-contrast circulatory phase in 123 mediastinal lymph nodes. The arterial 

enhancement fraction (AEF) was calculated and compared with lymph node size(short 

diameter at the maximum cross-section) . (AEF= Iodine concentration in arterial 

phase/ Iodine concentration in venous phase×100%) 

Results 

The 40-100 kev single energy spectrum curve slope in metastasis group lymph nodes 

is higer than the benign in the arterial phase ,and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cant (3.58±0.69 vs 2.43±0.76,P<0.01). The values of 

arterial and venous iodine uptake in enlarged vs. non-enlarged lymph nodes were 

almost similar without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A moderate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short axis diameter (11.4 vs. 8.5 mm; p=0.045) was observed 

between enlarged and non-enlarged lymph nodes. A higer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AEF (91.3 vs. 68.6 %; p<0.01) was observed between enlarged and non-

enlarged lymph nodes . 

Conclusions 

The spectral CT examination with quantification of ratio of early energy spectrum 

curve slope and AEF is a feasible and promising method for the functional 

evaluation of mediastinal lymph nodes including.  

 

 

EP-0902 

磁共振 T1 Star VIBE 联合 T2 BLADE 序列对周围型肺结节征

象显示能力的研究 

 
党珊,段海峰,杨祺,于楠,陈晓侠,韩冬,路栓红,雷雨欣,唐慧,田骞,任占丽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7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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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通过对磁共振序列与 MSCT在肺结节基本征象显示能力的比较，探讨自由呼吸 T1 Star 

VIBE联合 T2 BLADE序列评价周围型肺结节形态学征象的可行性。 

方法：前瞻性地纳入 25例 CT检查发现周围型肺结节的患者（男 15例，女 10例，平均年龄为

63岁）。CT检查后 48h内行胸部 MR检查。两名放射医师分别对 MR序列及 CT图像病灶形态学

征象（分叶、毛刺、胸膜凹陷、棘突、空洞、空泡、钙化）进行观察。观察顺序为先阅读 MR

图像，一个月后再阅读 CT图像，并记录肺结节征象。使用 CT作为参照标准，判断以上征象是

否显示。MR根据征象是否显示采用 5分法评估（无 1分，可能无 2分，模棱两可 3分，可能

有 4分，有 5分）。两名医师观察结果使用 kappa检验计算一致性，使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

计算概率，用 ROC曲线评估 MR多序列对肺结节形态学征象的显示能力。 

结果： 共纳入 25个肺结节。两位医生在征象评价方面一致性好。在征象显示方面,分叶征、

毛刺征及空泡征 MR T1 Star VIBE 与 MR T1 Star VIBE联合 T2 BLADE比较敏感性相当，特异

性均为 100%（分叶征敏感性 85.7%，曲线下面积 92.9%，毛刺征敏感性 93.8%，曲线下面积

87.8%、空泡征敏感性 83.3%、曲线下面积 91.7%）。而胸膜凹陷征和棘突征两个序列联合较单

序列观察能提高征象显示的敏感性和特异性（胸膜凹陷征敏感性 69.2%vs92.3%，特异性

83.3%vs100%，棘突征敏感性 90.5vs95.2%，特异性均为 75.0% ）；MR各序列对空洞的显示无

差异;其中 4例结节出现钙化，仅一较大钙化灶在两序列均呈低信号，余 MR均未发现。 

结论: MR T1 Star VIBE能很好的显示周围性肺结节毛刺、分叶和空泡征，联合 T2 BLADE序

列可提高胸膜凹陷征和棘突征的显示能力。因此,对于不适宜做 CT的肺占位病人，MR可作为

复查等的不二选择。 

 

 
EP-0903 

256 层螺旋 CT 三联合扫描检查急性胸痛的探讨 

 
邵明利 

山东省淄博市第一医院 255200 

 

摘要 目的 探讨 256层螺旋 CT一站式成像对急性不典型胸痛的诊断价值 

方法 收集 26例表现为急性胸痛行 256层螺旋 CT一站式成像检查的连续病例资料。对比剂使

用三期双流方案同时显示肺动脉、冠状动脉和胸主动脉，并测量三大血管的 CT值，评价图像

质量。以传统冠状动脉血管造影为金标准，分析 CTA诊断冠状动脉狭窄超过 50%的准确性。 

结果 所有患者肺动脉、冠状动脉、胸主动脉均得到良好强化。所有患者中，21例结果阴性，

肺栓塞 11例，胸主动脉病变 12例，其中，主动脉夹层 4 例，胸主动脉瘤 1例，冠状动脉病变

15例 

结论 256层螺旋 CT心肺血管一站式成像能快速排查肺动脉、冠状动脉、胸主动脉病因，是急

性胸痛鉴别诊断的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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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904 

采用 256 层螺旋 CT 前门控冠脉成像技术对左心室功能评估的

可行性研究 

 
李彩英,廖琦彬,杨海庆,寇晨光,郭福倩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50000 

 

目的： 利用 256层螺旋 CT 冠脉 CTA采集的 75%期相左室舒张期容积推测左室舒张末期容积，

探讨前门控技术评估左室功能的可行性。 

方法： 搜集连续 169例行 256层螺旋 CT冠状动脉 CTA回顾性门控检查的患者的资料：男 101

例，女 68例，平均年龄 53.49±10.78 岁。对冠脉 CTA扫描数据于工作站分别重建 10 个期相

及 75%期相的心功能数据，采用心功能软件测量左心室舒张末期容积、75%期相左室容积及左

房容积 。 

结果： 169例患者的研究资料：左室舒张末容积（EDV）及射血分数（EF）分别为

149.74±26.96ml 和 64.3±8.83（%），75%期相左室舒张期容积及左房容积分别为

121.73±25.74ml 和 78.14±15.88ml。左室舒张末容积与 75%左室容积行回归曲线分析，结果

显示两者具有很强的线性关系（R2=0.918）。75%期相左室舒张期容积与左室舒张末容积

（EDV）的关系式：EDV=0.958×75%左室容积+27.58（R2=0.918）；75%期相左室舒张期容积、

左房容积与左室舒张末容积（EDV）的关系式：EDV=19.638+0.971×75%左室容积+0.153×75%

左房容积（R2=0.925）。 

结论： 利用前瞻性门控技术采集的左室舒张中末期（75%期相）分析数据以推测出左室舒张末

容积，从而初步评估冠心病患者的左室功能，对患者的严重程度及预后做出客观的预测。 

 

 
EP-0905 

采用 256 层螺旋 CT 冠脉成像对左心室心肌质量的评价 

 
李彩英,赵思,杨海庆,寇晨光,刘晓伟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50000 

 

目的： 利用 256层螺旋 CT 冠脉成像技术评价左心室心肌质量(LVM)及心功能。 

方法： 搜集连续 169例行冠状动脉 CTA回顾性门控检查的患者的资料，男 101例，女 68例，

平均年龄 53.49±10.78 岁。分别重建 10个期相心功能数据，测量左心室舒张末期容积、左心

室射血分数、室间隔厚度、心肌质量，计算左室心肌质量指数，并进行相关统计学处理。 

结果：1 冠心病组与非冠心病组间两组年龄比较，差别无统计学意义（冠心病组：

53.88±12.01 岁，非冠心病组：53.33±10.28 岁，p=0.782）；冠心病组与非冠心病组各组间

不同性别比较，男性身高、体重及体表面积均大于女性，但年龄与 BMI差别无统计学意义

（p>0.05）。其中冠心病组男性患病率明显高于女性（44/49，89.8%）。2 采用 256层螺旋

CT对冠心病组与非冠心病心功能各参数比较，心功能诸参数除射血分数外（p>0.05），余各

指标冠心病组与非冠心病组差别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冠心病组各指标均高于非冠心病

组。3 采用 256层螺旋 CT对正常组心功能参数不同性别及年龄进行比较，正常组不同性别比

较 LVM、LVMI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男性组各参数值均大于女性组，年龄组之间

LVM、LVMI差别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随着年龄的增长，LVM呈降低趋势。 

结论：本研究利用 256层高端螺旋 CT对比研究了冠心病患者与非冠心病患者心肌质量及心功

能的差异，对比了性别与年龄间心肌质量的差异性，为高端螺旋 CT诊断冠心病丰富了临床资

料，为临床提供更多更有意义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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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906 

采用 256 层螺旋 CT 评价心外膜脂肪体积与冠脉狭窄支数及斑

块性质相关性研究 

 
李彩英,廖琦彬,赵思,刘晓伟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50000 

 

目的：采用 256层螺旋 CT评价心外膜脂肪体积与冠脉狭窄支数及斑块性质的相关性。 

方法：前瞻性对我院 200例怀疑冠心病住院患者行冠脉 CTA扫描，对所有患者增加肝门水平及

肚脐水平层面的轴扫。采用后处理工作站定量测量肝、脾 CT值及肚脐水平皮下脂肪厚度，采

用心脏软件测量冠脉狭窄程度、支数、记录斑块性质，在后处理工作站采用容积软件对心外膜

脂肪体积进行测量，比较正常组及冠心病组肝、脾 CT值、脐水平皮下脂肪厚度、心外膜脂肪

体积。 

结果：1 对冠心病组及正常对照组两组间的肝脏 CT值、肝脾 CT比值、肚脐水平皮下脂肪厚

度、体质指数、心外膜脂肪体积行统计分析。冠状动脉病变组的肝脏 CT值、肝脾 CT比值和肚

脐水平皮下脂肪厚度与冠状动脉正常组无明显差异（P≥0.072）。冠状动脉病变组体质指数及

心外膜脂肪体积明显大于正常组（P≤0.001）。 2.从 118 名冠脉病变组中筛选出冠脉主支存

在中度以上狭窄者 110名，再按照病变累及冠状动脉主支支数进行分组。对体质指数和心外膜

脂肪体积分别与冠脉主支受累支数进行相关性分析（α=0.05）。结果所示，体质指数与冠状

动脉主支受累支数无明显相关性；心外膜脂肪体积与冠状动脉主支受累支数存在正相关，且相

关性较高（相关系数 r=0.743）。各类型斑块患者间的心外膜脂肪体积均存在明显差异。其中

混合斑块组的心外膜脂肪体积最大（P≤0.001）。钙化斑块与混合斑块的体质指数存在差异

（P≤0.015），非钙化斑块与钙化斑块及混合斑块的体质指数均不存在统计学差异

（P≥0.075）。 

结论：256层螺旋 CT可以用于冠脉狭窄程度及斑块性质的诊断，同时定量测量心外膜脂肪体

积，心外膜脂肪体积是预测冠心病严重程度的指标。 

 

 

EP-0907 

呼吸科与血液科患者肺曲霉菌病的 CT 特点比较 

 
王小丽,楼海燕,陈峰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310000 

 

【摘要】 背景与目的  肺曲霉菌病在不同的肺基础病变和免疫抑制状态下会有不同的表现

形式，肺曲霉菌病的演变也会存在差异。本文主要探讨肺曲霉菌病在呼吸科和血液科患者中不

同的影像表现，并讨论特征性影像表现的鉴别价值。方法：根据 2008年欧洲癌症研究治疗组/

真菌病研究组的（EORTC/MSG）诊断标准，回顾性收集 2013 年-2016年于我院呼吸科（85例）

及血液科（48例）诊断为肺曲霉菌病的患者资料，由两名经验丰富的影像科医生盲法解读纳

入患者的影像资料，并进行归纳总结。结果：患有肺曲霉菌病患者以两肺多发为主（血液科

85.4%，呼吸科 67.1%）,血液科患者病灶多以结节（58.3%）、晕征（50.0%）、小片实变

（47.9%）为主要表现。而呼吸科患者的影像多出现空洞伴新月征、曲菌球（28.2%）；扩张支

气管内粘液痰栓（12.9%）、结节（30.1%）和沿气道或血行播散的斑片影（30.6%）、实变影

（28.2%）这些表现。讨论:对于多发性病变，血液科患者的肺曲霉菌病主要以结节、肿块伴晕

征、小片实变为主的沿血管侵袭的 CT表现，而呼吸科患者多出现空洞或空腔、支扩表现，表

现为沿气道或血行播散的斑片、实变影者相互鉴别困难，增强扫描或许对鉴别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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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908 

能谱 CT 在纯磨玻璃结节中原位腺癌与微浸润腺癌的鉴别诊断

中价值研究 

 
范恒鑫

1
,樊树峰

1,2
,谢继承

1
,陈盈

1
,杨海

1
,张忠伟

1
 

1.温州医科大学附属台州医院 

2.浙江省新华医院 

 

【摘要】 目的 探讨能谱 CT多参数定量分析在表现为纯磨玻璃密度结节（pure ground-

glassnodules,PGGN）的原位腺癌（atypical adenomatous hyperplasia ，

AAH/adenocarcinoma in situ, AIS）与微浸润腺（minimally invasive 

adenocarcinoma ,MIA）的鉴别诊断中的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手术病理证实的肺内纯磨玻

璃结节（ground-glass nodules，GGN）57例（其中 AIS 29 例，MIA 28例），且均于术前行

能谱 CT靶扫描检查。对结节最大径、最高区域 CT值、70KeV CT 值（CT70KeV）、水基值进行独

立样本 t检验，并计算 ROC 曲线，确定各参数的界值及其区分浸润前腺癌与微浸润腺癌的鉴别

诊断效能,最后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结果 所分析各参数在两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00、p水基值＝0.001）；结节最大径（Dmax）界值 0.85cm（敏感度 69％、 特异度 82.8

％ AUC 0.798），最高区域 CT值（CTmax）界值 -590 HU（敏感度 82.8％ 、特异度 78.6％、 

AUC 0.857） ，70KeV CT值（CT70KEV）界值 -587.19 HU （敏感度 62.1％、 特异度 92.9％、 

AUC 0.852），水基值（Water）界值 383.74 mg/ml（敏感度 72.4 ％、特异度 85.7 ％、AUC 

0.865）。 建立 Logistic回归模型  。结论 能谱 CT多参数定量分析有助于鉴别 AAH-

AIS与 MIA，且诊断效能优于最大径与 CT值。 

 

  

 

 

EP-0909 

中心静脉置 CUFF 导管术后的多层螺旋 CT 静脉血管成像评价 

 
粟丽,余建群,彭礼清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610041 

 

目的  探讨中心静脉置 cuff 导管术后的 CT影像表现，评估多层螺旋 CT静脉血管成像

(multi- detector computed tomography venography，MDCTV)对中心静脉留置 cuff导管的应

用价值。 方法 回顾性收集中心静脉留置双腔带 cuff导管的慢性肾衰患者 110例，所有患者

均行胸部三维 CT血管成像。观察静脉导管术后相关的 CT影像学特征，包括导管插入位置、导

管尖端位置、血栓形成及相应位置、中心静脉狭窄或闭塞情况、侧支循环形成。 结果 MDCTV

示 cuff导管主要从右侧颈内静脉插入 102例（92.7%），左侧颈内静脉 5例（4.5%），右侧锁

骨下静脉 2例（1.8%），右侧头臂静脉 1例（1%）。导管尖端位于上腔静脉者 47例

（42.7%），右心房者 57例（51.8%），下腔静脉者 6例（5.5%）。中心静脉留置导管术后血

栓发生率为 58%（64/110）。血栓组（64例）留置导管时间明显长于非血栓组（46例），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血栓组有 22例是多静脉合并血栓，血栓主要位于上腔静脉

（41/86，48%），右侧头臂静脉 27%（23/86），右侧颈内静脉 16%（14/86），右侧锁骨下静

脉 2%（2/86），左侧颈内静脉 3.5%（3/86），位于左侧头臂静脉 3.5%（3/86）。导管尖端位

置不同时，血栓发生率比较，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中心静脉发生狭窄或闭塞性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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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者共 68例（62%），其中发生于右头臂静脉者 45例（66%），右颈内静脉者 28例

（41%）。  结论  多层螺旋 CT血管成像(MDCTV)技术可以对中心静脉留置 cuff导管进行较

全方面评估，还可以用作指导再次行介入或外科手术治疗的路线图。 

 

 
EP-0910 

基于 CT 定量对健康成人肺内血管总体积的研究 

 
王君,沈聪,郭佑民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710061 

 

目的：探讨健康成人不同年龄及不同性别之间肺内血管总体积（total pulmonary vessels 

volume, TPVV）的差异。方法：回顾性收集 2013～2016年底至我院体检行胸部 CT平扫的健康

成人共 615人，男 360人，女 255人。使用“数字肺”肺内血管体积自动检测工具得到

TPVV。按年龄、性别分＜55 岁男、＜55岁女、55～65岁男、55～65岁女、＞65岁男、＞65

岁女六组，例数分别为 112、93、140、84、108、78，比较每一年龄段男女之间 TPVV的差

异，同时比较男性及女性各年龄段之间 TPVV的差异。采用多元回归，得出 TPVV的独立影响因

素。结果：以上 6组的 TPVV(ml)分别为 130.9±23.8、110.0±17.8、119.8±25.4、

99.9±20.9、109.6±22.9、92.9±17.5。每一年龄段的男女之间 TPVV均有统计学差异（＜55

岁,t=6.99,p＜0.01; 55～65岁,t=6.03,p＜0.01;＞65岁,t=5.39,p＜0.01）；男性各年龄段

之间 TPVV均有统计学差异（＜55 vs 55～65,t=3.54,p＜0.01;55～65 vs ＞65,t=2.52,p＜

0.05,＜55 vs ＞65,t=5.02,p＜0.05）；女性各年龄段之间均有统计学差异（＜55 vs 55～65, 

t=7.17,p＜0.01;55～65 vs ＞65 ,t=2.29,p＜0.05;＜55 vs ＞65,t=6.45,p＜0.01）。在男

性：TPVV=111.389-0.658×年龄+0.672×体重(kg)；在女性：TPVV=-81.934 + 0.791 ×体重

(kg)+ 0.841×身高(cm)。结论：男性在各个年龄段 TPVV均大于女性；不论男女，随着年龄增

长，TPVV逐渐减小。男性的 TPVV与年龄负相关、与体重正相关，女性的 TPVV与体重及身高

正相关。 

 

 
EP-0911 

CAD 结合厚层图像浏览在低剂量 CT 肺癌筛查中常规应用的可

行性初探 

 
梁明柱,俞文,王丽珠,陈达君,柳学国 

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 519000 

 

 

目的：探讨厚层图像浏览结合计算机辅助检测（CAD）的阅片方式在低剂量 CT肺癌筛查中的应

用可行性。 

方法：挑选 60例低剂量 CT 肺癌筛查者薄层肺窗图像进行 CAD处理并重组不同层厚图像。两位

放射科医师对 10mm、5mm、3mm、1mm层厚图像分别隔期阅读，并分别对 CAD标记结节加以确

认。使用美国放射学会肺结节分级报告系统（ACR LU-RADS）对不同层厚图像阅读结合 CAD检

测的肺结节进行分级，比较 CAD结合不同层厚图像阅片对筛查者分级处理的差异。 

结果：两位医师分别通过 CAD标记确认 153个及 156个结节，加上阅片结果共检测 239个结

节，其中医师 1使用不同层厚图像分别检测出其中 26%、29%、28%、34%结节，医师 2分别检

测其中 29%、42%、55%、63%结节。医师 1根据 10mm图像加 CAD对 60例筛查者分为 4X 级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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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4B级 5例，4A级 7例，3级 5例，2级 30例，1级别 12例，根据 5mm加 CAD相应分类为

1、5、7、5、30及 12例，根据 3mm加 CAD相应分类为 1、5、7、5、33及 9例，根据 1mm加

CAD相应分类为 1、5、7、5、34、8例；医师 2根据 10mm加 CAD分类为 1、5、7、4、29及 14

例，根据 5mm加 CAD分类为 1、5、7、4、31及 12例，根据 3mm加 CAD分类为 1、5、7、5、

31及 11例，根据 1mm加 CAD 分类为 1、5、7、5、32及 10例。 

结论：初步研究显示 3mm厚层图像浏览结合 CAD检测肺结节不会降低 ACR LU-RADS系统的使用

效果，可望在低剂量 CT肺癌筛查中提高 CT阅片效率。 

  

 

 

EP-0912 

基于 CT 定量对成年男女肺体积及肺叶间比例的比较研究 

 
沈聪,郭佑民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710061 

 

 

目的：探讨健康成年男女肺体积及肺叶间比例的差异。方法：回顾性收集 2013～2016年底至

我院体检行胸部 CT平扫的健康成人共 615人（男 360，女 255）。使用“数字肺”肺体积自动

测试工具得到全肺及各肺叶体积。结果：男性与女性全肺、右肺、左肺、右上肺、右中肺、右

下肺、左上肺、左下肺体积（ml）以及右/左、右上中叶/左上叶均有显著差异

（5192.4±876.9 vs 3737.9±728.0 ;2800.1±458.0 vs 2027.2±376.5,;2392.3±441.0 vs 

1710.8±363.7;1072.5±199.9 vs 754.2±154.5;508.6±115.7 vs 

377.6±101.6;1219.0±282.1 vs 895.4±221.2;1312.2± 231.3 vs 

916.3±191.8;1080.1±276.6 vs 794.5±218.2; 1.20±0.10 vs 1.18±0.10; 1.25±0.15 

vs 1.21±0.12），以上均有 p＜0.001。男性与女性右下叶/左下叶、右侧上中叶/下叶、左侧

上叶/下叶没有显著差异（1.15±0.21 vs 1.18±0.54,t=0.75, p=0.45; 1.35± 0.32 vs 

1.32±0.33,t=1.25, p=0.21;1.28±0.33 vs 1.25±0.90,t=0.54,p=0.56）。男性右侧上中叶

/下叶明显大于左侧上/下叶（t=3.13,p=0.002），女性右侧上中叶/下叶较左侧上/下叶无明显

差异（t=1.18,p=0.240）。结论：男性的全肺、左右肺及各个肺叶的体积均大于女性，男性的

右肺大于左肺、右上中肺大于左上肺的程度较女性更明显，但右下肺大于左下肺的程度较女性

不明显。男女同侧肺上下叶比例均无明显差异。男性右侧上/下叶体积之比大于左侧，女性无

此趋势。 

 

 

EP-0913 

利用 CT 评估冠状动脉-肺动脉瘘对主肺动脉直径的影响 

 
覃杰,郑梅,董云旭,朱俊颖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510150 

 

目的：利用 CT评估冠状动脉-肺动脉瘘（CPF）对主肺动脉直径（dPA）的影响。 

方法：收集本院 2008年 1月-2016年 9月行冠状动脉 CT血管造影(CTA)患者 21352例，筛选

出经冠脉造影确诊的 CPF39 例。测量 dPA，分析 CPF患者单/双侧瘘，瘘口大小及数量对 dPA

的影响。随机抽取 40例无 CPF且无肺动脉高压做对照组，对比分析两组 dPA有无差异以了解

CPF对 dPA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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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CPF发生率 0.39%。CPF组与对照组患者的年龄(58.94±12.70 岁 vs53.98±9.30 岁)及

性别构成比（男性 64.10 vs 5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临床表现（头晕，头痛，心

悸，胸闷，胸痛，气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CPF 组的 1个瘘口与 2个瘘口的 dPA 

(25.20±3.00 mmvs26.70±0.60 mm)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单侧瘘与双侧瘘的

dPA(23.7±3.10mm vs 25.6±2.9mm)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瘘口大小与 dPA无相关性

(r=0.038 P=0.826)。CPF组的 dPA(25.3±3.00 mm)高于对照组的 dPA(23.30±2.20 mm)(P﹦

0.001)。 

结论：CPF可导致 dPA增宽，但 dPA不随瘘口增多及增大而增宽。 

  

 

 
EP-0914 

新一代基于模型的迭代算法在胸部低剂量 CT 筛查中的应用价

值 

 
左秀娟,贺太平,于勇,贾永军,张开元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712000 

 

目的  研究自适应统计迭代重建（ASIR）、和新一代基于模型的迭代重建（MBIRn）中肺特异

性设置（MBIR NR40和 MBIR RP20）三种重建技术在胸部低剂量 CT筛查的可行性。 方法 收集我

院 30例行能谱 CT低剂量胸部扫描的患者，采用 ASIR40%和 MBIRn中的肺特异性设置（MBIR NR40

和 MBIR RP20）三种算法重建出图像，比较各组的客观参数 (感兴趣区 CT值、信噪比)以及 MBIR 

NR40和 MBIR RP20相对于 ASIR40%的噪声降低率和 SNR提高率。并对图像质量进行主观评价。结

果  ASIR40%组、MBIR NR40组、MBIR RP20组图像肌肉噪声分别为 47.74±10.18HU、

9.36±2.88HU、30.73±8.22HU，脂肪噪声分别 35.88±7.58HU、11.00±6.29HU、

27.87±5.96HU。MBIR NR40和 MBIR RP20两种算法的图像肌肉噪声分别较 ASIR40%降低 80.39%、

35.63%，脂肪噪声分别较 ASIR40%降低 69.34%、22.32%。ASIR40%组、MBIR NR40组、MBIR RP20组

图像 SNR分别为 1.13±0.29、 6.11±1.73、1.79±0.37，脂肪 SNR分别为-3.84±1.36、-

14.01±4.48、-5.03±1.18。MBIR NR40和 MBIR RP20两种算法的图像肌肉 SNR分别较 ASIR40%组

提高 440.71%、58.41%，脂肪 SNR分别较 ASIR40%组提高 264.84%、30.99%。结论  在低剂量

胸部 CT扫描的条件下，相比 ASIR40%组，MBIR组能明显提高图像质量，在不影响 CT影像诊断

质量的前提下，具有进一步降低扫描剂量的潜力，其中 MBIR RP20组具有最高空间分辨率，在显

示肺部的详细分析和肿瘤内小血管的显示提供更可接受的图像。MBIR NR40组具有最小噪声及最

大 SN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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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915 

特重度烧伤伴吸入性损伤支气管壁厚度诊断价值及预后评价

研究 

 
王欣

1,2
,张雪宁

2
 

1.南开大学附属医院（天津市第四医院） 

2.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目的：探讨特重度烧伤伴吸入性损伤时支气管壁厚度与病死率的关系，支气管壁厚度动态变化

趋势，确定支气管壁厚度的预测诊断价值。 

方法：选取 2016年 7月～2016年 11月急诊收治的特重度烧伤伴吸入性损伤患者 43例，所有

患者均在入院时完成纤维支气管镜（FOB）检查，确定其存在吸入性损伤。分别于入院时、

24h、3d、7d、14d行胸部高分辨率 CT（HRCT）检查，测量右肺上叶支气管主干的支气管壁厚

度（BWT）。分析 BWT与病死率的关系。依据患者 14天内预后情况分为存活组、死亡组，分析

不同预后不同时段的 BWT变化趋势。利用 ROC曲线比较入院时 BWT和 FOB预测肺炎及死亡的诊

断价值。 

结果：入院时、24h、3d、7d、14d的 BWT与病死率之间均呈正相关（r=0.763、r=0.884、

r=0.973、r=0.960、r=0.807，P<0.001）。死亡组患者入院时 BWT显著高于存活组患者，死亡

组患者 BWT在入院后迅速升高，存活组患者 BWT在入院后缓慢升高，均于入院 24小时达峰

值。存活组患者 BWT在 24h～3天之间出现“陡坡式”下降，并且在入院后第 7～14天，出现

BWT下降平坦期；而死亡组患者 BWT在入院 24h～3天下降缓慢，呈现下降平坦期，入院 3天

后呈现“抛物线形”下降，死亡组患者 BWT显著下降时间迟于存活组，且死亡组患者 BWT 于入

院第 14天仍然显著高于存活组，大约为存活组患者 BWT 的 1.44倍。入院时 BWT＞2.45mm时，

预测肺炎曲线下面积为（0.954±0.044），准确性为 95.35%；入院时 BWT＞2.75mm时，预测

死亡曲线下面积为（0.956±0.038），准确性为 90.70%。 

结论：BWT测量是一种简便易行、无创高效、可重复性强、可量化吸入性损伤程度及预测预后

的检查方法。BWT测量有利于弥补纤维支气管镜的局限性，开展治疗性干预。 

 

 
EP-0916 

Perivascular epithelial cell tumor (PEComa) of the 

Pericardium:A case report and review of  literature 

 
张永远,周志刚,申玉鑫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Abstract:We describe a young female patient suffering from a PEComa (perivascular 

epithelioid cell tumor) of the Pericardium,  Patients with intermittent chest 

tightness, palpitation chiefs admitted to hospital .The perivascular epithelioid 

cell tumor is a very rare tumor,  until today reported in a few cases in 

falciform, uterus, liver, kidney, jejunum, terminal ileum ,lung, pancreas, 

prostate, and soft tissue of the thigh. And occurres in the pericardium or 

myocardium of the tumor even less,however,occurres in the pericardium or 

myocardium of the tumor even less and, to our knowledge, only eleven cases have 

been reported to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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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917 

非好发部位肺结核的影像表现及误诊分析 

 
李家言 

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530023 

 

目的：探讨非好发部位肺结核的影像表现及误诊原因。方法：回顾我院 2009年 1月至 2017年

3月经手术病理证实，且临床资料、影像资料完整的 25例进行分析，其术前临床及影像均误

诊，其中误诊为肺癌 13例，炎症 7例，炎性假瘤 3例，支气管扩张并感染 2例。并分析误诊

原因。结果：25例中，男 18例，女 7例。年龄 14-75岁，平均年龄 45.6岁。咳嗽、咳痰 13

例，痰中带血 5例，发热 8例（其中高热 3例），乏力、盗汗 5例；胸痛 7例。左上肺前段 2

例，右肺中叶 7例，左上肺舌段 3例，两下肺（除下肺背段外）13例。病灶表现为肿块型 7

例，粟粒结节型 11例，肺段、肺叶实变型 3例，空洞型 3例，支气管扩张型 1例。其中病灶

具有多灶性 20例，多态性 7例，钙化 2例。伴右胸腔积液 8例，胸膜增厚 12例。增强，肿块

呈不均匀强化，其中中度强化 1例，轻度强化 17例，其余 7例未见行增强检查。结论：病灶

多态性，伴不均匀轻度强化为非好发部位肺结核的主要 CT表现，具有一定特征性；误诊原因

为缺乏临床经验，对非好发部位肺结核影像认识不足是主要原因。 

  

 

 

EP-0918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不同 HRCT 表型与肺功能的相关性研究 

 
和仕珍,何茜,向述天,苏云杉 

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650021 

 

 

摘要： 目的  探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不同 HRCT表型患者之间肺功能指标变化的特

点。 方法  回顾性分析 56例 2014年 12月～2016年 8月在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呼吸内科

临床及肺功能检查诊断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患者的肺功能、胸部高分辨 CT表现。患

者在 3天内分别完成肺功能（PFT）及高分辨率 CT（HRCT）检查。于吸气末分别行胸部 HRCT

扫描，获得深吸气末全肺容积、气道容积，此外在深吸气末图像上，根据肺气肿及支气管管壁

增厚程度对入组患者进行影像分型，分析不同表型之间肺功能指标变化的特点。 

 结果  56例 COPD患者影像分型：A型 31例(55.35%)，E型 11例(19.64%)，M型 14例

(25.00%)。E型组的 TLC%（125.89±8.20）明显高于 A型（110.84±6.62）和 M型（112．

08±5.94），A、M型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A型组的 RV/TLC(45.73±4.80)明显低于 E型

（55.39±6.98）和 M型（55.28±4.59），E型、M型的 RV/TLC的差异无统计学差异。A型组

的 FEV1%(63.66±13.02)明显高于 E型（46.16±17.96）和 M型（48.24±15.28），A型组的

FEV1/FVC为（57.14±5.51），明显高于 E型组（44.45±5.09）和 M型组（43.10±5.71），E

型、M型的 FEV1%、FEV1/FVC 的差异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  A型患者 FEV1/FVC、FEV1%均明显

高于 E型和 M型，说明气流受限程度较轻，而 RV/TLC低于其他两型，A型患者以 GOLD分度中

度患者居多，提示 A型患者处于疾病早期，病情较轻；E型患者 TLC%明显高于 A型和 M型，其

肺气肿表现明显；M型患者同时合并肺气肿和支气管管壁增厚，其气流受限程度最重，M型组

以 GOLD分度重度患者为多，肺功能损害最明显，处于疾病的中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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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919 

Radiological features of blast injury patients from 

the 2015 Tianjin explosions in China 

 
Zhao Dawei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Affiliated Hospital of Logistic University of the Chinese People’s 

Armed Police Force (PAP)， Tianjin， China 300162 

 

Objective: To provide a description of radiological features of blast injuries 

in patients from the 2015 Tianjin explosions in China. 

Subjects and methods: A total of 103 patients presenting to the hospital and 

undergoing radiologic investigation within 6 hours after the explosion in 

Tianjin on August 12, 2015, were included in this study. The radiographic and CT 

features of these patients were classified by different areas of the body. 

Results: X-ray films were performed for 72 cases, there were 117 radiographs. In 

the meanwhile, 65 patients had totally 100 CT examinations. Of the severely 

injured patients, radiological findings in head confirmed that 

Paranasal sinus fracture (n=9,16.7%), Orbit fracture (n=6, 

11.1%) , Eyeball rupture (n=3, 5.5%) ,Nasal fracture (n=9,16.7%), Skull 

fracture (n=2, 3.7%) , Hemorrhagic brain contusions (n=2, 3.7%) , Subarachnoid 

hemorrhage (n=2, 3.7%). Thoracic CT was abnormal in 10 of the 

25 cases (40%), The findings consistent with blast lung injury (n=10, 

40%), Associated abnormal thoracic lesions included rib fractures (n=4, 

16%) , pleural effusion (n=2, 8%), pneumomediastinum (n=1, 4%), subcutaneous 

emphysema (n=2,8%).vertebral fractures was found in 2 of 8 patients. 

Limbs radiographs were abnormal in 15 of 69 cases(n=15, 21.7%), 15 fractures in 

the extremities. Blast injuries to the extremities and head were the most 

commonly encountered, followed by the chest and abdominal organs. CT is 

far more sensitive in the detection of subtle pulmonary lesions. 

Conclusion: Radiography and non-enhanced CT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iagnostic assessment of these complex blast injuries. CT is superior to X-ray 

film on the detection of specific lesions like blast lung injury. Fast and 

accurate radiological diagnosis is crucial to the efficient management of the 

victims, as a radiologist who should be able to knowledgeable about the spectrum 

of associated injuries inflicted by blasts and explosions. 

 

 

 
EP-0920 

子宫良性平滑肌瘤肺内多发转移 1 例 

 
陈玲珑,曾献军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30006 

 

目的 探讨子宫良性平滑肌瘤肺转移的 CT影像特征，以提高对该疾病的认识和诊断水平。 

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穿刺病理证实的 1例子宫肌瘤肺转移的胸全腹部影像学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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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CT平扫示两肺内多发大小不等结节影，边界清楚，未见明显毛刺及分叶，较大者位于右

肺下叶肺门旁，大小约 3.3×2.5cm，增强扫描见明显强化，部分结节内见无强化坏死灶。纵

膈内未见明显肿大淋巴结影。全腹部平扫示子宫切除状态，余未见明显异常征象。肺内结节病

理检查示病变区梭形细胞增生，呈束状排列，细胞核卵圆形或短梭形，核分裂像罕见，胞浆丰

富红染。免疫组化示 Vim(+)，actin(2+)，CK(-)，CD34(-)，CD68(-)，CD117(-)，Des(3+)，

Dog-1(-)，EMA(-)，Ki-67(<1%+)，SMA(3+)，S100(-)，提示子宫肌瘤肺转移。 

结论 子宫肌瘤肺转移较罕见，与恶性转移瘤鉴别具有一定难度。合并子宫肌瘤病史时，需与

之鉴别。 

  

 

 
EP-0921 

Evaluation of Rabbit Lung VX2 Tumor after 

Radiofrequency Ablation by MR 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 

 
Shan Fei

1
,Cheng Zenghui

2
,Shi Yuxin

1
,Zhang Zhiyong

1
 

1.Shanghai Public Health Clinical Center， Fudan University 

2.Ruijin hospital，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multi-b value based 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 (DWI) on 

evaluation of lung VX2 tumor after radiofrequency ablation (RFA). 

Materials and Methods 

  Fifty-three lung VX2 tumor models were examined by multi-b value DWI 

(b=0,10,20,50,100,150,200,500,800, 1000,2000 s/mm
2
) at 1 day before RFA, and 1, 3, 

7, 14 days after RFA. Both mono-exponential and bi-exponential model (IVIM, DKI 

and stretched exponential model (SEM)) were used to calculate corresponding 

parameters (ADC, D, D*, f, Dk, K, DDC and α) based on ROIs of the maximal cross-

sectional tumor before and after RFA by two thoracic radiologists, blindly. The 

parameters were compared between pre-RFA and post-RFA groups; the complete and 

incomplete RFA groups based on H&E and TUNEL staining, and correlated with MVD. 

  The t test, Wilcoxon test, or Mann-Whitney U test was used in two-group 
comparisons. The area under curve (AUC) was used to assess the diagnostic 

performance. The Pearson or Spearman correlation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correlation. Bland-Altman method was used to assess the intraobserver 

repeatability (CV<5%: good repeatability). 

Results 

  ADC, D, DK, DDC and α values increased after RFA (all p <0.02), while K values 
decreased at day 3 and day 7, postoperatively (p = 0.03; 0.01). The increase of 
ADC(ΔADC); D(ΔD); DK(ΔDK); DDC(∆DDC); α(∆α) and the decrease of K (∆K) of the 

complete RFA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incomplete RFA group (all p <0.03) 
at day3; day7; day1,3,7,14; day7; day7 and day3, postoperatively, respectively, 

and the AUC of ΔADC>=0.44×10
-3
mm

2
/s; ΔD>=0.18×10

-3
mm

2
/s; ΔDK>=0.50, 0.37, 0.19 

and 0.19×10
-3
mm

2
/s; ΔDDC>=0.16 × 10

-3
mm

2
/s; Δα>=0.05; ΔK>=0.23 in determination 

of tumor with complete ablation, was 0.93; 1.00; 1.00, 0.98, 1.00 and 0.96; 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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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8; 0.95. No difference of D*and f value changes was noticed, postoperatively 
(all P value>0.09). No difference of AUC and no correlation of parameters with MVD 
(all P values > 0.05). The CV of ADC, DDC, α, Dk, K and D at baseline was 2.18%, 

3.33%, 3.45%, 7.18%, 8.65% and 18.62 %,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Dk could be used to evaluate the efficacy of RFA at day 1, postoperatively; ADC 

(b = 0, 500s/mm
2
) and DKI quantitative parameters could be utilized to evaluate it 

at day 3, postoperatively; both the DKI and SEM-DWI quantitative parameters could 

evaluate it at day 7 and day 14, postoperatively. 

  

 

 
EP-0922 

肺黏膜相关淋巴组织淋巴瘤与肺腺癌鉴别的影像组学研究 

 
林斌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310000 

 

目的：肺黏膜相关淋巴组织(MALT)淋巴瘤是临床比较罕见的肺部疾病，其影像表现多样，临床

易被误诊为肺癌而予手术治疗，本文通过影像组学的方法对肺 MALT淋巴瘤与肺腺癌进行鉴

别，以探讨这种新方法在鉴别肺 MALT淋巴瘤中的价值。方法：将本院 2012年 6月—2017年 6

月病理证实的肺 MALT淋巴瘤病例 18例（实验组）与病理证实的浸润性肺腺癌病例 41 例（对

照组）纳入研究，（1）对两组病例进行影像组学分析，提取 61个 CT特征值，对数据进行适

应相关性分析和主要成分分析。（2）通过单样本 T检验、秩和检验，比较两组间特征值。

（3）将病例随机分组为测试集（70%）和训练集（30%），通过支持向量机(Support Vector 

Machine，SVM)进行分类学习。结果：适应性相关分析：Autocorrelation、ClusterTendency

与其中 6个特征值相关性系数>95%；主要成分分析：前 7个主要成分，累积贡献值为 92.9%。

两组特征值比较 Original 10Percentile(P=0.036 )、Original Mean（P=0.029）、Original 

Median（P=0.018）、Original Minimum（P=0.032）、Original RunLengthNonUniformity

（P=0.009750）、Original TotalEnergy（P=0.033702）、Original 

GrayLevelNonUniformity（P=0.003045）7个特征存在差异；SVM分类结果：精准率

（Precision）：0.9、召回率（Recall）：0.89、F1指标（f1-score）：0.87、ROC曲线下面

积为 0.75。结论：肺 MALT 淋巴瘤及肺腺癌的特征值存在差异，影像组学可能成为一种定量鉴

别肺 MALT淋巴瘤与肺腺癌的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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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923 

Quantitative assessment of tracheal stenosis in 

pediatric congenital vascular ring: associated with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s using dual-source computed 

tomography 

 
Xu Rong

1
,Shi Ke

1,2
,Yang Zhigang

1,2
,Guo Yingkun

1
 

1.West China Second University ， Sichuan University 

2.West China Hospital，Sichuan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quantitative characteristics of tracheal stenosis in 

pediatric vascular ring (VR) associated with cardiovascular anomalies using dual-

source computed tomography (DSCT), and further to provide useful information for 

vascular ring repair options. 

Methods Forty-nine VR patients associated with CHD and fifty-six controls were 

retrospectively enrolled in this study. The type of VR, cardiovascular 

malformations of patients and the clinical symptoms were recorded. Tracheal 

measurements, including the short diameter, long diameter, tracheal area and 

tracheal length were measured. The degree of tracheal compression were analysed by 

these parameters. The independent sample t-test was used to compare the tracheal 

stenosis in pediatric congenital vascular ring patients with controls. The chi-

square test or Fisher’s exact probability test were used for comparisons between 

the patients with and without surgery. Bland–Altman analysis was performed to 

assess the agreement and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was used to asses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1- long diameter ratio) and (1-area ratio), (1-short diameter 

ratio) and (1-area ratio) in patients and controls, respectively. 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ICCs) were calculated to assess the intra- and inter-

observer variability. 

Results The most frequently recorded types of VR associated CHD included right 

aortic arch with aberrant left subclavian artery (21.5%) and pulmonary artery 

sling (19.2%), and other uncommon types were less than 10%, including RAA with 

mirror-image branching and left ductus/ligamentum arteriosum, circumflex artery 

with ALSA or left ductus/ ligamentum arteriosum, RAA with Kommerell’s 

diverticulum and ALSA, and RAA with cervical aortic arch and ALSA. For tracheal 

compression,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found between patients and controls in 

short diameter, long diameter, short/long diameter and tracheal area (0.57±0.19mm 

vs. 0.84±0.17mm; 0.79±0.29mm vs. 0.96± 0.20mm; 74.3±14.2% vs. 88.4±7.5%; 

0.44±0.27mm² vs. 4.93±1.58mm², all p<0.05). And ther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degree of tracheal stenosis (p=0.007) between the 
groups with and without surgery. For the quantitative assessment of the degree of 

tracheal compression, there were good agreement and excellent correlation (r=0.60; 

r=0.77, all p< 0.001) between (1- long diameter ratio) and (1-area ratio), (1-

short diameter ratio) and (1-area ratio) in patient and controls,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DSCT enables provide accurate quantitative and detailed morphological 

information for the VR patients associated cardiovascular malformations,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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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of the degree of tracheal stenosis by 1-area ratio may contribute to 

the vascular ring repair surgical decision-making. 

 

 

EP-0924 

螺旋 CT 在表现为异位 ACTH 综合征的胸腺神经 

内分泌癌的应用价值 

 
冯骏

1,2
,唐永华

2
,黄政

1
,缪飞

2
 

1.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放射科 

2.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放射科 

 

目的：探讨 13例临床表现为 ACTH综合征的胸腺神经内分泌癌的 MSCT特点，以提高本病早期

检出率和影像学诊断水平。材料和方法：回顾性分析 13例经手术及病理证实的临床表现为

ACTH综合征的胸腺神经内分泌癌临床、CT表现。结果：本组病例男性 7例，女性 6例。13例

病例均位于前上纵隔，瘤体直径 0.6～11.2cm（平均 3.8cm）。9例边缘不清；8例形态不规

则，12例瘤体平扫密度均匀，CT值 33.2～55.6Hu（平均 39.8Hu），1例瘤体平扫密度不均，

内见条状钙化灶及小片状坏死区。13例瘤体增强扫描均呈中等强化，CT值 59.2～93.6Hu（平

均 75.8Hu）。6例纵隔淋巴结转移，术前所有病例定位及定性诊断正确，术后患者临床症状均

明显缓解。1例手术 3年后发生右上肺转移。结论：表现为异位 ACTH综合征的胸腺神经内分

泌癌有较典型的临床和影像学特点，MSCT可作为其早期检出和术后随访的重要检查方法。 

  

 

 
EP-0925 

320 排 CT 支气管动脉成像在中央型肺癌中的应用 

 
全松石 

延边大学附属医院 133000 

 

目的：探讨 320排 CT支气管动脉成像的影像特征，为中央型肺癌患者经支气管动脉介入治疗

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选择我院 2016年 3月至 2017年 2月期间经纤维支气管镜、痰脱落细胞学检查、穿刺活

检诊断为肺癌的 21例患者与 12例正常对照组进行 BA-CTA检查，重建出主动脉、支气管动脉

及气管的 VR融合图像，结合后处理技术，观察、记录支气管动脉的分支数目、解剖分型及开

口部位，并对肺癌组与正常对照组的 BA显示率及内径进行比较分析。 

结果： 

1. 33例中共显示支气管动脉 28例，中央型肺癌组显示 21例，正常对照组显示 7例；共显

示 BA62支；右侧显示 34支，左侧显示 28支；分型以 R1L1 最多 12例。 

2. 解剖分型中，右侧 BA最常见为 I型；左侧 BA最常见为 IV型。 

3. BA在主动脉上的开口位置：右侧 BA最多开口于主动脉右前壁；左侧 BA最多开口于主动脉

右前壁。 

4. 显示率：中央型肺癌组支气管动脉显示率为 100%，正常对照组显示率为 58.33%，两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1042 

 

5. 内径对比：肺癌侧 BA较正常对照组同侧 BA增粗，并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肺癌

组患侧 BA较健侧增粗，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右肺癌患者左侧 BA较正常对照组左侧

未见明显增粗(P>0.05)；左肺癌患者右侧 BA较正常对照组右侧未见明显增粗(P>0.05)。 

结论： 

1. 320排 CT结合三维、二维后处理重建技术清晰显示支气管动脉的分支类型、解剖分型及

开口部位，从而有效评价支气管动脉的解剖特征。 

2.中央型肺癌患者支气管动脉显示率及内径均高于正常组，说明支气管动脉参与了中央型肺癌

的供血，对于中央型肺癌的诊治具有指导意义。 

3.行支气管动脉 CTA检查能准确、直观的评价肺癌供血支气管动脉的影像特征，为经 BA 介入

治疗的肺癌患者提供有效的术前指导。 

 

 

 
EP-0926 

CT 三维定量分析对磨玻璃密度型肺腺癌浸润性的诊断价值 

 
涂文婷,范丽,刘士远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200003 

 

 

目的 评估 CT 定量测量的可重复性，探讨 CT 三维定量分析在不同浸润程度肺腺癌

中的鉴别诊断价值，实现对表现为磨玻璃密度结节（GGN）的肺腺癌的精确影像

诊断。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病理证实为肺腺癌的 328 例患者（138 例 pGGN、190

例 mGGN；56 例 AAH/AIS、58 例 MIA、214 例 IAC）的影像学及病理学资料。采

用联影公司后处理工作站对薄层 CT 图像进行半自动逐层分割，软件自动生成体

积、面积、最大横截面长径、最大横截面短径、最大 CT 值、最小 CT 值、平均 CT

值及通过计算可得平均直径、质量。采用组内相关系数检验分割结果的一致性，采

用 kruskal-wallis H 检验对上述参数进行差异性检验，最后采用判别分析和有序

logistic 回归分析筛选出独立预测因素，构建模型并验证。结果 上述 9 个定量参数

除最小 CT 值外，在不同浸润程度肺腺癌间均有显著统计学差异（P<0.001），观

察者内 ICC 分别为 0.997、0.970、0.927、0.849、0.995、0.821、0.989、0.932、

0.999，观察者间 ICC 为 0.935、0.916、0.839、0.758、0.949、0.696、0.914、

0.867、0.973；判别分析筛选出面积 X1、最大横截面长径 X2 及最大 CT 值 X3

（P<0.05）三个参数用于构造判别函数，所建立的判别函数为：Z（AAH/AIS）=-

7.752-0.027X1+9.427X2-0.013X3，Z（MIA）=-8.38-0.03X1+10.319X2-0.012X3，

Z（IAC）=-9.671-0.034X1+12.257X2-0.007X3。有序 logistic 回归筛选出的预测因

素为最大径和平均 CT 值（P<0.05）。结论 CT 三维定量分析具有良好的观察者内

和观察者间一致性，最大径和平均 CT 值可作为影像学独立预测因素用于鉴别不同

浸润程度的肺腺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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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927 

多层螺旋 CT 和 18F-FDG PET-CT 显像对食管癌术 

前分期诊断价值的研究 

 
李爽,吕维富 

安徽省立医院 230001 

 

目的 探讨多层螺旋 CT(MSCT)和氟代脱氧葡萄糖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 CT(
18
F-FDG PET-CT)显像

在食管癌术前分期诊断的价值。方法 经内镜和病理证实并接受手术治疗的 182例食管癌患者

入组，所有患者均在术前一周接受 MSCT和
18
F-FDG PET-CT扫描，结合图像信息，记录其术前

分期，并与术后病理结果比较。结果 MSCT与
18
F-FDG PET-CT扫描对判断 T分期准确率的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c
2
=0.540，P=0.463)，而

18
F-FDG PET-CT扫描对判断 N分期的灵敏度、特异

度及准确率均高于 MSCT(P<0.05)；术前 MSCT扫描检测 T、N分期与术后病理一致性差

(Kappa=0.376，Kappa=0.317，P<0.01)，而术前
18
F-FDG PET-CT扫描检测 N分期与术后病理高

度一致(Kappa=0.750，P<0.01)。结论 相对于 MSCT，
18
F-FDG PET-CT可以有效显示肿瘤部

位，确定肿痛的侵犯范围、局域淋巴结转移等，为食管癌患者术前的评估提供科学依据。 

  

 

 

EP-0928 

The value of computer-aided quantitative analysis in 

diagnosing the invasiveness of lung adenocarcinoma 

manifesting as GGN 

 
Tu wenting,Fan Li,Liu Shiyuan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and Nuclear Medicine， Changzheng Hospital， Secon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200003 

 

【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reproducibility of computer-aided 

quantitative measurement and to explore the value of computer-aided quantitative 

analysis in diagnosing the invasiveness of lung adenocarcinoma. Methods 328 fGGNs 

that pathologically confirmed as lung adenocarcinoma (56 cases of AAH / AIS, 58 

cases of MIA and 214 cases of IAC) were analyzed retrospectively. The border of 

nodule was semi-automatically depicted slice by slice with computer-aided software, 

and the software automatically generated volume, area, maximum cross-sectional 

length, maximum cross-sectional short diameter, maximum CT value, minimum CT value, 

mean CT value. Then, mean diameter and mass of fGGNs were calculated. The 

agreement of the measurement results was evaluated by using 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The parameters were compared by kruskal-wallis H test. Finally, 
discriminant analysis and ordinal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were used to select 

independent predictors and construct predictive model. Results The above nine 

quantitative parameters except for minimum CT value were statistically different 

among three pathological types of AAH/AIS, MIA and IAC（P<0.001）. ICC of intra-

observer were 0.997、0.970、0.927、0.849、0.995、0.821、0.989、0.932、0.999，ICC 

of inter-observer were 0.935、0.916、0.839、0.758、0.949、0.696、0.914、0.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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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73. The discriminant analysis selected area, maximum cross-sectional length and 

maximum CT value to construct discriminant function：Z
（AAH/AIS）

=-7.752-

0.027X1+9.427X2-0.013X3，Z
（MIA）

=-8.38-0.03X1+10.319X2-0.012X3，Z
（IAC）

=-9.671-

0.034X1+12.257X2-0.007X3. The accuracy of discriminant function was 71.6% and 70.7% 

by using substitution method and cross validation method respectively. Ordinal 

logistic regression showed maximum cross-sectional length and mean CT value were 

predictors（P<0.05）. Conclusion The intra-observer and inter-observer 

reproducibility of computer-aided quantitative analysis are excellent. Maximum 

cross-sectional length and mean CT value can be regarded as independent predictors 

of the invasiveness of lung adenocarcinoma manifesting as ground glass nodule. 

 

 
EP-0929 

原发性肺黏液腺癌的 MSCT 诊断 

 
仇俊华 

十堰市太和医院 442000 

 

材料和方法 

临床资料本组 4例，男 3例，女 1例，年龄 45～64岁。 

检查方法 

 CT检查所有病例经 CT平扫或增强扫描；所有病例均行痰细胞、活组织或手 术切除物等组

织病理检查，有 3例行纤维支气管镜 

影像表现：病灶密度   密度偏低，部分稍高，呈囊实性肿块，以囊性成分为 主，囊牲成分

无增强，实性成分呈轻度增强。病灶边缘及周围情况     所有病例边缘清楚，1例病灶

中心伴有多 发类圆形大小一致的卫星样小空泡征；2例呈结节 ，肺瘤界面清晰，并具有分叶

征；1例病灶呈条块状紧贴纵隔，界清，未发现明显胸膜凹陷征及血管聚集征。均未合并胸腔

积液。 

 病理特征   肿瘤细胞由柱状细胞和胞质内含大量粘液的杯状细胞组成，瘤细胞核位于基

底部，几乎无核不典型性或有轻微不典型性，肿瘤周围肺泡内常充满粘液。 瘤细胞表达

CK7、CK20，可表达 CDX2常不表达 TTF-1、NapsinA 

讨论 

1.临床表现  咳嗽、咳痰、胸闷、胸痛、气紧、发热等一般症状，或体检 发现。 

2.原发性肺黏液腺癌的 CT表现本组的 CT表现为肺外 周囊液性肿块或空洞型肿块，增强时囊

液／空洞成分无增强，实 性成分呈轻度增强。 1例病灶呈大叶性表现，且病灶中心伴有多发

空泡，与文献报道不符，且其它肺野散在腺泡结节，术后证实为气道播散转移。本组 2例轻微

分叶改变，但瘤肺界面非 常清晰光滑。 1例病灶 贴纵隔，内见血管 CT造影征，未见胸膜凹

陷征及血管聚集征，亦无胸壁侵犯。 

3原发性肺黏液腺癌是变异型腺癌中的恶性肿瘤。 

综上所述，原发黏液腺癌缺乏临床特征；纤支镜发现胶栋样物质应考虑本病的可能性。CT不

能确诊本 病，须依靠病理检查才能确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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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930 

Clinical utility of quantitative dual-energy CT 

iodine maps and CT morphologic features in 

distinguishing small cell lung cancer from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xu xiaoli

1
,Sui Xin

1
,Song Lan

1
,Du Qianni

1
,Wang Xiao

1
,Huang Yao

1
,Wang Zixing

2
,Gu Jun

3
,Ge Yingqian

3
,Jin 

Zhengyu
1
,Song Wei

1
 

1.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2.Institute of Basic Medical Science， Chines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 School of Basic 

Medicine，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3.Siemens 

 

PURPOSE: To evaluate prospectively the clinical usefulness of quantitative dual-

energy CT (DECT) iodine enhancement metrics combined with morphological CT 

features in distinguishing small cell lung cancer (SCLC) from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 

METHOD AND MATERIALS: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and local ethics committee 

approval and patients’ informed consents were obtained. 106 consecutive untreated 

patients (76 men, 30 women; mean age, 61.1 years ± 9.5) were enrolled 

and underwent DECT prior to biopsy. A total of 28 conventional CT descriptors 

were assessed. DECT metrics including Iodine density, iodine ratio and normalized 

iodine uptake were measured. Multipl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es were applied to 

identify independent factors of lung cancer subtypes. Two areas under the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ROC) were compared. 

RESULTS: Histology revealed adenocarcinoma in 44,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SCC) 

in 36 and small cell lung cancer (SCLC) in 26 patients. SCLCs were found more 

frequently in larger (P=0.014) and centrally located (P=0.012) tumors, tumors with 
homogeneous enhancement (P=0.044), lymphadenopathy (P=0.038), confluent 
mediastinal lymphadenopathy (P＜0.001), encasement of mediastinal 

structures(P=0.004), vascular involvement (P=0.005), lung atelectasis and/or 
obstructive pneumonia (P=0.019) and lower iodine density, iodine ratio and 
normalized iodine uptake (all Ps＜0.01). NSCLCs were more likely to be with 

spiculation (P=0.005), vascular convergence (P=0.011), thickened adjacent 
bronchovascular bundles (P=0.017), and pleural retraction (P=0.005).The 
significantly independent prognostic factors of SCLC were larger tumor size, 

central location, confluent mediastinal lymphadenopathy, homogeneous enhancement, 

lower iodine ratio and normalized iodine uptake, and without coarse spiculation 

when adjusting for pleural retraction and lung atelectasis and/or obstructive 

pneumonia. ROC curve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use of CT features combined with DECT 

metrics (area under the ROC curve, AUC =0.981) was significantly superior to use 

of CT features alone (AUC = 0.908) (P=0.007). 
CONCLUSION: Quantitative iodine-enhanced metrics generated from DECT in 

combination with CT features can be used to distinguish SCLC from NSCLC better 

than use of CT features alone. DECT is recommended for clinical use to help 

initial planning of lung cancer manage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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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931 

计算机辅助检测对急性肺栓塞严重程度的评价 

 
沈聪,郭佑民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710061 

 

目的：探讨计算机辅助检测（Computer-Aided Detect，CAD）在急性肺栓塞（Acute 

Pulmonary Embolism, APE）定量分析中的可行性。方法：回顾性收集 2015年 3月～2016年 7

月我院根据 2014年 ESC肺栓塞指南确诊为 APE且行 CTPA检查的患者，对 CTPA图像分别使用

CAD定量及人工半定量方法评价栓塞严重程度。CAD获得四个定量指标：栓子总体积(V)、附壁

长度总和(L)、断面栓塞程度总和(P)、栓子总数(N)，人工判读获得两个半定量指数：Qanadli

指数和 Mastora指数。比较两种方法所需时间，分析两种方法所得结果的相关性。结果：共纳

入 APE患者 112例，男 60例，女 62例，中位年龄 62岁。CAD定量与人工半定量方法所需时

间有统计学差异(128.8±47.1s vs 213.2±38.8s,p＜0.001)。CAD所获得的 V值、L值与

Qanadli指数高度相关(r=0.80，r=0.84)，与 Mastora指数高度相关(r=0.83，r=0.81)；CAD

所获得的 P值、N值与 Qanadli指数中度相关（r=0.68，r=0.63），与 Mastora指数中度相关

（r=0.64、r=0.59），以上各相关系数均有 p＜0.05。结论：CAD检测急性肺栓塞较人工简

便、快速、结果客观，且参数多；V值、L值、P值、N 值均可反映栓塞程度，其中 V值与 L

值是较好的指标。 

  

 

 

EP-0932 

The Optimization Contrast of Coronary Stenting CTA 

Imaging in Stellar Dual-source CT  

 
Kang Rui 

Inner mongoua region hospital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010020 

 

Objective: To study which is the best coronary artery stent imaging restructuring 

plan in Stellar dual-source CT. Methods: Continuous collecting the 23 patients 

with coronary artery carotid stenting, and scanning the coronary artery with the 

conventional gating. The getting data construct with the filter back projection 

algorithm (FBP) and iterative algorithm reconstruction (SAFIR), and  specific 

layer thickness and the algorithm for reconstruction include five kinds of methods 

Reconstruction (0.75Bf26, 0.75Bf46, 0.75If46, 0.6If46, 0.5If46). All the 

reconstruction image are introduced to post-processing workstation (named MMWP), 

and evaluated by two experienced radiologists to classified of restructuring the 

impact on the stent imaging, and to measure the algorithm of image noise value (CT 

value standard deviation at the center of the aortic root). Results: The 23 

patients have a total of 34 stents, 0.75Bf26, 0.75Bf46, 0.75If46, 0.6If46, and 

0.5If46 noise median values are: 24.5, 34.7, 31.7, 34.7, 31.7, having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in between groups (P < 0.05); Stent image quality grade on among 

different algorithms, having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 < 0.05). Conclusion: The 

filter back projection algorithm(Bf46) of Stellar dual-source CT can be better to 

display structure of stent lumen, and iterative algorithm (If46) can fur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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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uce the noise to make the stent lumen be more clearly, especially in 0.5 If46 

shows best. 

  

 

 
EP-0933 

肺癌患侧与健侧支气管周围小血管的比较研究 

 
沈聪

1
,郭佑民

1
,全志成

2
 

1.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2.汉中市中心医院 

 

目的：探讨肺癌患者患侧与健侧同级支气管周围相同视区内小血管数量及小血管总面积的差

异。方法：收集 2013-2016 年底西安数据库中心经手术病理证实为肺癌的患者共 450例，其中

肺癌位于右肺 248例，位于左肺 202例。规定视区为与第 5代支气管走形垂直、以支气管为中

心、80cm
2
的平面正方形。使用“数字肺”小血管测量平台，分别测量肺癌患者患侧与健侧所

选取视区内的小血管数量和小血管总面积（mm
2
），比较肺癌患者患侧与健侧的小血管的差

异。采用 SPSS 22.0 配对 T检验。结果：肺癌位于右侧，视区血管数量明显大于左侧

（16.44±5.23 vs 10.67±4.03，t=15.85，p＜0.001），视区血管总面积也明显大于左侧

（107.22±29.63 vs 71.77±34.86，t=16.161，p＜0.001）。肺癌位于左侧，视区血管数量

明显大于右侧（15.08±5.01 vs 11.05±4.21，t=9.962，p＜0.001），视区血管总面积也明

显大于右侧（107.29±28.70 vs 51.40±16.53, t=27.37， p＜0.001）。结论：肺癌患者肿

瘤侧的血管明显聚集，同样大小的视区内小血管数量增多、总面积增大。 

 

 

EP-0934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肋间肌质量和脂肪化程度 与气流受阻

程度的关系 

 
许志高,彭泰松,孙雪松 

大同市第三人民医院 37008 

 

目的 探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肋间肌质量与脂肪化程度与气流受阻程度的关系 方

法  回顾性分析行 MSCT 胸部平扫的 163 例 COPD 组及 38名正常对照组资料。COPD 组与

对照组均行肺功能检查 (PFT) ，并根据“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全球倡议（2015 更新版）”将

COPD组分为 4组： GOLD 1 (37例), GOLD 2(46例), GOLD 3 (48例), GOLD 4 (32例)。应

用独立样本 t检验比较 COPD 组与对照组间差异，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ANOVA ）分别比较

不同 GOLD分级 COPD患者间肋间肌 CSA指数以及 CT值指数的差异，组间两两比较采用 LSD 

法。利用 Spearman相关分析患者肋间肌指数、CT值指数 与 PFT 指标之间的关系。结

果  COPD 组的平均 CSA指数为 4.3mm
2
/kg/m

2
，显著低于对照组的 6.6mm

2
/kg/m

2
，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t=13.2, P＜0.01;）；COPD 组平均 CT值指数为-1.6HU，显著低于对照组

（2.2HU），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t=9.4, P＜0.01）。不同分级组间的 CSA 指数与平均 CT

值指数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F=7.846，P＜0.01）。采用 LSD法进行两两比较，结果显示，

除 GOLD 1级组与 GOLD 2级组间 CSA 指数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其余各组两两间比较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COPD 不同分级组间肋间肌平均 CT值指数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CSA 指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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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值指数与 COPD严重程度均呈负相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r值分别为-0.615、-0.551, P
值均＜0.05）。结论  COPD 患者肋间肌质量和脂肪化程度与气流受阻程度具有相关性。 

  

 

 
EP-0935 

肺软骨瘤的 CT 表现及病理分析 

 
徐峰 

1.宿迁市第一人民医院 

2.江苏省人民医院 

 

【摘要】 目的 分析肺软骨瘤的 CT和病理表现，提高对该病诊断的准确性减少误诊。方

法 回顾性分析 6例经手术病理证实的肺内软骨瘤的 CT资料。结果 6例均为单发，右肺 3

例，左肺 3例。肿瘤长径约 1.0~5.1cm。2例病灶呈浅分叶状，4例病灶呈光滑圆形。4例病灶

境界清楚，2病灶边缘毛糙。1例病灶内见伴斑片状钙化灶。结论 肺内软骨瘤为肺少见良性

肿瘤，CT表现具有一定的特征性，但是需要与肺错构瘤、周围型肺癌和硬化性肺细胞瘤等鉴

别。 

 

 
EP-0936 

Determination of iodine content in the left 

ventricular myocardial of healthy subjects using 

dual-source dual-energy CT 

 
Chen Zixian,Wang Gang,Guo Shunlin,Lei Junqiang,Guo Qi hong 

Department of Radiology，First Hospital of Lanzhou University 730000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normal value of the iodine content in the left 

ventricular myocardium of healthy subjects and to observe if there is a segmental 

differences on iodine distribution by using the second generation dual-source 

dual-energy computed tomography myocardial first perfusion imaging.Methods In 

this retrospective study ,72 healthy subjects, who admitted to our department 

between January 2016 to 2017,with normal second generation dual-source dual-energy 

computed tomography and coronary CT angioghphy (CTA), electrocardiogram (ECG) 

results, normal cardiac ,hepatic , renal function , normal myocardial enzymes 

results were enrolled , data from 67 out of 72 subjects with satisfactory image 

quality were analyzed using Siemens Dual Energy-Heart of PBV image processing 

softwar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tandards of the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myocardial 17 fractionation method, content of iodine was measured at different 

segmental left ventricular myocardium and aorta (left coronary artery from the 

opening level) . The standardized containing iodine value (nIC) was calculated. 

Results The iodine content of left ventricular myocardium in normal subjects 

was 3.2-7.9 mg/ml.The nIC of myocardium from 1st to 17th 

segments was (0.27±0.05),(0.30±0.06),(0.30±0.07),(0.30±0.03),(0.29±0.05),(0

.28±0.04),(0.28±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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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1±0.06),(0.30±0.06),(0.26±0.05),(0.27±0.08),(0.29±0.07),(0.29±0.07),(0.3

0±0.06),(0.28±0.05),(0.28±0.07), (0.22±0.06). The nIC of the 17th 

segments was the lowest and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in other 

segments (P<0.05) , the nIC was similar among the rest 16 segments 

(P>0.05). Conclusion The normal iodine content range in left ventricle 

myocardium is 3.2-7.9 mg/ml,and the lowest iodine content is detected in the 

apex . 

  

 

 

EP-0937 

不同磁共振序列对肺结节检出率及内外部征象的评估 

 
于楠,田骞,路栓红,党珊,马光明,段海峰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710002 

 

目的：磁共振的胸部影像学检查被逐渐接受，因此，评估磁共振对肺结节的检出能力和准确性

是本研究的目的。方法：前瞻性纳入 43例经 CT发现肺结节的患者。胸部 MRI在 CT检查 24小

时内进行。MRI检查序列包括 T1-weighted 3D Star VIBE，T1-weighted 3D-VIBE-Dixon. MRI

序列图像由两位影像科医生独立阅读。CT图像作为参照标准, 结节测量内容包括直径、位

置、结节内外部征象(边界清晰度、内部结构显示、棘突、分叶征和胸膜凹陷）。 显示能力

使用 4分法评估（1分：边界、内部结构和周围征象显示不清，2分：边界、内部结构和周围

征象模糊，3分：边界、内部结构和周围征象能够辨认，4分：边界、内部结构和周围征象非

常清楚）。结果：在 43例患者中发现 208例肺结节。与 CT比较， Star VIBE 在检测大

于 5mm肺结节的敏感性和阳性预测值是； Star VIBE 在检测 3mm 到 5mm 之间肺结节的

敏感性是 98.8% 阳性预测值为 93.1%； Star VIBE 在检测 2mm到 3mm结节的敏感性为

86.5%，阳性预测值是 95.0%. 3D VIBE 在各组的敏感性和阳性预测值都低于 Star VIBE

（≥5mm 肺结节，敏感性 84.6%，阳性预测值 97.7%，3-5mm 肺结节，敏感性 62.0%，阳性预测

值 90.0%）。Star VIBE 与 3D vibe在肺结节内外部征象显示能力上也有差异 （边界清晰

度: 3.6±0.6 VS 2.1±1.2; 内部结构 2.5±0.3 VS 1.5±1.6; 棘突征 3.2±1.5 VS 

1.5±0.4; 分叶征 3.3±1.8 VS 1.1±0.3; 胸膜凹陷 3.8±2.0 VS 1.0±0.8)。结论：

Star-VIBE 对≥5mm 肺结节的检出率与 CT相当。Star VIBE 允许患者在自由呼吸状态下对肺

结节的内外部征象的显示能力优于 T1-weighted 3D VIBE。 

  

 

 
EP-0938 

基于 CT 定量分析探索吸烟对肺血管结构的纵向研究 

 
于楠

1
,沈聪

2
,马军超

1
,马光明

1
,段海峰

1
,贾永军

1
,于勇

1
,贺太平

1
 

1.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2.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研究背景---吸烟可能对肺血管造成不可逆改变，而这种改变缺乏实时定量监测手段。CT定量

分析能够通过肺血管分割检测肺血管结构的改变。因此，本研究目的，通过连续 2年对重度吸

烟者肺血管的观察，探索吸烟对肺血管结构的影响。方法---前瞻性的纳入 102例吸烟者，否

认肺癌、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支气管哮喘、支气管扩张症、肺结核等慢性肺疾病。吸烟量>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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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支。另纳入 132例非吸烟者作为对照。所有受试者每年接受胸部 CT检查，连续 2年。使用

CT定量分析方法分析所有 CT图像，分析指标包括全肺及各肺叶血管容积，肺血管容积占肺容

积百分比及 4、5、6代支气管周围单位面积内血管数量（60×60 mm
2
）。结果----非吸烟者及

吸烟者全肺及各肺叶血管总容积和血管容积占肺容积百分比，及第 4代支气管周围肺血管数量

在 2年之内无明显变化（p>0.05）。而第 5代、6代支气管周围单位面积内血管数量因吸烟行

为不同而变化趋势不同：在持续吸烟组第 5、6代支气管周围肺血管数量减少明显（5代：减

少 1.26，p=0.001, 6代：减少 2.13，p=0.001）而在戒烟 5年以上吸烟者中变化不明显

（p>0.05）。结果--5代以下支气管周围肺血管能够反映吸烟对肺血管的改变，且受吸烟状态

的影响。 

  

 

 
EP-0939 

心脑联合 CTA 对脑卒中后头颈血管与冠状动脉硬化病变的评

价 

 
王臣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宣武医院 100053 

 

目的：应用第三代双源 CT大螺距一站式心脑联合 CTA，探讨急性脑卒中后患者冠状动脉与头

颈动脉硬化的相关性。 

方法：连续收集于我院急性脑卒中后，行冠状动脉-头颈动脉联合 CTA扫描的患者，采用第三

代双源 CT（SOMATOM Force），行单次触发大螺距前瞻性心电门控模式（Turbo Flash mode）

扫描。对图像进行后处理（CPR、MIP、MPR、VR），筛选最佳图像用于评价。后处理工作站行

冠状动脉、主动脉弓、颈总动脉分叉部及颈内动脉虹吸部的钙化积分计算；对主动脉弓、颈总

动脉分叉部及颈内动脉虹吸部等部位的斑块进行量化统计分析；对冠状动脉、头颈动脉的血管

狭窄进行统计，以管腔狭窄 50%为作为阳性狭窄的判定。同时，对患者的年龄、性别、血压、

血脂、血糖、吸烟史、心脑血管疾病家族史等临床资料纳入研究。 

结果：目前已收集 149例急性脑卒中患者（男性 109例，女性 40例），平均辐射剂量（DLP）

为 125.9±30.7 mGy×cm。其中 44人为冠心病患者（至少为单支病变），并发现一名心房粘

液瘤患者及一名冠状动脉起源异常患者。将脑卒中后患者按是否同时合并心脏病进行分组，发

现头颈动脉颅外段的阳性狭窄、冠状动脉钙化积分、主动脉弓钙化积分以及主动脉弓斑块的厚

度在两组之间具有统计学意义，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高血压，血脂异常以及高冠状动脉钙

化积分是脑卒中后同时罹患心脏病的危险因素。 

结论：应用第三代双源 CT大螺距心脑联合 CTA可以一站式评价冠状动脉与头颈动脉的动脉硬

化情况，将可能为动脉硬化性缺血性心、脑血管病的预后评估和二级预防提供更可靠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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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940 

血糖及 HbA1c 对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影响的影像分析 

 
马茜

1
,张惠英

2
 

1.河北大学附属医院 

2.华北理工大学附属医院 

 

摘要：目的：探讨血糖及 HbA1c对冠状动脉斑块性质及冠状动脉狭窄程度的影响。方法：收集

195例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患者的影像及临床资料，根据血糖及 HbA1c水平分为Ⅰ组（无血糖异

常）、Ⅱ组（合并 2型糖尿病，HbA1c＜8%）、Ⅲ组（合并 2型糖尿病，HbA1c﹥8%）。分别比

较三组患者冠状动脉狭窄程度及冠状动脉斑块发生率的差异。结果：Ⅰ组、Ⅱ组(HbA1c＜8.0%)

及Ⅲ组(HbA1c﹥8.0%)钙化斑块的发生率分别为 61.5%、49.0%、30.9%，非钙化斑块的发生率

分别为 16.0%、22.7%、31.3%，混合斑块的发生率分别为 22.5%、28.4%、37.8%，三组相比，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CHD组、CHD伴 T2DM组(HbA1c＜8.0%)及 CHD伴 T2DM组

(HbA1c﹥8.0%)冠状动脉轻度狭窄的发生率分别为 63.4%、51.6%、38.2%，中度狭窄的发生率

分别为 26.2%、33.3%、39.2%，重度的发生率分别为 10.4%、15.1%、22.6%，三组相比，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 ＜0.05）。 

Ⅰ组钙化斑块的发生率较Ⅱ组及Ⅲ组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Ⅲ组非钙化斑块

的发生率及混合斑块的发生率均较Ⅰ组及Ⅱ组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2. Ⅲ组

冠状动脉中度狭窄及重度狭窄的发生率均较Ⅰ组及Ⅱ组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0.05）。结论：随着患者血糖水平及 HbA1c水平的升高，冠状动脉混合斑块及非钙化斑块的发

生率升高，钙化斑块的发生率降低，冠状动脉狭窄程度加重。 

 

 

EP-0941 

油烟性雾霾导致的肺部病理改变 -附 26 例厨师肺部 CT 检查

结果分析 

 
漆剑频

1
,程唯唯

1
,黄文华

1
,李育琴

1,2
 

1.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2.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人民医院 

 

【摘要】 目的 收集并分析 26例专门从事小餐馆厨师工作患者的肺部 CT扫描图像，了解其肺

部一系列病理改变，以引起临床的警示和关注。方法 所有患者均进行了肺部 CT扫描，其中 6

例还进行了肺部增强 CT扫描。回顾性分析了患者的临床表现及肺部 CT扫描结果。结果 患者

临床主要表现为胸闷、气短、胸痛、咳嗽、咳血。CT扫描发现肺肿瘤 1例、肺内结节 16例

（其中 2例追踪复查癌变）、肺大泡 6例、肺气肿 4例、纤维增殖病灶 8例、间质性肺炎 4

例、霉菌球 1例，转移性肿瘤 1例。26例患者中 21例并发 2种及 2种以上的肺内病变。结论 

长期接触烹调油烟可导致肺部一系列病理性改变，应予以高度重视及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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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942 

3.0T 磁共振 Star-VIBE 序列对肺结节的诊断精确性研究 

 
段海峰,雷雨欣,田骞,路栓红,杨祺,党珊,于楠,于勇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712000 

 

目的：通过比较磁共振 Star-vibe序列与 MSCT诊断肺结节的检出率，评估磁共振成像（MRI）

检测肺结节的精确性。 

方法：收集临床行多层螺旋 CT（MSCT）检查发现肺结节患者 12例，纳入标准：年龄＞18岁，

MSCT扫描发现肺结节，自愿进行 MRI扫描并参与研究；排除标准：MR成像禁忌症，如起搏

器，金属植入物。MSCT检查完成后 48小时之内进行 3.0T 磁共振检查(MAGNETOM 3.0T SKYRA 

MR scanner, Siemens healthcare, Erlangen, Germany)，磁共振扫描序列包括 T2WI-tirm 

HASTE 序列(TE/TR:106 ms/∞,层厚 5mm) 和 T1WI 3D Star VIBE 序列

(TE/TR:1.39ms/2.79ms，层厚 1.2mm)。由两名具有五年以上工作经验的影像医师采用盲法对

分别对磁共振 Star VIBE序列和 MSCT图像上肺结节的检出、最大直径、位置和平均密度分别

进行评价分析，以 MSCT图像评价结果作为参考标准，根据结节大小计算磁共振诊断肺结节的

敏感度和阳性预测值。 

结果：MSCT图像和 Star VIBE 序列共同检出的实性肺结节共 698个，其中结节直径＞5mm 的肺

结节 264个，结节直径在 3mm--5mm之间的肺结节 276个，结节直径＜3mm的肺结节 206 个。

MRI检测出结节直径＞5mm的肺结节敏感度为 100％，阳性预测值为 100％;结节直径在 3mm--

5mm之间的肺结节敏感度为 93.1％，阳性预测值为 97.3％；结节直径＜3mm的肺结节敏感度为

85.9％，阳性预测值为 96.2％。 

结论：磁共振 Star-vibe序列可以检出直径超过 3mm的肺结节且具有较高的诊断精确性，为临

床诊断肺结节和后续随访提供帮助。 

  

 

 
EP-0943 

256 排螺旋 CT 血管成像对血液透析患者上肢动静脉内瘘血管

的评价 

 
袁利,李建军,李红,王振平,赵应满 

海南省人民医院 570311 

 

目的：探讨 256排螺旋 CT血管成像技术（CTA）对血液透析患者上肢动静脉内瘘血管显示的临

床应用价值。 

方法：对 53例行上肢血管造瘘术后需血液透析的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均使用 256排螺旋

CTCTA成像技术检查。在 EBW4.0工作站上对原始数据进行容积再现技术（VR）、最大密度投

影（MIP）、曲面重组（CPR）等后处理，重组出二维和三维血管图像并进行分析。 

结果：53例患者经 256排螺旋 CT扫描及血管三维重组均获得成功，能清楚地显示上肢动静脉

内瘘血管及血管造瘘的部位，狭窄程度、部位及范围，是否存在静脉瘤及其大小、形态。其中

42例患者功能不全的造瘘血管中单纯流出静脉狭窄 25例（13例吻合口近端静脉重度狭窄，狭

窄远端静脉瘤形成，流出静脉近端呈串珠状狭窄；5例流出静脉近段呈串珠样狭窄和线样重度

狭窄交替出现；7例吻合口近端静脉轻度狭窄）；吻合口+流出静脉狭窄 14例，流入动脉+吻

合口+流出静脉呈线性狭窄 3例。11例为正常表现；即吻合口通畅，未见明显狭窄及闭塞。 

结论：256排 CTA技术可作为评价血液透析患者上肢内瘘血管的首选检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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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944 

低管电压结合自适应统计迭代重建算法对胸部图像质量的影

响 

 
任占丽

1,2
,雷雨欣

2
,田欣

2
,唐慧

1
,贺太平

2
 

1.陕西中医药大学 

2.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探讨低管电压结合自适应统计迭代重建算法(Asir)对胸部图像质量的影响。 

方法：收集我院胸部检查患者 50例，随机分为两组(A组、B组),A组采用 80KV，B组采用

120KV，两组噪声指数均为 28，A组重建 40%Asir、1.25mm图像，B组采用滤波反投影法重建

1.25mm图像。在 A、B两组图像上分别测量气管分叉平面升主动脉、肺动脉、竖脊肌和扫及上

腹部层面肝脏、脾脏、降主动脉、竖脊肌和皮下脂肪 CT值和 SD值，分别计算各参数的 SNR、

CNR和图像平均 CT值（各参数 CT值的平均值）、平均 SD值（各参数 SD值的平均值）、平均

SNR值（各参数 SNR值的平均值）、平均 CNR值（各参数 CNR值的平均值），并对图像质量采

用五分法进行主观评分（三分以上满足诊断效果）。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比较 A、B两组的一

般资料、CTDI、DLP、ED及主观评分，同时对 A、B两组患者各测量参数的 CT、SD、SNR、CNR

以及平均值进行统计学分析，P＜0.05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A、B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CTDI、DLP、ED和主观评分之间均无统计学意义（P＞

0.05），且 A组患者的有效辐射剂量较 B组减少约 12.64%；A组患者各客观测量参数的 CT

值、平均 CT值均高于 B组且结果无统计学意义（P＞0.05）；A组患者各参数的 SD值、平均

SD值低于 B组，但 A组患者各参数的 SNR、CNR和平均 SNR、平均 CNR高于 B组，且两组 SD、

SNR、CNR以及平均值之间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 A组平均 SD较 B组降低 15%，A组

平均 SNR和平均 CNR较 B组分别提高 25.6%、36.8%。 

结论：在满足临床诊断条件下，低管电压结合自适应统计迭代重建算法可以降低图像噪声，提

高图像质量，同时可以降低患者辐射剂量。 

  

 

 
EP-0945 

影响哮喘患者螺旋 CT 小气道定量参数的临床指标分析 

 
李美娇,王晓华,朱巧,常春,王娟,梁瀛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00191 

 

 

目的 探讨影响哮喘患者螺旋 CT小气道定量参数的临床指标 

方法 纳入 2014年 11月至 2016年 12月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门诊确诊哮喘患者 20人，均行 64

排螺旋 CT、肺功能检查、诱导痰细胞学检测、血清瘦素及 IgE水平测定，记录发病年龄、

BMI、哮喘控制测试（ACT）及全球哮喘防治创议（GINA）分级、吸烟史。选择右肺上叶尖段、

中叶外侧段及下叶后基底段，左肺上叶尖后段尖分支及上舌段、下叶后段共 6支 6级气道远

端、测量经体表面积（BSA）校正的气腔直径（LD）、气腔面积（Ai）、气道壁厚（WT）及气

道壁面积百分比（WA%）, 取 6支小气道测量平均值。比较发病年龄≤12 岁与＞12岁组间、超

重（BMI≥25）与非超重（BMI＜25）组间、ACT 完全或良好控制组与未控制组间 、GINA控制

或部分控制组与未控制组间、吸烟与不吸烟组间、诱导痰嗜酸细胞百分比（Eos%）＞3%与＜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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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间小气道 CT定量参数组间差异。同时分析小气道 CT定量参数与 ACT评分、肺功能

FEV1/FVC及 FEV1%、血清瘦素及 IgE水平的相关性。 

结果 发病年龄≤12 岁组、吸烟组、诱导痰 Eos%＞3%组 LD 及 Ai值均更低(P均＜0.05)。LD及

Ai与 FEV1/FVC(r=0.546、0.601,P均＜0.05)及血清瘦素（r=0.663、0.526,P均＜0.05)存在

正相关，且均与诱导痰 Eos%存在负相关(r=-0.798、-0.761，P均＜0.05)。WT、WA%均与

FEV1/FVC（r=-0.574、 -0.750，P均＜0.05）及 FEV1%（r=-0.468，-0.531，P均＜0.05）间

存在负相关。而 LD、Ai、WT、WA%在其他分组间差异、与其他临床指标相关性无 i统计学意

义。 

结论 小气道部分 CT定量指标受哮喘发病年龄、吸烟、诱导痰 Eos%、瘦素影响，并肺功能存

在相关性，可为临床评估哮喘患者病情提供指导。 

 

 
EP-0946 

Preliminary Experience of Quantitative Diffusion 

Weighte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or the Detection 

of Abnormal Myocardium and Cardiac Fibrosis in 

Patients with Hypertrophic Cardiomyopathy 

 
chen binghua,Wu Lianming,An Dong Aolei,Wu Rui,Shi Ruoyang,Xu Jianrong 

Renji Hospital of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00127 

 

Objectives: To assess the diagnostic performance of quantitative measurements of 

the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ADC) of the myocardium on 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 (DWI) in patient with HCM. 

Methods: Forty patients (23 males; mean age 54±15 years) with hypertrophic 

cardiomyopathy（HCM） and a control group of 27 healthy adults (12 males; mean age 

38±20 years) underwent DWI (b=0,150s/mm2), late gadolinium enhancement (LGE) and 

balanced turbo field echo in the same short axis plane during 3.0T cardiac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CMR). LGE was used as the reference standard to 

evaluate cardiac fibrosis. The myocardium of HCM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hypertrophic with and without LGE. ADC values were measured quantitatively. 

Statistical analyses were performed with nonparametric Wilcoxon tests and areas 

under the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AUC ROC) were calculated. 

Results: The ADC values of hypertrophic myocardium and two specific regions in HCM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Z=-4.60,p=0.00)、(Z=-

4.03,p=0.00) and (Z=-4.09,p=0.00).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ADC 

among HCM patients with and without LGE （Z=-0.03，p=0.97). The AUC in HCM with 

LGE was 0.79（p<0.0001）with 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 of (0.68-0.88). With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cutoff value of 0.76x10
-2
 mm

2
/s）of 75% and 74%,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Quantitative measurements of ADC on DWI can be a reliable sequence in 

the assessment of the abnormal myocardium in patients with H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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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947 

双能量 CT 鉴别肺良恶性病变的价值：初步经验 

 
宋倩倩 

厦门市第二医院 361021 

 

目的：初步探索双能量 CT各期碘浓度值鉴别肺良恶性病变的价值。 

方法：搜集 2016.9-2017.5 共 43例患者（29名男性，平均年龄 57.4岁），行胸片或胸部 CT

平扫检查肺野中外带怀疑肿瘤性病变；所有患者均在宝石能谱 CT成像（GSI）模式下行两期

DECT检查。两名有经验的影像诊断医师双盲法测量病灶动脉早期及延迟期碘浓度值

（mg/cm³）。根据病理诊断结果分为良性病变及恶性病变两组，采用两独立样本 t-检验和

levene检验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1.病理诊断结果显示良性病变 17例，恶性病变 26例。其中良性病变包括肺炎 10例，

肉芽肿性炎 2例，真菌感染 2例，结核 1例，良性肿瘤 2例，以上良性病变均为实性病灶；恶

性病变包括肺原发恶性肿瘤 24例，转移瘤 2例，以上恶性病变中 20例为实性病灶，6 例为磨

玻璃样病灶。 

2.肺良、恶性病变平扫期碘浓度值测量具有显著差异（4.0±1.7mg/cm³和 7.9± 6.8mg/cm³，

P=0.024），动脉早期和延迟期碘浓度值测量不具有显著差异（13.3±6.6，16.2± 9.8，

P=0.287和 12.2±4.3，16.1±8.4，P=0.085）。 

结论：双能量 CT平扫期碘浓度值对鉴别肺良恶性病变具有一定价值。 

  

 

 
EP-0948 

螺旋 CT 增强扫描评价食管癌分化程度的价值 

 
李月月,龙晚生 

江门市中心医院 529030 

 

 目的：探讨螺旋 CT 增强扫描评估食管癌病理分化程度的价值。方法：回顾分析 81 例经术

后病理证实的食道癌患者临床资料，依据病理分化程度分为高、中、低分化组。分别于 CT平

扫及增强扫描测量病灶 CT值，并计算病灶强化程度。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不同分化程度

食管癌强化程度的差异。结果：高、中、低分化食管癌患者的静脉期强化程度分别为

（28.75±14.89）、（39.00±15.06）、（44.58±14.13）HU，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其中高分化与低分化、中分化与低分化食管癌的强化程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结论：螺旋 CT 增强扫描对食管癌病理分化程度的评估有重要临床价值。 

 

 
EP-0949 

急性主动脉壁间血肿的多层螺旋 CT 血管造影影像学表现和诊

断价值 

 
陈相猛,龙晚生,李卓永,张朝桐,罗学毛,兰勇,金志发 

中山大学附属江门医院 529030 

 

目的 探讨急性主动脉壁间血肿（AAIH）的 MSCTA影像学特征和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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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回顾性分析临床确诊 76例 AAIH患者的主动脉 MSCTA 检查资料，依据 Stanford 分型分

为 A型和 B型，比较不同 Stanford分型 AAIH的影像学表现有无差异。根据患者随访期间的不

同变化分为进展组与稳定和缓解组，分析进展的相关因素。所有结果均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Stanford  A型 27 例（35.5%），B型 49例（64.5%）。A型、B型壁间血肿最大厚

度、溃疡类病变、局灶性强化、胸腔积液上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Z=-0.788，χ2
=0.441，

χ2
=0.383 

χ2
=0.338， P＞0.05）。A型、B型溃疡类病变的深度分别为（2.8±2.9） mm、

（2.5±3.3） mm，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2.345，P =0.019）。心包积液 15例（19.7%），

A型 12例多于 B型 3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
=16.138；P <0.001）。41例 AAIH患者短

期随访，进展组 20例，稳定和缓解组 21例。单因素分析显示，进展组与稳定和缓解组在溃疡

类病变、溃疡深度、胸腔积液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
= 9.227，Z=-2.689，χ2

=4.111；

P <0.05）；在 Stanford 分型、壁间血肿厚度、局灶性强化、心包积液上的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χ2
=1.453, Z=-0.874,χ2

=0.006, χ2
=1.733，P＞0.05）。将单因素分析中有统计学

意义的指标纳入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溃疡类病变是影响 AAIH的独立不良预测因

子。 

结论  AAIH在 MSCTA上表现为平扫密度较高、增强没有强化的环形或新月形增厚主动脉管

壁。溃疡性病变是影响 AAIH 进展的独立危险因素。AAIH早期需要密切随访，监测有无进展。 

  

 

 

EP-0950 

肺内孤立性纤维瘤 CT 征象与病理对照分析 

 
张雪梅,李邦国,王梦,吴硕,程念岚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563003 

 

目的 探讨肺内孤立性纤维瘤(SFT)的多层螺旋 CT(MSCT)征象，结合临床资料及病理特点，提

高对孤立性纤维瘤的认识和诊断水平。 

方法 搜集本院 2011年 9月至 2017年 2月间经手术病理证实、临床及影像学资料完整的 6例

肺内 SFT，其中男 3例，女 3例；年龄 38～58岁，平均 49.5岁。偶然或体检发现 3例，胸痛

3例。6例 SFT均行 CT平扫加增强扫描及手术切除。结合临床资料，对 6例肺内 SFT的影像学

征象进行回顾性分析，并与手术及病理结果进行对照分析。 

结果 6例 SFT中，肿块位于右肺上叶 2例，右肺中叶 2例，左肺上叶 2例，肿块最小者体积

约 23×15×14 cm
3
，最大者体积约 20×10×10 cm

3
。MSCT 均表现为边界清楚的卵圆形或类圆

形孤立性肿块，3例合并肺不张。CT平扫 3例密度均匀，以软组织密度为主，1例肿块有出

血，1例肿块内见脂肪密度。增强扫描 5例呈“渐进性强化”或“延迟强化”，1例呈轻度不

均匀强化。病理光镜下见肿瘤组织主要由不同程度增生的梭形细胞及胶原纤维构成，呈席纹

状、编织状排列。胞质淡红染，1例内见少量异性细胞，5例无明显核异型性。细胞间质血管

丰富，可见薄壁“鹿角状”的分支血管。免疫组化:Vimentin、CD34、Bcl-2、CD99均为阳

性。 

结论 肺内 SFT的 MSCT表现具有一定特征性，多表现为肺内孤立性肿块，边界清楚，增强扫

描多呈“渐进性强化”或“延迟强化”特点。掌握其 MSCT 影像学特点，可为诊断肺内 SFT提

供依据，但确诊仍需要结合病理诊断。MSCT可以对 SFT进行定位,并判断肿瘤与周围组织的关

系,为手术方案的选择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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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951 

嗜酸性肉芽肿性多血管炎的胸部 HRCT 影像特征 

 
林晓锋,曾庆思,黎剑宇,刘琴,张清玲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510120 

 

目的 研究嗜酸性肉芽肿性多血管炎（EGPA）的肺部 HRCT 表现。方法 对我院临床确诊的 96

例 EGPA病人进行 HRCT征象及临床资料的回顾性研究。结果  96 例 EGPA最常见的肺部

HRCT征象包括支气管壁增厚（97%）、呼气相空气潴留征（98%）、肺纹理增多征（91%）、多

发磨玻璃影（75%）、小叶中心结节（67%）、树芽征（65%）、结节影（49%）、支气管粘液栓

（49%），小血管纹理增多征（44%）。较常见的征象包括实变影（39%）、支气管扩张

（39%）、肺气肿（36%）。将 EGPA的病变分布特征分成随机分布 68例与非随机分布 22例，

随机分布出现支气管壁增厚、肺纹理增多征、小叶中心结节、树芽征、支气管粘液栓及支气管

扩张较非随机分布多，并差别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随机分布在 DLCO （%，

predicted）中的均数较非随机分布降低；在 RV/TLC中的中位数较非随机分布高，且差别具有

统计学意义（P＜0.05）；将 EGPA的 HRCT分型分成气道型 57例、肺气腔型 18例及混合型 21

例。肺气腔型在 PEF（% predicted）中的均值及 MMEF（% predicted）中的中位数均较气道型

及混合型高，且差别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对 EGPA的临床资料和 HRCT征象进行

综合分析，能够提高 EGPA的诊断效能。 

 

 
EP-0952 

探讨双源 CT 双能量扫描对 PCI 术后支架内再狭窄诊断价值 

 
何秀超,郭顺林,梁莉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730000 

 

目的：探讨双源双能量 CT扫描对 PCI术后支架再狭窄的诊断价值；方法：收集 2015年 12月

至 2016年 12月在兰州大学第一医院行双源双能量 CT扫描和 CAG的 PCI术后复诊 86例患者，

共 152枚支架。5分半定量方法对图像质量评估，Spearman 等级相关分析其影响因素；双源双

能量 CT扫描定性、定量和两者结合诊断冠状动脉支架再狭窄敏感度、特异度和准确度比较采

用卡方检验；双源双能量 CT扫描碘图测量值采用 Bland-Altman检验，对不同部位 nIC 值比较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VA）；SPSS Statistics version 21.0 及 MedCalc 软件处

理，P<0.05认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结果：扫描所得 86幅冠状动脉 CT血管造影的图像质

量评分范围约 1-4分，平均 1.86±0.78 分。双源双能量 CT扫描定性分析、定量和两者结合对

冠状动脉支架再狭窄显著性狭窄的敏感度、特异度、阳性似然比、阴性似然比、阳性预测值、

阴性预测值及诊断准确性分别为 67.74%、96.68%、20.49、0.33、84%、92.13%、90.79%，

58.06%、92.56%、7.81、0.45、66.67%、89.60%、85.53%和 83.37%、92.56%、11.28、0.17、

74.29%、95.73%、90.79%，与冠状动脉造影所得结果比较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双源

双能量 CT扫描可清晰显示支架的解剖位置及支架内官腔的充盈情况，并能够较准确的对支架

再狭窄进行分度、分级，明确再狭窄的原因及累计范围；可得到清晰的碘分布图，通过测量支

架内碘含量，较大程度的提高了其诊断支架再狭窄的敏感度，但其高假阳性导致特异度有所下

降；初步实现了 CT对支架再狭窄的定量分析，并为支架腔内斑块性质以及心肌缺血判断的定

量分析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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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953 

贝伐单抗介导的抗血管生成治疗对于肺腺癌细胞移植瘤模型

血管参数的影响 

 
邹勤,李琼,刘士远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200003 

 

 

目的：探讨贝伐单抗抗血管生成治疗对移植瘤模型新生血管定量参数随时间的变化的影响。 

方法：构建 A549肺癌移植瘤模型，当肿瘤生长至合适体积，随机分组，实验组采用 15mg/kg

体重贝伐单抗，对照组采用同体积生理盐水干预，每周注射两次（周二、周五），于注射一周

后的下一个周一记为第 1天，于第 2、5、9、12、16天取肿瘤标本，micro-fil对比剂灌注，

脱水，并采用 micro-CT成像并进行定量参数采集。 

结果：对照组肿瘤体积、血管体积、血管节点总数随时间推移而不断增加、血管体积分数呈先

增多后减小的改变，血管节点密度，呈持续减少的改变；实验组肿瘤体积、血管体积、血管体

积分数及血管节点总数没有显著统计学差异，但是血管节点密度先减少，后增多的改变；两组

对比，对照组在肿瘤体积、血管体积、血管节点总数上明显高于实验组；在同一时间节点上，

两者血管体积分数没有明显的统计学差异，血管节点密度，实验组随时间的推移高于对照组，

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贝伐单抗可以显著抑制肿瘤新生血管的生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肿瘤的生长；平均

为血管密度可能不具有反映肿瘤治疗预后的作用；血管节点密度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肿瘤治

疗的预后。 

 

 
EP-0954 

Myocardial fibrosis evaluated by 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 and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three-dimensional 

global contractile 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hypertrophic cardiomyopathy 

 
Wu lianming,Wu Rui,An Dong Aolei,Shi Ruo-Yang,Chen Bing-Hua,Xu Jian-Rong 

Renji Hospital，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00127 

 

Objective:Previous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 (DWI) is 

sensitive to myocardial fibrosis in ischemic and non-ischemic cardiomyopathy. 

Despite this sensitivity, its prognostic value for diffuse myocardial fibrosis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the contractile function is still not investigated. We explore 

the prognostic value of the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ADC) for detecting 

diffuse myocardial fibrosis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dysfunction of global 

contractile function in HCM. 

Methods: A total of 45 HCM patients (25 male; 52 ±10 years) and 20 controls 

without previous cardiovascular disease (9 male; 50 ± 6 years) underwent a 3.0-T 

cardiac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CMR). The CMR sequences included cine, T1 

mapping, and 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 (DWI). The mean T1 value, ADC, 

extracellular volume (ECV) and three-dimensional (3D) CMR tissue tracking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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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circumferential (GCS), longitudinal (GLS) and radial strain (GRS) and 

strain rate were determined for each subject. 

Results: The value of ECV was 23.6 ± 3.0% for control. ECV ≥ 29.6% and ECV < 

29.6% groups were classified based on the ECV values (+2SD) of control subjects. 

ADC values in the ECV ≥ 29.6%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compared to the 

ECV< 29.6% group, (2.63 ± 0.23 μm
2
/ms vs. 2.18 ± 0.28 μm

2
/ms). ADC values were 

linearly associated with ECV values (R
2
=0.62) in HCM patients. The 3D GCS, GLS, 

GRS, GCSR, GLSR and GRSR in the ECV ≥ 29.6%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impaired 

compared to the ECV< 29.6% group. ADC values were linearly associated with 3D GCS, 

GLS, GCSR, GLSR and GRSR (R
2
 = 0.33, R

2
 = 0.30, R

2
 = 0.18, R

2
 = 0.14, R

2
 = 0.24,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Impairment of contractile function in HCM is predominantly associated 

with the contrast-free ADC value, which is a feasible alternative to ECV for the 

identification of myocardial fibrosis in patients with HCM. 

  

 

 
EP-0955 

双能量 CT 扫描对周围性肺栓塞的诊断价值 

 
赵志伟,杨涛,袁劲松,柯岩,杨亚刚,盛炼,余开湖 

咸宁市中心医院 437100 

 

双能量 CT扫描对周围性肺栓塞的诊断价值 

目的: 

探讨双能量 CT扫描对周围性肺栓塞诊断的准确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6年六月至 2017年五月确诊为肺栓塞 27例病人共 53个周围性栓塞区。分

别由两位放射科医师在不同的阅读时间段独立阅读所有病例。分别基于两种方法 a.周围横断

图像结合重建图像;b.归一化的灌注图像结合重建图像（MIPS）分析。 

结果： 

两种方法分析阅读，方法一（周围横断图像结合重建图像）对于完全性梗阻的诊断准确性为

81.1%，方法二（归一化的灌注图像结合重建图像（MIPS））的诊断准确性明显提高 18.9%。

方法一（周围横断图像结合重建图像）对于部分性缺损（包括中央性缺损）诊断准确性为

64.2%，方法二（归一化的灌注图像结合重建图像（MIPS））的诊断准确性明显提高 35.8%。 

结论： 

双能量 CT灌注缺损区的观察可以明显提高周围性肺栓塞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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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956 

基于体素的空气潴留定量测量方法的建立及初步临床应用 

 
梁志冉

1
,师美娟

2
,佟佳音

1
,李辉安

3
,金晨望

1
,郭佑民

1
 

1.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2.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安康市中心医院 

 

目的  建立并验证基于体素的空气潴留定量检测方法，并初步探讨其在 COPD的诊断价值。 

方法 自“数字肺
TM
”多研究中心连续纳入行深呼、吸气末 CT扫描的 53名无症状青年志愿者

和 22名 COPD患者。针对无症状青年人群，采用 Spearman 检验方法比较基于体素和常规阈值

两种方法所测定量参数与肺功能的相关性；针对 COPD患者，观察 GOLD分级一致的患者其空气

潴留、肺气肿分布和程度差异性。 

结果  无症状青年人群中存在不同程度空气潴留，新方法不仅所测定空气潴留、肺气肿参数

值与肺功能的相关性均高于常规阈值法。且可将 GOLD分级一致的 COPD 患者，进一步分为小

气道病变为主、肺气肿为主和混合三种亚型。 

结论  基于体素的空气潴留定量测量方法不仅具有较高灵敏性和准确性，且能为 COPD诊断提

供影像学表型，为临床诊疗提供辅助决策。 

 

 
EP-0957 

Gen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new blood vessels in 

different types of lung cancer xenograft models 

 
zou qin,Li Qiong,Liu Shiyuan 

The Secon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200003 

 

 

purpose: To compare the quantitative parameters of neovascularization between two 

lung cancer xenografts with different VEGF expression levels. 

Methods:To construct the A549 and Calu-6 xenograft model, Micro-fil was used as 

a vascular contrast agent for perfusion. Dehydration. Using Micro- CT to analysis 

quantitative parameters of neovascularization in 7,10,13,16,19 day 

of transplanted tumor models.  

Result: The tumor volume, volume of blood vessel and the total number of nodes in 

the two cell models were consistent with each other respectively, and increased 

with the time increasing. However, the density of blood vessel nodes and the mean 

MVD of tumor tended to decrease gradually with the time increasing. To compare two 

kinds of cells, the high expression level VEGF xenograft model Calu-6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VEGF low expression level of A549 cells in 

tumor volume, tumor volume, tumor node density at the same time, but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n the mean MVD of 

tumor, the density of blood vessel nodes as time gose on. 

Conclusion: VEGF may affect the blood vessels of different tumor cells and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malignant degree. The higher degree of malignant tum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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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re prone to mismatch vascular and tumor volume growth. The average MVD of 

tumor may be of little significance to reflect the degree of malignancy. 

 

 

EP-0958 

Prediction of myocardial fibrosis in patients with 

HCM by assess region myocardial strain using CMR 

feature tracking 

 
Zhang Yu,Chen Hui,Li Zhiyong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Dalian Medical University 116011 

 

Objective: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identify an association between left 

ventricular region myocardial strain using cardiovascular magnetic resonance 

feature tracking (CMR-FT) and areas of late gadolinium enhancement (LGE) in 

patients with HCM, and with the ultimate goal of predicting myocardial 

fibrosis by assess region myocardial strain. 

Methods: 10 patients (age 23-77 years, mean age 59.7±10.76 years; 1 male, 

9female) with HCM confirmed by ultrasound underwent 3.0 T MR. 2-chamber long 

axis, 4-chamber, and short axis cine sequence as well as late gadolinium 

enhancement images (LGE) were scanned . Meanwhile, 10 normal volunteers (age 44-

64 years, mean age 53.85±7.88 years; 11 male, 2 female) also underwent cine CMR 

at 3.0 T. Fibrosis was defined based on LGE CMR with grey-scale threshold of 

4 standard deviations above the mean signal intensity of the normal remote 

myocardium. Global and segmental strain was determined quantitatively by CMR-FT 

analysis according to 16 segments  by Circle Cardiovascular Imaging 42 

software by outlining the endocardium and epicardium in the left ventricular 

short axis, two chamber long axis and four chamber cine image. The radial strain, 

circumferential strain and longitudinal strain between both groups was 

analyzed by SPSS 22.0 software. 

Results: The radial strain, circumferential strain and longitudinal strain of the 

left ventricular segmental myocardium with HCM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matched segmental myocardium in normal control group (25.88±12.48, VS. 

43.81±9.32, P=0.11; -14.1911±3.25, VS. -17.97±2.22, P=0.11; -12.04±2.01, VS. -

15.62±3.50, P=0.14). In addition, radial peak strain was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fibrosis extent (r=-

0.441,P<0.0001).Abnormal strain segmental myocardium could detect LGE-

determined myocardial fibrosis with a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of 100%. 

Conclusion: This study shows that decreased global and segmental 

myocardial strain could be analysed by CMR-FT in patients. In 

addition, myocardial strain may decrease with increasing myocardial 

fibrosis extent. This CMR-FT is a promising potential role in predicting and 

assessing relevant fibrosis for those patients who especially are allergic to 

gadolin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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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959 

血管集束征在磨玻璃密度肺结节定性诊断中的价值研究 

 
曹琪琪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200025 

 

目的：评价血管集束征在磨玻璃密度肺结节定性诊断中的价值。 

方法：回顾性分析在我院经手术病理证实、直径 5-20mm的 136个磨玻璃密度肺结节（ground-

glass nodule，GGN）的动态增强 CT表现，包括良性结节 20个及恶性结节 116个（浸润前病

变 PL32个，微浸润腺癌 MIA31个，浸润性腺癌 IAC53个）。所有患者均在双源 CT上行胸部增

强 CT扫描。观察、比较 SPN 血管集束征的出现率。将血管集束征分为两型：I型，肺动脉异

常；II型，肺静脉异常。用卡方检验或者确切概率法比较 I、II型血管集束征在良、恶性结

节及不同浸润程度结节中的差异。 

结果：在动态增强 CT扫描上，SPN中血管集束征的显示率为 53.68%（73/136），恶性结节高

于良性结节(57.76%[67/116] vs30.00%[6/20]，P=0.021)。I型在良、恶性结节中发生率无统

计学差异(10.00% [2/20] vs 13.79%[16/116],P=0.644)。在恶性结节不同病理亚型中，I型

亦无统计学差异(PL12.50% [4/32]，MIA25.81% [8/31]，IAC7.55%[4/53]，P=0.062)。II型

在恶性结节中发生率高于良性结节(43.97%[51/116] vs20.00% [4/20]，P=0.044]。且随着病

变级别的增加，II型发生率增高(PL21.88% [7/32]、MIA25.81%[8/31]、IAC67.92% 

[36/53]，P＜0.001)，在 IAC中发生率最高。在 II型中，IAC与 PL、MIA均存在统计学差异

(P＜0.001，P＜0.001)，而在 PL与 MIA间无统计学差异(P=0.714)。 

结论：血管集束征出现率对鉴别肺结节良恶性具有临床应用价值，当磨玻璃结节为浸润性腺癌

时出现血管集束征的几率更高。 

 

 
EP-0960 

冠状动脉血管密度梯度参数对伴收缩期压迫的 

心肌桥的诊断价值 

 
谢元亮

1
,王翔

1
,许乙凯

1
 

1.武汉市中心医院 

2.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目的  探讨基于 CCTA数据建立的校正后冠状动脉血管密度梯度参数对有显著性收缩期压迫的

心肌桥的预测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07例行 CCTA 和 ICA检查的 LAD心肌桥病例，以

ICA为金标准，测量冠脉腔内强化梯度(TAG）及其校正值（TAGstandardized、壁冠状动脉血管密度

差异（MCA-COD）、心肌桥长度，比较收缩期无压迫、轻度压迫、显著性压迫心肌桥组间差

异，ROC分析 TAG、TAGstandardized、MCA-COD对收缩期压迫的心肌桥的诊断价值。  结果  ⑴收

缩期无压迫、轻度压迫、显著性压迫心肌桥组 TAG(HU/10mm)分别为-14.0±4.8HU、-

17.7±5.6HU 和-22.8±8.3HU；TAGstandardized(10 -2 /10mm)分别为-3.8±1.2、-4.4±1.4 和-

6.3±2.0；MCA-COD (10 -2 /10mm)分别为 9.5±10.2、12.6±10.0 和 29.1±10.6；

TAGstandardized和 MCA-COD显著压迫组与轻或无压迫组有显著性差异（P<0.05），无压迫组与轻度

压迫组无显著性差异（P>0.05）；⑵显著收缩压迫心肌桥，MCA-COD (AUC 0.89) 比

TAGstandardized(AUC 0.83) 及心肌桥长度 (AUC 0.76)具有更高的诊断价值；MCA-COD和

TAGstandardized (AUC 0.94)联合显著高于单一指标（P<0.01）。 结论  MCA-COD和 TAGstandardized 联

合作为一种无创性的冠脉检查 CCTA指标，能够较准确地预测收缩期有显著压迫的心肌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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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961 

双源 CT 冠脉成像对心肌桥诊断的优势及临床价值 

 
刘姝兰,斯光晏,何其舟,欧光乾,杨彬,徐燕能,余飞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 646000 

 

目的：探讨双源 CT冠脉成像对心肌桥诊断的优势、心肌桥与其近端冠脉粥样斑块的相关性。

方法：对 2014年 1月至 2015 年 1月期间行双源 CT冠脉成像的 338例病患进行统计，其中男

性患者 184人，女性患者 154人，年龄范围为 25-85岁，平均年龄约 60.8岁，统计双源 CT对

心肌桥的检出率及心肌桥的好发部位。同时间段短期内先后行双源 CT冠脉成像与冠状动脉造

影的 62例患者进行研究，对比其对心肌桥的检出率。分析双源 CT冠脉成像中左冠状动脉前降

支有心肌桥组与无心肌桥组（分别 143例），其近段血管的斑块情况及管腔狭窄程度。结果：

在 338例患者中双源 CTA检出心肌桥 153例，共 206段壁冠状动脉，检出率为 45%，其中检出

左冠状动脉前降支近段为 19段、中段为 119段、远段为 48段，左冠状动脉回旋支近段为 3

段、中段为 5段、远段为 6段，对角支为 5段、钝缘支为 1段，其发生率分别为 9.2%、

57.8%、23.3%、1.5%、2.4%、2.9%、2.4%、0.5%。在 62例先后行双源 CT冠脉成像及冠状动脉

造影的患者中，双源 CTA检出心肌桥 23例，共 26段壁冠状动脉，冠状动脉造影检出 6例，共

6段壁冠状动脉，以病例数为准其检出率分别为 37.1%、9.7%，具有明显统计学差异

(P<0.001)。左冠状动脉前降支有心肌桥组其近段血管检出正常为 35例（24.4%）、管壁有粥

样斑块及管腔正常为 58例（40.5%）、管壁有粥样斑块及管腔狭窄为 50例（34.9%），而无心

肌桥组分别为 98例（68.5%）、35例（24.4%）、10例（6.9%），有心肌桥组检出粥样斑块更

多及管腔狭窄程度更严重，具有明显统计学差异(P<0.001)。结论：双源 CT的时间分辨率及空

间分辨率高，并具有强大的图像后处理技术，对心肌桥的检出率明显优于冠状动脉造影。双源

CT冠脉成像检查方便、无创且价格适中，已成为临床诊断心肌桥的重要检查方法之一。 

 

 

EP-0962 

等渗低浓度对比剂支气管动脉能谱 CT 成像的初步研究 

 
庄玉慧,葛莹,李智勇,刘爱连,刘义军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6011 

 

目的：探讨等渗低浓度对比剂支气管动脉能谱 CT成像的可行性，并寻找最佳单能量范围。材

料与方法：研究收录了应用等渗低浓度对比剂（270 mgI/ml）行能谱 CT增强扫描，及应用次

高渗对比剂（300 mgI/ml）行常规 CT增强扫描的各 30例患者。寻找 270组最佳单能量范围。

分别对 270最佳单能量组和混合能量组、300组行支气管动脉重建，并做出图像质量的主观评

分。采用 Kappa检验对主观评分进行一致性检验。采用配对样本 t检验对主观评分、支气管动

脉 CT值、SNR、CNR进行差异性比较。计算 270组及 300组的摄入总碘量。结果：270组最佳

单能量范围 57～60 keV。270最佳单能量组主观评分显著高于混合能量组，支气管动脉 CT

值、SNR、CNR均显著高于混合能量图像组（P＜0.05),与 300组均无统计学差异（P＞
0.05）。270组总碘量较 300 组降低了 10％。结论：等渗低浓度对比剂最佳单能量图像，可以

获得与次高渗浓度对比剂基本等同的支气管动脉图像，显著降低了人体碘摄入量，减少肾毒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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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963 

不同临床分型系统性硬化症相关肺间质疾病的 

HRCT 表现及临床特点 

 
孙凤

1
,舒政

1
,邹晓刚

1
,陈雯

1
,孙凤

1
,舒政

1
,邹晓刚,陈雯

1
 

1.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上海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2.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上海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摘要】目的：探讨不同临床分型系统性硬化症肺间质疾病（systemic sclerosis 

interstitial lung disease，SSc-ILD）的 HRCT影像表现及临床特点。方法：收集 2010 年 1

月至 2016年 6月于上海市中西医结合医院风湿科收治且确诊 SSc-ILD患者 247例，根据 SSc

患者的皮肤累及范围,将 SSc-ILD分为两组，局限型 SSc（limited cutaneous systemic 

sclerosis，lcSSc）131例，弥漫型 SSc（diffuse cutaneous systemic sclerosis, dcSSc）

116例，对比分析两组的临床特点、实验室检查及 HRCT影像学表现。结果：lcSSc组临床呼吸

系统症状发生率低于 dcSSc 组，lcSSc组病程长于 dcSSc组，lcSSc组的抗 Scl-70抗体阳性率

低于 dcSSc组，lcSSc组的抗着丝点抗体阳性率高于 dcSSc 组；SSc-ILD HRCT异常征象包括：

磨玻璃影、小叶间隔增厚、胸膜下弧线、小结节、支气管血管束增粗、网格影、蜂窝征及囊状

影，lcSSc与 dcSSc两组中磨玻璃影、小叶间隔增厚、胸膜下弧线、小结节、网格影这些 HRCT

异常征象发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不同临床分型的 SSc肺间质疾病 HRCT

影像表现及临床具有一定的特点，重视 SSc-ILD患者临床与影像的系统评估，有助于疾病的诊

断。 

 

 

 
EP-0964 

基于 CT 定量对间质性肺疾病患者肺体积的研究 

 
沈聪,郭佑民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710061 

 

目的：探讨肺间质性疾病（Interstitial Lung Disease, ILD）患者与正常人肺体积的差异。

方法：回顾性收集 2013～2016年底我院确诊为 ILD的患者 227例（男 117，女 110），并收集

相同时间段内至我院体检的健康成人共 331人（男 187，女 144），以上被试均行胸部 CT平

扫。使用“数字肺”肺体积自动测试工具得到全肺及各肺叶体积，比较 ILD患者与正常人肺体

积的差异。结果：ILD男性的全肺、右肺、左肺、右上、右中、右下、左上、左下肺体积(ml)

较正常男性均明显缩小（3331.0±1058.5 vs 5145.1±884.6, 1790.2±577.2 vs 

2775.7±463.7, 1540.7±545.4 vs 2369.4±445.3, 785.7±323.8 vs 1100.5±213.8, 

382.9±150.8 vs 505.0±120.2, 617.4±302.5 vs 1199.5±284.1, 905.4±327.0 vs 

1304.8±230.2, 638.3±326.9 vs 1064.6±280.8, 均有 p＜0.001）。ILD女性的全肺、右

肺、左肺、右下、左上、左下肺体积(ml)较正常女性均明显缩小（2986.4±1092.6 vs 

3679.7±736.9, 1642.1±588.8 vs 2002.1±398.8, 1344.3±535.0 vs 1692.5±360.4, 

547.6±268.3 vs 895.0±247.6, 830.2±358.6 vs 913.5±190.8, 519.3±276.7 vs 

779.3±228.2, 均有 p＜0.001），右上肺、右中肺体积(ml)较正常人无明显差异

（762.6±349.2 vs 741.1±151.7, 337.1±153.0 vs 366.0±93.5, p＞0.05）。结论：除女

性右上及右中肺外，ILD患者较正常人全肺体积及各肺叶体积均明显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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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965 

基于 CT 定量对间质性肺疾病患者肺密度的研究 

 
王君

1
,沈聪

1
,许欣

1,2
,郭佑民

1
 

1.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汉中市中心医院 

 

目的：探讨肺间质性疾病（Interstitial Lung Disease, ILD）患者与正常人平均肺密度

（Mean Lung Density, MLD）的差异。方法：回顾性收集 2013～2016年底我院确诊为 ILD的

患者 227例（男 117，女 110），并收集相同时间段内至我院体检的健康成人共 331人（男

187，女 144），以上被试均性胸部 CT平扫。使用“数字肺”肺密度测试工具得到全肺及各肺

叶 MLD，比较 ILD患者与正常人以上指标的差异。结果：ILD男性患者全肺、右上叶、右中

叶、右下叶、左上叶、左下叶 MLD(HU)较正常男性均明显升高（-739.07±80.36 vs -

829.55±25.47, -763.01±83.36 vs -838.13±22.11, -757.93±79.51 vs -850.15±21.54, 

-671.42±102.06 vs -810.91±35.70, -760.89±76.28 vs -840.59±23.92, -

680.80±103.34 vs -804.13±39.01, 以上差别均有 p＜0.001）。ILD女性患者全肺、右上

叶、右中叶、右下叶、左上叶、左下叶 MLD(HU)较正常女性均明显升高（-748.68±67.70 vs 

-808.46±37.99, -772.54±76.83 vs -818.87±33.18, -764.96±70.52 vs -828.31±31.13, 

-675.89±97.46 vs -790.54±50.98, -764.86±80.53 vs -818.92±35.67, -676.11±98.81 

vs -785.49±52.56, 以上差别均有 p＜0.001）。结论：MLD是评价 ILD患者病变的一个敏感

指标。 

 

 

EP-0966 

Correlation between Aortic Valve Calcification and 

Coronary Plaque Characteristics of coronary CCTA 

performed on Revolution CT 

 
Lu Xuefang,Yang Zhaohui,Wen Zhi 

Renmin Hospital of Wuhan University 116001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aortic valve calcification（AVC）

and coronary plaque character of coronary CTA （CCTA）performed on GE Revolution 

CT.  Methods  There were total 110 patients with suspected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were enrolled ( M/F 60/50;  62.5 ± 5.5 y), CCTA was performed.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AVC group（n=55）and control group（n=55）. The coronary 

arteries were segmented according to the guideline of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and the aortic valve and valve area of AVC group were measured and 

evaluated.  Results Aortic valve calcification in AVC group was associated with 

the occurrence of calcified or mixed plaque in the proximal segment of anterior 

descending branch (r = 0.298, p <0.001). However, there was no correlation between 

aortic valve calcification in AVC group and calcified or mixed plaque in the other 

artery segments (p>0.05). 

Conclusion Aortic valve calcification occurrence was found associated with the 

occurrence of calcified or mixed plaque in the proximal segment of anterior 

descending branch of coronary CCTA performed on Revolution 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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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967 

Effects of bevacizumab-mediated anti-angiogenic 

therapy on vascular parameters in lung adenocarcinoma 

xenograft model 

 
zou qin,Li Qiong,Liu Shiyuan 

The Secon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200003 

 

Purpos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bevacizumab on angiogenesis parameters in 

transplanted tumor models.  

Methods: To construct of A549 lung cancer xenograft model. When tumors grew to 

the appropriate size,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15mg / kg body weight bevacizumab and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the same volume of saline. To injection twice a 

week(tuesday, friday). The next Monday after the injection is recorded for first 

day. Tumor samples were taken at day 2,5,9,12,16. Micro-fil contrast medium was 

perfused. Dehydration. Using Micro-CT for imaging and acquiring quantitative 

parameters.  

Result: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tumor volume, blood vessel volume and total 

number of vascular nodes increased as time goes on, the mean MVD was increased 

first and then decreased and the density of vessel nodes decreased 

continuously.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there are no statistically different in 

the volume of tumor, the volume of blood vessel, the mean MVD and the total number 

of blood vessel nodes, but the density of blood vessel nodes decreased first and 

then increased. Compared with the experimental group, the volume of tumor, the 

volume of blood vessel and the total number of vascular node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t the same time,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mean MV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nd 

the density of vascular node in experimental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control 

group as time goes on. 

Conclusion: Bevacizumab can significantly inhibit tumor neovascularization and 

growth to a certain extent. Mean vascular density may not reflect the prognosis 

of tumor treatment. The density of vascular node may reflect the prognosis of 

tumor treatment to a certain extent. 

 

 
EP-0968 

能谱 CT 多参数分析在评估周围型肺腺癌病理分级中的初探 

 
叶茗珊,邓克学,江德胜,韦炜,李丹 

安徽省立医院 230001 

 

目的 利用宝石能谱 CT提供的多参数成像功能，对于肺腺癌不同的病理分级进行定量和定性分

析，比较各自能谱参数的差异，初步探讨能谱 CT多参数分析在评估肺腺癌病理分级中的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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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收集 38例通过手术或活检证实的周围型肺腺癌患者，其中低分化组 12例，中、高分化

组 26例，均进行宝石能谱 CT成像模式的动脉期、静脉期及延迟期增强扫描，将扫描获得的单

能量图像进行 1.25mm薄层重建，并传至 ADW4.6工作站，使用能谱分析软件对图像进行多参数

测量并记录数据，分别测量三期扫描中病灶感兴趣区的标准化碘浓度（NIC）、能谱曲线斜率

及有效原子序数（Eff-Z），采用两独立样本的 t检验比较两组间数据，以 P<0.05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计算曲线下面积（AUC)，分析各指标诊断效能并

通过约登指数选择相应最佳诊断阈值。 

结果 三期增强扫描中，两组病变的能谱曲线均呈递减趋势。低分化组的能谱曲线斜率及 Eff-

Z在三期扫描中均低于中、高分化组，而低分化组的 NIC仅在动脉期和静脉期低于中、高分化

组，延迟期稍高于中、高分化组。仅动脉期两组间的 NIC、能谱曲线斜率及 Eff-Z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P<0.05）。动脉期的 NIC值、能谱曲线斜率及 Eff-Z三者 ROC曲线的曲线下面积均

大于 0.5，动脉期能谱 CT参数对鉴别腺癌分化程度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结论 能谱 CT多参数分析在评估周围型肺腺癌病理分级中具有一定的临床价值，可以一定程度

上协助临床治疗以及预后评估。 

 

 
EP-0969 

心电门控双源 CT 肺动脉造影在评价急性肺栓塞 

及其右心室功能中的价值 

 
朱洪基 

安徽省立医院 230001 

 

目的： 探讨心电门控双源 CT肺动脉造影在评价急性肺栓塞及其右心室功能的临床价值。 

方法：28例患者行回顾性心电门控下检查后，经图像后处理并进行重建，观察肺动脉栓塞的

分布、程度并计算肺栓塞指数，分析心功能。根据栓塞位置分为两组，中央型与周围型。比较

有无肺栓塞患者右心功能参数组间差异；对比不同栓塞程度及栓塞部位组间心功能参数差异；

比较心功能参数与肺栓塞指数之间的相关性；对不同栓塞部位室间隔形态及对比剂返流的评

价。 

结果：按照 Qanadli栓塞指数评分(%)：28例肺栓塞总的评分为 45.00±27.28,17 例中央型评

分为 63.53±18.39,11 例周围型评分为 16.36±4.92。根据栓塞程度分级，将患者分为轻度组

(11例)、中度组(3例)和重度组(14例)，三组的 CT肺栓塞指数的中位数分别为 17.50%、

30.00%、70.00%。28例肺栓塞 RVEDV及 RVESV均较无栓塞组高；RVEF值较无栓塞组减低；

RVSV较无栓塞组减低，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随着栓塞程度加重，RVEF逐渐减低，且三

组间 RVEF整体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中央型较周围型、无栓塞组 RVEF明显减低，RVEF 在三组

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Spearman 相关系数分析所有心功能参数与栓塞指数相关性均具有统

计意义，其中除了 RVEF与栓塞指数中等程度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512），其余右室心功能

参数与肺栓塞指数均存在中等程度正相关。室间隔形态及对比剂返流在栓塞组发生率明显高于

无栓塞组，且不同栓塞部位组间均有统计学意义，差异显著。 

结论:CTPA可以准确评价肺栓塞分布、程度及栓塞指数。随着肺动脉栓塞程度加重，右心室功

能逐渐减低。中央型与周围型肺动脉栓塞相比，前者右心功能减低更明显。心功能参数与肺栓

塞指数中度相关。室间隔形态及对比剂返流是一个简单判断右心功能状况的指标，可以间接反

映肺动脉栓塞的严重程度和右心功能受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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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970 

空洞型肺癌 CT 诊断与鉴别诊断 

 
李邦国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563003 

 

目的  探讨肺空洞 CT分型对空洞型肺癌的诊断与鉴别诊断价值。重点研究肺空洞内、外壁形

态一致性（FCCW）与不一致性（FDCW）以及离心性空洞与向心性空洞的 CT表现及其对肺癌空

洞与肺结核厚壁空洞的鉴别诊断价值。方法  （1）回顾性分析经病理证实的 96例肺癌空洞

（空洞型肺癌）和经病理、痰检以及临床治疗后随访证实的 81例肺结核厚壁空洞（空洞壁厚

度大于 3mm）的 CT征象。（2）根据 CT显示肺空洞内、外壁形态是否呈一致性将肺空洞分为

两大类（FCCW和 FDCW）五种类型（FDCW-Ⅰ、FDCW-Ⅱ、FDCW-Ⅲ、FCCW-Ⅰ和 FCCW-Ⅱ）：空

洞内壁光整，而外壁凹凸不平者称为 FDCW-Ⅰ型；外壁光整，而内壁凹凸不平者称为 FDCW-Ⅱ

型；内、外壁均凹凸不平，且凹凸区域不一致者称为 FDCW-Ⅲ型；内外壁均光整者称为 FCCW-

Ⅰ型；内、外壁均凹凸不平，且凹凸区域一致者称为 FCCW-Ⅱ型。（3）根据空洞在肺肿块内

的位置把肺空洞分为离心性空洞和向心性空洞。离心性空洞是指空洞位于肿块的背离肺门侧，

向心性空洞是指空洞位于肿块的肺门侧。结果  FDCW-Ⅰ型、Ⅲ型在肺癌空洞中的出现率明显

高于肺结核厚壁空洞（P <0.01）。FDCW-Ⅱ型在肺结核厚壁空洞中的出现率略高于肺癌空洞 

(P >0.05)。FCCW-Ⅰ型、Ⅱ型在肺结核厚壁空洞中的出现率明显高于肺癌空洞（P <0.01）。

离心性空洞在肺癌空洞中的出现率明显高于肺结核厚壁空洞（P <0.01）,敏感性为 63.6%，特

异性为 90.9%)。向心性空洞在肺结核厚壁空洞中的出现率明显高于肺癌空洞（P <0.01），敏

感性为 64.2%，特异性为 90.1%%。结论  肺空洞内、外壁形态是否呈一致性以及空洞在肺肿

块内的位置对肺癌空洞和肺结核厚壁空洞的鉴别诊断有重要价值，FDCW-Ⅰ型、Ⅲ型及离心性

空洞多见于前者，FCCW-Ⅰ型、Ⅱ型及向心性空洞多见于后者。 

 

 

EP-0971 

双源 CT 灌注成像评价孤立性肺结节微血管构成的研究 

 
王梦,李邦国,孙辉,黄婷婷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563000 

 

目的：探讨孤立性肺结节（SPN）双源 CT灌注成像（CTPI）与微血管密度（MVD）、有腔血管

参数的相关性，评价双源 CT灌注成像对 SPN的鉴别诊断价值。方法：收集遵义医学院附属医

院 2015年 1月至 2016年 9月成功进行双源 CT灌注成像并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SPN65例，将其

灌注图像传至工作站并选择 VPCT body软件行图像后处理，获得血流量（BF）、血容量

（BV）、表面通透性（PMB）、平均通过时间（MTT）等灌注参数及相应灌注伪彩图；SPN术后

标本分别行 CD34、SMA染色得到相应 MVD及有腔血管参数；将所得数据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恶性、炎性组 BF、BV、MVD、有腔血管参数（LVN、LVA、LVP）明显高于良性组，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P＜0.05）。恶性与炎性组间 PMB、LVN/MVD、LVA、LVP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BF、BV、MVD、LVN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恶性组 PMB明显高于良性组，炎

性与良性组 PMB无统计学意义（P＞0.05）。CT灌注参数 BF、BV与 MVD、有腔血管参数

（LVN、LVA、LVP）均成正相关，同时 BF、BV与有腔血管参数（LVN、LVA）的相关性高于

MVD。PMB与 LVN/MVD、LVN、LVA、LVP、MVD具有相关性（P＜0.05），且 PMB与 LVN/MVD相关

性最强。MTT与有腔血管参数及 MVD均无相关性（P＞0.05）。联合 BF、BV与 PMB，诊断恶性

组 SPN的敏感度为 82%，特异度为 62%。结论：良性、炎性及恶性组 SPN的微血管构成存在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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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差异。双源 CT灌注成像与有腔血管参数的相关性好于微血管密度。CT灌注成像可作为无创

评价肿瘤血管生成的指标，有助于 SPN的鉴别诊断。 

  

 

 
EP-0972 

磨玻璃结节肺腺癌的 CT 征象与病理亚型的相关性 

 
肖旻,徐秋贞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210009 

 

目的 探讨磨玻璃结节肺腺癌的 CT征象与病理亚型的相关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本院 50例经手术病理证实为磨玻璃结节肺腺癌患者的 CT征象和病理资料，

CT征象包括大小、病灶边缘、瘤肺界面、空泡征、空气支气管征、胸膜凹陷征、血管集束

征、密度、磨玻璃比例。病理亚型分为浸润前腺癌及浸润性腺癌。患者年龄、病变大小、密度

与病理亚型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或秩和检验；患者性别、病灶边缘、瘤肺界面、空泡征、

空气支气管征、胸膜凹陷征、与病理亚型对照采用卡方检验或 Fisher精确检验。 

结果 CT表现为磨玻璃结节的肺腺癌各病理亚型间，性别分布、年龄大小、瘤肺界面差异、空

泡征、血管集束征无统计学意义(P值分别为 0.248、0.393、1.000、0.208、0．355)，各病理

亚型间病变大小、边缘分叶、毛刺、空气支气管征、胸膜凹陷征的有无、密度以及磨玻璃密度

比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值分别为 0.000、0.014、0.000、0.001、0.001、0.000、0.000)。 

结论 表现为磨玻璃结节的肺腺癌中，空气支气管征和胸膜凹陷征在浸润性病变中更多出现，

且浸润性病变多表现为分叶征和毛刺征。病变浸润程度与病变中磨玻璃成分比例成负相关。浸

润性病变的大小更大，密度更高。 

  

 

 
EP-0973 

A Retrospective Study on Aortic Remodeling After 

Thoracic Endovascular Aortic Repair (TEVAR) in 

DeBaKey IIIb Aortic Dissection 

 
ZHOU WEI

1
,YU WANJIANG

1
,WANG YUNYING

2
,LI YING

2
,LV KUIRONG

1
,HUANG QIANG

1
,XU WENJIAN

3
 

1.Department of Radiology， Qingdao Municipal Hospital， Qingdao 266071， Shandong， China 

2. Department of Medical Genetics， Qingdao Municipal Hospital， Qingdao University Medical 

College， Qingdao， Shandong 266071， P.R.China  

3.Department of Radiology， Affiliated Hospital of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University 

Medical College， Qingdao， Shandong 266003， P.R.China  

4.Department of Cardiovascular Surgery， Qingdao Municipal Hospital， Qingdao University Medical 

College， Qingdao， Shandong 266071， P.R.China  

5.Department of Cardiovascular Surgery， Affiliated Hospital of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University Medical College， Qingdao， Shandong 266003， P.R.China 

 

 

Purpose: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aortic remodeling on different levels in patients 

with DeBaKeyIIIb aortic dissection after TEVAR in a single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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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erials and Methods: Sixty-six patients of DeBaKeyIIIb AD having undergone TEVAR 

in acute (Group A) or sub-acute phase (Group SA) from January, 2012 to October, 

2016 were included.  The diameter change of aorta, true lumen, false lumen and 

change of true lumen index of different levels were analyzed. 

Results: The true lumen enlarged at the proximal aorta (at level B＆C) in both 

groups, the true lumen enlarged at the distal aorta (at level D＆E) in Group A, 

while enlarged at Level D and remained stable at Level E in Group SA. Box-whisker 

Plot manifested the unstable acute phase by the larger distribution interval and 

upper part of Group A. At Level E, the distribution interval of aorta diameter at 

6 months after TEVAR of Group SA is smaller than that of Group A, and the upper 

part of true lumen diameter and the under part of false lumen diameter of level E 

were larger in Group SA than in Group A, which may indicate possible advantage of 

TEVAR in subacute phase. 

Conclusion: At distal level, the true lumen tended to be larger and the false 

lumen tended to be smaller in Group SA than in Group A at 6 months after TEVAR. It 

was suggested for uncomplicated DeBaKeyIIIb aortic dissection patients to have 

TEVAR in subacute phase if possible. Post operation surveillance is important to 

both groups. 

  

 

 
EP-0974 

MSCT manifestations and pathological analysis of lung 

cancer associated with cystic airspaces 

 
Dai Ping,Liu Yong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outhwest medical university 646000 

 

Objective To evaluate Multi-slice computed tomography features and pathological 

basis of lung cancer associated with cystic airspaces, and to improve 

understanding of such kind of lesions and to improve diagnostic accuracy. Methods 

18 cases surgery pathologically confirmed lung cancer associated with cystic 

airspaces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with regard to Multi-slice computed 

tomography features and compared with pathology. Results There were 18 cases 

(peripheral lung cancer, 17 adenocarcinoma, 1 squamou carcinoma). Common CT signs: 

lung cancer with cyst , thin or thick and not smooth cystic wall. The lesion was 

predominant cysts in 5 cases, cysts and GGO mixed lesions in 2 cases, cysts with 

GGO and solid mixed lesions in 3 cases, cysts and solid mixed lesions in 8 cases. 

Cysts with mural nodules ,septum and blood vessel passing were 61.1%,66.7% and 

11.1% respectively. Lobulation sign and speculation sign were 50% and 55.6% 

respectively. Vascular convergence sign and pleural indentation sign were 38.9% 

and 50% respectively. One lesion showed GGO in cyst in dynamic follow-up. The cyst 

cavity gradually increased and cystic wall irregular thicken in one case. Three 

lesions showed decreased size of the cyst and enlarged nodules. Cyst with GGO and 

solid mixed lesions in one case developed to cyst with solid mixed. Conclusion The 

features of lung cancer associated with cystic airspaces have cert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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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dynamically follow-up analysis the shape of the cyst cavity and 

surrounding performance is helpful for diagnosis.  

 

 

EP-0975 

囊腔类肺癌的 MSCT 征象与病理分析 

 
代平,刘勇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 646000 

 

目的 分析囊腔类肺癌的 CT征象与病理学基础，加深对此类病变的认识，以提高诊断准确

率。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18例囊腔类肺癌的 MSCT征象并与病理对照。结

果 18例均为单发病灶，周围型肺癌，腺癌 17例，鳞癌 1例。CT共同征象：肺癌病灶中有囊

腔，囊壁厚薄不均，不光滑。5例主要表现为囊腔；2例表现囊腔伴周围磨玻璃密度；3例呈

囊腔与磨玻璃、实性密度混合；8例见囊腔伴周围实性密度。囊腔内壁结节、分隔、血管穿行

分别占 61.1%、66.7%、11.1%；囊壁外缘分叶征、毛刺征分别占 50%、55.6%，血管集束征、胸

膜凹陷征分别占 38.9%、50%。动态随访 1例磨玻璃结节内出现囊腔；1例囊腔逐渐增大，囊壁

不规则增厚；3例囊腔缩小并实性成分增多；1例囊腔与磨玻璃、实性密度混合演变为囊腔与

实性密度混合。结论 囊腔类肺癌的 CT表现有一定的特征性，囊腔形态及周围表现、动态随访

综合分析有助于诊断。 

 

 

EP-0976 

胸部脂肪容积与代谢综合征相关性研究 

 
杨长蔚 

东方医院 200120 

 

目的：通过双源 CT测量冠心病患者心周及胸部大血管周围脂肪容积，以探讨心周及胸部大血

管周围脂肪容积与代谢综合征之间的相关性。 

方法：收集 CHD患者共 397 例。询问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病史，测量身高、体重、收缩压

（SBP）及舒张压（DBP），计算体重指数（BMI）。嘱空腹 12小时后，抽取患者外周血以测定

甘油三酯（TG）、高密度脂蛋白（HDL）、空腹血葡萄糖（FPG）。使用双源 CT首先行心脏平

扫，测量心包脂肪容积（PeCFV）、心外膜脂肪容积（EFV）、心旁脂肪容积（PaCFV）、胸主

动脉旁脂肪容积（PVFV）。再行冠状动脉 CTA检查，评价患者冠状动脉狭窄程度。统计分析其

差异。 

结果：MS组与非 MS组相比，男性比女性更易发生 MS，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50-

60岁年龄组冠心病患者更易发生 MS，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MS患者的心周及胸部

大血管周围脂肪容积明显高于非 MS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BMI、SBP、TG与

胸部脂肪容积正相关（均 P<0.05）；DBP与 PeCFV、PaCFV正相关（均 P<0.05）；HDL 与胸部

脂肪容积负相关（均 P<0.05）；FPG与 PeCFV、EFV正相关（均 P<0.05）。按冠脉狭窄程度分

组后，随冠状动脉狭窄程度的增加，MS组患者 PeCFV和 EFV相应增加。 

结论：CHD患者的内脏脂肪容积与 MS各项指标有相关性。CHD合并 MS的患者心周及胸部大血

管周围脂肪容积显著高于无 MS的患者。在 CHD合并 MS患者中，心周及胸部大血管周围脂肪容

积与冠状动脉狭窄程度正相关，尤其以 EFV最具有临床价值。因此，心周及胸部大血管周围脂

肪容积不但能预测 MS，也能判断 CHD的预后情况。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1072 

 

EP-0977 

周围型非小细胞肺癌临床病理因素与 18F-FDG PET/CT 显像代

谢活性参数 MTV 和 TLG 的相关性研究 

 
胡娜,王云华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410011 

 

目的 

明确周围型非小细胞肺癌的临床病理因素与
18
F-FDG PET/CT 代谢参数的相关性，能为肺癌的诊

治及预后预测与评估提供依据。本研究的目的为探讨周围型 NSCLC临床病理因素与
18
F-FDG 

PET/CT代谢参 MTV和 TLG相关性。 

材料与方法 

收集自 2014年 6月至 2015 年 10月在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行全身 PET/CT检查并接受手术治疗

的周围型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共 89例。图像分析及 SUVmax、MTV和 TLG计算在麦迪克斯中文报

告工作站上进行。由 1名有经验的影像医生在不知道病理结果的情况下，在 89例患者的

PET/CT融合图上以 3D计算方式勾划圆形或椭圆形感兴趣区，由计算机自动生成最大标准摄取

值。然后设定 SUVmax阈值为 2.5，采用同样方法勾画病灶，由计算机自动计算肿瘤代谢体积

和糖代谢总量。肿瘤的最大径在 CT纵隔窗轴位上进行测量，磨玻璃病灶的最大径在肺窗轴位

上测量。然后分别对 89例病例按年龄、性别、病灶大小、病理类型、分化程度进行分组，并

采用 T检验和卡方检验统计分析各组病例的 MTV和 TLG是否有统计学差异，并与 SUVmax 进行

比较。 

结果 

入选病例 89例，其中鳞癌 20例，腺癌 69例。年龄范围为 40-81岁，其中男 53例，女 36

例。所有病灶的 SUVmax值范围为 1.3-24.8，MTV值范围为 0-264.8，TLG范围值为 0-

1407.6。不同年龄组的 MTV 和 TLG值比较无统计学差异。不同性别组、肿块直径组、病理类

型组、分化程度组的 MTV和 TLG值比较均具有显著统计学差异。其结果和临床病理因素与

SUVmax的相关性具有一致性。 

结论 

MTV和 TLG比单一的 SUVmax 更能反映肿瘤的临床病理特征。本研究的结果表明 MTV和 TLG在

反映周围型 NSCLC的临床与病理特征与肿瘤的某些生物学行为方面及肿瘤的预后预测与评价方

面具有一定的价值。 

 

 
EP-0978 

Analysis of dynamical change in borderline stenotic 

coronary artery by CT-FFR 

 
Wang Tongning,Yang Lin,Xu Lei,Fan Zhanming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affiliated beijing anzhen hospital 100029 

 

Aim:We evaluated the hemodynamics in coronary artery of which stenotic rate is 

among 30% to 70% by examination of CT-FFR, and compared such value with invasive 

FFR respectively, eventually reached whether or not CT-FFR and FFR have the same 

identity. 

Methods:From September 2014 to June 2016, the staff of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affiliated Beijing Anzhen Hospital enrolled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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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ients,  27 interested coronary arteries in total, and collected 2 sets of data 

to each interested vessel: 1. non-invasive FFR derived from CCTA 2. invasive FFR 

derived from invasive coronary artery examination. Data collection and evaluation 

of invasive FFR were conducted by doctors of interventional catheterization,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affiliated Beijing Anzhen Hospital. Data collection and 

evaluation of non-invasive CCTA were conducted by doctors of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affiliated Beijing Anzhen Hospital. 

Evaluation of non-invasive FFR derived from non-invasive CCTA were conducted by a 

brand-new software. Value＜0.75, in both non-invasive CT-FFR and invasive FFR, is 

regarded as hemodynamically significant lesion. For the two sets of data, the SPSS 

paired T test and the SPSS corrected chi square test were used for statistical 

analysis. 

Results:Paired T test: the average value of invasive FFR was 0.75 ± 0.12; the 

average value of noninvasive coronary angiography CT measured CT-FFR was 0.73 ± 

0.09; T = 0.4953; P = 0.00, showing that non-invasive CT-FFR values and invasive 

FFR values are the same. The corrected chi square test showed that the degree of 

freedom was 1 and the P value was 0.06, indicating that noninvasive coronary CT 

angiography could be used as gold standard instead of invasive FFR angiography. 

Conclusion:The CT-FFR value derived from noninvasive coronary CT angiography is 

identical with the invasive FFR value. Noninvasive coronary CT angiography can 

replace invasive FFR as a gold standard. 

 

 
EP-0979 

LGE-CMR 识别的未被认知心梗与冠脉狭窄的相关性初步研究 

 
赵新湘,曾道兵 

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650101 

 

目的 探讨在稳定性心绞痛患者中，由延迟增强心脏磁共振（LGE-CMR）识别的未被认知的心肌

梗死（UMI）与供血冠状动脉狭窄程度的相关性，为 UMI 的诊治提供依据。方法 选择确诊稳定

性心绞痛患者 50例，平均年龄 65岁，其中男性 36例，女性 14例，所有患者均行心脏磁共振

（CMR）检查和冠脉造影（CAG）或冠状动脉 CTA检查。CMR扫描包括心脏平扫、电影序列、延

迟增强扫描（LGE）并在心脏后处理软件（MR cardiac explorer）行后处理分析，包括心脏结

构、功能、心肌活性等方面的信息，并与冠脉造影(CAG)或冠状动脉 CTA检查结果对比，分析

LGE-CMR发现的心肌梗死部位与供血冠状动脉狭窄程度的相关性。 结果 UMI在稳定性心绞痛

患者中的发生率为 24%，冠脉狭窄程度与 UMI的发生率呈正相关（r=0.797，p＜0.01），冠状

动脉狭窄程度（≧75%）相对于冠脉狭窄程度（＜75%），所支配的心肌发生 UMI的概率更大

（OR=5.1, p＜0.0001）。心肌梗死冠状动脉狭窄病变以左前降支动脉多见，但 UMI主要位于

心肌的侧壁（48%）、下壁（31%），且梗死面积较小，平均梗死面积为 5.25%。结论 UMI 在患

有稳定性心绞痛的患者中较常见的，大多数 UMI最初的心肌缺血是由严重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引

起的。与心肌梗死（MI）常见发生部位不同，UMI主要位于心肌的下壁或下侧壁，且梗死面积

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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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980 

SSF 在能谱 CT 及 Revolution CT 中对 

冠状动脉图像质量的对比研究 

 
马春玲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712000 

 

目的：探讨 SSF在宝石能谱 CT及 Revolution CT对最佳期像冠状动脉的质量对比研究。 

材料与方法：采用前瞻性研究，分别收集 A组宝石能谱 CT为心律 70-85次/分 15例，B组

Revolution CT心律为 70-85次/分 25例。采用小剂量（20ml）检测，ROI放于气管隆突下

2cm主动脉层面，计算冠脉最佳延迟时间，总的对比剂用量为 0.8ml/kg，总注射时间 12s。两

组冠状动脉提取最佳扫描期像，分别采用 stand及 SSF重建，层厚 1.25mm，传入 AW4.6工作

站，重组最大密度投影及 VR图像，由两位高年资主治医生进行 5分制主观评价。宝石能谱组

及 Revolution CT组的主观评分采用配对 t检验，宝石能谱组与 Revolution CT组 SSF的主观

评分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 

结果：两组年龄和 BMI无统计学差异，P＞0.05。宝石能谱组 stand及 SSF的图像质量为：右

冠状动脉  3.2±0.6 vs4.7±0.5，左前降支 2.8±0.8  vs 4.6±0.5，后旋支

2.6±0.7  vs  4.7±0.4，p＜0.05，有统计学差异；Revolution CT stand及 SSF的图像

质量为：右冠状动脉 4.7±0.4vs4.9±0.2，左前降支 4.8±0.4 vs 4.8±0.3，后旋支

4.8±0.8  vs 4.9±0.2 ，p＞0.05，无统计学差异；宝石能谱 SSF组与 Revolution CT 

stand重建组图像质量为右冠状动脉 4.7±0.5 vs 4.7±0.4，左前降支 4.6±0.5  vs 

4.8±0.4，后旋支 4.7±0.4  vs 4.8±0.8，p＞0.05，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在宝石能谱 CT中，SSF重建组图像质量高于 stand重建组。Revolution CT中 SSF重建

组图像质量略高于 stand重建组，但无统计学差异。宝石能谱 SSF重建组与 Revolution CT 

stand重建组图像质量一致。 

  

 

 

EP-0981 

肺动脉 CTA 对急性肺动脉栓塞的短期预后评估 

 
刘进康

1
,夏伟芝

2
 

1.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2.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目的：回访急性肺动脉栓塞（APE）患者 30天内的预后情况，分析影响 APE短期死亡的独立危

险因素，探讨肺动脉 CTA对 APE短期预后的评估价值。 

方法：收集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自 2013年 1月至 2016年 9月行 CTPA并确诊 APE的住院患者共

208例，采集患者的临床基本资料及 CTPA数据，对入选患者进行回访，以 30天内死亡为截点

将患者分为死亡组及存活组。分析两组病例间临床及影像学指标的统计学差异，并进行多因素

的 Logistic回归分析，寻找 APE患者短期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绘制 ROC曲线图寻找相关影

像指标临界值，将影像指标的 ROC曲线下面积（AUC）与肺动脉严重指数评分（PESI）进行比

较，对比其预测 APE患者短期死亡的效能。 

结果：（1）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RV/LV(P=0.04)、MPA/AA(P=0.00)、VSB(P=0.03)、肺

内结节/肿块(P=0.01)、肺部感染 (P=0.04)、D-二聚体值(P=0.03)为影响 APE患者短期死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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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危险因素。（2）ROC曲线分析：RV/LV、MPA/AA的最佳临界值分别是 0.97、1.03，

RV/LV、MPA/AA、PESI、D二聚体的 ROC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844、0.679、0.729、0.604。 

结论： CTPA对急性肺动脉栓塞患者短期预后评估有价值，可能有助于 APE患者的危险分层：

（1）. RV/LV、MPA/AA、VSB、肺内结节/肿块、肺部感染、D-二聚体值为影响 APE患者短期死

亡的独立危险因素；（2）. RV/LV对 APE患者短期死亡的评估效能高于 PESI评分，MPA/AA对

APE患者短期死亡评估的特异性最高。 

  

 

 
EP-0982 

原发型气道涎腺肿瘤 MSCT 征象与临床特点分析 

 
韩小雨,史河水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430022 

 

［摘 要］  目的 分析原发气道涎腺肿瘤的 MSCT表现及临床特点，以提高对该类疾病的诊

断水平。 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病理证实的 20例原发性气道涎腺肿瘤的 MSCT特征与临床表现，

所有病例均有 CT平扫资料，同时进行 CT增强扫描 15例，PET/CT 检查 5例。结果 20 例病例

中腺样囊性癌（ACC）11例（男 7，女 4；平均年龄 45±16 岁），黏液表皮样癌（MEC）8例

（男 5，女 3；平均年龄 29±10 岁），上皮-肌上皮癌（EMC）1例（女性，45岁）。ACC患者

多表现为呼吸困难（8/11, 72.7%），而 MEC患者更多的表现为咳痰咳痰（5/8,62.5%）。ACC

病灶主要位于气管（8/11,72.7%），3例同时累及气管与主支气管（27.3%）；MEC病灶多数位

于叶支气管（3/8,37.5%）、段支气管（2/8,25.0%）和主支气管（2/8,25.0%），仅 1例位于

气管（12.5%）。ACC以宽基底突向腔内气道狭窄表现为主（6/11，54.5%），部分表现为弥漫

性管壁增厚（4/11,36.6%）及气管腔内外肿物（26.4%）；MEC主要突向气道内（7/8，

85.7%），仅 1例累及气道内外（14.3%）。11例 ACC平扫密度多均匀（7/11,63.6%），多低

于胸壁肌肉密度（10/11，90.9%），其中 7例增强扫描，以轻中度强化（6/7,85.7%）为主；

MEC平扫多密度欠均匀（6/8,75.0%），密度多低于胸壁肌肉（5/8,62.5%），其中 2例伴钙

化，8例 MEC均行增强扫描，以明显强化为主（7/8,87.5%）； 1例 EMC以呼吸困难就诊，病

灶宽基底位于气管腔内， CT平扫密度欠均并低于胸壁肌肉密度。结论 原发性气道涎腺肿瘤

的临床表现缺乏特异性，但 MSCT表现有一定特征，ACC与 MEC在 CT表现、临床治疗手段及预

后上均存在一定的差异。 

 

 
EP-0983 

Imaging features of primary cardiac lymphoma 

 
hu su,Hu Chunhong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oochow University 215006 

 

Primary cardiac lymphoma(PCL) is an extremely rare entity that accounts for only 

0.5% of extranodal lymphomas and 1.3% of cardiac tumors. It is defined as a 

lymphoma whose main body is located within the heart and pericardium. Because the 

tumor is clinically aggressive and fatal,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t to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promptly which can reduce the high mortality rate. Nevertheless, 

The diagnosis of PCL is very difficult dueing to its nonspecific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Despite the poor diagnosis, some cases have demonstrated cert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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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on imaging studies. Hence, non-invasive and early diagnosis is 

fundamental to initial effective treatment. Here, we report the imaging findings 

in two cases of PCL. 

  

 

 

EP-0984 

3cm 以下磨玻璃密度肺腺癌 EGFR 突变与 HRCT 表现 

的相关性研究 

 
胡粟,胡春洪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15006 

 

目的 肺腺癌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基因突变情况现已成为指导肺癌靶向治疗用药和评估

其临床疗效的重要预测因子之一。目前，胸部高分辨率 CT（HRCT）是肺癌术前评估的主要影

像学检查手段，对于病灶的发现、定位等术前评估意义重大。而 EGFR基因突变检测仍需借助

于对组织标本进行测序。上述两者之间存在的相关关系已成为国内外研究的热点之一。本研究

旨在探讨 3cm以下磨玻璃密度（GGO）肺腺癌 EGFR基因突变情况与 HRCT影像学特点的相关

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 38例经活检或手术病理证实的最长径 3cm以下且为 GGO的肺腺癌患者的临

床及 HRCT 资料，全部病例均接受了 EGFR基因突变检测，对 EGFR突变情况与临床及 HRCT 表

现（包括年龄、性别、病灶定位、最长径、CT值、HRCT征象等）的相关性进行对比分析。 

结果 38例患者中，EGFR基因突变组 23例（突变率为 60.5%），EGFR基因野生组 15 例（突

变率为 39.5%）；EGFR基因突变组与野生组之间患者年龄、性别、病灶发生部位、CT值的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EGFR基因突变组胸膜牵拉或毛刺的发生率高于野生组，P＜0.05；EGFR基

因突变组 GGO的最长径（13.6±5.1mm）亦高于野生组（9.3±4.5mm），P＜0.05。 

结论 在 3cm GGO肺腺癌中，部分 HRCT表现对于辅助预测 EGFR基因突变情况具有一定临床价

值。研究设计一个基于临床及 HRCT特征的评分系统有助于预测 EGFR基因突变情况，从而指导

临床个体化治疗并预测疗效。 

  

 

 
EP-0985 

超低剂量 CT 扫描相对于心超在先天性心脏病应用中的优势 

 
许楠,张蕾,刘晓薇,潘海红,刘玮,谈晓晴 

上海市东方医院 200120 

 

目的: 研究炫速双源 CT Flash spiral mode相对于 Conventional spiral mode用于儿童先

心病时扫描剂量的优势，并探讨炫速双源 CT在先天性心脏病诊断中相对于心超的优势。 

方法: 对 61 例临床诊断先心病的儿童患者以双盲法行炫速双源 CT 和经胸壁超声心动图( TTE) 

检查并分别经有资历的两位医生诊断,其中经患者家属同意随机选取 31例行 Flash spiral 

mode扫描,30例行 Conventional spiral mode扫描,记录两种扫描方式的扫描剂量,并评价图

像质量(1-4分),统计并分析其差异; DSCT和 TTE的诊断以手术结果为标准进行比较分析。其

中 57例患者 CT扫描未使用镇静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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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Flash spiral mode 的平均扫描剂量为 0.14±0.06mSv, Conventional spiral mode

的平均扫描剂量为 0.97±0.24mSv,二者间有显著差异 (t test P <0.01)，而两者的图像质

量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Mann-Whitney Test P > 0.05)。手术证实心血管畸形 179处, 炫速双

源 CT检出率为 89.4 %(160/179)，TTE检出率为 86.6 %(155/179), 二者的检出率差异无显

著性(McNemar Test P > 0.05)。其中, 心内畸形 99处, 炫速双源 CT检出率

83.8%(83/99) ,TTE检出率 87.9% (87/99)，两者间无统计学差异(McNemar Test P > 

0.05); 心外畸形 80处...... 二者间有统计学差异(McNemar Test P< 0.05)。 

结论: 炫速双源 CT Flash spiral mode在保证图像质量的基础上扫描剂量极其低，快速而可

免镇静，且对心内外畸形的检出率均较高，尤其对心外畸形的诊断有明显优势，故可作为儿童

复杂型先心性心脏病的术前常规检查手段。 

  

 

 
EP-0986 

肺孤立性占位 DECT 动态增强扫描的鉴别诊断特点 

及可行性初探 

 
康绍磊,段慧,韩丹,李浚利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650032 

 

【目的】采用 DSCT动态增强对肺孤立性占位扫描，分析其多参数及 T-DC曲线，探讨结节及肿

块的诊断和鉴别诊断特点。统计本方案辐射剂量，探讨其可行性。 

【材料和方法】收集 2012年 4月-2013年 3月肺孤立占位者 64例作为实验组，根据病理及影

像分非炎性良性、炎性、恶性组。平扫以 Flash扫描模式；动脉期及实质期采用双能量模式；

以 Flash模式在增强后 60s、120s及 180s对病灶行靶扫描。收集 2012年 4-5月胸部常规增强

扫描 64例为辐射剂量对照组。 

对实验组增强各期 CT值进行对比，计算 PE、TTP、T-DC 与恶性、炎性、非炎性良性间差异。

统计分析本组与对照组辐射剂量。 

【结果】本组动脉期平均 CT值无统计学意义，实质期及 60s时恶性与非炎性良性、炎性均有

差异。120s、180s时良性与恶性、炎性均有差异，恶性与炎性无差异。PE值恶性较非炎性良

性平均高约 21.49HU；炎性与恶性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TP三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恶性组

TTP多出现在实质期及 60s，炎性、非炎性良性组 TTP时间多出现在 120s。T-DC曲线恶性组约

83.72%以 I、II型曲线为主；炎性组中约 66.67%为 II型，余为 III型；非炎性良性组中约

66.67%为 III型，余为 IV型。I型恶性率 100%；IV型良性率 100%。 

本组辐射剂量高，CTDIvol 升高约 6.09mGy（40.70%）；DLP升高约 94.59mGy*cm（19.67%）；

ED升高约 1.32 mSv（19.6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01）。 

【结论】动态增强实质期、60s、120s及 180s平均 CT值、PE值、TTP有助于鉴别病变良恶

性，但尚不能区分恶性与炎性；恶性 T-DC曲线以Ⅰ、Ⅱ型为主，炎性以Ⅱ、Ⅲ型为主，非炎

性良性以Ⅲ型为主。I型恶性率 100%，IV型良性率 100%。 

本方案辐射剂量有增高，但提供了更丰富的鉴别诊断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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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987 

呼气吸气双相胸部 CT 扫描肺叶水平的量化评估 

在 COPD 高危人群中的应用 

 
夏艺,李清楚,管宇,范丽,萧毅,刘士远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200003 

 

目的运用胸部 CT双相扫描评估 COPD高危人群不同肺叶的肺气肿与空气潴留相关参数的正常范

围；并与肺功能指标进行比较，分析肺叶水平 CT定量参数在 COPD高危人群的应用价值。方法

对 58例 COPD高危人群(符合：年龄 45-80岁，吸烟史或二手烟暴露史大于 10

年,FEV1/FVC>0.7且 FEV1/预<95%)进行 CT双相扫描与肺功能检查。通过自动量化软件(COPD 

prototype, Philips Healthcare) 获得叶水平的量化参数:吸气相阈值<-950HU的肺气肿指数

(IN-950),最低 1%与 5%衰减值（Perc1，Perc15）;呼气相阈值<-856HU体素占全肺体素的百分比

（EXP-856）,呼气相与吸气相平均肺密度与总肺容积的比值（MLDE/I,TLVE/I）。Spearman 相关分

析评价 CT量化参数与肺功能指标的相关性。结果 COPD高危人群的双肺量化 CT参数的正常值

上限(ULN):IN-950为 1.24%，Perc1为-936.60HU，Perc15为-899.87HU；EXP-856为 10.34%，MLDE/I

为 86.33%,TLVE/I为 60.77%。双肺上叶的 ULN分别为 1.52%，-935.27HU，-902.31HU；

12.33%，88.52%,63.86%。双肺上叶 IN-950与 FEV1/FVC、FRC的相关性最高 (r=-0.634与
0.570,P ≤0.001)；双肺上叶 EXP-856与 RV、TLC的相关性较高(r= 0.573与

0.455,P≤0.001)。双肺下叶 MLDE/I与 TLC/预与 DLCOSB相关性较高(r=0.509与
0.419,P≤0.001)。结论 COPD 高危人群不同肺叶的量化 CT参数与不同肺功能参数的相关性不

同，提示对 COPD高危人群不同肺叶进行量化 CT评估可以更全面的对其肺功能进行评价及分

析。 

 

 
EP-0988 

不同后处理时相的选择对肺癌灌注 CT 血流量的影响 

 
张莹,吴华伟,钱坤 

仁济医院 200127 

 

目的：比较不同后处理时相的选择对双输入容积灌注 CT成像计算肺癌血流量的影响。 

材料与方法：选取 2017年 1月至 7月行 320排 CT肺双输入容积灌注扫描，并经手术证实为肺

癌的患者共 33例。采用两种不同时相进行后处理。两种方法的起始时间均由工作站自动选

定，而对于结束时间及区分肺循环或体循环的分隔时间两种方法有所不同。方法 1：分隔时间

选取左心房达峰时间，结束时间为肺结节达峰时间。方法 2：分隔时间选取正常肺实质达峰时

间，结束时间为扫描结束时间。分别测量两种方法下肺癌的肺动脉血流量（pulmonary flow，

PF）及支气管动脉血流量（bronchial artery flow，AF），并计算灌注指数（perfusion 

index，PI）（PI=PF/(PF+AF)），配对 t检验比较两种方法各参数的差异。将肺癌按不同病理

类型分为腺癌组、鳞癌组及其他组，采用方差分析分别比较两种方法下各参数在不同病理类型

分组间的差异。 

结果：本研究共纳入 33例肺癌患者，其中腺癌组 20例、鳞癌组 6例、其他组 7例（包括腺鳞

癌 2例、小细胞癌 4例、肉瘤样癌 1例）。方法 1各参数值为：PF=57.04±34.87 

ml/(min·100ml)，AF=59.18±22.12 ml/(min·100ml)，PI=46.75±13.45%。方法 2各参数值

为：PF=53.77±39.25ml/ (min·100ml)，AF=64.36±29.98 ml/(min·100ml)，

PI=43.43±12.86 %。配对 t检验结果显示两种后处理方法的各参数间无显著差异。但方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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腺癌及鳞癌之间的 AF及 PI 间存在显著差异（t=4.712，P=0.016；t=4.967，P=0.013），方法

2三组病理类型组间各参数均无显著差异。 

结论：肺癌在两种后处理方法下计算的血流量之间无显著差异，但是将肺循环及体循环分隔时

间选为左心房达峰时间对于区分腺癌及鳞癌更佳。 

 

 

EP-0989 

Evaluating the Response of 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after Chemoradiotherapy by using Intravoxel 

Incoherent Motion 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 

 
huang yucheng

1
,Chen Tianwu

2
,Xu Lin

1
 

1.Dazhou Central Hospital 

2.Affiliated hospital of north sichuan medical college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whether the value of IVIM (intravoxel incoherent motion) 

could be related to tumor response after chemoradiotherapy(CRT). 

Methods: Twenty-one ESCC patients underwent esophageal multi-b of 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 (DWI) with 3.0-T magnetic resonance system before and after CRT. 

Pure diffusion coefficient (D), perfusion-related incoherent microcirculation (D*) 
and microvascular volume fraction (f) were measured on DWI data. The Mann-Whitney 
U tests for the two group comparisons were performed to compare D, D*, and f 
between the two inspections.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analysis was 

performed to determine if any IVIM parameter could be excellent in assessing tumor 

response after CRT. 

Results: The Mann-Whitney U tests showed that D and f could discriminate patients 
with ESCC before and after CRT (both P < 0.01) while D* may could not (P > 0.05), 
and that the values of D and f could help distinguish the patients who benefiting 
more from CRT (all P < 0.05). By ROC analysis, f could best distinguish ESCC 
patients who benefiting more from CRT with areas under ROC (AUC) of 0.898 before 

the combined treatment, and with AUC of 0.759 after the therapy in comparison with 

the other IVIM parameters. 

Conclusions: D and f of ESCC increased after chemoradiotherapy，and f can be a 
suitable index for predictiving therapeutic effect, and differentiating its 

remission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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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990 

肺部细菌感染的 MSCT 特殊表现及其误诊分析 

 
王刚,郑晓林,邹玉坚 

东莞市人民医院 523018 

 

摘要：目的 分析肺部细菌感染的 MSCT检查特殊影像表现，总结误诊原因，旨在提高对肺部细

菌感染的 MSCT征像的全面认识，降低误诊率。 

方法 

收集经病理活检或临床证实、首次诊断误诊的肺细菌感染 33例，均行 MSCT平扫及增强检查，

CT常规扫描层厚 8mm，薄层扫描层厚 1.5mm，层间隔 0.75mm，矩阵 512×512。根据病变形态

进行分型，I型磨玻璃样，II型结节或肿块样，III型实变样。根据分型回顾性分析每例病变

的影像学特征，包括形态、边缘、密度、与支气管及血管的关系、邻近胸膜的改变、强化特

点，并总结误诊的原因。 

结果 

33例病例，年龄 43~72 岁（54.3+8.3 岁），误诊肿瘤 11例，结核 8例，真菌 12例，血管炎

2例；其中 I型 8例，II型 15例，III型 10例。33例中，多发病变 11例（均为 II型），沿

肺纹理走形方向分布 11例（I型 4例，II型 3例，III型 4例），沿肺叶或肺段形态分布 5

例（均为 III型）；边缘完全清楚 5例（I型 2例，II型 3例），边缘部分清楚 20例（I型 4

例、II型 10例、III型 6例），边缘模糊 8例（I型 2例，II型 2例，III型 4例）。I型与

II型 23例中：深分叶征 2 例；短毛刺 4例；晕征 10例；胸膜凹陷征 2例，胸膜增厚 25例，

6例胸膜无明显异常改变；血管集束征 2例；支气管狭窄或中断 5例，其余 28例支气管未见

明显异常改变；支气管充气征 25例；病变内及周围血管分布形态正常 28例，推压移位 5例，

均未见血管破坏征象；密度均匀 28例，增强扫描均匀强化 22例，显著强化 19例，轻中度强

化 5例。 

结论 MSCT可以较好的显示肺部细菌感染的影像特征，根据病变形态分型，全面分析病变形

态、边缘、与支气管/血管的关系、邻近胸膜改变等重要征象，结合增强扫描特点及临床表

现，能够有效提高肺部细菌感染的诊断准确率，较少误诊。 

  

 

 

EP-0991 

胸膜栽赃征—毗邻胸膜型支气管肺癌的一个重要 CT 征象 

 
熊祖江 

重庆市第五人民医院 400062 

 

目的：探讨胸膜栽赃征在毗邻胸膜型支气管肺癌诊断及分期中的应用价值。材料与方法：回顾

性搜集我院自 2015年 6月至 2017年 6月期间经手术病理证实的毗邻胸膜型支气管肺癌 65例

和炎性假瘤 34例进行研究。所有患者均有术前 CT平扫检查。将原始数据传入飞利

浦  EBW4.5后处理工作站,观察肿瘤的形态特征,着重观察肿瘤与胸膜的关系。结果支气管肺

癌 65例, 肿瘤最大直径 1.4cm-6.8cm,中位肿瘤最大直径为 3.5cm，共 58例(89.2%)的患者见

胸膜栽赃征,主要表现包括胸膜外脂肪间隙变窄、模糊、不规则及消失。34例炎性假瘤患者胸

膜栽赃征出现率为 0%(,P=0.000)；以胸膜栽赃征诊断支气管肺癌的敏感度为 89.2%(58/65)、

特异度为 100%(58/58)、阳性预测值为 100%(58/58)、阴性预测值为 82.9%(34/41)、准确度为

93.0%(92/99)。结论：胸膜栽赃征是毗邻胸膜型支气管肺癌的一个重要 CT征象，该征象有助

于为支气管肺癌与炎性假瘤的诊断提供鉴别依据并作出临床分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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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992 

LDCT 肺癌筛查同时探讨胸主动脉和冠脉钙化的流行病学 

 
樊荣荣,施晓雷,范丽,钱懿,萧毅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200003 

 

目的 LDCT肺癌筛查的同时探讨胸主动脉和冠脉钙化的流行病学特征，分析与肺癌相关的常见

危险因素对胸主动脉和冠脉钙化的影响。资料与方法 入选我院从 2014-09至 2015-08月间，

参加我院肺癌筛查项目的健康体检人群，共 2393人。用卡方检验分析胸主动脉和冠脉钙化在

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分布差异；用 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与肺癌相关的一些危险因素对胸

主动脉和冠脉钙化的影响。结果 所有被检者中检出胸主动脉钙化阳性者的共有 583人

（24.73%），其中主动脉弓钙化阳性率最高，其次为降主动脉，钙化阳性率最低的是升主动

脉。所有被检者中检出冠状动脉钙化阳性者的共有 211人（8.82%），左冠脉钙化阳性率高于

右冠脉。胸主动脉和冠脉钙化阳性率均随着年龄增加而增多，男性多于女性（P<0.05）。吸烟

者的胸主动脉及主动脉弓钙化阳性率高于不吸烟者，且吸烟量≥30 包年者阳性率高于吸烟量

＜30包年者（P<0.05）。与肺癌相关的危险因素中，年龄、吸烟、慢性支气管炎病史均与胸

主动脉和冠脉钙化相关，OR 值分别为 4.735、2.821；1.425、1.730；1.595、3.859。结论 胸

主动脉及冠脉钙化阳性率随着年龄增加而增加，并且男性高于女性。LDCT肺癌筛查检出的胸

主动脉及冠脉钙化对心血管疾病的诊断具有重要价值。 

  

 

 

EP-0993 

心率、呼吸频率对应用 16 公分探测器进行“一站式”扫描头

颈血管、冠状动脉图像质量的影响初探 

 
张红宇,赵卫东,刘强,李鑫玉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030001 

 

目的：应用 GE Revolution CT对临床怀疑心脑血管疾病患者进行头颈部血管联合冠状动脉

“一站式”扫描，并对图像质量进行主观评价，分析图像质量与心率、呼吸的关系，并评价这

种“一站式”联合扫描的临床应用价值。 

材料与方法 

收集我院 129例采用 GE RevolutionCT 行心脏与头颈血管联合检查患者，将受检者分为 A组

（低心率组 79例，45<心率≤80 次／min，平均心率(55±4)次／min）和 B组（高心率组 50

例，心率>80次／min，平均心率(93±8)次／min）。A，B两组又根据呼吸控制情况分别分为

呼吸控制较好的 A1、B1组，以及呼吸控制较差或扫描时未能控制呼吸的 A2、B2组。用

RevolutionCT的冠状动脉追踪冻结技术（SSF）处理，由 2位资深影像科医师以双盲法分别对

头颈及冠状动脉血管成像效果进行主观 4级评分。不同组间图像质量比较采用 Mann—Whitney 

U检验。 

结果 

四组冠状动脉图像质量比较，低心率组与高心率组之间均存在显著差异(均 P<O．05)，A1与

A2；B1与 B2组间无显著差异(P>O．05)。四组之间头颈动脉图像质量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O．05)。四组冠状动脉图像质量优良率分别达到 100％、98.5％、92.7％、91.9％；四组

头颈血管图像质量优良率分别达 100％、100％、97.6％、97.2％。本组病例中有 4例表现为

血管起源先天变异，9例伴壁冠状动脉形成，均能够很好的显示，有 5例支架植入术后复查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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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均能很好显示支架内通畅情况。另外，有房颤患者 2名，心律绝对不齐，心率在 79～164

次／min之间，分别属于 B1 与 B2组，均可良好的冠状动脉及头颈动脉。 

结论 

低心率组所得冠状动脉图像质量仍较高心率组高，应用新型 RevolutionCT行头颈及冠状动脉

联合扫描，对无法良好控制呼吸的患者亦能得到较满意的图像质量，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EP-0994 

肺浸润性腺癌能谱 CT 碘基物质分析与 P53 表达的相关性研究 

 
李梦颖,李智勇,胡帅,刘爱连,刘义军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6011 

 

目的： 

研究肺浸润性腺癌的碘基值与 P53表达程度的相关性情况。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1年 1月至 2015年 3月于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胸外科住院治疗的肺浸润

性腺癌患者 44例，所有患者均进行肺叶切除术，并由病理证实，且免疫组化指标均包括

P53。所有患者均进行能谱 CT增强扫描，包括动脉期及静脉期，分别延迟 25s、55s。根据肿

瘤含实性成分的多少，分成实性结节组、mGGN组、pGGN组。采用 Spearman相关法分析所有病

例中 P53与动脉期及静脉期肿瘤平均碘基值的相关性；分别分析实性结节组、mGGN组、pGGN

组中，P53与动脉期及静脉期肿瘤平均碘基值的相关性。 

结果： 

44例患者中，实性结节组 18例，mGGN组 19例，pGGN组 7例。所有病例中，P53与动脉期及

静脉期肿瘤平均碘基值均无相关性（P1=0.229,；P2=0.095）。另外，P53与肺癌结节中的实性

成分无相关性（P=0.817）。实性结节组和 mGGN组中，P53与动脉期及静脉期肿瘤平均碘基值

均无相关性（P＞0.05）。pGGN组中，P53与动脉期及静脉期肿瘤平均碘基值均无相关性（P＞

0.05）。 

结论： 

肺浸润性腺癌的碘基值与 P53表达缺乏较好的相关性，在评估肿瘤血供状态及增殖能力方面的

相关性需要进一步研究。 

  

 

 

EP-0995 

Differential diagnosis efficacy of thymic solid 

tumors with intravoxel incoherent motion 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 

 
Duan Shijun,Hu Yu-Chuan,Yan Lin-Feng,Wang Wen,Cui Guang-Bin 

Tangdu Hospital，the Fourth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710038 

 

   

PURPOSE 

To retrospectively evaluate the differential diagnosis performance of intravox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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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oherent motion 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 (IVIM-DWI) for thymoma, thymic 

carcinoma and thymic lymphoma. 

  

METHOD AND MATERIALS 

Seventy-one subjects (49 men, 22 women; age range, 5–72 years) including thymoma 

(n=27), thymic carcinoma (n=16) and thymic lymphoma group (n=28) confirmed by 

pathological analysis underwent thoracic MRI on a 3.0-T MRI system, including 

conventional sequence and 9 b-value (b-value: 0 - 1,000 s/mm
2
) DWI. Multi-b-value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ADCmb) were calculated by mono-exponential 

model.Pure diffusion coefficient (D), pseudo-diffusion coefficient (D*) and 

perfusion fraction (f) were calculated with bi-exponential model. Mean ADCmb, D, 

D*, and f values were compared for the differences among thymoma, thymic carcinoma 

and thymic lymphoma groups by one-way ANOVA, and further post hoc multiple 

comparisons were performed with Bonferroni test or Dunett's T3 test.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ROC) analyses were performed to determine the 

efficacy and optimum thresholds for differentiating the defined groups by various 

parameters. 

  

RESULTS 

The mean D and D* value in thymoma were significant higher than the value from 

thymic carcinoma and lymphoma (D, 0.90, 0.62 and 0.49 ×10−
3
 mm

2
 /s; D*, 9.50, 

5.56 and 3.62×10−
3
 mm

2
 /s, and 10.47, 4.76 and 4.01 × 10−

3 
mm

2
 /s, 

respectively, all P < 0.001),while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hymic carcinoma and lymphoma (P > 0.05/3). The mean ADCmb value in thymic 

lymphoma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ymoma and thymic carcinoma (ADCmb, 0.71, 

1.32 and 0.99 ×10−
3
 mm

2
 /s, respectively, P<0.001), but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hymoma and thymic carcinoma (P > 0.05/3). As for the f 

valu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ere found among groups (P > 0.05). The AUC and 

cutoff value, respectively, for differentiating thymoma from thymic lymphoma: 

ADCmb, 0.946 and 0.872 ×10−
3
 mm

2
/s; D, 0.861 and 0.721×10−

3
 mm

2
/s; D*, 0.878 and 

4.80 × 10−
3
 mm

2
/s; for differentiating thymic carcinoma from lymphoma for ADCmb, D 

and D* were as follows: ADCmb, 0.786 and 0.932×10−
3
 mm

2
/s; D, 0.670 and 0.679 

×10−
3
 mm

2
/s; D*, 0.721 and 4.2 ×10−

3
 mm

2
/s.  

CONCLUSION 

We suggest that IVIM-DWI measurements could be used to differentiate thymic solid 

tumors preoperatively. 
 

  

EP-0996 

T2* Mapping 联合 FIESTA 序列定量评价 1 级未治疗的原发性

高血压患者的左室心肌结构及功能改变的实验研究 

 
杨智

1
,付兵

1
,李睿

2
,李春平

2
,王文斌

1
,赵志勇

1
 

1.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 

2.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目的：探讨 1.5 T MRI T2* Mapping联合 FIESTA序列评估由 1级未治疗的原发性高血压继发

的左心室各心肌节段的 T2*值及左右心室功能及心肌质量的改变。材料与方法：入选于成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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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人民医院首次就诊并确诊为 1级原发性高血压患者 40例（高血压组）及同期健康体检者

35名（正常对照组），采用单因素两样本组内随机设计方法进行研究。行 MRI心脏 T2* 

Mapping序列+MR功能序列扫描，获得左心室 17节段的 T2*值及功能参数、左心室质量，计算

并比较上述心脏结构及功能指标。结果：（1）1级高血压组收缩末期容积略低于正常对照

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左心室壁增厚不明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2）独立成组 t检验分析示高血压组左心室心肌质量高于正常组左心室质量，差异近乎有统

计学意义（t=17.063，P=0.054）。（3）高血压组左心室第 15、16、17节段心肌 T2*值降

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有 P<0.05），其余左心室各心肌节段 T2*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有 P>0.05）。结论：T2* Mapping 联合 FIESTA序列能用来评估由 1级高血压患者早期心脏功

能及形态的改变，左心室第 15、16、17节段的 T2*值减低、及高血压病早期左心室质量增

加、伴随左心室容积减低可用于评价及随访早期高血压患者心脏结构及功能的指标。 

 

 
EP-0997 

肺孤立性实性结节和混杂磨玻璃结节特点对比研究 

 
窦郁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730000 

 

摘要 

目的 探讨实性结节和混杂磨玻璃结节的病理特点并结合临床、影像学资料进行对比研究。 

方法 回顾性分析自 2012年 1月到 2016年 12月份在兰州大学第一医院手术并明确病理诊断的

SPN患者 576例。根据 CT上是否存在磨玻璃样病变将 SPN分为实性结节和混杂磨玻璃结节。

收集的临床资料包括：性别、年龄、吸烟史、既往肿瘤史。影像资料包括：肺窗上结节的直

径、位置。分析比较实性结节和混杂磨玻璃结节在病理、临床、影像学的差异。 

结果 576例 SPN患者中良性 69例(12.0%)，恶性 507例(88.0%)。其中实性结节 319例

(55.4%)，病理良性 60例(18.8%), 恶性 259例(81.2%)；混杂磨玻璃结节 257例(44.6%)，病

理良性 9例(3.5%), 恶性 248例(96.5%)。实性结节中病理良性的比例明显高于混杂磨玻璃结

节(p<0.001)。病理恶性的混杂磨玻璃结节和实性结节最常见的组织学类型都是腺癌。在腺癌

的各个亚型上，两者存在明显的差异(p<0.001)。混杂磨玻璃结节中女性(p<0.001)、非吸烟者

(p <0.001)、病灶位于上叶(p =0.017)的比例明显高于实性结节。 

结论 对实性结节性质的判断是临床上的难点。腺癌是病理恶性的实性结节和混杂磨玻璃结节

中最常见的组织学类型，两者在腺癌亚型的构成上存在明显的差异。混杂磨玻璃结节中非吸烟

者、女性、病灶位于上叶的比例要明显高于实性结节。 

  

 

 

EP-0998 

间质性肺疾病肺功能与肺 CT 定量参数的相关性 

 
王君

1
,沈聪

1
,许欣

2
,郭佑民

1
 

1.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汉中市中心医院 

 

目的：探讨间质性肺疾病（Interstitial lung disease, ILD）患者 CT定量参数与肺功能参

数的相关性。方法：回顾性收集 2013～2016年底我院据 2002年 AST/ERS专家共识确诊为

ILD、并行胸部 CT平扫的患者 227例（男 117，女 110）。使用“数字肺”自动测量工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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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全肺及各肺叶的肺体积与平均肺密度，将所得 CT定量指标与 FEV1、FEV1%行相关性分析。

结果：ILD患者的 FEV1与全肺体积中度相关（r=0.531），与右上肺、右中肺、右下肺、左上

肺、左下肺体积均轻度相关（r=0.379, r=0.420, r=0.445, r=0.403, r=0.445）；ILD患者

的 FEV1%与全肺、右上肺、右中肺、右下肺、左上肺、左下肺体积均轻度相关（r=0.298, 
r=0.193, r=0.221, r=0.272, r=0.230, r=0.336）。 ILD 患者的 FEV1与全肺、右上肺、右

中肺、右下肺、左上肺、左下肺密度均轻度相关（r=-0.426, r=0.-377, r=-0.403, r=-0.384, 
r=-0.318, r=-0.340）。ILD 患者的 FEV1%与全肺、右上肺、右中肺、右下肺、左上肺、左下

肺密度均轻度相关（r=-0.411, r=0.-311, r=-0.374, r=-0.377, r=-0.369, r=-0.428）。以

上各相关系数均有 p＜0.05。结论：肺体积及肺密度定量可以一定程度上反映肺功能。 

  

 

 
EP-0999 

探讨迭代重组技术在低剂量胸部 CT 平扫中评估冠脉钙化积分

在筛查心血管疾病风险的可行性 

 
樊荣荣,施晓雷,钱懿,范丽,萧毅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200003 

 

目的 探讨迭代重组技术在低剂量胸部 CT平扫中评估 CACS 在筛查心血管疾病风险的可行性。

资料与方法 前瞻性研究因病情需要行冠脉 CTA检查的患者 73例。均行心电门控 CT扫描及无

门控的低剂量胸部 CT扫描，并将后者进行 idose和 IMR 两种迭代重组，分别记为 A、B两组，

ECG-CT记为 C组。比较三组主观及客观评价、冠脉钙化积分测量值（CACS值）及风险度分

层。分别采用 Friedman M检验和 Kappa值比较各组图像质量主观评分和 2名观察者对主观评

分的一致性，采用随机区组方差分析比较各组的客观评价指标。各组 CACS值及危险度分层的

一致性分别采用 ICC值和 Kappa值进行检验。结果 A组、B组与 C组主观评分中位数分别为 3

分、4分、4分，且 B组主观评分与 C组无统计学差异（P=1.000）。C组图像噪声为

18.91±3.34HU，CNR为 7.94±1.60。A组和 B组图像噪声均较 C组低，CNR均较 C组高，B组

降噪及提高 CNR能力均最强（P值<0.05）。A、B及 C组 CACS值的中位数分别为 105.83、

116.05、187.55。A组与 C 组 CACS测量值的 ICC值为 0.980；B组与 C组 CACS测量值的 ICC

值为 0.981。A组与 C组危险度分层的 Kappa值为 0.664，B组与 C组危险度分层的 Kappa值为

0.748。10.96%在 C组为高危组的患者，而在 A组中被归为中危组；9.59%在 C组为高危组的患

者，而在 B组中被归为中危组。12.33%在 C组为中危组的患者，而在 A组中被归为低危组；

8.22%在 C组为中危组的患者，而在 B组中被归为低危组。结论 全迭代重组技术 IMR技术显示

冠脉钙化斑块、测量 CACS及风险度分层方面均优于 idose4。低剂量胸部 CT检出的 CACS处于

中危的人群，建议其行心电门控 CT检查评估准确的 CACS，以便于指导心血管疾病的初级预

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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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000 

基于 T1-mapping 和细胞外体积分数测量的糖尿病心肌病患者

心肌纤维化成像与传统的钆对比剂延迟强化成像诊断价值比

较研究 

 
张铁亮,刘静,潘存雪,刘文亚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830054 

 

目的：心血管疾病是全球范围造成死亡的最主要原因之一，而糖尿病又是心血管疾病发生发展

的主要危险因素之一。糖尿病心肌病（diabetic cardiomyopathy，DCM）会导致心肌细胞肥

大、心肌纤维化和心肌内小动脉病变，心肌受累出现进行性心肌纤维化导致的扩张型心肌病是

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传统的钆对比剂延迟强化（late gadolinium enhancement， LGE）不

能发现早期弥漫的心肌纤维化，但基于增强前后 T1-mapping测量的细胞外体积分数

（extracellular volume fraction，ECV）可以提示早期弥漫的心肌纤维化。在本研究中，我

们测量了糖尿病心肌病患者中存在心肌纤维化的（LGE）阴性和阳性区域的 T1-mapping值和

ECV值。 

方法：我们选取了 27名 DCM 患者和 17名相匹配的健康对照组，所有人均接受了心血管磁共振

(cardiovascular magnetic resonance， CMR)检查，测量增强前后 T1-mapping值和 ECV 值，

采集所有患者或对照组的 LGE图像。 

结果：20名 DCM患者出现了比较典型的 LGE；12名 DCM患者出现了左心室射血分数减低，并

且这 12名 DCM患者 LGE阳性；所有 DCM患者的 ECV值均高于对照组（p=0.001）；DCM 患者出

现心肌受累以后 ECV值会明显升高，不仅出现在 LGE阳性节段还会出现在 LGE阴性节段；但

DCM患者无心肌受累和对照组则不会出现 ECV值升高。心肌受累患者的 ECV值与左心室射血分

数呈负相关，与心肌受累节段数呈正相关。 

结论：基于 CMR的 ECV值测量是评价总体心肌纤维化比较有用的指标之一，尤其适合 LGE 阴性

节段区域性纤维化的评价；因此，心肌 ECV值测量是一个具有潜在价值的可以准确定量检测心

肌受累的指标，具有很高的临床应用价值或广泛的应用前景。 

 

 
EP-1001 

后纵膈节细胞神经瘤 MRI 表现与病理对照分析 

 
邬政宏

1
,吴冬秋

2
,黄原义

1
,刘沛武

1
,刘四斌

1
 

1.湖北省荆州市中心医院 

2.湖北省荆州市胸科医院 

 

【摘要】目的：研究后纵膈节细胞神经瘤 MRI的表现，探讨其 MRI特征与病理的关系。方法：

收集 11例经手术病理证实的节细胞神经瘤患者的 MRI及临床病理资料，分析其 MRI特征并与

病理作对照。结果：11例后纵膈节细胞神经瘤中，其中 6例位于后纵膈右侧，2例位于后纵膈

左侧，3例跨越脊柱中线，MRI显示 9例病灶边界清楚，病理显示肿块均具有完整包膜，2例

边缘部分欠清楚，可能与肿块和肺内炎性病变及胸膜粘连相关；8例呈椭圆形或类卵圆形，沿

冠状轴生长，3例呈不规则形塑形生长并跨脊柱中线，包绕或推移周围血管，但血管形态正

常；MRI T1WI为均匀低信号（6例）或不均匀等低信号（5例），9例 T2WI为不均匀等或高信

号，其中 2例 T2WI出现漩涡样征象，本组 11例病灶 DWI均呈稍高或高信号，对照其病理切片

发现肿瘤 MRI信号与肿瘤内黏液基质、散在成熟的节细胞、Schwann细胞成分及胶原纤维不同

比例相关，黏液基质含量高、细胞成分或胶原纤维含量少则 T2WI信号高，DWI亦表现为高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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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若以胶原纤维和细胞成分为主则 T2WI表现为等信号；本组 11例中 7例行 MRI动态增强扫

描，其中 5例早期不强化或轻度强化，延迟后逐渐呈条片状或斑片状增强，其增强特点病理上

可能与肿瘤中黏液基质含量，以及肿瘤的血供、毛细血管通透性和细胞外液状态相关，2例病

灶无强化，病理显示肿瘤组织内主要由大量的黏液基质，少量纤维细胞、节细胞及淋巴细胞组

成，伴有囊性变及脂肪变。结论：后纵膈节细胞神经瘤 MRI具有一定的特征性，其 MRI表现与

病理特征具有一定相关性，肿瘤相应 MRI信号及强化方式与瘤内节细胞、神经纤维成分、黏液

基质比例的变化密切相关。 

 

 

 

EP-1002 

冠状动脉 CTA 腔内衰减梯度及其校正模式辅助评估血管狭窄

程度的初步研究 

 
彭鲲,汤光宇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暨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 200070 

 

 

目的: 

比较冠状动脉 CTA腔内衰减梯度（transluminal attenuation gradient，TAG），校正的腔内

衰减梯度（ transluminal attenuation gradient with corrected contrast 

opacification，TAG-CCO ）以及去钙化腔内衰减梯度（transluminal attenuation gradient 

with excluding calcified coronary segments，TAG-ExC ）辅助诊断钙化斑块狭窄程度准确

性的诊断效能。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13例行 CCTA检查并于 2周内行 CAG检查的疑似或已确诊的冠心病患者。以 CAG

结果作为参考标准，对 311 支血管的 TAG、TAG-CCO及 TAG-ExC值进行比较分析。计算 TAG、

TAG--CCO以及 TAG-ExC联合 CCTA评估狭窄程度的诊断效能，并采用重分类改善指数（net 

reclassification index，NRI）判断 TAG、TAG-CCO以及 TAG-ExC能否改善冠状动脉狭窄程度

的分级。 

结果: 

1. TAG随狭窄程度的增加而逐渐下降，TAG由-8.32±5.83（轻度狭窄）下降至-15.77±9.91

（重度狭窄）（P < 0.001），轻度狭窄血管与中、重度狭窄血管的 TAG值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P值均<0.05），TAG-CCO及 TAG-ExC下降趋势与 TAG相同。2. TAG-CCO未能有效克服 TAG

时相不均一性影响。3. TAG 诊断准确性不受钙化斑块影响。4. 在所有血管组，TAG、TAG-ExC

能够有效提高单独 CCTA诊断血管狭窄程度的诊断效能（AUC：0.926 vs. 0.907，P = 0.018； 

AUC：0.922 vs. 0.907，P = 0.030 ）。5. TAG有效改善钙化血管狭窄程度评估的分级（n= 

95，NRI = 0.143，P= 0.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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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003 

肺磨玻璃结节的 CT 征象对于浸润前病变/MIA 和 IAC 

的术前诊断价值 

 
王小伟,陈武飞,何文杰,杨智明,滑炎卿 

上海华东医院/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 200040 

 

目的 探讨磨玻璃结节的 CT 征象对于浸润前病变/MIA和 IAC的鉴别诊断价值。方法 对 215名

患者的 227个磨玻璃结节的影像学征象和病理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通过 logistic回归分析

得出对浸润前病变/MIA和 IAC有独立鉴别作用的 CT影像学征象，并得出 logistic回归模

型。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评估回归模型及独立鉴别因素对于磨玻璃结节的鉴别诊断性能。结果 

227例磨玻璃结节中包括浸润前病变（包括 AAH和 AIS）24例（10.57%），微浸润腺癌

(MIA)114例（50.22%）和浸润性腺癌(IAC)89例（39.21%）。浸润前病变/MIA和 IAC的直

径、体积、密度、质量、结节形状、结节边缘、周围邻接情况、空气支气管征及胸膜牵拉征有

统计学差异（P<0.05）。将上述影像学征象投入 logistic 回归分析，得出质量、体积为浸润

前病变/MIA和浸润性腺癌的独立鉴别因素，并得出回归模型。回归模型、质量、体积及直径

对浸润前病变/MIA和浸润性腺癌的鉴别诊断做 ROC曲线分析，并对曲线下面积（AUC）进行统

计学比较，得出回归模型和质量对于浸润前病变/MIA和浸润性腺癌的鉴别诊断价值没有统计

学差异，而质量的诊断价值优于体积和直径。根据 ROC曲线得出质量对于肺腺癌浸润前病变

/MIA和浸润性腺癌诊断的最佳界值分别是 211.84mg，敏感度为 87.6%，特异度为 90.6%，准确

度为 89.43%。对所有混合磨玻璃结节进行分析，logistic回归分析得出质量为唯一的独立鉴

别因素，最佳诊断界值为 254.87mg。结论 磨玻璃结节质量、体积、直径可以用于浸润前病变

/MIA和浸润性腺癌的鉴别诊断，并且结节质量对于两者的鉴别诊断价值更高；在混合磨玻璃

结节中，质量是浸润前病变/MIA和 IAC的唯一独立鉴别因素。 

 

 
EP-1004 

The value of the Air Bronchogram sign on CT image in 

the identification of different single Solitary 

Pulmonary Consolidation Lesions 

 
QU HUI-FANG 

SHAN DONG CHEST HOSPITAL 250014 

 

AIM:The aim of the present study was to analyze the value of applying Air 

Bronchogram sign on CT image in the identification of different single Solitary 

Pulmonary Consolidation Lesions 

MATERIALS AND METHODS:A total of 105 patients(including 39 lung cancer,43 

Tuberculosis,23 pneumonia)with single Solitary Pulmonary Consolidation Lesions 

were evaluated for the CT features of Air Bronchogram sign in this retrospective 

study,there were 172 segmental- and subsegmental bronci involved.The shape and 

lumen of the bronchi in the lesion ,length of bronchi involvement and disease on 

multiplanar reconstructed were evaluated.A multipl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performed for CT featuers in order to Evaluate the significant of the Air 

Bronchogram sign in identify the lung cancer,Tuberculosis and pneumonia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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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gle Solitary Pulmonary Consolidation Lesion.A p-value＜0,05 was regarded to 

indicate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RESULTS:There were 62 segmental-and subsegmental bronci involved in 39 lung 

cancer, 47 segmental-and subsegmental bronci involved in 43 tuberculosis,33 

segmental- and subsegmental bronci involved in 23 pneumonia.The shape of the 

bronchi in the lesion was significant in the  identification of lung 

cancer,tuberculosis and pneumonia(P=0.0038),The lumen of the bronchi in the lesion 

was also significant in the identification of lung cancer,tuberculosis and 

pneumonia(P<0.0001),the length of the bronchi involvement and the rate of the 

bronchi to the lesion was significant in the identification of lung cancer from 

tuberculosis and pneumonia（P=0.0057;P<0.0258）. 

CONCLUSION: The shape and lumen of the bronchi in the lesion can be used to 

distinguish lung cancer and tuberculosis and pneumonia.the rate of the length of 

bronchi to the lesion can be used to distinguish lung cancer from tuberculosis and 

pneumonia. 

  

 

 

EP-1005 

Coexisting Lung Cancer and Active Pulmonary 

Tuberculosis: The Radiologic Findings 

 
Li Duo 

Beijing Chest Hospital，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101149 

 

Objective: To assess the accuracy by CT of pulmonary lung cancer in case with 

coexisting lung cancer and active pulmonary tuberculosis and to analyze in detail 

why pulmonary lung cancer was missed at the initial report. 

Material and Methods: The study involved 52 patients (46 men and 6 women with a 

mean age of 61 years old) diagnosed with concomitant lung cancer and active 

pulmonary tuberculosis during a period of 4 years. The medical records and CT scan 

of these patients were reviewed retrospectively. 

Results: Lung cancer and active pulmonary tuberculosis intermingled in the same 

lung lobe in 35 cases, with 17 cases at different lobes. Eighteen patients (34.6%) 

had central lung cancer and 34 patients (65.3%) had peripheral lung cancer. 

According to the initial CT report, lung cancers were typical in 25 (48.1%) 

patients, suspected of malignant in 14 (26.9%) patients, untypical missed in 13 

(25.0%) patients, including 3 (16.7%)central lung cancers and 10(29.4%) peripheral 

lung cancers. Peripheral lung cancer missed due to masked by the active TB lesion 

(2 patients) or misinterpreted as tuberculosis lesion (8 patients). Six (75.0%) 

peripheral lung cancers misinterpreted as tuberculosis were located at upper lobes 

while 6(50.0%) typical lesions and 4(33.3%) suspected lesions located at upper 

lobes (P=0.031). 

Conclusion: CT could diagnosis the lung cancer or find suspicious malignant lesion 

in three quarters of patients. Missed rate of peripheral lung cancer was hig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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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 the central lung cancer. Most of the misinterpreted lung cancers were located 

at upper lobe. 

 

 

EP-1006 

青年冠心病患者冠状动脉 CT 影像学特征 

及相关危险因素初步研究 

 
贾崇富,孟欣怡,王照谦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6011 

 

目的  量化青年患者冠状动脉 CT成像（CCTA）上的冠心病检出率，并初步探讨其影像学特征

及相关危险因素。方法  选择我院接受 CCTA检查的≤45岁青年患者 2099例，男性 1543

例，女性 556例，平均年龄 40.1±5.0 岁，观察图像并记录有无冠状动脉斑块，斑块性质及狭

窄程度。 结果  CCTA检出冠心病阳性患者 229例，总检出率为 11%；其中≤20岁组为 3%，

21-30岁组为 6%，31-40岁组为 11%，41-45岁组为 15%，组间发病率差异显著（P＜0.01）。

229例阳性患者中，单支病变患者发生率（72%，166/231）显著高于多只病变患者（28%，

63/231）；323支病变血管中，非钙化斑块 142支（57.2%）, 其中低密度斑块 42支

（13.1%）；斑点状钙化斑块 72支（22.2%）；混合斑块 53支(16.3%)；钙化斑块 14支

(4.3%)。323支病变血管中，重度狭窄及其以上（包括亚闭塞、闭塞病变）158支

（48.97%）。 结论  青年患者 CCTA图像上冠心病的检出率为 11%，并且有与老年患者不同

的影像学特征。对于临床上怀疑冠心病的青年患者，尤其具有吸烟等危险因素的 30-45岁男性

患者，可建议行 CCTA检查。 

  

 

 
EP-1007 

双源 CT 双能量肺灌注成像评价急性肺栓塞的严重程度 

 
孔维芳 

四川省人民医院 610072 

 

目的：探讨双源 CT双能量肺灌注成像(DEPI)评价急性肺栓塞(APE)的严重程度的可行性及价

值。 

方法：40例经双源 CTPA确诊的 APE患者，后处理得到 DEPI及 CTPA图像，观察 DEPI图像肺

灌注缺损的位置及形态，计算灌注缺损分数，记录全肺灌注 CT值；CTPA图像上 PE的位置、

类型，测量双室短轴最大径，肺动脉干短径，计算栓塞分数及双室短轴最大径比（RV/ LV）。

依照 2014版欧洲心脏病学会急性肺栓塞诊断治疗指南进行危险分层：分为高危组 12例，中危

组 25例，低危组 3例。比较三组中各灌注缺损分数、栓塞分数、肺动脉干短径、全肺灌注 CT

值的差异。  

结果：低危、中危组间，灌注分数与主肺动脉干有统计学差异，p=0.049，p=0.027，栓塞分数

与全肺灌注 CT值无统计学差异，p=0.337，p=0.598；高危组例数，不纳入统计。 

结论：肺灌注缺损分数及肺动脉干短径评价 APE的严重程度有可行性及一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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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008 

Cryptogenic organizing pneumonia presenting as a 

solitary mass: clinical, imaging, and pathologic 

features 

 
shen leilei,Yu Hong,Liu Jing,Xiao Xiangsheng 

Secon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Affiliated Changzheng Hospital 200003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imaging, pathologic features of 

cryptogenic organizing pneumonia (COP) with solitary mass form. 

Materials and methods: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10 patients (8 men, 2 women; age 

range 57-78 years; mean age 62 ± 5 years) with confirmed diagnosis of COP with a 

solitary lung mass. 

Results: All 10 patients had cough with expectoration; 7 had hemoptysis. All 

lesions were adjacent to the pleura. Mean size of the lesions was 4.2 ± 0.7cm 

(range, 3.2-6.1 cm). The upper left lobe was the site of the lesion in 4 patients. 

Six masses had heterogeneous density; of these, 4 had cavities and distal 

obstructive inflammation. The mass caused pleural indentation in 4 patients. 

Lymphadenopathy was seen in 7 patients. All specimens showed buds of granulation 

tissue within the lumen of the distal pulmonary airspaces, with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interstitial lymphocytes in 4 specimens. 

Conclusion: Patients with COP with solitary mass form are likely to have 

haemoptysis. The mass is prone to necrosis. Vascular bundles, exudation around the 

mass, interstitial lymphocyte infiltration, and mediastinal lymph node enlargement 

are common features.  

  

 

 
EP-1009 

 单次屏气 TGRAPPA 及 TmSENSE 技术快速测量全心功能的评价 

 
张雅颖

1,2,3
,陈铟铟

1,2,3
,恽虹

1,2,3
,杨姗

1,2,3
,金航

1,2,3
,曾蒙苏

1,2,3
 

1.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上海市影像医学研究所 

3.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影像学系 

 

目的:评价单次屏气 trueFISP 电影结合 TGRAPPA及 TmSENSE 技术在测量左右心功能上准确性。

方法：20例患者（包括 10 例无器质性心脏病、2例扩张性心肌病、2例致心律失常性右心室

心肌病、2例肺动脉高压、2例心肌梗死，1例心肌淀粉样变、1例左室流出道梗阻）进行真实

稳态自由进动全心短轴位电影检查，检查序列包括多次屏气 trueFISP结合 GRAPPA及单次屏气

TGRAPPA及 TmSENSE，测量并比较各种序列测得心脏射血分数（EF）、舒张末期容积（EDV）、

收缩末期容积及心搏量（SV）。结合乳头肌水平图像的图像质量进行评价。结果：与参照标准

电影序列相比，单次屏气 TGRAPPA及 TmSENSE技术所得的各项心功能指标差异无显著意义（P

大于 0.05），结果具有一致性，各系列图像均具有诊断性，以 TGRAPPA的图像质量较好。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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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单次屏气 TGRAPPA及 TmSENSE技术可以快速准确地评价左右心室功能，以 TGRAPPA 的图像

质量更佳。 

  

  

 

 

EP-1010 

Blood T1* correction increases accuracy of 

extracellular volume fraction measurements at 3.0T 

cardiovascular magnetic resonance: comparison of T1 

maps and T1* maps 

 
shang yongning,Zhang Xiaochun,Wang Jian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Southwest Hospital， Thir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400038 

 

Purpose: Currently, ECV calculation is based on T1 mapping of myocardium and blood, 

and is calibrated using the value of hematocrit. For the blood, since there is 

inflow/replacement of fresh blood in each heartbeat, the Look-Locker (LL) 

correction is obviated to provide a more realistic estimation of blood T1. So ECV 

measurements based on blood T1 values from LL-generated maps may lead to a 

misestimation of their true values. Accuracy of ECV could be improved by more 

accurate measurements of blood T1 using T1* mapping, but the extent of improvement 

is unknown. We hypothesized there were differences between blood T1 and T1*, and 

also among extracellular volume fraction (ECV, derived from myocardial T1 and 

blood T1), ECVi (ECV interaction, derived from myocardial T1 and blood T1*) and 

ECVs (ECVstar, derived from myocardium T1* and blood T1*). The purposes were to 

obtain more accurate extracellular volume fraction using myocardium T1 and blood 

T1* generated from modified Look-Locker inversion recovery (MOLLI). 

Materials and Methods: This study was approved by the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and all participants given written informed consent. MOLLI sequence with motion 

correction was scanned in 42 subjects to generate T1 maps and T1* maps. Native and 

post-contrast T1 values of 16 segments and global myocardium and blood were 

obtained and ECV, ECVi and ECVs were then calculated. Differences were assessed 

using paired t-test and Bland-Altman method. 

Results: Native blood T1* values were higher compared with the native blood T1 

values (62.8 ms, 3.1% and p=0.003), and post-contrast Blood T1* values were lower 

compared with the post-contras blood T1 values (5.1 ms, 1.4% and p<0.001) in all 

participants. Global ECVi values were smaller than ECV values (0.006, 2.11% and 

p<0.001), and also well correlated with ECV value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0.991, 

p<0.001). Global ECVi values were larger than ECVs values (0.06, 21.6% and 

p<0.001), and also associated with ECVs value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0.871, 

p<0.001). 

Conclusion: Blood T1* correction can improve precision of blood T1 values and 

consequently can increase accuracy of extracellular volume fraction measur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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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011 

Quantification of myocardial tissue characterization 

and strain of the left ventricle in healthy 

volunteers with 1.5T magnetic resonance: a 

preliminary study 

 
Cao Yukun,Shi Heshui,Cui Yue,Kong Xiangchuang 

Wuhan Union Hospital， Tongji Medical College，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430022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normal value and gender and segmental differences of 
T1 value，extracellular volume (ECV) and systolic peak strain of the left 
ventricular myocardium in normal subjects with 1.5 T magnetic resonance. 
Method: We recruited 46 healthy subjects without any history of cardiovascular 
disease to undergo contrast-enhanced cardiac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on a 1.5T 
MR scanner. T1 mapping was acquired at basal, mid and apical segments before and 
15 min after administration of gadolinium using a modified Look-Locker inversion 
recovery (MOLLI) sequence. Based on the hematocrit value of subjects, ECV mapping 
on the same level was automatically performed. The native and post T1 and ECV 
values were calculated in 16 regions of interest in left ventricle according to 
AHA 16 segments model. Myocardial stress analysis based on the tissue tracking 
technology was performed after cardiac cine data were imported into the post-
processing software. And then we semi-automatically measured global and regional 
peak systolic radial, circumferential and longitudinal strain of the left 
ventricular myocardium. 
Result: The mean native and post T1 and ECV values of the left ventricular 
myocardium were 1009.4±24.8 ms, 468.4±30.9 ms and 24.8±2.5%. The T1 and ECV 
values in females were higher than males（T1:1020.2±20.8ms vs.999.5±24.3ms,P＜

0.01; ECV:26.5±1.9% vs.23.1±1.8%,P＜0.01). The apical segment had a 

significantly higher ECV than either middle or basal one (26.2±3.1, 24.2±2.4 and 

24.5±2.7%; P＜0.01 ). The native T1 value was associated with age (r=0.371，P＜

0.01) and left ventricular mass(r=﹣0.301，P＜0.05). And the ECV was related to 

left ventricular mass(r=﹣0.585，P＜0.01). In addition, the peak systolic radial, 
circumferential and longitudinal strain of the left ventricular myocardium were 
43.2±9.9%, ﹣19.8±2.3% and ﹣17.5±2.2%. The global Ecc and Ell values in 

females were greater than males(Ecc:﹣20.9±2.2% vs.﹣18.9±2.1%,P＜0.01; Ell:﹣

18.6±2.1% vs.﹣16.5±1.7%,P＜0.01). The Err values in apical segment and Ecc and 

Ell values in middle segment were higher than other segments. (P＜0.01). And the 

Err value correlated with age(r=0.304，P＜0.05). 

Conclusion: The study measure the reference range of T1, ECV, and peak systolic 

Err, Ecc and Ell value of the ventricle in healthy subjects. Segment and gender 

variation of the left ventricle in native T1, ECV, Err, Ecc and Ell value were 

observed. The native T1 was associated with age and myocardial mass. And the Err 

value correlated with 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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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012 

探讨 GE 256 层 Revlution MSCT 在头颈、冠状动脉“一站

式”联合扫描中的应用价值 

 
时洪坤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目的：评价 GE RevolutionCT 在头颈、冠状动脉“一站式”联合扫描中关于图像质量及辐射剂

量在临床中的应用价值。方法：利用 GE Revolution256层 MSCT进行头颈、冠状动脉联合扫

描。我们抽取我院 2017年 3月—5月期间的 60例患者，其中男性 35例，女性 25例。年龄

30—80岁，平均年龄 56岁。分成 3组，A组采用头颈、心脏联合扫描，B组采用心脏扫描，C

组采用头颈 CTA扫描。结果：①  头颈、冠状动脉联合 A组 20例，所得 CTDIvol值为

(23.09±5.69)mGy ,DLP 值为(434.98±48.19)mGy.cm，ED 值为(8.52±0.67)mSv；②   头

颈血管 B组 20例，所得 CTDIvol 值为(17.78±0.91) mGy， DLP值为(803.51±71.47) 

mGy.cm， ED值为(6.63±0.52) mSv；③  冠状动脉 C组 20例，所得 CTDIvol值为

(12.54±3.44)mGy ，DLP值为(172.58±43.86)mGy.cm ，ED值为 (2.42±0.61)mSv。④  单

独头颈血管与冠状动脉辐射剂量均数相加所得 DLP值为 976.09mGy.cm,ED值为 9.05mSv均比头

颈、冠脉联合扫描所得 DLP（434.98 mGy.cm）及 ED（8.52mSv）值大。结论：GE256层

RevolutionCT头颈、冠状动脉血管一站式联合扫描图像质量好，成功率高，对比剂用量少，

辐射剂量低。单独头颈血管 CTA与冠状动脉 CTA扫描相加的平均 DLP之和及 ED之和比头颈、

冠状动脉联合扫描的 DLP及 ED值均大。与单独行头颈血管 CTA及冠状动脉 CTA检查相比，头

颈、冠状动脉“一站式”检查具有简捷、对比剂用量少、无创、辐射剂量相对低和重复性强的

优势，是心脑血管疾病患者评价头颈血管及冠状动脉的有效检查方法。 

 

  

 

 

EP-1013 

Cardiac T1 mapping and tissue-Tracking Strain 

Analysis with 1.5T Magnetic Resonance in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Cao Yukun,Shi Heshui,Cui Yue,Kong Xiangchuang 

Wuhan Union Hospital， Tongji Medical College，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430022 

 

Objectives: Cardiac magnetic resonance (CMR) T1 mapping and tissue-tracking strain 
analysis are considered to be useful quantitative techniques that can evaluate 
myocardial tissue characterization and mechanic alterations, respectively, in 
early diabetic cardiomyopathy.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assess left 
ventricular myocardial T1 value, extracellular volume fraction (ECV), and systolic 
strains in asymptomatic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T2DM) and its 
underlying relationship with clinical parame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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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We recruited 50 asymptomatic T2DM patients (mean age: 55±7 years; 28 
males) and 32 healthy volunteers matched with sex, age, and BMI to undergo 
contrast-enhanced CMR examination. The myocardial native T1, post-contrast T1 and 
ECV values of left ventricle were measured in the T1 and ECV maps acquired by 
modified Look-Locker inversion recovery (MOLLI) technique. Left ventricular global 
systolic strain and strain rates were evaluated with routine cine images by 
tissue-tracking analysis software. The baseline clinical and biochemical indices 
were collected before CMR examination. 
Results: The myocardial ECV and native T1 value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diabetic patients than that in controls. (ECV: 27.4 ± 2.5% vs. 24.6 ± 2.2%, p < 
0.001; native T1: 1026.9 ± 30.0 ms vs. 1011.8 ± 26.0 ms, p = 0.022, 
respectively). However, the left ventricular global systolic strain, strain rate, 

volume, myocardial mass, ejection fraction, and left atrial volume were similar 

between diabetic patients and healthy controls. In diabetic patients, native T1 

value was independently correlated to hemoglobin A1c level (standardized β = 

0.368, p = 0.008). ECV was independently associated with hemoglobin A1c level 
(standardized β = 0.365, p = 0.007) and angiotensin-converting enzyme inhibitor 
(ACEI) treatment (standardized β = -0.271, p = 0.042).     
Conclusion: Asymptomatic T2DM patients have increased native T1 value and ECV 
indicative of myocardial extracellular interstitial expansion, which relates to 
poor glycemic control. AECI treatment can help ameliorate myocardial interstitial 
matrix remodeling. 
  

 

 

EP-1014 

ALK 基因重排支气管肺癌的影像学特点及相关因素分析 

 
李成州,许远帆,王石峰 

杭州全景医学影像诊断中心 310009 

 

目的：探讨间变性淋巴瘤激酶(ALK)基因重排支气管肺癌的影像学特点 

方法：收集 XX医院 2015年 1月至 2016年 8月期间经病理确诊的 530例肺癌的影像学及病理

资料。分析 ALK基因重排支气管肺癌的临床、病理及影像学特征。 

结果：530例经病理证实支气管肺癌中，48例 ALK阳性(9.06%)。阳性组平均年龄

53.71±10.98，阴性组平均年龄 59.94±9.75，两者有显著统计学差异（t=-4.208，p＜

0.01）。ALK阳性组的临床分期高于阴性组（X
2
=7.02，p＜0.01）。组织形态学上，阳性组中

腺癌 40例（83.33%），鳞状细胞癌 5例（10.42%），小细胞癌 3例（6.25%），腺癌比例明显

高于阴性组（X
2
=5.15，P＜0.05）。影像学特征方面，阳性组含中央型肺癌 5例，周围型肺癌

43例，与阴性组无明显统计学差别（X
2
=1.24，p＞0.05）。周围型肺癌中，ALK阳性组病灶平

均最大径 26.53±14.39mm，阴性组 19.37±8.39mm，两者有明显统计学差异（t=-3.204,p＜

0.05）；≥30mm 组肺癌 ALK 阳性率显著高于＜30mm组病灶阳性率（X
2
=31.89，p＜0.01）。阳

性组与阴性组在分叶、毛刺、病灶内实性成分方面有显著统计学差异（X
2
值分别为：10.31、

7.52、16.54，p值均＜0.01）。将年龄＜45岁、病灶≥30mm、分叶、毛刺、病灶内有实性成

分作为 ALK 重排阳性的预测因素，进行多因素分析，ROC曲线下面积 AUC：0.809（95%CI：

0.744-0.875）。预测模型的灵敏度、特异性分别为：62.8%、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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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ALK基因重排常表达于肺腺癌，但亦可见于鳞状细胞癌与小细胞癌。年龄≤45岁、病灶

≥30mm、分叶、毛刺、病灶内有实性成分等可作为 ALK 重排阳性的预测因素，预测模型具有

较好的区分度。 

  

 

 

EP-1015 

系统性硬化症相关肺间质病变 HRCT 随访观察及预后评价 

 
孙凤,舒政,邹晓刚,戴晓婷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上海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200082 

 

[摘要] 目的：探讨系统性硬化症肺相肺间质疾病（SSc-ILD）HRCT表现的演变规律和其在评

估疗效及预后的临床价值。 方法：收集系统性硬化症相肺间质疾病患者 77例，回顾分析肺间

质病变 HRCT随访的影像及临床资料，总结肺间质病变 HRCT 影像征象的变化。分别以性别、年

龄、临床分型、病程、HRCT 影像表现进行危险因素 COX回归分析，观察影响预后的危险因

素。结果：（1）77例 SSc-ILD患者三次 HRCT检查后发现肺间质异常改变如下：磨玻璃影

（69/77；64/77；66/77）、小叶间隔增厚（72/77；976/77；76/77）、胸膜下弧线

（43/77，；4/77；58/77）、小结节（8/77，10.4%；10/77；13/77）、支气管血管束增粗

（27/77；30/77；35/77）、网格影（39/77；51/77；61/77）、蜂窝影（25/77；25/77；

39/77）、囊状影（13/77；13/77；15/77）；胸膜下弧线、网格影、蜂窝影复查随访较前增多

（P<0.05）。（2）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SSc的临床分型、胸膜下弧线、支气管血管束增粗

和蜂窝影是影响 SSc-ILD患者预后的相关危险因素(HR：9.085，8.671，9.732，16.552，95％

可信区间：1.162～70.998，1.110～67.755，2.099～45.042，3.562～76.910，P<0．05)。多

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蜂窝影是影响 SSc-ILD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RR=8.873，95％可信区

间：1.808～43.542，P<0．05)。结论：SSc-ILD在随访过程，肺部 HRCT表现演变有一定的规

律；影像学随访在肺间质病变的动态演变及评估预后方面有重要的临床价值。 

  

 

 
EP-1016 

典型肺裂结节的 HRCT 表现特点及相关结节的鉴别 

 
吴光耀,伍建林 

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16001 

 

目的 回顾性分析典型肺裂结节(PFN)的薄层 HRCT表现，并与不典型 PFN及非 PFN的 CT表现进

行比较与鉴别，旨在提高对典型 PFN术前诊断水平。方法 从我院 2256例胸部 CT体检中收集

符合标准的 148例 199个肺结节分为典型 PFN（174个）、不典型 PFN（13个）及非 PFN（12

个）3组进行比较分析，观察其位置、与肺裂关系、大小、密度及形态、血管进入征、小叶间

隔细线影以及随访变化等。采用 SPSS l7．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不典型 PFN发生部位

以右肺水平裂居多，典型 PFN者与肺裂关系密切。非 PFN直径(0.64±0.16cm)大于另两组且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典型 PFN均呈实性密度，三组结节在形态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0.05），典型 PFN及不典型 PFN三角形或类圆形多见，非 PFN均为类圆形。血管进入征

以非 PFN多见（8/12，66.67%），小叶间隔细线影以典型 PFN多见（96/174，55.17%），其间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在平均 2.02年随访中，非 PFN呈逐渐增大趋势，另两组无明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1097 

 

显变化。结论 典型 PFN与肺裂关系密切并有一定 CT表现特点，其中三角形、方形或类圆形、

伴有小叶间隔细线影且稳定的实性肺结节，可高度提示该病的诊断。 

  

 

 
EP-1017 

能谱检测器 CT 单能谱成像在低对比剂、低辐射剂量冠状动脉

CT 血管成像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王曼

1
,王怡宁

1
,吴润泽

2
,于胜会

2
,王沄

1
,金征宇

1
 

1.北京协和医院 

2.飞利浦公司临床科学部 

 

目的 探究能谱检测器 CT单能谱成像在使用 30ml对比剂和低辐射剂量冠状动脉 CT血管成像检

查中的可行性。方法 共连续入组 30例疑似缺血性心脏病的患者，均采用能谱检测器 CT进行

冠状动脉 CTA检查。采用前门控扫描模式、120kVp、电流自动调节技术平均电流为

104.4±27.6mAs。由于能谱检测器 CT具备回顾性能谱重建能力，将能谱 CT获取的数据重建为

常规图像（A组）和单能谱（50keV）图像（B组）。测量主动脉根部（AO）、左主动脉

（LM）、左前降支（LAD）、左回旋（LCX）和右冠状动脉（RCA）远段的 CT值、噪声，计算两

组图像的信噪比（SNR）。主观图像质量评分由 2位评估者独立使用 4分法进行评估。结果 A

组的 AO、LM、LAD、LCX和 RCA的 CT值分别为（311.9±73.9）HU、（297.4±77.3）HU、

（210.6±45.3）HU、（214.8±61.1）HU和（233.1±82.1）HU，B组的 AO、LM、LAD、LCX和

RCA的 CT值分别为（634.5±173.2）HU、（569.9±175.7）HU、（353.5±80.9）HU、

（372.9±105.4）HU和（410.5±153.7）HU。A组 AO的噪声和 SNR分别为 24.8±3.7 和

12.9±4.3，B组 AO的噪声和 SNR分别为 20.9±2.4 和 30.8±9.6。B组的 CT值、噪声和 SNR

明显优于 A组（P均<0.01）。两组主观图像质量评分为 2.1±0.5 和 1.2±0.4，CT体积剂量

指数、剂量长度乘积和有效辐射剂量分别为 12.3±3.3mGy、142.9±44.7mGy×cm、

2.0±0.6mSv。结论 在冠状动脉 CTA检查中，使用 30ml对比剂和 2mSv辐射剂量扫描方案，单

能谱 50keV图像较常规 120kVp图像可获取更优异的图像质量。 

 

 
EP-1018 

薄壁囊腔型周围型肺癌的 MDCT 特征与病理基础初探 

 
望云,范丽,李清楚,陈如潭,萧毅,刘士远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200003 

 

目的：探讨合并薄壁含气囊腔形成的周围型肺癌的 MDCT特征和病理基础。 

方法： 回顾性总结经病理证实的 30例伴薄壁含气囊腔形成的周围型肺癌患者的临床资料、

MDCT表现和病理类型。有随访的病例同时评价病灶的动态变化，选取 11例手术证实的病例进

行病理切片与 CT图像对比，分析其形态学表现的病理基础。 

结果：共 30例（腺癌 18例、鳞癌 11例、梭形细胞癌 1 例）。MDCT征象中比例占 60%以上的

征象有：圆形/类圆形、内部不光整、分叶、内部分隔形成 25例（83.33%），多囊 24 例

（80.00%）,胸膜凹陷征 18 例（60.00%)；含气囊腔肺癌根据病灶有无实性成分将其分成无实

性成分组与有实性成分组，统计学发现内部血管穿行、支气管通入腔内、支气管截断征及磨玻

璃征在 2组之间存在差异；有实性成分的薄壁含气囊腔肺癌支气管截断征高于无实性成分的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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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82.35% vs.7.70%, p<0.001）；无实性成分的含气囊腔肺癌中内部血管穿行、支气管通入

腔内和磨玻璃征的比例高于有实性成分的肺癌（76.92% vs.35.29% p=0.033; 38.46% vs. 0%, 

p=0.009；69.23%vs.5.88%，p＜0.001）。含气囊腔形成的病理基础为肿瘤内部彻底液化坏

死，肿瘤沿肺泡壁生长、肺泡壁破坏融合。5例患者随访出现囊腔增大，囊壁增厚。2例患者

随访则囊腔缩小，实性成份增多。 

结论：伴薄壁含气囊腔形成的周围型肺癌 MDCT表现具有一定的特征性，含气囊腔形成的病理

基础多样。 

  

 

 

EP-1019 

心外膜脂肪体积与心肌脂肪浸润及浸润程度的关系 

 
陈炽华,严福华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 200025 

 

目的心肌脂肪浸润并不是一种罕见的现象，但是关于此的研究很少；心外膜脂肪(epicardial 

adipose tissue，EAT)是位于心肌表面及心包脏层之间的内脏脂肪。本研究想要探究心外膜脂

肪体积和心肌脂肪浸润及浸润的程度之间是否相关。 

材料与方法 共收集 387名患者，排除标准：图像质量不佳；有过支架、搭桥手术史；存在严

重瓣膜疾病，心包积液；伴有明显消耗性疾病。搜集信息包括患者的性别、年龄、身高、体

重，是否合并 II型糖尿病状态、利用身高体重计算 BMI 值。入组的患者均接受了冠脉 CTA检

查，按照冠脉狭窄程度分为血管阻塞性冠脉疾病组病组及非阻塞性冠脉疾病组病组，利用软

件”cardiac risk”自动测量 EAT体积。根据冠脉平扫及增强图像识别是否存在心肌脂肪浸润

及浸润的部位，形态及浸润的深度。分别测量右心室游离壁基地段，中段及心尖段的厚度，得

到右室游离壁的平均厚度及最大厚度。计量资料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分类变量采用卡方检

验，分别比较组间各个危险因素是否存在统计学差异。利用受试者特征（ROC）曲线比较各因

素曲线下面积大小来比较对阻塞性冠脉疾病的诊断预测价值。通过 Spearman等级相关分析来

比较各因素与心肌脂肪浸润深度之间的相关性。 

结果 性别、年龄、是否合并 II型糖尿病，EAT体积及右心室壁厚度均和心肌脂肪浸润相关

（P<0.05）。冠脉粥样硬化和心肌脂肪浸润不相关。EAT体积与心肌脂肪浸润程度不相关

（P=0.128）。右室壁心肌厚度和脂肪浸润的程度中度相关（r=0.552/0.532）。  

结论  1、心肌脂肪浸润跟年龄，性别，EAT体积，合并 II型糖尿病有关，和冠脉粥样硬化

不相关。2、EAT体积和心肌脂肪浸润的程度不相关；右室壁心肌的厚度和心肌脂肪浸润的程

度中度相关。 

 

 

EP-1020 

上海地区肺癌低剂量 CT 基线筛查初步报告 

 
望云,范丽,周莹,李琼,萧毅,张沉石,刘士远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200003 

 

目的：评估上海地区低剂量 CT肺癌筛查效能。 

方法：对上海地区 40岁及以上的无症状受试者进行 LDCT检查并分析肺结节检查情况。LDCT

扫描的总体要求为有效剂量（Effective dose,ED）≤1.5msv，平扫、容积扫描，连续 1mm或

以下的薄层重建。其中阳性结节的定义为：任意大小的钙化结节、实性结节、纯磨玻璃结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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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杂磨玻璃密度结节。分析肺结节的大小、形态和密度；TNM分期以临床证据及病理诊断为标

准。计算肺结节检出率、肺癌检出率。 

结果：7个多中心研究机构共完成 LDCT 检查 14506例；其中阳性结节例数为 4336例，阳性率

为 29.89%(4336/14506)；发现阳性结节个数为 6830个，其中实性结节 4218个（61.76%）、

纯磨玻璃密度结节 1221个（17.88%）、混杂磨玻璃密度结节 292个（4.28%）、钙化结节

1099个（16.08%）。所有结节中，≤5mm 的结节占 74.88%；非钙化结节中，≤5mm 的结节占

73.58%。共检出肺癌 178例，肺癌个数 238个，肺癌检出率为 1.23%（178/14506），其中

94.1%的病灶≥5mm，有 53%的病灶表现为纯磨玻璃密度结节。I期肺癌例数 140例，I期肺癌

个数 193个， I期肺癌检出率为 0.97%（140/14506）。肺癌构成比 3.48%（238/6830），I期

肺癌构成比为 81.09%（193/238）。 

结论：上海地区基线 LDCT筛查肺癌检出率为 1.23%，I期肺癌占比 81.09%。通过对肺结节及

肺癌大小的综合分析，推荐 5mm作为肺癌筛查阳性结果的判读标准。 

  

 

 
EP-1021 

基于 CT 智能化软件的心外膜脂肪体积测量的可重复性研究 

 
陈炽华,严福华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 200025 

 

目的：评价不同医师对于基于 CT智能化软件的心外膜体积测量的可重复性及一致性。 

材料方法：搜集 30例行 CT 冠状动脉成像的患者,由两名有经验的影像科医师采用后西门子智

能化软件“cardiac risk”和 volume软件分别在钙化积分图像上测量 EAT 体 积，每个病人

重复测量两次。用 kappa检验分析观察者内部及观察者之间的可重复性；采用 Bland-

Altman  plot检验分析不同测量方法之间的差异。采用 Pearson分析来比较两种方法测得的

EAT体积之间的相关性。 

结果: 自动化测量软件观察者内部的 kappa值分别为 0.967和 0.958，观察者之间的 kappa值

为 0.953；手动测量软件观察者内部的 kappa值分别为 0.940和 0.937，观察者之间为

0.910；自动化测量软件测得的 EAT体积比手动测量软件大，两者之间高度相关，r=0，984；

自动化测量软件测量的平均时间比手动测量软件少 3.1min。 

结论：自动化测量软件和手动测量软件均具有良好的可重复性。自动化测量软件观察者之间的

一致性要高于手动测量软件。两种软件测得的体积虽然存在差异，但高度相关。自动化测量软

件可以节约时间。 

 

 
EP-1022 

Differentiation of thymic hyperplasia from thymic 

tumors with MR quantitative fat fraction technique in 

adulthood 

 
Xiulong Feng, Hu Yu Chuan ,Duan Shi Jun,Li Gang Feng,Wang Wen ,Cui Guang Bin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Tangdu Hospital， Fourth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710038 

 

 
Obj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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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retrospectively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MRI-PDFF for 
distinguishing thymic hyperplasia from thymic epithelial tumors and thymic lymphoma. 
Methods 
This retrospective study was approved by the Ethics Committee and informed consents were 
obtained from all participants. Between November 2015 and September 2016, forty-seven subjects 
(26 men, 21 women; age range, 16–76 years) were divided into thymic hyperplasia group (n=9), 
thymic epithelial tumors group (n=28) and thymic lymphoma group (n=10). 
  All the MR examinations of the thorax were performed using a 3.0-T whole-body system (MR750, 
GE Healthcare, Milwaukee, WI) with a 40-mT/m maximum gradient capability and a 8 channel body 
coil. Conventional thorax MRI and IDEAL-IQ (iterative decomposition of water and fat with echo 
asymmetry and least-squares estimation quantization) sequence were performed during the same 
examination. 
  A freehand ROI was placed on the thymic lesion parts on the fat fraction images by an experienced 
radiologist. Final fat fraction (%) was calculated by averaging of the value from 3 measurements. 
Mean fat fraction values were compared for the differences among thymic hyperplasia, thymic 
epithelial tumors and thymic lymphoma groups using one-way ANOVA, and further post hoc multiple 
comparisons were performed with Bonferroni test (equal variances assumed) and Dunett's T3 test 
(equal variances not assumed). 
Results 
Mean fat fraction values tended to be higher in the thymic hyperplasia (52.36 ± 30.2 %, P<0.001), 
whil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found between thymic epithelial tumors and thymic 
lymphomas (3.07 ± 2.47 % and 2.43 ± 1.57 % respectively, P > 0.05. 
Conclusions 
MRI-PDFF technique provide accurate fat quantitative parameters and can be used to differentiate 
thymic hyperplasia from thymic tumors before treatment. 

 

 
EP-1023 

Diagnostic performance of Computed Tomography 

Perfusion Imaging in differentiating malignant from 

benign Solitary Pulmonary Nodules: a Meta-analysis 

 
su weiwei,Yuan Fang,Xi Li,Entao Cao,Jing Liu,Xiangsheng Xiao,Hong Yu 

The second military medical school ，Chang Zheng hospital 200003 

 

Purpose: An early identification of lung leisions is significant for early 

treatment and prognosis. This meta-analysis was conducted to evaluate the overall 

diagnostic performance of Computed Tomography Perfusion Imaging (CTP) parameters 

in differentiation of benign and malignant Solitary Pulmonary Nodules (SPNs) using 

a meta-analysis. 

Methods and Materials: A comprehensive literature search on SPNs using CTP was 

performed in PubMed, EMBASE, CNKI，VIP and Wan fang databases, which were 

published between Oct 2004 and Oct 2014. Retrieved studies were screened based on 

the preset inclusion and exclusion criteria by the Cochrane Methods Group. Quality 

of literatures was evaluated using the evidence-based grade standard. Characters 

was extracted strictly. Blood Volume（BV）and Permeability Surface（PS）value 

between malignant and benign SPNs were compared using Review Manager 5.3 soft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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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nel plot was drawn to access publication bias. The heterogeneity of a proper 

effect model was validated with meta-disc 1.4 software. Pooled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diagnostic odds ratios (DOR), positive likely ratios (LR+) and 

negative likely ratios (LR-) were calculated. Summary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SROC) curve was performed to obtain the area under the curve (AUC) 

and Q* value. 

Results: 17 studies involving 877 nodules were included.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BV and PS value between malignant and benign SPNs. The combination 

of BV and PS is better than BV or PS respectively, on the aspect of pooled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and DOR. 

Conclusion: Both BV and PS can differentiate SPNs, and BV combined with PS can 

improve diagnostic performance. 

  

 

 
EP-1024 

多因数分析最大径≤3cm 周围型非小细胞肺癌脏层胸膜侵犯的

CT 特征 

 
彭兆辉,范丽,王祥,刘士远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200003 

 

目的  分析最大径≤3cm 周围型非小细胞肺癌脏层胸膜侵犯的 CT特征，以提高脏层胸膜侵犯

诊断的准确度。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病理证实的 249例最大径≤3cm 周围型非小细胞肺癌脏

层胸膜侵犯 CT特征，根据结节与胸膜的关系分成五种类型，比较脏层胸膜侵犯组及无脏层胸

膜侵犯组 CT特征，分别采用 t检验、Wilcoxon秩和检验及 χ
2
检验，筛选出肺结节 CT 特征中

与脏层胸膜侵犯相关的变量，再采用多变量 Logistic回归进行分析，明确脏层胸膜侵犯的独

立危险因素。结果  249例结节中 61例有脏层胸膜侵犯，188例无脏层胸膜侵犯。性别、最

大径、性质、毛刺征、分叶征、DLP、结节与脏层胸膜的关系在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值均＜0.05）。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发现结节最大径、毛刺征是脏层胸膜侵犯的独

立危险因素。Ⅰ型不容易发生脏层胸膜侵犯，Ⅱ型发生脏层胸膜侵犯的概率是 V型的 0.023倍

（95% CI：0.006~0.093），Ⅲ型发生脏层胸膜侵犯的概率是 V型的 0.225倍（95% CI：

0.078~0.648），Ⅳ型发生脏层胸膜侵犯的概率是 V型的 0.645倍（95% CI：0.261~2.300），

Ⅴ型较其它类型更容易发生脏层胸膜侵犯（P＜0.05）。结论  最大径≤3cm 周围型非小细胞

肺癌脏层胸膜侵犯的 CT特征中结节最大径、毛刺征是脏层胸膜侵犯的独立危险因素，与胸膜

紧密相贴的肺癌更容易发生脏层胸膜侵犯。 

 

 

EP-1025 

128 层 CT 评价主动脉瓣钙化与冠状动脉斑块性质相关性研究 

 
顾敏,李康,徐刚,王庆平 

重庆市人民医院中山江北院区 400013 

 

目的：探讨 128层 CT评价主动脉瓣钙化（AVC）与冠状动脉斑块性质、冠状动脉狭窄程度及受

累节段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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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收集临床怀疑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患者 156例，行冠状动脉 CTA扫描。扫描结果

根据有无 AVC，将患者分为 AVC组（n=38）和对照组（n=118）。根据美国心脏病协会修订的

冠状动脉分段方法，将冠状动脉分为 17个节段，并将管腔狭窄程度分为：无狭窄或斑块形

成；轻度狭窄；中度狭窄；重度狭窄或闭塞。将冠状动脉斑块密度将斑块分为钙化斑块

（CP）、非钙化斑块（NCP）、混合斑块（MP），然后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AVC组与对照组 CP、MP检出率、严重狭窄发生率、冠状动脉钙化积分和冠状动脉病变

节段数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而 NCP检出率和多支血管病变发生率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P均>0.05）。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 AVC 与 CP、MP、多支病变和严重狭窄的发

生均存在独立相关性（OR=3.34、3.47、3.16、5.84,95%CI：1.63～7.48、1.55～7.75、1.42

～6.79、2.33～14.61，P均<0.05），而与 NCP的发生无相关性（P>0.05）。 

结论：既往研究表明，AVC 可作为不良心血管事件的独立预测因子，AVC一旦出现，则往往预

示会发生冠状动脉的钙化。CP多出现在粥样硬化晚期，而 NCP多出现在粥样硬化的早期，本

研究结果可提示 AVC的出现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晚期改变密切相关。AVC组发生多支病变及发

生严重狭窄的可能性更大，提示 AVC与冠状动脉病变的发生存在一定程度的相关性，是冠状动

脉病变的较好的独立预测因子。总之，本研究结果认为 AVC与冠状动脉 CP和 MP的发生独立相

关，且 AVC的出现多提示冠状动脉病变累及范围更广、更严重，提示应对无症状的 AVC患者进

行危险评估或早期干预，防止严重心血管疾病的发生。 

 

 

 

EP-1026 

胸导管末端成形术治疗乳糜胸短期疗效的影像学评价 

 
张奇瑾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 100038 

 

摘要：目的 探讨 CT淋巴管造影的影像学征象对胸导管末端成形术治疗乳糜胸短期疗效的预测

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7 例乳糜胸患者的临床和 CT淋巴管造影表现（原发性乳糜胸 118

例，继发性乳糜胸 53例，淋巴管肌瘤病乳糜胸 36例），134例手术治疗，保守治疗 73例。

两名影像科医生判断,具体包括：（1）乳糜胸的部位、数量、类型、分布形式。（2）胸导管

的数目、主干管腔改变、梗阻部位、梗阻类型。（3）术后胸水量的变化。方差分析评估胸导

管末端成形术治疗乳糜胸的疗效差异，应用多因素 logistic回归筛选影响手术疗效的独立因

素，并进行 ROC曲线分析。结果 胸导管末端成形术对不同原因乳糜胸的治疗效果没有差异

（P=0.946）；胸导管的梗阻部位和乳糜胸的分布形式是影响手术疗效的独立因素，ROC曲线

分析预测概率的准确性为 0.668。结论 CT淋巴管造影能够术前评估胸导管末端成形术的手术

疗效，为手术治疗乳糜胸提供影像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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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027 

双源 CT 血管成像（DSCTA）对长期颈内静脉透析 

管相关并发症的评估 

 
卢星如,刘海峰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730000 

 

目的：评估双源 CT血管成像（DSCTA）显示长期颈内静脉透析管（CVC）相关并发症的价值，

为临床处理 CVC管功能不良提供指导依据。方法：37例怀疑 CVC管功能不良的终末期肾病患

者接受了 DSCTA多期扫描, 测量颈内静脉、上腔、右心房 CT值及背景噪声，以获得信噪比

（SNR）及对比噪声比（CNR），由两名高年资心血管影像诊断医师独立阅读影像资料，对是否

有 CVC管相关并发症（CVC 管周纤维蛋白鞘、管内血凝块、附壁血栓、静脉血栓）进行评估，

意见不一致经讨论后解决，并对比分析 DSCTA与超声评价 37例患者颈内静脉并发症的价值。

结果：37例患者，男 14例，女 23例，57.92±15.8 岁，置管时间 18.94±20.52 月。颈内静

脉 CT值 142.4±26.41hu、噪声 9.29±3.67 hu、SNR19.20±11.84、CNR30.85±18.37；上腔

CT值 131.5±23.6hu、噪声 10.33±3.3 hu、SNR14.09±5.23、CNR24.01±9.72；右房 CT值

126.2±21.7hu、噪声 11.09±3.22hu、SNR12.54±4.97、CNR 21.55±8.6。37例患者中，

DSCT诊断颈内静脉闭塞及纤细各 2例，血栓 11例；头臂静脉狭窄 1例，闭塞 2例，血栓 4

例；上腔静脉血栓 10例，2例伴钙化；右房血栓 2例；CVC 中远段管周纤维蛋白鞘 3例。在

CVC管相关颈内静脉血栓并发症中，B超漏诊 4例。结论：相比于直接静脉成像法，DSCTA多

期扫描模式造影剂用量明显减少，可最大程度的避免单期扫描静脉内造影剂混合不均所致伪

影，图像信噪比高、均匀度好。能准确评价颈内静脉、头臂静脉、上腔和右房内血栓及中上段

CVC管周纤维蛋白鞘，对临床处理 CVC管功能不良具有重要指导价值。受分辨率及心动搏动伪

影影响，DSCTA对 CVC管头端纤维蛋白鞘形成评价准确性较低且难以评价 CVC管内血凝块情况 

 

 
EP-1028 

Computer-aided detection of small pulmonary nodules 

and missed lung cancers 

 
cai jiali

1
,Xu Dongming

2
,Liu Shiyuan

1
,Cham Matthew D

2
 

1.Department of Radiology， Changzheng Hospital， Secon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Shanghai 

2.Department of Radiology， Mount Sinai School of Medicine， New York 

 

Lung cancer at its earliest stage is typically manifested on CT as a pulmonary 

nodule, which could be detected by low-dose multi-detector computed tomography 

(MDCT) technology and the use of thinner collimation. Within the last two decades, 

computer-aided detection (CAD) of pulmonary nodules has been developed to meet the 

increasing demand for lung screening CT with a larger set of images per scan. This 

review introduced the basic techniques and then summarized the up-to-date 

applications of CAD systems in clinical and research programs as well as in the 

low-dose lung cancer screening trials, especially in the detection of small 

pulmonary nodules and missed lung cancers. Many studies have already demonstrated 

that the CAD systems could increase the sensitivity, reduce the false-positive 

rate in the diagnosis of pulmonary nodules, especially for the small and isolated 

nodules.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many challenges waiting to be addressed, such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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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ack of nodule characteristics in extracting data; the incompletion of uniform 

judgment criteria in segmentation of pulmonary nodules and lung parenchyma; the 

difficulty of applying algorithm to evaluate variable types of data; the absent of 

consideration of the accuracy of nodule detection and analysis in relation to risk 

assessment. Further improvements to the current CAD schemes are needed in order to 

detect nodules accurately, particularly for sub-solid nodules. 

 

 

 
EP-1029 

冠状动脉 CT 血管成像联合四维斑点追踪超声心动图预测冠状

动脉斑块患者发生 MACE 的价值研究 

 
尹小花,周慧 

上海市嘉定区中心医院 201800 

 

目的 探讨冠状动脉 CT血管成像(CCTA)和四维斑点追踪超声心动图（4DSTE）对冠状动脉斑块

患者主要不良心脏事件（MACE）的预测价值。方法 选取 2013年 1月至 2015年 8月接受 CCTA

检查发现有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患者共 256例，收集传统的冠心病危险因素，参照《中国

心血管病预防指南》进行临床危险分层。分析 CCTA图像，定量评定冠状动脉管腔狭窄程度并

分级。CCTA检查后 1周内采集 4DSTE图像，测量应变指标包括：左室整体纵向应变（GLS）、

环周应变（GCS）、面积应变（GAS）和径向应变（GRS），评价左心室壁活动度。随访病例

MACE发生情况。建立预测 MACE的三个模型（模型 1，CCTA 狭窄程度分级模型；模型 2，CCTA

狭窄程度分级联合 4DSTE模型；模型 3：CCTA狭窄程度分级联合 4DSTE和临床危险分层模

型），评估三个模型对 MACE 的预测效能。结果  256例病例中 47例失访，最终随访了 209

例（81.6%）患者，随访时间 128~1329天，中位随访 727天。随访结束时，46例（22.0%）发

生 MACE。临床危险分层、CCTA分级和 4DSTE指标的 COX 回归分析显示 CCTA分级预测 MACE 的

价值明显高于 4DSTE和临床危险分级（HR=12.39）。三个模型 ROC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842，

0.924，0.940，联合模型（模型 2和模型 3）ROC曲线下面积明显大于模型 1（P均<0.01），

模型 2和模型 3比较 ROC曲线下面积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66）。结论 CCTA和 4DSTE 联

合使用可以获得更高的预测效能，为心血管病防治的规范化提供依据，可以在临床推广使用。 

 

 
EP-1030 

全模型迭代重建 CT 成像评价冠状动脉支架：模体研究 

 
王一婧,候阳,马跃 

盛京医院 110000 

 

目的：评价全模型迭代重建（IMR）技术结合双低扫描时，冠脉 CT成像对冠脉支架的显示能

力。 

材料和方法：选取 18枚不同材质支架（内径 2.5-4.5mm），置入人造模拟冠脉血管内，配置 2

组不同浓度对比剂（12.85mgI/ml-120KV下 360HU及 6.59mgI/ml）分别填充于人造血管内，采

用管电压 100KV及 80KV分别行 256层螺旋 CT前瞻性门控扫描，对原始图像进行重建，分为三

组：常规 iDose组（100kV+12.86mgI/ml）、常规 IMR组（100kV+12.86mgI/ml）及双低 IMR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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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kV+6.58 mgI/ml）。采用方差分析及 Friedman检验，对上述三组的客观图像质量进行评

价，包括图像噪声、信噪比、支架内径差及支架腔内衰减。 

结果：三组图像的图像噪声、信噪比及支架腔内衰减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

常规 IMR组与双低 IMR组及常规 iDose组相比：图像噪声最低(3.52±1.03 vs.4.18±0.89

及 6.41±1.22)，信噪比最高(118.14±33.91 vs. 75.62±17.22 及 80.34±21.37)、支架

腔内衰减最小(6.4[-58.2/50.4]IQR108.6 vs. 20.2[-63.8/99.5)IQR 163.3及 119[-

47.7/297.1]IQR344.5)。三组图像的支架内径差无统计学差异（P=0.12），双低 IMR组最小为

0.42±0.17，常规 IMR组次之为 0.45±0.2，常规 iDose组为 0.54±0.18。 

结论：在支架模体研究中，相对常规 iDose组，常规 IMR组的客观整体图像质量最好，显著提

高了冠脉支架的显示能力，双低 IMR组次之，在降低剂量方面有一定优势。 

 

 
EP-1031 

3.0T 磁共振 T2*WI 成像测量汉族健康人左心室心肌 T2*值正

常参考值的研究 

 
王文斌

1
,付兵

1
,李春平

2
,杨智

1
 

1.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 

2.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目的 采用 3.0T磁共振 T2*WI 成像对中国汉族健康人群的左心室心肌 T2*值的正常参考值进行

研究。 

方法 纳入经体检及心脏超声证实的汉族健康志愿者 60例，采用 3.0T磁共振成像系统

（Discovery MR 750;GE Medical Systems,Milwaukee,Wis）快速自由稳态平衡进动序列

（Fast imaging employing steady-state acquisition,FIESTA）序列及 T2*WI序列完成心脏

功能成像，采用 CMRtools T2*值测量软件，对 60例健康志愿者进行左心室整体及 16节段心

肌 T2*值分析。 

结果 所有患者图像质量符合分析要求。分析得到左心室整体及 16节段 T2*值的参考值范围。

其中，男性组左心室基底前间壁段（2段）（28.23±3.51ms）低于女性组

（32.79±6.44ms），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正常青年人左心室心尖前壁段（13

段）（34.02±5.89ms）高于正常中年人（27.62±4.18ms），且高于正常老年人

（27.34±4.79ms），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余节段心肌及整体 T2*值在不同性

别以及各年龄组上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本研究结果提供了健康中国汉族人群左室心肌 T2*值的参考值范围，并且揭示了性别及

年龄对左心室心肌 T2*值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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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032 

心血管磁共振特征追踪技术评价扩张型心肌病患者左心室心

肌应变情况的初步研究 

 
陈锐,刘辉 

广东省人民医院 510100 

 

 

目的 无创定量分析左心室心肌的运动和应变情况有利于临床的决策以及预后的评估。所以本

文将初步探讨基于心血管磁共振特征追踪技术（Feature-tracking cardiovascular magnetic 

resonance，FT-CMR）对左心室心肌运动和应变情况的定量分析在扩张型心肌病（dilated 

cardiomyopathy，DCM）中的价值。 

材料与方法 DCM患者入组标准：左心室射血分数(Left ventricular ejective 

fraction,LVEF)小于 40%； 排除标准：（1）冠状动脉狭窄大于 50%；（2）瓣膜疾病；（3）

先天性心脏病；（4） MRI 检查禁忌症； 

选取符合入组标准的 38例 DCM的患者，和 19位年龄性别匹配的对照组作为研究对象，行 3T

心脏磁共振常规序列以及长轴和短轴电影序列的扫描，在后处理软件中计算出 FT-CMR中左心

室长轴心肌的整体纵向应变（Global Longitudinal strain, GLS）、短轴的整体周向应变

（Global Circumferential strain, GCS）和整体径向运动（Global Radial Strain,GRS），

并分析其与心功能之间的关系。 

结果 DCM患者与对照组中 LVEF和心肌三个方向的整体应变情况（GLS、GCS、GRS）都有显著性

差异（t = -27.54、19.26、19.16、-13.98，P值均小于 0.001），LVEF与 GLS、GCS高度负

相关，r值均为 0.96（P<0.001），而 LVEF与 GRS高度正相关，r值为 0.90（P<0.001）。 

结论 CT-FMR可以无创性定量分析扩张型心肌病心肌的运动和应变情况，同时也能反映心脏结

构和功能的改变，具有良好的临床应用。 

 

 
EP-1033 

探讨肺动脉栓塞患者的 CT 影像诊断价值 

 
李杰,陈雁卉,张杰,张亚栋,乔志渊,秦晓峰 

山西晋城煤业集团总医院 048006 

 

目的：探讨 CT影像诊断肺动脉栓塞的临床价值。肺动脉栓塞为外源性或内源性栓子将肺动脉

及其分支栓塞后导致循环障碍的病理生理综合征。肺动脉栓塞为临床发生率较高的心肺血管

病，据调查其死亡率约为 25%，若及时有效诊治可降低死亡率至 8%，由此可知，一定要尽早正

确诊断肺动脉栓塞。然而，肺动脉栓塞临床体征与症状无特异性，漏诊误诊率较高，患者就诊

时通常已经错失最佳治疗时间。本研究旨在提高肺动脉栓塞早期诊断率。 

材料与方法：将我院 2014年 9月~2015年 9月收治的肺动脉栓塞患者 23例选为研究对象，回

顾性分析其临床资料。应用 GE 64排螺旋 CT机，行肺动脉造影与平扫检查。重建原始数据后

在后处理工作站中将影像数据上传，应用 MPR（多平面重组）、MIP（最大密度投影）以及 VR

（容积重组）等处理技术。 

结果：23例均可将左右段肺动脉与左右叶肺动脉、肺动脉主干等显示出来，且多数患者可显

示出 5级肺动脉分支与亚段肺动脉，本组 19例显示，显示率为 82.6%，其中 23例患者均显示

出段及其以上肺动脉，显示率为 100%。经 CT平扫后，10 例为肺动脉高压，4例为磨玻璃样

影，5例为楔形变，4例为马赛克征。12例为局限性胸膜增厚或胸腔积液。增强扫描 2 例为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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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脉主干栓塞，4例为单侧叶肺动脉栓塞，17例为多支段肺动脉栓塞。5级肺动脉分支与亚段

肺动脉显示率为 82.6%，段及其以上肺动脉显示率为 100%。 

结论：CT影像学诊断肺动脉栓塞临床价值较高，无创伤，且图像清晰度高，扫描速度快，值

得推广。 

 

 

EP-1034 

CT 双入口灌注对孤立性肺结节良恶性鉴别诊断的研究 

 
张传玉,张昕越 

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266003 

 

目的  探讨 320排 CT灌注采用 DICTp模型区分肺内病变的两套循环血供，并对肺内孤立性结

节（SPN）的定性诊断进行分析研究。 

方法  收集 2014年 6月至 2016年 6月 69例 SPN患者，采用 CT双入口灌注模式，以 CT值范

围为-80—150HU（组 1）、-200—150HU（组 2）和-300—150HU（组 3）分别进行计算，输

入动脉为肺动脉、降主动脉；肺循环和体循环的分界线为左心房峰值时间，手动绘制病灶内的

ROI，得到肺动脉血流量（pulmonary flow，PF）、支气管动脉血流量（bronchial flow，BF)

及血流灌注指数[perfusion index，PI=PF／(PF+BF)]。采用双盲法独立分析灌注参数，绘制

ROC曲线，分析不同低阈值对灌注结果的影响，比较灌注参数的特异性和敏感度，评价最佳灌

注指数的实用性。 

结果  恶性病变 42例，良性病变 19例。PF在不同 CT值范围中具有统计学差异，恶性病变

PF（42.5-84）ml/min/100ml＞良性病变（41.8-55.6）ml/min/100ml，而 BF、PI仅在 A组具

有统计学差异。其中 A组肺恶性肿瘤的灌注参数为：PF（42.59±23.15）ml/min/100ml，BF

（56.19±26.89）ml/min/100ml，PI（24.56±20.86）%。良性肿瘤的灌注参数为：PF

（51.70±31.41）ml/min/100ml，BF（38.40±19.92）ml/min/100ml，PI（65.54±26.23）

%。PI是三组灌注参数中最大的曲线下面积，为 0.873，其灵敏度 94.9%，特异度 57.9%，阳性

似然比是 6.25，阴性似然比是 0.08。 

结论  肺癌有体循环和肺循环供血，其中体循环血供所占比例较大；而良性病变则为肺循环

占优势。双入口灌注的 PI指数可以作为一个有价值的判断良恶性的指标。 

 

 
EP-1035 

心脏磁共振 T1 Mapping 定量心肌纤维化与病理对照研究 

 
崔越,曹玉坤,韩萍,史河水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430022 

 

目的：探讨心脏磁共振 T1 Mapping技术和细胞外容积（ECV）与心脏移植病人心肌组织标本的

胶原容积分数（CVF）的相关性。 

方法：共 20例心脏移植病人和 29例健康志愿者行 1.5T 心脏磁共振检查，T1 mapping 扫描应

用 MOLLI序列。用增强前 T1值和增强后 T1值计算 ECV值。心肌组织样本用天狼猩红染色并定

量 CVF。Spearman相关系数分析增强前后 T1值和 ECV值与 CVF的相关性。分析健康志愿者的

年龄、性别和心肌节段与心肌 T1时间和 ECV的相关性。 

结果：基于每个节段和每个病人分析，心肌 ECV值与病理组织学 CVF具有良好相关性(r = 

0.810, P < 0.001 and r = 0.827, P < 0.001), 基于每段分析，增强前 T1值和增强后 T1值

与病理组织 CVF具有轻度的相关性(r = 0.212, P = 0.001 和 r = -0.449, P < 0.001).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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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基于每个病人分析，增强前 T1值和增强后 T1值与病理组织 CVF无相关性 (r = 0.126, P 

= 0.596 and r = -0.423, P = 0.063). 健康志愿者中, 女性增强前 T1 时间和 ECV高于男性 

(1029.6 ± 29.5 ms vs. 1007.6 ± 26.9 ms, P = 0.049 和 26.4 ± 2.0% vs. 23.3 ± 

1.9%, P < 0.001)。 心肌 ECV值间隔段高于侧段。 

心肌 T1值和 ECV值与年龄无相关性。 

结论：心脏磁共振测得的 ECV值与病理组织 CVF具有良好的相关性，且在定量心肌纤维化中优

于增强前和增强后 T1值。在健康志愿者中，女性的 ECV 值高于男性，但是 ECV值与年龄无相

关性。 

 

 

EP-1036 

PRIMARY PULMONARY MALIGNANT MELANOMA: A case report 

and literature review 

 
Sha Ma,Liao Meiyan 

ZhongNan Hospital of WuHan University 430071 

 

Background: Primary pulmonary malignant melanoma (PMM) is an extremely 

rare disease entity. There are limited published data on primary pulmonary 

malignant melanomas. The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and imaging features are non 

specific. The imaging features of pulmonary melanoma have been described in 

previous reports, but it is still challenging to diagnosis it radiologically.  

Case presentation: A 66 years old male presented with productive cough and 

back pain. His chest computed tomography (CT) scan revealed homogenous mass 

with higher density in left hilum with metastatic nodules in lungs. The 

metastatic lesions in vertebra on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were 

hyperintense on T1WI and hypointense on T2WI. Further evaluation and 

immunohistochemical examination confirmed the diagnosis of primary pulmonary 

malignant melanoma with metastasis to vertebral bodies, liver, adrenal and lungs. 

He received 2 cycles of chemotherapy and died one month after initial diagnosis 

of the disease. 

Conclusion: We have described pulmonary melanoma as bilateral homogenous nodules 

and mass with a higher computed tomography value. Although CT value has not been 

described in all literatures, many cases displayed higher density masses. 

So, clinicians should consider primary lung melanoma as a differential diagnosis 

for patients with such higher density mass in CT scan and hyperintensity on T1WI 

and hypointensity on T2WI on M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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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037 

以磨玻璃密度影为主的浸润性肺腺癌影像学特点 

 
胡帅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6011 

 

目的：回顾性分析以磨玻璃密度影为主的肺浸润性腺癌与浸润前病变（AAH或 AIS）的 CT影像

学特点，从而提高鉴别诊断的价值。 

方法：对 63名患者的基本资料和 CT影像学特点进行回顾性分析，其中癌前病变 29例，浸润

性腺癌 34例，所有病例均经病理所证实。所有数据采用 SPSS21.0软件进行分析。患者病灶大

小采用 Mann-Whitney U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患者病灶位置及病灶的影像学征象采用卡方检

验。采用二元 Logistic回归对肺腺癌浸润前病变与浸润性腺癌的影像学征象进行分析，得到

鉴别两者的重要因素。P<0.05 为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本组 29例癌前病变（AAH+AIS）和 34例浸润性腺癌，其在病变位置无统计学意义，P

值为 0.291（P>0.05）。其在病灶大小有统计学差异，P值为 0.000，ROC曲线显示其最佳区分

界值分别为 1.01cm（敏感度 97.10%，特异度 96.60%）。在其 CT影像特征中，分叶征、支气

管气象、空泡征、胸膜凹陷征、血管集束征有统计学差异，P值分别为 0.032、0.000、

0.002、0.000、0.000，其中空泡征为鉴别两者的重要因素，OR值为 0.025。 

结论：以磨玻璃密度影为主的肿瘤性病变中，病灶的大小、分叶征、支气管气象、空泡征、胸

膜凹陷征、血管集束征对于浸润性肺腺癌与癌前病变有鉴别诊断意义。 

 

 

EP-1038 

肺腺癌中以 GGO 为主的乳头型腺癌的 CT 征象与免疫组化、

EGFR、ALK 基因突变的特点 

 
胡帅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6011 

 

目的 探讨 GGO为主的以乳头型生长的肺腺癌 CT征象与免疫组化及 EGFR、ALK基因突变的特

点，提高对乳头结构肺腺癌的认识。方法 回顾性分析具有完整临床病理及影像资料的浸润性

肺腺癌患者 200例，参照 2011 版肺腺癌分类标准对其组织学亚型进行判别，将其分为乳头结

构阳性组(15例)和阴性组(165例)。 

结果  乳头型生长为主的肺腺癌患者，所有病灶均位于肺外周，临近胸膜或者叶间裂，有胸

膜牵拉征（13例）、空泡征（10例），每例病灶均有乳头样实性成分，并且乳头样的实性成

分不是位于病灶的中心，而是位于病灶的边缘，病灶的大小为 1.8±0.86（cm）。15例患者

中，14例患者均做了免疫组化及基因检测，1例未做此项检查，EGFR（+）共 14例，ALK（+）

1例，ALK（-）13例，P53 及 Ki-67结果均为阳性。 

结论  肺腺癌中的乳头型具有较强的侵袭性，提示预后不良，因此，应采取相应治疗措施，

延长患者生存期。GGO为主的乳头型生长的肺腺癌常常位于肺外周，病灶相对较大，实型成分

位于病灶边缘，呈乳头状，与病理对应关系，病灶常常有胸膜牵拉征，如果靠近肺叶间裂，常

常牵拉叶间裂，其次空泡征叶很常见，这些特征对于疾病的诊断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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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039 

支气管肺骨化症的 CT 表现及文献复习 

 
苏静贤,雷永霞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510120 

 

目的：探讨支气管肺骨化症的 CT表现及临床特点，并进行文献复习。方法 收集本院 2012-

2017年 5例经病理证实的支气管肺骨化症的 CT表现及临床特点，所有病人均行胸部 CT薄层

扫描及肺功能检查。结果 男 3例，女 2例，年龄 27岁-61岁，其中 3例年龄＜30岁；均无吸

烟史及职业病史；咳嗽咳痰 3例，体检发现肺部阴影 2例；肺通气及弥散功能均正常。CT表

现：病灶多发 4例，表现为两肺多发结节、条索、斑片状影，其中 3例结节与条索连接一起成

网点状、枝桠状改变，边界清晰，结节多为 2-5mm，部分病灶可融合成较大斑片状，病灶内可

见斑点状、结节状、树枝状钙化；1例表现为较大结节，边缘模糊，与支气管关系密切，可见

支气管进入病灶内形成柱状、空泡状透亮影。单发 1例，位于左上肺，表现为片状阴影，密度

不均，边界清晰。5例病灶周围均可见胸膜局限性增厚、粘连。5例肺部均无明显肺气肿改

变，肺门纵隔淋巴结无增大。1例行胸腔镜肺活检术，4例行支纤镜肺活检术，5例病理诊断

均为支气管肺骨化症。结论 支气管肺骨化症多发生于年轻男性，多无吸烟史，临床症状无特

殊，当 CT表现为两肺多发小结节伴多发条索影，边界清晰，两者相连形成网点状、枝桠状改

变，并具有结节状、分枝状钙化时，可明确诊断。 

 

 

 

EP-1040 

1.5T MRI 对周围型小肺癌的诊断价值 

 
漆婉玲,何玉麟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30006 

 

目的 探讨 1.5T MRI对周围型小肺癌的诊断及临床应用价值。材料与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9例经手术病理确诊的直径≤3cm 的周围型肺癌的临床及 1.5T MRI资料，MRI检查包括平扫、

扩散加权成像及动态增强扫描，常规平扫包括 T1WI、T2WI 及脂肪抑制序列，动态增强于注入

对比剂后 15s、30s、60s、5min、30min进行屏气扫描。结果 9例周围型小肺癌中男 7例、

女 2例，中位年龄约 59岁；病灶平均直径约(1.9±0.55)cm，位于肺尖 4例、上叶后段 2例、

下叶背段 2例及下叶后基底段 1例，其中位于胸膜下 3例；伴空泡征 2例、分叶征 6例、毛刺

征 3例及胸膜凹陷征 4例、邻近胸膜增厚 2例，未见明显肿大淋巴结。MRI平扫：9例周围型

小肺癌在 T1WI、T2WI序列上均呈等稍高信号，在 T1WI抑脂序列上呈稍高信号 7例、高信号 2

例，在 T2WI抑脂序列上呈高信号 6例、稍高信号 1例及高低混杂信号 2例，在 DWI序列上呈

高信号 6例、稍高信号 2例及高低混杂信号 1例。MRI动态增强扫描：5例动脉期轻度强化，

肺实质期较明显强化，其中 3例延迟期（30min）强化程度稍降低，2例呈持续较明显强化；

另 4例动脉期及肺实质期明显强化且延迟期（30min）持续强化。结论 MRI对周围型小肺癌

具有较高的诊断价值，尤其是 T2WI抑脂序列及动态增强扫描，可为临床治疗提供较可靠的影

像学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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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041 

磁共振 T2*WI 成像对亚临床期 2 型糖尿病心肌病 

变诊断价值的研究 

 
王文斌

1
,付兵

1
,李春平

2
,杨智

1
 

1.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 

2.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磁共振 T2*WI成像对亚临床期 2型糖尿病左心室心肌病变的诊断价值。 

方法  2015年 5月-2017年 4月 60例经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内分泌科严格筛选的 2型糖尿病

患者，其中男性 35例，女性 25例，平均年龄 48.0±2.5 岁（年龄范围为 47-60岁），选取

60例健康体检者为正常对照组，其中男性 30例，女性 30例，平均年龄 50±3.5 岁（年龄范

围 46-58岁）。所有研究对象均运用 3.0T心脏磁共振常规扫描及 8回波 T2*WI扫描，分别测

量两组间左心室心功能指标（LVMI、EDVI、ESVI、SVI、CI、MVR、PFR、PER）及左心室 16段

心肌 T2*值,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比较两组间的差异，并采用 Spearson相关性分析，分析 T2*

值与左心功能参数间的相关性。 

结果：2型糖尿病组左心室基底下间段 T2
*
值低于正常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2型糖尿病组 LVMI、EDVI、ESVI及 PER与正常对照组间无明显统计学差异

（P>0.05），2型糖尿病组 SVI、CI、EF及 PFR均低于正常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2型糖尿病组 MVR高于正常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左心室基

底下间段 T2
*
值与左心室各心功能指标间无相关（P<0.05）。 

结论：亚临床期 2型糖尿病患者左心室基底下间段（3段）T2
*
值降低，同时左心舒张功能减

低，但左心收缩功能未见明显变化，提示亚临床期 2型糖尿病患者心脏功能主要以心脏舒张功

能受损为主。 

 

 

 
EP-1042 

女性同时性多原发肺癌 CT 表现与病理对照研究 

 
方瑞,赵绍宏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301 医院 100037 

 

[摘要] 背景与目的 同时性多原发肺癌（synchronous multiple primary lung cancer，

SMPLC）是原发肺癌中少见类型，近年发病率及检出率逐渐增高，关于女性同时性多原发肺癌

报道极少。加强影像与病理对照研究，有利于提高对该疾病的认识和诊断。方法  参考

Martini-Melamed诊断标准，回顾分析对照 18例女性同时性多原发肺癌的 CT表现与组织病理

类型。结果  18例女性患者，平均年龄 54.72岁，共 39 个病灶，双原发病灶 16例

（88.89%），三原发病灶 1例（5.56%，1/18），四原发病例 1例（5.56%，1/18），＞四原发

灶者未见。病灶发生于双肺 3例（16.67% ，3/18），右肺（72.22%，13/18），左肺

（11.11%，2/18），以右肺最为多见。组织学类型以腺癌为主（97.44%，38/39），腺鳞癌次

之（2.56%，1/39）。病理类型相同的发病率（94.44%，17/18）远高于不同病理类型

（5.56%，1/18），其中以腺癌-腺癌最为多见（94.44%，17/18）。39个病灶均为周围型肺

癌，CT表现为纯磨玻璃密度（23.08%，9/39），混合型磨玻璃密度（61.54%，24/39），实性

密度（15.38%，6/39）。结论  女性同时性多原发肺癌多发生于右肺，不同病灶具有原发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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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典型 CT表现，与组织学类型有关。组织学类型以腺癌最为多见，相应 CT表现上以混合磨玻

璃最多见。加强 CT表现与影像对照学习研究，有利于对该疾病的认识诊断。 

  

 

 
EP-1043 

基于体素的 COPD 表型研究及早期定量诊断 

 
师美娟

1
,梁志冉

3
,佟佳音

3
,李辉安

2
,金晨望

3
,郭佑民

3
 

1.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2.安康市人民医院 

3.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利用基于体素的定量 CT，筛选 COPD影像学表型，以丰富现有 COPD表型体系；利用基

于体素的定量 CT，寻找 COPD 疾病的影像学早期敏感指标，以提高 COPD早期诊断时间窗。 

材料与方法  前瞻性收集 50名 COPD患者及 37名正常对照深吸气末和深呼气末双相 CT 扫描

数据及肺功能数据，基于体素的方法测定功能性小气道病变区百分比（fSAD）和肺气肿区百分

比（Emph），使用 k-means 聚类方法分析 COPD的表型；使用方差分析或秩和检验比较 COPD不

同 GOLD分级与正常被试之间 fSAD及 Emph的差异；采用相关分析检验各 CT定量测量指标与肺

功能的相关性。 

结果  采用 k-means法对 GOLD2级的患者聚类后共分成三类，即肺功能近似相同的 COPD患者

表型不同，在 GOLD分级的基础上可进一步将 COPD分为肺气肿为主型，小气道病变为主型及混

合型；同样，不同分级的 COPD患者表型不同；对该三类数据进行判别分析得到分类函数；正

常被试的肺气肿及空气潴留平均值分别为 3.50±3.36 和 18.12±12.73，COPD的肺气肿及空气

潴留平均值分别为 13.46±9.03 和 36.57±9.88，COPD患者的肺气肿及小气道病变与正常被试

存在差异（P<0.001）； Emph 与 FEV1%及 FEV1/FVC成负相关（r=-0.470,P=0.001；r=-

0.334,P=0.018）;fSAD与 FEV1%及 FEV1/FVC成负相关（r=-0.453,P=0.001；r=-

0.320,P=0.001）。 

结论  基于体素的方法可以将 COPD患者分为不同表型，用以协助临床个体化治疗，能够预测

患者的预后；有咳嗽气短排除其他原因且肺功能无法诊断 COPD的人群中，肺内存在着一定程

度的空气潴留及肺气肿； COPD患者的 FDL指标（Emph及 fSAD）与肺功能有一定的相关性，

可反映 COPD患者的通气功能改变，具有一定的诊断价值。 

 

 

 
EP-1044 

MSCT 对心血管疾病的辅助诊断价值 

 
梁海胜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201999 

 

摘要 目的：探讨多层螺旋 CT(Multi-slice Spiral computed tomography MSCT)对心血管疾

病的辅助诊断价值。方法：选取本院 2009年 10月～2016 年 10月诊治的心血管疾病患者 1398

例，均行冠状动脉 CTA检查和数字减影血管造影检查。参照数字减影血管造影检查结果，分析

冠状动脉 CTA检查的诊断价值。结果：行管腔状况分析时，数字减影血管造影检查结果中，管

腔正常 17例，管腔不规则 156例，管腔狭窄 1008例，管腔堵塞 217例。冠状动脉 CTA检查结

果中，管腔正常 23例，管腔不规则 173例，管腔狭窄 985例，管腔堵塞 217例。经对照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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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管腔正常的诊断符合率为 100.0%，管腔不规则的诊断符合率为 100.0%，管腔狭窄的诊断

符合率为 97.7%，管腔堵塞的诊断符合率为 100.0%。行管腔狭窄程度分析时，数字减影血管造

影检查结果中，轻度狭窄 317例，中度狭窄 429例，重度狭窄 262例。冠状动脉 CTA检查结果

中，轻度狭窄 302例，中度狭窄 421例，重度狭窄 262例。经对照分析，轻度狭窄的诊断符合

率为 95.2%，中度狭窄的诊断符合率为 98.1%，重度狭窄的诊断符合率为 100.0%。结论：MSCT

影像检查对心血管疾病具有较高的辅助诊断价值，诊断符合率较高，可用于指导患者的临床治

疗。 

 

  
EP-1045 

食管癌新辅助化疗前后 CT 所示淋巴结变化规律及对术后 N 分

期预测能力的研究 

 
迟永堃,李晓婷,陈颖,孙应实 

北京大学临床肿瘤学院  

北京肿瘤医院暨北京市肿瘤防治研究所  

恶性肿瘤发病机制及转化研究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100142 

 

目的：比较食管癌病人新辅助化疗前后 CT所示淋巴结大小、数目及分布特点的变化，探讨上

述因素与术后病理 N分期的关系，及其对 N分期的预测能力。 

方法：连续选取我院 2006年 1月至 2011年 12月接受新辅助化疗的食管鳞癌病人 124 例。测

量化疗前后各病例胸部 CT所示全部淋巴结的长径、短径，计算并比较化疗前后淋巴结的总

数、最大长（短）径、长（短）径均值、长（短）径变异系数等因素。绘制不同 N分期病例化

疗前后不同大小淋巴结所占比例的分布图，进一步比较其比例的变化规律。采用卡方分析比较

化疗前后较大淋巴结数目与病理 N分期的关系。选择不同的淋巴结径线标准，利用 ROC曲线评

价化疗前后 CT所示较大淋巴结数目对淋巴结病理阳性诊断的预测能力。 

结果：食管鳞癌病人新辅助化疗前后 CT所示的淋巴结总数、最大长（短）径、长（短）径均

值均发生变化，存在统计学差异（p<0.001）。而淋巴结长（短）径的变异系数无明显变化

(p=0.077, p=0.336)。对于不同 N分期病例, 不同大小的淋巴结在化疗前后的 CT中均有显

示，分布比例未见明显变化。化疗前后的 CT均显示，对于较大淋巴结的数目：N3期>N1-2期

>N0期(p<0.05)，而 N1与 N2期病例较大淋巴结数目无明显差异。分别选择化疗前后 CT所示

淋巴结的长、短径，并以不同径线标准预测淋巴结转移的准确率无明显差异，ROC曲线下面积

为 0.65-0.71。 

结论：新辅助化疗对于食管癌不同大小的淋巴结均有作用，化疗前后淋巴结分布变异特征无明

显变化。虽然不同 N分期病人在化疗前后 CT中较大淋巴结的数目存在差异，但利用化疗前后

CT所示淋巴结数目预测病理 N分期的准确率仍不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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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046 

能谱 CT 在鉴别炎性与恶性肺小结节中的作用 

 
朱慧,郁义星,胡春洪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15006 

 

目的：探讨能谱 CT在鉴别炎性与恶性孤立性肺小结节（SPN,d<=2cm）中的作用。方法：回顾

性分析 43例经病理证实的 SPN患者的资料，其中炎性组 13例，恶性组 30例，均已行能谱 CT 

的 GSI扫描。测量两组结节动、静脉脉期碘浓度（IC）、40KeV和 90KeV对应的 CT值，计算

动静脉期标准化碘浓度(NIC)，动静脉期标准化碘浓度差值（ICD），动静脉期能谱曲线斜率

（40-90KeV）。对两组结节的上述指标进行独立样本 T检验及 ROC曲线分析。结果：炎性结节

动脉期 NIC（0.12±0.02）小于恶性结节(0.17±0.03)（P＜0.01），炎性结节静脉期 NIC

（0.46±0.02）大于恶性结节(0.37±0.09)（P<0.05），炎性结节 ICD（0.34±0.03）大于恶

性结节 (0.19±0.08)（P＜0.01），动、静脉期标准化碘浓度（NIC）和动静脉期标准化碘浓

度差值（ICD）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者动静脉期能谱曲线斜率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鉴别两者的最佳定量参数值是 ICD，其阈值 0.29鉴别两者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分

别为 84.0%、100%。其次 NICAP，其阈值 0.15鉴别两者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 72%、100%。

结论：能谱 CT碘浓度多参数分析对鉴别炎性与恶性肺小结节诊断价值较大，动静脉期碘浓度

差（ICD）和动脉期标准化碘浓度（NICAP）具有较高的敏感度与特异度。 

 

 

 

 
EP-1047 

 肺黏膜相关淋巴组织样淋巴瘤的 CT 征象与误诊原因分析 

 
陈立婷,彭德昌,龚洪翰,李海军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30006 

 

目的 探讨肺黏膜相关淋巴组织样（MALT）淋巴瘤的 CT征象，分析其主要误诊原因，旨在提

高诊断水平。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病理证实的 13例肺 MALT 淋巴瘤的临床及 CT资料，总结 CT

征象及误诊原因。结果 13 例肺 MALT淋巴瘤，术前正确诊断 3例，误诊为感染 7例，肺癌 2

例，血管源性病变 1例。CT 表现：肺实变型 8例共 10个病灶，其中充气支气管征 8个，肺裂

局限征 6个，其中叶间裂膨隆 3个，血管造影征 5个，棉花团边征 5个，空泡聚集征 2个。结

节/肿块型 5例，共 5个病灶，平均直径约 4.2cm，其中血管造影征 4个，充气支气管征 3

个，空泡聚集征 3个，肺裂局限征 3个，棉花团边征 2个。病灶增强为均匀延迟强化。结

论 充气支气管征、血管造影征、空泡聚集征、肺裂局限征及棉花团边征为肺 MALT淋巴瘤的

特征性的 CT表现，需与肺癌、肺炎等疾病相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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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048 

低剂量冠脉 CTA 结合 IMR 技术对冠状动脉 

狭窄诊断准确性的临床研究 

 
刘鑫,侯阳,马跃 

盛京医院 100114 

 

目的：评估低剂量冠状动脉 CT血管造影（CTA）结合全模型迭代重建（IMR）技术对冠状动脉

狭窄的诊断准确性。 

材料与方法  收集我院 2016 年 1 月至 2017年 4月疑似冠心病患者 65例，男 46例，女 19

例，年龄 33-79岁（平均 58.63岁），心律 43-73次/分。均接受冠脉 CTA及冠状动脉造影

（CAG）检查，两种检查间隔 2周内。冠脉 CTA采用 100kv低管电压前瞻性心电门控扫描，并

采用 IMR进行图像重建。以 CAG为“金标准”，冠脉管腔直径减少＞50%为阳性狭窄标准，分

别在冠脉节段、冠脉主支及患者水平上利用 ROC曲线分析冠脉 CTA诊断冠脉狭窄的灵敏度、特

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通过 Kappa检验分析冠脉 CTA与 CAG诊断冠脉狭窄程度的一

致性（Kappa值＞0.4认为有一致性）。 

结果：在冠脉节段水平上，98.6 %（641/650）的冠脉图像质量符合诊断标准，其中 CTA诊断

阳性狭窄的冠脉 213段，造影证实阳性狭窄的冠脉 197段，CTA诊断冠脉狭窄的灵敏度、特异

度、阳性预测值及阴性预测值分别为 93.6%、98.3%、92.9%、98.4%，kappa值为 0.850；在冠

脉主支水平上，97.3%（253/260）的冠脉图像质量符合诊断标准，其中 CTA诊断阳性狭窄的冠

脉 98支，造影证实阳性狭窄的冠脉 97支，CTA诊断冠脉狭窄的灵敏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

及阴性预测值分别为 91.8%、94.2%、90.8%、94.8%， kappa值为 0.782；在患者水平上，

95.4%（62/65）的患者图像质量符合诊断标准，其中 CTA诊断阳性狭窄的患者 55例，造影证

实阳性狭窄的患者 55例，CTA诊断冠脉狭窄的灵敏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及阴性预测值分

别为 96.2%、55.6%、92.7%、71.4%， kappa值为 0.722。 

结论：低剂量冠脉 CTA结合 IMR技术对冠状动脉狭窄具有较高的诊断准确性。 

 

 

EP-1049 

原发性肺动脉平滑肌肉瘤一例 

 
王君,沈聪,银楠,郭佑民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710061 

 

目的  探讨肺动脉肉瘤影像学特征，提高临床医师对该病的认识。方法 报告 1例病理确诊

的肺动脉平滑肌肉瘤，讨论其影像学表现。结果  患者男性，65岁。以“右侧胸痛、呼吸

困难 3天”就诊，胸痛随咳嗽、深呼吸或改变体位后加重，休息不缓解。查体：P2＞A2，肺动

脉瓣区 3/6级收缩期吹风样杂音，不向心尖传导。实验室：BNP：213.7pg/ml(0-125)，D-

Dimer：2.9mg/L(0-1)，CA125：73.06U/ml(0-35)，NSE：52.75ng/ml(0-16)。影像学表现：

（1）X线表现为肺门肿块，外周肺纹理细少，肺周边局限性肺不张；（2）CT表现为相应肺血

管减少、亚段肺梗死；（3）CTPA表现为左右肺动脉干及右肺动脉各级分支内巨大充盈缺损，

呈子弹头样突向近端肺动脉；心动超声：主肺动脉右侧壁团块样回声，有蒂附着于右侧壁，团

块随心动周期摆动。术后病理：“肺动脉”多行性平滑肌肉瘤。结论  肺动脉平滑肌肉瘤与

肺栓塞类似，早期诊断困难，临床上表现为进行性加重胸痛及呼吸困难，经有效抗凝不缓解；

影像上 CTPA表现为“蚀壁征”, PET-CT提示葡萄糖代谢明显增高，MRI灌注可协助诊断，但

结果尚不明确。最终诊断依赖于组织病理学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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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050 

弥散加权成像对预测 EGFR 突变型以及野生型肺腺癌 

早期化疗预测价值 

 
梁力嵩 

贵州省人民医院 550002 

 

研究目的 

探讨磁共振扩散加权成像对于 EGFR突变型及野生型肺腺癌早期化疗疗效预测能力的临床应用

价值。 

材料与方法 

对 2015-01-01至 2015-11-30期间，于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首次诊断且未经治疗过原发性肺

腺癌患者，组织病理证实为腺癌，并行 EGFR基因及 ALK突变检测。所有患者化疗前及第一周

期化疗结束后一周分别行 DWI检查，测量表观弥散系数，并对其表观弥散系数值变化率进行计

算。 

结果 

最终入选实验组人数共 39人，男 29人，女 10人，其中突变型组 22人，其中女性 6人，男性

16人；野生型组 17人，其中女性 4人，男性 13人；有效组 20人，无效组 19人，统计学结

果如下： 

以 EGFR是否突变作为分组条件时，EGFR突变组在 b500 时，ADC值变化率评估治疗有效曲线

下面积 0.645，P=0.25；在 b1000时，ADC值变化率评估治疗有效曲线下面积 0.661；EGFR野

生型组在 b500时， ADC值变化率评估治疗有效曲线下面积 0.958；在 b1000时， ADC值变化

率评估治疗有效曲线下面积 0.806。 

根据 ROC曲线得到，EGFR野生型组在以 b500 时，ADC值变化率 9.71%为临界点，预测治疗有

效，特异性 88.9%，敏感度 87.5%，在 b1000 时，ADC值变化率 8.96%为临界点，特异性

77.8%，敏感度 87.5%。 

结论 

治疗前后病灶 ADC值变化率对 EGFR野生型肺腺癌早期化疗疗效有较好的预测价值，但是对于

EGFR突变型肺腺癌预测效能有限。 

 

 
EP-1051 

18F PDG PET/CT 与 320 排 CT 双入口灌注成像 

对孤立性肺结节诊断价值探讨 

 
郭成伟 

解放军第 252 医院 71000 

 

目的 探讨
18
F PDG PET/CT最大标准化摄取值（SUVmax）与 320排螺旋 CT双入口灌注成像

（DI-CTP）参数对孤立性肺结节(SPN)诊断价值的对照研究 

方法  24例经病理证实的肺结节病变患者（高分腺癌 5例，低分化腺癌 6例，结核 6 例，慢

性炎症 7例) 分别接受 PET-CT与 DI-CTP检查。PET-CT成像：示踪剂
18
F-FDG 0.1mCi/Kg，注

射 60分钟后肺部扫描，测量肺结节 SUVmax值。以 SUVmax =2.5 为标准将肺结节分为高代谢

（SUVmax >2.5）与低代谢（SUVmax <2.5）；灌注数据应用体部肿瘤灌注软件得到肺动脉灌注

量(PF)、支气管动脉灌注量 (BF)和肺动脉灌注指数（PPI= PF/PF+B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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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SUVmax：低分化腺癌（10.30±0.21）与结核（3.71±0.16）均为高代谢，高分腺癌

（2.01±0.35）与慢性炎症（1.07±0.26）均低代谢；低分化腺癌与高分化腺癌、结核及慢性

炎症间 SUVmax均有显著差异（P <0.01）。高分化腺癌 SUVmax高于慢性炎症，但无显著性差

异（P >0.05） 

BF：低分化腺癌（60.71±0.19 mL·min 
-1
 ）显著高于慢性炎症（0.60±0.19 mL·min 

-1
）、

结核（3.62±0.32 mL·min 
-1
）及高分腺癌（5.62±0.27 mL·min 

-1
）（P <0.001）。高分化

腺癌与慢性炎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与结核无显著差异（P >0.05） 

PI：低分化腺癌（35.70%）显著低于慢性炎症（99.56%）、高分化腺癌（70.91%）及结核

（62.32%）；高分化腺癌与慢性炎症间 PI无显著性差异（P >0.05） 

结论
18
F PDG PET/CT 联合 320排 CT DI-CTP能够对 SPN 从代谢活性和血流动力学等方面提高

SPN鉴别诊断能力，尤其是对高分化腺癌等恶性 SPN鉴别诊断具有较大价值 

  

 

 

EP-1052 

不同影像类型的原发性肺腺癌与病理侵犯之间的关系分析 

 
李坤炜,柳学国,梁明柱,陈欢,宋帮浩,杨雷 

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 519000 

 

目的：探讨不同影像类型的原发性肺腺癌与病理侵犯的关系，分析表现为非实性结节的原发性

肺腺癌的病理特点。 

方法：回顾性分析 2015.1.1 至 2.17.6.23期间我院经手术证实的具有完整术前影像学资料的

原发性肺腺癌病人的临床及 CT资料。记录各个肿瘤结节的影像特征、手术及病理情况，分析

不同类型的结节（实性、部分实性、非实性）、病理亚型（浸润性非粘液腺癌、浸润性粘液腺

癌、微浸润性腺癌（MIA）、原位癌、不典型腺瘤样增生（AAH））及侵犯（淋巴结、脉管、胸

膜侵犯）之间的关系。 

结果：本组病例 167例，男 74例，女 93例，年龄 28-81岁，平均 58岁；肿瘤结节 183个，

14个病人存在 2-3个肿瘤结节（12例有 2个肿瘤结节，2例有 3个肿瘤结节），实性 127

例，部分实性 43例，非实性 13例；浸润性非粘液腺癌 167，浸润性粘液腺癌 9例，MIA 5

例，AAH 2例；淋巴结侵犯 22例，其中实性 16例，部分实性 6例；脉管侵犯 6例，其中实性

4例，部分实性 2例；胸膜侵犯 39例，其中实性 28例，部分实性 11例。无一例非实性结节

存在淋巴结、脉管或胸膜侵犯。 

结论：表现为非实性结节的原发性肺腺癌均无淋巴结、脉管或胸膜侵犯。 

 

 
EP-1053 

单纯烟熏所致早期 COPD 大鼠模型的评价：活体 micro CT 容

积量化、肺功能及病理学相比较 

 
夏艺,张迪,管宇,范丽,刘士远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200003 

 

目的 建立单纯烟熏所致的 Wistar大鼠的早期 COPD模型，运用 micro CT容积量化分析、肺

功能及病理进行模型评价，分析早期 COPD病理形态学、microCT量化参数及肺功能的差别。

方法 共 16只建模成功大鼠（9雄、7雌；200-220g）与 10只对照组（7雄、3雌），建模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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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SPF级实验室；烟熏每次持续 1小时（每次 10支）；每天两次，间隔 6小时；持续 4个

月。其中 6只模型鼠、6只对照鼠行有创肺功能（PFT）及肺泡灌洗液细胞涂片检查；14 只行

活体 microCT扫描，26只均行病理形态学检查。肺功能测量指标包括：FEV1、FVC;FEV1/FVC

等；microCT量化指标包括：阈值-550HU--700HU;-600HU--900HU; -700HU--900HU的肺气肿指

数,平均总肺密度。对照组及实验组两者间比较运用 t检验或 Bonferroni法。结果 早期

COPD模型大鼠病理示小气道管壁及管周见炎症细胞浸润；肺泡的破坏不显著；其中雄性大鼠

的肺实质破坏较雌性大鼠明显。肺泡灌洗液细胞涂片示模型组可见较多的嗜酸性细胞及巨噬细

胞。与雄性对照组相比，雄性模型组 FEV1/FVC有所减低(53.18% vs.45.67%);且阈值-550HU--

700HU的肺气肿指数明显小于对照组（P<0.05）。而雌性无上述差别，即对照相与模型组的肺

功能及 CT量化参数的没有明显差别。结论 COPD建模成功大鼠：雄性大鼠以肺实质破坏为著，

肺气肿程度较高；而雌性组大鼠的气道周围炎症更重，气道重塑程度较高。 

 

 
EP-1054 

Role of free-breathing motion-corrected phase-

sensitive inversion recovery (MOCO-PSIR) imaging 

technique for the assessment of late gadolinium 

enhancement 

 
Chen Yinyin

1
,Yang Shan

1
,Yun Hong

1
,Fu Caixia

2
,Jin Hang

1
,Zeng Mengsu

1
 

1.Department of Radiology， Zhong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2.Siemens Shenzhen Magnetic Resonance Ltd.， Shenzhen， China 

 

Purpose: To compare the image quality of a new free-breathing motion-corrected 

phase-sensitive inversion recovery (MOCO-PSIR) technology with conventional 

breath-hold PSIR sequence, and to evaluate the MOCO-PSIR approach for the 

quantification of late gadolinium enhancement (LGE) volume using PSIR as reference 

standard. 

Methods: Fifty-five patients with suspected cardiac diseases were enrolled. After 

administration of 0.2 mmol/kg Gd-DTPA, LGE imaging was conducted first with a 

prototype MOCO-PSIR sequence, followed by a conventional PSIR sequence using a 

1.5T MR scanner (MAGNETOM Aera, Siemens, Erlangen, Germany). Image quality was 

graded by two independent reviewers using a four-point scale in which a score of 0 

indicates poor, non-diagnostic, 1= fair, diagnostic may be impaired, 2= good, some 

artifacts but no impact on diagnostis, 3 = excellent, no artifacts. Scan time and 

LGE volume were calculated and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methods. 

Results: All images were interpretable. Scan time was significantly reduced from 

301±35 seconds for PSIR to 176±27 seconds for MOCO-PSIR (P<0.001). Compared with 

conventional PSIR, the overall image quality of MOCO-PSIR w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PSIR: 2(1-2) vs. MOCO-PSIR: 3(2-3), P<0.001]. In patients with heart 

rate > 90bpm (n=12), image quality was also improved from 2(1-2) to 3(2-3) 

(P<0.001) with MOCO-PSIR. The interobserver agreement of MOCO-PSIR was excellent 

with a kappa score of 0.88 (P<0.001), and there was a moderate interobserver 

agreement for the conventional PSIR technique (kappa score= 0.65, P<0.001). LGE 

was detected in 35 patients, including ischemic cardiac diseases in 6 cas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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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ischemic cardiomyopathy in 29 cases. LGE volume was significantly larger in 

MOCO-PSIR compared with PSIR in patients suspected of non-ischemic cardiomyopathy 

(37.3±13.9 cm3 vs. 34.1±13.3 cm3, P<0.001), whereas this was not true for 

ischemic cardiac disease (15.1±7.0 cm3 for MOCO-PSIR and 14.6±5.0 cm3 for PSIR, 

P=0.72). Furthermore, a Bland-Altman analysis confirmed a systematic larger LGE 

volume for the MOCO-PSIR method in non-ischemic cardiomyopathy (10.0±11.9 %). 

Conclusions: The free-breathing motion-corrected PSIR technique boasts better 

image quality and detects larger LGE volume in patients with non-ischemic 

cardiomyopathy compared with a conventional PSIR sequence. 

  

 

 
EP-1055 

Association of native T1 times with biventricular 

function and hemodynamics in precapillary pulmonary 

hypertension 

 
Chen Yinyin

1
,Yun Hong

1
,Jin Hang

1
,Kong Dehong

2
,Long Yuliang

3
,Fu Caixia

4
,Yang Shan

1
,Lu Yihan

1
,Zeng 

Mengsu
1
 

1.Department of Radiology， Zhong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2.Department of Echocardiography， Zhong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3.Department of Cardiology， Zhong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4.Siemens Shenzhen Magnetic Resonance (C.F.)， Shenzhen， China 

 

Purpose: In precapillary pulmonary hypertension (PH) patients, we sought to 1)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entricular insertion point (VIP) T1 times, 

hemodynamic parameters, and biventricular function, and 2) determine the 

predictors of anterior and inferior VIP T1 time. 

Methods: Twenty-two patients with precapillary PH underwent 1.5-T cardiac MR, 

right heart catheterization (RHC), and echocardiography. A group of 10 healthy 

age- and sex-matched volunteers served as controls. Biventricular function, 

morphology and mass were obtained from short-axis cine images. Native T1 times at 

anterior, inferior VIP, septum and LV lateral wall were respectively derived from 

all subjects.LV diastolic function and LV filling pressure were assessed by 

echocardiography.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performed in the original 

model (model 1) to investigate the determinants of myocardial T1 time in PH 

patients. Meanwhile, two more adjusted models (model 2 and 3) were applied for 

further control of variables. 

Results: In PH patients, both anterior and inferior VIP T1 time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septal and LV lateral wall T1 time. Meanwhile, there was 

a marked difference between native T1 time at septum and LV lateral wall. Mixed 

venous oxygen saturation (SvO2) was the strongest hemodynamic parameters 

correlating with anterior (rp = -0.67, P= 0.001) and inferior VIP T1 time (rp = -

0.81, P< 0.001). Elevated VIP T1 times were associated with reduced right 

ventricular (RV) ejection fraction, RV longitudinal and transverse motion, and 

increased RV end-diastolic and end-systolic volume index. LV diastolic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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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ntified as mitral E velocity,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anterior, inferior 

VIP (rp = -0.55, P= 0.01) and septal T1 times (rp = -0.50, P= 0.02), and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RV systolic function and wall motion. In multivariat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es, systolic eccentricity index (sEI) was the independent 

predictor of average VIPs T1 time (β= 0.47, P< 0.01), and remained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after adjustment of RHC and demographic parameters. 

Conclusions: In patients with precapillary PH, VIP T1 times are associated with 

biventricular function and hemodynamic parameters. Among all the parameters, sEI 

acts as a determinant of average VIPs T1 time. 

 

 
EP-1056 

无创血流储备分数 FFRCT 对冠状动脉狭窄处血流动力学特征

的诊断能力评估研究 

 
邱建星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00034 

 

目的： 

FFRCT是一种新颖的无创测定狭窄冠脉血流动力学特征的检查方式。本文将基于患者冠脉 CT血

管造影（CCTA）数据，使用无创 FFRCT软件计算出单支冠脉血管 FFRCT值，从而进行 FFRCT对冠

脉狭窄处血流动力学特征的诊断性能评估研究，为 FFRCT在临床的实际应用提供数据基础。  

方法： 

我们回顾性研究了 30位疑似或确诊为冠心病患者的 CCTA，有创冠脉造影 ICA，和有创 FFR数

据。基于患者 CCTA数据，使用苏州润心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 AUTOCT -FFRCT软件，重

构冠脉系统三维模型，用计算流体力学（CFD）方法模拟冠脉的血流动力学环境，从而获取冠

脉树任意点上的 FFR值。以有创 FFR值结果为参考，计算 FFRCT诊断冠心病的准确性，敏感

性，特异性，阳性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值。其中，冠心病功能学参考诊断标准为 FFR≤0.8，在

CCTA和 ICA中显示狭窄程度≥50%。  

结果： 

在分析所有患者单支血管时,CCTA检查的准确率、敏感性、特异性、和阳性与阴性预测值分别

为 53%、83%、33%和 43%与 75%。对应的 FFRCT的各个诊断特征为 83%、75%、89%和 82%与 84%。

在分析临界病变患者单支血管时，FFRCT的敏感度与特异度分别为 80%和 83%。分析可得，单纯

CCTA诊断冠心病有较高的敏感度（83%）和阴性预测值（75%），但其特异度及阳性预测值

低。CCTA与 FFRCT联合诊断局部血运障碍，提高了单纯应用 CCTA的准确率（83%和 53%），与

单独应用 CCTA相比，准确率和特异性上分别提高了 30%和 56%。 

结论：结果表明，患者 FFRCT结果与有创 FFR结果相关性较好；相较单纯 CCTA诊断冠脉狭窄，

FFRCT更能准确的判断冠脉狭窄是否会引起心肌缺血，从而切实可行的指导后续的治疗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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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057 

64 层螺旋 CT 诊断婴幼儿法洛四联症 

 
李庚武,费维敏,王昶,范京,齐炜炜 

安徽省儿童医院 230054 

 

[摘要] 目的 探讨 64层多排螺旋 CT一站式 CTA技术对儿童法洛氏四联症(TOF)的诊断价值。

以手术为金标准与超声心动图(ECG)对比。 方法 对 86例临床诊断 TOF患儿进行 64层多排螺

旋 CT一站式 CTA心脏检查，并用多平面重建(MPR)、容积成像(VR)、最大密度投影(MIP)进行

图像重组。所有病例均与 ECG对照，以 86例手术为金标准比较 64层螺旋 CT和 ECG心血管畸

形的诊断准确率。结果 手术证实的心血管畸形 542处。64层螺旋 CT的诊断准确率 97.2％．

明显高于 ECG的诊断准确率 78.5％； 86例患者 64层多排螺旋 CT一站式 CTA检查对于 TOF中 

3 种 畸形及右室肥厚的诊断符合率为 100％ ，TOF 合并其他畸形的诊断符合率为 95. 5

％ ，明显高于 ECG。64层多排螺旋 CT 在心内外的解剖畸形、右室流出道、肺动脉及肺动脉

瓣狭窄、体肺侧支循环方面比 ECG有明显优势。结论 本文了探讨 64层多排螺旋 CT 最佳重建

显示方法；64层多排螺旋 CT能准确清 晰地显示 TOF的解剖形态以及为术前评估提供重要依

据。 

先天性心脏病是儿童最常见的心脏病，是一种严重影像儿童身心健康的先天畸形，特别是复杂

先天性心脏病(CCHD)，即患者存在 1种以上的心血管病理解剖改变或几种心血管畸形并存的先

心病；而法洛四联症（TOF）占所有先天性心脏病的 10％ ，占紫绀型复杂先心病的 50％ ，

是一种小儿常见的复杂心脏畸形，它包括肺动脉狭窄、 室间隔缺损、主动脉骑跨及右心室肥

厚， 其解剖变化复杂，可以很严重，表现为肺动脉近乎闭锁 伴有很多侧支血管；也可仅为流

出道或肺动脉瓣轻度狭窄及室间隔缺损。因此术前准确的诊断决定着治疗方案的制订及治疗的

成败。笔者通过分析经手术证实的 86例 TOF的 64层螺旋 CT血管成像 CTA资料，探讨 64层螺

旋 CT(64SCT)在该类疾病诊断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EP-1058 

应用超低剂量碘对比剂行上腔静脉 CT 成像的可行性 

 
王国蓉,王志伟,王怡宁,金征宇 

北京协和医院 100730 

 

目的：上腔静脉（SVC）CT 成像目前是临床检查的难点，SVC内对比剂不易混匀，常形成分层

伪影，往往需要使用大剂量碘对比剂（100mL以上）延迟扫描解决这一问题。本研究评估在能

谱 CT 上仅使用 30mL对比剂对 SVC成像的可行性。方法：研究连续纳入 2016年 12月至 2017

年 1月在我院就诊，拟行胸部增强 CT扫描的患者 30例。均采用 30mL碘帕醇( 370 mgI/mL)行

能谱 CT (IQon, Philips Healthcare, Best, The Netherlands) 扫描。将图像重建成常规

扫描组（conventional）和单能谱图像组（40、50、60、70、80、90、100keV），

conventional组作为对照。测量所有患者 SVC近、中、远段 CT值以及前胸壁均匀脂肪组织 CT

值和 SD值，计算图像信噪比（SNR）、对比噪声比（CNR）及有效辐射剂量（ED）。由两位医

师采用双盲法对图像质量进行主观评估，采用 3级评分法：1：图像质量良好，SVC内对比剂

均匀性好，观察不受限；2：图像质量中等，对比剂均匀程度低于 1级，观察稍受限；3：图像

质量差，对比剂混合欠均匀，观察明显受限。比较图像质量及各组间 CT值、SNR及 CNR值。

结果：30例患者各能级水平 SVC近、中、远段 CT值均无明显差异(P均＞0.05)。40keV时 SVC

成像的 CT值为（223.5±40.4） HU，SNR（13.6±4.2），CNR（24.2±6.6），明显高于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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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能级组和 conventional组 (p < 0.001)。所有患者接受的平均 ED为（2.04±0.63）mSv。

两位医师的评分为 1（1,2）、1（1,2），无明显差别（P=0.72）；且对图像质量的评价具有

很好的一致性（κ=0.863，P＜0.001）。结论：应用能谱 CT超低剂量碘对比剂（30mL）可以

良好地显示 SVC全程，且显影最佳的能级是 40keV。 

  

 

 
EP-1059 

T2* mapping 在急性心肌梗死后再灌注出血中的定量研究 

 
王芬,邱建星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00034 

 

【摘要】 目的 明确 T2* mapping 定量成像技术对急性心肌梗死后再灌注出血的评估价值。 

方法 选取本院 14例临床诊断为急性心肌梗死的病人（男 13例，女 1例；平均年龄 54岁）作

为试验组，所有患者在行冠脉介入治疗后平均 6.4天内行心脏 MRI增强扫描，应用同一台

3.0T场强磁共振扫描仪进行扫描，得到 T2* mapping图像，应用 GE公司的 AW4.4后处理工作

站进行数据测量，由同一观察者重复测量 3次，得到出血区域心肌的 T2值；另随机选取 14例

临床诊断为正常的健康受试者作为对照组，以同样的扫描方式及测量方法得到其正常心肌 T2

值。采用 SPSS20版统计学分析软件，应用独立样本 T检验对两组数据进行比较，并采用单因

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对 3次所测的出血区域心肌的 T2值进行分析，以 P<0.05作为差异有显

著性意义标准。 结果 ①急性心肌梗死后再灌注出血区域心肌 T2值显著低于正常受试者心肌

T2值，两者心肌 T2值分别为（10.12±2.89）ms及（32.70±3.40）ms（P<0.0001）。②多次

测量急性心梗后再灌注出血区域心肌的 T2值，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0.583）。 结论 T2* 

mapping可用于急性心肌梗死后再灌注出血的定量研究，且多次测量数据间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测量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EP-1060 

肺先天性囊性腺瘤样畸形伴曲霉菌感染一例 

 
银楠,沈聪,王君,郭佑民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710061 

 

目的 探讨肺先天性囊性腺瘤样畸形伴曲霉菌感染的临床、影像及病理特征。  方法 回顾性

分析 2012年收治的一例经手术病理证实的肺先天性囊性腺瘤样畸形伴曲霉菌感染的患者的病

例，患者术前行胸部 X线、CT检查及支气管镜检查，现结合患者的临床资料、病理特征及影

像征象，对该疾病进行总结分析，探讨其影像学检查及鉴别诊断，提高该病诊断准确

性。  结果 患者，女，14 岁，以“发热、咳嗽、咳痰 1天”主诉入院，患者 1天前无明显

诱因出现发热，咳痰，为深黄色浓痰，咳嗽时伴右侧胸痛。查体：体温 38.4℃，听诊右肺呼

吸音降低。实验室检查：WBC 20.1x109/L、NEUT% 80.3%。影像学：（1）X线显示右肺上叶条

状高密度影，内可见液平；（2）CT显示病变位于右肺上叶，呈囊性病变，大小约为

7.5cmx5.6cm，内可见液平，周围见大片渗出及多发小囊。支气管镜检查提示为双侧支气管粘

膜急性炎症。抗生素治疗后症状好转，液平消失，此后多次复查囊内可见移动的结节。术后病

理提示为肺先天性囊性腺瘤样畸形伴曲霉菌病。  结论 肺先天性囊性腺瘤样畸形是一种罕见

的肺先天性发育异常，新生儿及婴儿多见，成人少见，合并曲霉菌感染更是少见，影像学常表

现为位于一侧肺叶的蜂窝状囊性病变，当同时伴有曲霉菌感染时，在囊腔内可见随体位移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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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节；显微镜下可见肺组织局限性上皮呈腺瘤样增生并囊状扩张，囊内壁附纤毛柱状上皮或矮

柱状上皮，部分可见粘液柱状上皮，囊壁周可见平滑肌束。治疗后抗真菌感染有效，但手术是

治愈的唯一方法。通过对临床、影像及病理特征的结合分析可明确诊断本病。 

 

 
EP-1061 

外围型肺癌之肺组织体积和密度变化的初步研究一 

 
银楠,沈聪,王君,郭佑民 

陕西省西安市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710061 

 

目的  探讨肺癌患者患侧肺叶与自身对侧肺叶的肺气肿定量、肺密度及肺体积的差异。  方

法  回顾性收集我院经手术病理确诊为肺癌且术前行胸部 CT平扫的患者 110例（男 71例，

女 39例）。采用“数字肺”自动测量平台得到各肺叶的肺气肿定量（LAA950（ml）、LAA910

（ml）、LAA950%、LAA910%）、肺平均密度及肺体积，分析以上指标在肺癌人群中的自身差

异。  结果  肺癌患者患侧右肺上叶、右肺下叶的肺气肿定量较对侧肺叶显著减小

（7.3±15.0 vs 13.5±16.9;86.9±91.1 vs 175.9±161.8;0.6±1.1 vs 1.0±1.1;8.5±7.2 

vs 13.7±11.2;11.1±30.6 vs 20.1±52.0;91.2±158.7 vs 103.0±167.6;1.0±2.2 vs 

1.9±3.9;8.2±11.5 vs 9.6±12.6），左肺上叶略大（11.2±18.1 vs 

10.4±29.7;123.6±138.8 vs 126.5±166.4;1.0±1.2 vs 0.7±1.8;10.2±9.4 vs 

9.8±10.7），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密度显著增高（-811.4±31.3 vs -

828.8±301.1;-774.9±52.1 vs -783.2±57.5;-807.6±35.2 vs -823.0±25.8;-

781.8±57.0 vs -800.8±42.2），右肺上下叶及左肺上下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体积减小（885.3±255.0 vs 1143.6±331.7; 855.2±401.3 vs 

1062.6±389.3），右肺上叶及左肺下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外围性肺

癌患者病灶侧气肿定量减小、密度升高、体积减小，但病灶对侧气肿定量增加、密度减低，这

种差异在自身对比较为明显，且以右肺上叶最为显著，其引起的原因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EP-1062 

低剂量 CT 在早期肺癌筛查中的价值 

 
卓丽华 

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621000 

 

摘要：目的 探讨低剂量 CT 在早期肺癌筛查中的应用价值。材料与方法 对我院 2015年 1月至

2017年 5月进行的 4000例低剂量胸部 CT体检的图像进行回顾性分析，总结低剂量胸部 CT在

实际应用中的方法与体会。结果 在行低剂量胸部 CT的 4000例中共发现 SPLC65例。低剂量

CT扫描可清楚显示小结节病灶，靶扫描技术在显示病灶的细微结构上尤其具有优势，提高了

病灶定性的准确率。讨论 低剂量胸部 CT完全可以作为胸部健康检查的首选影像检查方法和早

期肺癌的筛查主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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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063 

外围型肺癌之肺组织体积和密度变化的初步研究二 

 
银楠,沈聪,王君,郭佑民 

陕西省西安市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710061 

 

目的  探讨肺癌患者病灶侧的 CT定量参数与正常人群相应侧的差异。  方法  回顾性收集

我院经手术病理确诊为肺癌且位于右上肺叶者，术前胸部 CT平扫的患者 22例（男 12例，女

10例），同时按年龄、性别按 1:4匹配正常体检的胸部 CT平扫 88例（男 48例，女 40

例）。使用“数字肺”自动测量平台得到右肺上叶的 LAA950（ml）、LAA910（ml）、

LAA950%、LAA910%、肺平均密度（Mean Lung Density，MLD）及肺体积（Lung Volume），比

较肺癌患者以上指标与正常人的差异。  结果 右上肺癌患者右上叶的 LAA950、LAA950%较正

常人的右上叶的增大（7.3±14.9 vs 3.8±6.5，z=-0.800,p=0.424;0.6±1.1 vs 0.3±0.5 

z=-1.191,p=0.234），LAA910、LAA910%减小（86.9±91.0 vs 131.5±134.7，z=-

0.284,p=0.776; 8.5±7.1 vs 12.0±11.0; z=-0.154,p=0.877）；肺密度较正常人明显升高

（-811±31.3 vs -830±31.48 , t=2.584，p=0.01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肺体

积较正常人减小（885.3±255.0 vs 953.1±244.0, t=-0.857,p=0.394）。结论  右上肺癌

患者病灶侧较正常人群对应侧气肿定量 LAA950指标增大，LAA910指标减小、肺平均密度升

高、肺叶体积减小，这种差异在与正常人群的右肺上叶对比时仅肺平均密度有统计学意义，肺

气肿定量和肺体积无统计学意义。 

  

 

 
EP-1064 

冠状动脉管腔 CT 衰减梯度与侧支循环参与血管血流动力学关

系探讨 

 
杜勇兴,朱建彬,屈耀铭,何雯,于昊,邹天宇,温志波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510220 

 

目的 

通过测定冠状动脉管腔的 CT衰减梯度，探讨侧支循环形成对冠脉血流动力学的影响。 

方法 

回顾分析 378例患者冠脉 CTA及 DSA资料。以 10mm为间距，测定每段管腔 CT值，根据“距离

-CT值”散点图拟合回归直线，回归系数作为该血管的 CT 衰减梯度。根据 DSA所见，无侧枝

循环的血管为对照组，参与侧枝循环形成的血管为病例组，病例组中按血液供给关系细分为供

血血管组、受血血管组。分别按血管狭窄程度（Gensini分级）和侧支循环丰富程度（CC分

级）进行分层，比较三个分组管腔 CT衰减梯度有无差异。 

结果 

合计收集对照组患者 310例，共 833支血管，供血、受血血管组患者 68例，血管各 68支。①

按血管狭窄程度分级，各分级对照组与供血血管组的 CT衰减梯度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III、

IV级狭窄时，受血血管组的 CT衰减梯度均小于其余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均

<0.001）。②按侧支循环的丰富程度分级，供血血管组 CC1、CC2级的 CT衰减梯度分别为-

18.37±7.09Hu/cm、-21.20±11.19Hu/cm，组内比较无差异（P=0.21），二者均小于对照组的

CT衰减梯度（-22.28±17.28Hu/cm），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分别为 0.16、

0.62）；受血血管组 CC1、2级 CT衰减梯度分别为-13.29±21.26Hu/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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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8±20.44Hu/cm，组内比较无差异（P=0.639），但均显著小于对照组的 CT衰减梯度（P

分别为 0.002、0.001）。同一 CC分级下，受血血管的 CT衰减梯度均小于供血血管者，CC1级

二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16），CC2级二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2）。 

结论 

①冠状动脉侧支循环的建立对供血血管血流动力学不造成明显的影响。②在同一狭窄程度下，

受血血管的充盈情况比供血血管或无侧支循环形成的血管差，且侧支循环越丰富，这种差异越

明显。 

  

 

 

EP-1065 

MOLLI T1 mapping in identification of aortic stenosis: 

comparison with histologic diffuse fibrosis 

 
Xie Jiajun

1
,Liu Hui

2
 

1.Guangzhou First People’s Hospital 

2.Guangdong General Hospital and Guangdong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Objective: To identify noninvasive biomarkers by an improved MOLLI T1 mapping 
approach for the detection of severe aortic stenosis（AS） and assess whether CMR-

derived parameters correlate with the degree of histologic diffuse fibrosis. 

Methods: 3.0-T magnetic resonance (MR) imaging, including improved MOLLI sequence 
was obtained in 27 patients diagnosed with severe AS and 15 controls. MR-derived 

parameters including native T1, post-contrast T1, Lamda and ECV values were 

analysed by univariate and multivariate analysis, followed by receiver operator 

characteristics (ROC) analysis in these two groups. Correlation between MR-derived 

parameters and histologic diffuse fibrosis was done for the 15 patients who 

underwent aortic valve replacement surgery and LV myocardial biopsy. 

Results: In univariate analysis, there were higher native T1 and ECV values, but 
lower post-contrast T1 values in patients with severe AS (all P<0.05). In 

multivariate analysis, native T1 and post-contrast T1 values were independent 

predictors for discriminating groups of severe AS and control. A signature 

incorporating these two predictors resulted in an AUC of 0.884. ECV and Lamda 

correlated with the extent of histological fibrosis (r = 0.634, p < 0.05 and r = 

0.517, p = 0.049, respectively), while native T1 (r = 0.320, p=0.245), and post-

contrast T1 (r = −0.014, p = 0.959) did not. 

Conclusion: Improved MOLLI T1 mapping provides a noninvasive method to detect 
severe AS through ECV values, native T1 and post-contrast T1 values, especially 

the combination of the latter two. Additionally, ECV and Lamda correlated with the 

extent of histological fibr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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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066 

基于冠脉 CTA 的腔内密度梯度参数对其狭窄程度的评估 

 
高亚婷,居胜红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210009 

 

【摘要】 目的 以有创冠脉造影为标准，探索基于冠脉 CTA的腔内密度梯度评估其狭窄程度的

能力。 材料与方法 回顾性分析本单位自 2016年 07月至 2017年 07月于 30天内同时行冠脉

CTA和有创冠脉造影患者冠脉 CTA图像，评估其狭窄程度并测量狭窄近段和远段 5-10mm 以内

管腔内 CT值，分别记为 C1、C2，同时测量对应同层主动脉 CT值，分别记为 A1、A2，用于校

正。定义冠脉 CTA校正后差值 DCCO（difference of corrected coronary opacification）

=C1/A1-C2/A2、冠脉 CTA校正后比值 RCCO（ratio of corrected coronary opacification）

= (C1/A1)/(C2/A2)、冠脉 CTA直接比值 R（ratio）= C1/C2。通过约登指数反映上述腔内密

度梯度参数及分别联合冠脉 CTA评估其狭窄程度≥50%能力。结果 共 41例、104支血管纳入

分析，基于冠脉 CTA的腔内密度梯度参数评估其狭窄程度≥50%均有统计学差异（P＜

0.001）。ROC曲线下面积分析显示各参数分别为 DCCO≥0.165、RCCO≥1.185、R≥1.175、

DCCO +CTA≥0.043、RCCO +CTA≥0.099、R+CTA≥0.106 时，对应其诊断效能最高，相应曲线

下面积分别为 0.816、0.820、0.812、0.860、0.860、0.854，常规冠脉 CTA狭窄程度≥50%曲

线下面积为 0.763。上述腔内密度梯度参数及分别联合冠脉 CTA的诊断效能相较常规冠脉 CTA

均有所提高，且联合评估诊断效能与冠脉 CTA相比，均有统计学差异（P值分别为 0.008，

0.010，0.011）。 结论 基于冠脉 CTA的腔内密度梯度参数（冠脉 CTA校正后差值、比值和冠

脉 CTA直接比值）可有效用于评估冠脉的狭窄程度，在联合常规冠脉 CTA狭窄程度参数后，可

进一步提高冠脉狭窄的诊断效能。 

 

 
EP-1067 

急性主动脉夹层 StanfordA 型 1 例 

 
袁雪,戴旭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0000 

 

患者男，40岁，就诊一天前于家中活动后出现胸背剧痛，伴大汗，为求治疗急诊来我院，给

予降压，镇痛治疗后，症状稍缓解。病来神志清，精神可，饮食一般，未排尿。既往史：否认

糖尿病等。体格检查：T：36.5℃，P：45次/分，R：19次/分，BP：108/75mmHg。神清语明，

查体合作，口唇无发绀。双肺听诊呼吸音粗。心率：45次/分，心律齐，各瓣膜听诊区未闻及

病理性杂音。辅助检查：ALT>6000U/L。CK-MB>300.00ng/ml，cTnI>50.000ng/ml。

PT33.9sINR3.40，APTT56.1s。MYO>1200ng/ml。D-D>20.00ug/ml(FEU)。经胸超声心动图：①

主动脉夹层（StanfordA）左侧颈总动脉及锁骨下动脉受累,右冠状动脉受累不除外②主动脉瓣

返流（微量-轻度）③左室下后壁心肌节段性运动减弱④左室心肌肥厚⑤二尖瓣返流（轻度）

⑥左室射血分数轻度减低。胸腹大血管 CTA示升主动脉-双侧髂总动脉末端管腔内见线样低密

度影，向上累及左侧颈总动脉、锁骨下动脉，向下腹腔干起始段、肠系膜上下动脉根部、左右

肾动脉开口处、双侧髂外动脉及左侧髂内动脉起始部受累，冠脉 CTA示夹层累及右侧冠状动

脉，右侧冠状动脉可见线样低密度影，后室间支近中段未显影，远段显影浅淡，右缘支起自假

腔供血。影像诊断：急性主动脉夹层 StanfordA型累及右冠脉及多分支。 

讨论：胸腹大血管 CTA可提高主动脉夹层及时性、破裂口的发现率，以及夹层分型、破裂孔大

小及位置、分支的受累情况以及由假腔供血分支血管的判断，主动脉夹层累及冠脉主干较少

见，冠脉 CTA可判断冠脉主干及冠脉分支的受累情况。本例为主动脉夹层 StanfordA型，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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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主动脉、右冠全程，患者病情极度危重。临床根据夹层分型及各分支受累情况，采用不同的

手术治疗方式，对术式方案选择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EP-1068 

肥厚型心肌病患者左心房结构及功能情况与血 BNP 水平的关

系----心脏磁共振研究 

 
陈辉,李智勇,张昱,金丰强,刘爱莲,宋清伟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6011 

 

目的：利用心脏磁共振技术，与健康志愿者对照，研究肥厚性心肌病患者左心房结构及功能情

况与血 BNP水平之间的关系。 

方法：将 2011年 12月至 2016年 12月在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住院或门诊就诊、且经超

声心动图和临床诊断明确为 HCM患者纳入研究中，共 46例，所有患者均同时完成常规 CMR检

查（其中，36例完成 CMR增强扫描检查），其中，男 25例，女 21例，平均年龄

59.02±11.99 岁，平均病程时间 6.67±6.85 年。同时，纳入 2014年 12月-2016年 12 月在我

院行常规 CMR检查的健康志愿者 23例，其中，男 11例，女 12例，平均年龄 55.04±10.13

岁。所有扫描数据传送至 GE工作站（AW 4.4）ReportCard 4.0 软件进行测量。测量 LA结构

指标：LA舒张末容积（ LAVmax）、LA收缩前容积（LAVpre-A）、LA收缩末容积（ LAVmin）

及 LA功能指标：LA总 EF（LAEF-T）、LA被动 EF（LAEF-P）、LA主动 EF（LAEF-A）；对 LA

容积参数进行体表面积指数化，指数化和未指数化的数据均纳入分析。所得数据采用 SPSS 

17.0软件进行分析。 

结果：HCM患者 LA结构指标与血 BNP水平正相关（r=0.39，p=0.02；r=0.51，p=0.00；

r=0.50，p=0.00；r=0.55，p=0.00；r=0.52，p=0.00；r=0.55，p=0.00）；而 LA功能指标与

血 BNP水平负相关（r=-0.53，p=0.02； r=-0.52，p=0.00；r=-0.44，p=0.01）。血 BNP水平

＞100pg/ml组 LA结构指标较血 BNP水平＜100pg/ml组明显增大，LA功能指标明显减低（p＜

0.05）。 

结论：本研究通过对肥厚型心肌病患者左心房结构及功能的参数进行分析，CMR可以更加全面

的评价 HCM患者左心房结构及功能的下降与血 BNP水平相关。 

  

 

 
EP-1069 

用心脏磁共振研究肥厚型心肌病患者左心室心肌延迟强化范

围对左心房的影响 

 
陈辉,李智勇,金丰强,张昱,刘爱莲,宋清伟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6011 

 

目的：利用心脏磁共振成像技术，与健康志愿者对比，研究肥厚型心肌病患者左心室心肌延迟

强化范围对其左心房重构及功能的影响。 

方法：收录 2011年 12月至 2016年 12月在我院住院或门诊就诊且经超声心动图和临床诊断为

肥厚性心肌病的患者，共 46例，所有患者均同时完成常规 CMR检查（其中 36例完成 CMR增强

扫描），包括男 25例，女 21例，平均年龄 59.02±11.99 岁，平均病程时间 6.67±6.85 年。

同时收录 2014年 12月至 2016年 12月在我院行常规 CMR检查的健康志愿者 23例，其中男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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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女 12例，平均年龄 55.04±10.13 岁。所有扫描数据均用 GE工作站（AW 4.4）

ReportCard 4.0软件进行测量。分别测量 LA相关参数：LA舒张末容积（ LAVmax）、LA收缩

前容积（ LAVpre-A）、LA 收缩末容积（ LAVmin）、LA射血分数（EF）包括 LA总 EF（LAEF-

T）、LA被动 EF（LAEF-P）、LA主动 EF（LAEF-A）；LV相关参数：LV舒张末期容积

（ LVEDV）、LV收缩末期容积（ LVESV）、LVEF、LV质量（LVMASS）、心输出量（CO）。LV

舒张末期最大室壁厚度（LVWT）、心肌延迟强化（LGE）范围。对 LA、LV容积参数和 LVMASS

进行体表面积指数化，指数化和未指数化的数据均纳入分析。所得数据采用 SPSS17.0软件进

行分析。 

结果：HCM患者 LGE范围与 LAVmax存在相关性（r=0.37，p=0.03）。LGE范围＞5%的 HCM 患者

LAVmax、LAVmaxi、LAVpre-A比 LGE范围≤5%的患者明显增大（p＜0.05）。 

结论：CMR技术可以更加全面的评价 HCM患者左心室纤维化的范围及程度，以及其对左心房重

构及功能的影响情况。 

  

 

 
EP-1070 

CT 灌注成像对肺癌放疗疗效评价 

 
陈辉,李智勇,张昱,刘爱连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6011 

 

目的：探讨 CT灌注成像在肺癌放疗疗效监测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和材料：11名经病理证实的肺癌患者（2013.03-2014.02）纳入本研究中。测量肿瘤放疗

前后的血容量（BV）、血流速（BF）、平均转运时间（MTT）、通透性表面积（ps）。根据

RESICT标准包括 PD、PR以及 SD评价治疗效果。 

结果：放疗后，有 1例 PD、1例 PR和 9例 SD。在 PD病例中，放疗后 BF和 BV值明显增加。

在 PR病例中，BF、BV值基本保持不变。但是，在 SD病例中，这些参数的变化是非常复杂

的。在 SD病例中，有 6例 BF和 BV值下降和保持稳定，有 3例 BF和 BV值明显增加。当 BF和

BV值明显下降（3例）和明显增加（3例）时，这些病例在第二次检查中被确诊为帕金森病。 

结论：CT灌注有助于评价肺癌放疗后的血液供应和代谢异常。这些参数的变化在 SD组中是非

常复杂的，当 BF和 BV值明显下降和明显增加时，这些病例在第二次检查中被确诊为帕金森

病。 

 

 

 

EP-1071 

 Analysis of CT Features and Misdiagnosis of 

Pulmonary Mucosa-associated Lymphoid Tissue Lymphoma 

 
chen liting,Peng Dechang,Gong Honghan,Li Haijun,Yu Honghui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cha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06， Jiangxi Province， China 330006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T findings of pulmonary mucosa-associated lymphoid 

tissue (MALT) lymphoma, and to analyze the main causes of misdiagnosis, 

improving the diagnostic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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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The CT and clinical features of 13 patients with pathologically proven 

pulmonary MALT lymphoma were reviewed retrospectively, and summarized the CT 

characteristics and misdiagnosis reasons of MALT lymphoma.  

Results Thirteen cases of pulmonary MALT lymphoma, preoperative CT 

diagnosis correctly in 3 case. Misdiagnosed as infection (n=7), lung cancer 

(n=2), vascular lesions (n=1). Consolidation pulmonary MALT lymphoma 

(n=8) with total of 10 lesions, in which air bronchograms in 8 lesions, lobes 

limitation sign in 6 lesions, of which distend fissure lung in 3 lesions, CT 

angiogram sign in 5 lesions, cotton-like edge sign in 5 lesions, vacuolar 

aggregation sign in 2 lesions. Massive pulmonary MALT lymphoma (n=5) whose 

diameters were approximately 4.2cm. CT scan showed CT angiogram sign in 

4 cases, air bronchograms in 3 cases, vacuolar aggregation sign in 3 cases; 

lobes limitation sign in 3 cases, cotton-like edge sign in 2 cases. On 

contrasted-enhanced CT, lesions uniform delayed-enchanced. 

Conclusion Air bronchograms sign, CT angiogram sign, vacuolar aggregation sign, 

lobes limitation sign and cotton-like edge sign were the characteristic CT 

findings of pulmonary MALT lymphomam and need to identify with lung cancer, 

pneumonia.   

  

 

 
EP-1072 

双源 CT Flash 扫描在心血管源性气道狭窄患儿中的临床应用 

 
李媛媛

1
,韩鸿宾

1
,王锡明

2
,卢嘉宾

1
,刘英慧

1
,韩易兴

1
,腾泽

1
,王艾博

1
,赵国梅

1
 

1.北京大学医学部第三临床医学院 

2.山东省医学影像学研究所 

 

摘要：目的 评价双源 CT Flash扫描模式在诊断先天性心脏病（先心病）引起气道狭窄病变中

的应用价值。方法 纳入临床怀疑先心病伴气道狭窄，并行双源 CT Flash扫描的患儿 107例，

最终确诊 99例并纳入本研究。记录剂量长度乘积（DLP），并计算有效辐射剂量（ED）。由两

名放射科医生采用 5分法对图像质量进行总体评估，按照引起小儿心血管源性气道狭窄的不同

血管畸形类型进行归纳总结，分析气道狭窄部位及肺内继发病变的特点。结果 99例患儿的平

均 DLP为(7.32±6.19)mGy*cm，平均 ED为(0.39土 0.20) mSv。图像质量均满足诊断要求；两

名放射科医师对图像质量的总体评价具有较高一致性(K=0.754,P<0.05)。各年龄段心血管源性

气道狭窄患儿中，肺部病变发生率有随年龄增加而降低的趋势（z=-3.83，P<0.0001）。99例

患儿共计 104处狭窄被诊断为心血管源性气道狭窄，在造成气道狭窄的心血管畸形中，因肺动

脉高压引起者 38例（36.5%）、主动脉缩窄引起者 32例（30.8%）、右位主动脉弓引起者 14

例（13.5%）、无名动脉压迫 12例（11.5%）、肺动脉吊带 6例（5.8%）、双主动脉弓 1例

（1.0%）、左房大 1例（1.0%）。同时，还可以显示并发的肺内病变，包括 36例肺磨玻璃样

变，19例肺实变，7例肺不张及 66例肺气肿。不同类型先心病引起的气道狭窄部位不同，P

值小于 0.00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其中先心病引起的气道狭窄以发生于 III段，即左主支

气管较多。结论 双源 CT Flash扫描一站式扫描能够同时对心血管和气管支气管情况准确诊

断，为临床诊治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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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073 

用 Thoracic VCAR 评估吸烟者的肺功能：初步试验 

 
陈辉,李智勇,张昱,刘爱连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6011 

 

目的：用 Thoracic VCAR定量研究肺气肿容量和小气道参数及吸烟引起的变化。 

方法和材料：试验纳入 36名研究对象（其中吸烟者 16名，被动吸烟者 16名，非吸烟者 14

名），排除其他肺部疾病。所有受试者在吸气结束时进行 CT扫描。用 Thoracic VCAR分析肺

气肿容量和小气道的参数。定量评估吸烟者、被动吸烟者和非吸烟者的肺功能的变化。 

结果：吸烟组，被动吸烟组和非吸烟组的肺气肿容量无明显差异（P﹥0.05）。吸烟组的小气

道平均壁厚（1.34±0.27mm）明显高于非吸烟组（1.24±0.12mm）（P＜0.05）。非吸烟组的

小气道管壁面积（7.32±3.25mm2）与被动吸烟组（13.29±3.37mm2）和吸烟者组

（15.25±4.12mm2）呈正相关（r = 0.67，P = 0.00）。 

结论：Thoracic VCAR评估肺功能对发现吸烟所导致的肺的变化非常有用。定量评估吸烟引起

的肺病理生理变化有助于监测肺功能以及指导戒烟。 

  

 

 
EP-1074 

BLADE 技术在自由呼吸导航心脏磁共振 T2WI 成像中的应用 

 
刘京京,陈铟铟,杨姗,恽虹,曾蒙苏,金航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00032 

 

目的 探讨 BLADE技术在自由呼吸导航下心脏磁共振 T2WI 成像中的应用价值。 

材料与方法 使用 1.5T西门子磁共振扫描仪，对 27例患者在自由呼吸导航（PACE）下分别行

同一层面心脏 T2WI-BLADE及 T2WI-TSE扫描并记录扫描时间，在后处理软件上计算 SNR(心肌)

与 CNR(心肌/血池）及心脏锐利度。由两位有经验的放射科医生分别对图像整体质量及心脏结

构显示进行 4等级评分。  

结果 PACE T2WI-BLADE与 PACE T2WI-TSE平均扫描时间分别为 102.48s和 96.7s。PACE 

T2WI-BLADE图像的 SNR(心肌)(P>0.05)与 CNR(心肌/血池)(P>0.05)及心脏锐利度值

（P<0.05）均高于 PACE T2WI-TSE。PACE T2WI-BLADE在图像整体质量（P<0.001）及心脏结构

显示（P<0.001）方面评分均高于 PACE T2WI-TSE。 

结论 在自由呼吸导航心脏磁共振 T2WI成像中，BLADE技术与传统 TSE成像相比能够提高图

像质量且更好地显示心脏解剖细节，可考虑在不能配合屏气或自由呼吸成像质量欠佳的患者

T2WI成像中应用 BLADE 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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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075 

肺硬化性血管瘤的多层螺旋 CT 表现与病理对照分析 

 
王骋,王荣品,刘江勇,李亚英,张赟 

贵州省人民医院 550002 

 

【摘要】 目的 总结肺硬化性血管瘤（pulmonary sclerosing hemangioma, PSH）的多层螺旋

CT（MSCT）征象及相关病理基础，以提高对该病的认识和诊断水平。方法 收集经手术病理证

实的 PSH 15例，回顾性分析其 MSCT平扫和增强表现，并将 CT征象与病理进行对照分析。结

果 15例均为单发，表现为边缘光滑的结节或肿块，平扫 9例密度均匀，6例密度不均匀，5

例可见囊变；增强后均匀或不均匀强化；15例中空气新月征 3例，贴边血管征 6例，晕征 4

例。病理上肿瘤主要由实性区、乳头区、硬化区及血管瘤样区 4种组织结构组成，本组中每例

至少由 2种或 2种以上组织结构混合构成。结论 PSH好发于女性，空气新月征、贴边血管

征、晕征具有相对特征性，正确认识其影像表现有利于提高诊断正确率。 

  

 

 
EP-1076 

原发性肺粘液腺癌的临床病理及影像学分析 

 
杨雪君,徐霖 

十堰市太和医院湖北医药学院附属医院 442000 

 

目的：肺原发性粘液腺癌临床少见，且无典型的症状及体征，但病理学具有一定特征，结合病

理学分析其多层螺旋 CT（MSCT）表现，以期提高影像诊断准确性。 

方法：回顾性分析本院 2013 年 01月-2017年 07月诊治肺原发性粘液腺癌患者 5例，均行胸

部 CT，最后经手术或穿刺活检病理证实为原发性粘液腺癌，结合病理分析肺原发性粘液腺癌

的 MSCT表现。 

结果：5例患者中 1例为中央型，4例为周围型，可表现为粘液性或实性及粘液性混杂密度，

增强扫描后病灶呈无强化或轻-中度强化。其中 2例表现为“肺炎”型，1例内可见枯枝征；2

例形态表现为结节肿块型。 

结论：结合病理回顾性分析肺原发性粘液腺癌的 MSCT表现具有一定的特异性，但仍需与其他

病变相鉴别。 

  

 

 
EP-1077 

肺癌全瘤单输入灌注模式与双输入灌注模式的对比研究 

 
刘琴,曾庆思,陈淮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510120 

 

目的:研究肺癌全瘤单输入与双输入法灌注模式的参数，并对其进行对比分析，判断其临床意

义。方法:回顾性分析 30例经病理确诊为肺癌患者的全瘤 CT灌注参数。采用西门子 128层 CT

对 30例肺癌做全瘤灌注，并分别使用西门子单输入及双输入灌注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双输入

模式选择 20秒、25秒及 30 秒分析；对两种模式灌注参数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单输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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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30秒双输入模式的相关性如下：BV与 DI-PF,DI-BF相关系数分别为 0.354及 0.738；BF与

DI-PF,DI-BF相关系数分别为 0.646及 0.416；MTT与 DI-PF,DI-BF相关系数分别为-

0.250,0.248； PMB与 DI-PF,DI-BF相关系数分别为 0.134,0.791。单输入模式与 25秒双输入

模式的相关性如下：BV与 DI-PF,DI-BF相关系数分别为 0.386及 0.732；BF与 DI-PF,DI-BF

相关系数分别为 0.658及 0.463；MTT与 DI-PF,DI-BF相关系数分别为-0.001,0.192；PMB与

DI-PF,DI-BF相关系数分别为 0.168,0.836。单输入模式与 20秒双输入模式的相关性如下：BV

与 DI-PF,DI-BF相关系数分别为 0.349及 0.896；BF与 DI-PF,DI-BF相关系数分别为 0.605及

0.437；MTT与 DI-PF,DI-BF 相关系数分别为-0.085,0.423； PMB与 DI-PF,DI-BF相关系数分

别为 0.210,0.846。20秒时 DI-PF小于 DI-BF，有统计学意义（P=0.008）。结论:单灌注模式

BV及 PBM与双灌注模式三个时间点的 DI-BF有显著正相关，BF与 DI-PF有较强正相关，MTT

与 DI-PF,DI-BF相关性弱。双灌注模式随着不同时间点的改变而数据变化明显，20秒时肿瘤

以支气管动脉供血为主，肺动脉供血与支气管动脉供血有显著的差异。 

 

 

EP-1078 

儿童闭塞性支气管炎 HRCT 表现 

 
刘琴,曾庆思,陈淮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510120 

 

目的 探讨儿童闭塞性支气管炎（BO）HRCT的影像学特点，提高对该病的认识及诊断。方法 

回顾性分析 36例经临床诊断证实为 BO的患儿资料，其中男性 28例，女性 8例，年龄 3个月

至 7岁，病程平均 8个月。所有患者均行 HRCT检查，29例行支纤镜检查，1例行肺功能检

查。结果 患者均有较典型的临床表现。14例支气管镜检查提示支气管内膜炎；2例示局部支

气管狭窄；9例活检示慢性炎症；4例活检提示符合细支气管炎，且其中 2例合并间质性肺

炎。1例肺功能检查示阻塞性通气功能障碍。HRCT表现为：“马赛克灌注”征 36例

（100%），主要表现为两肺多发的片状密度不均匀影，局部肺透亮度增加，血管影减少、变

细，而邻近肺组织密度正常或增高，其内血管常增粗，前后两者镶嵌分布从而形成马赛克样灌

注；支气管壁增厚 30例（83%），主要表现为轻到中度的段或亚段支气管壁的增厚，呈平行线

状密影与支气管方向走形一致的“双轨征”样改变，部分小支气管或以远出现闭塞；散在分布

斑点、斑片模糊影 27例（75%）；含气不全或实变不张 11例（31%）；支气管扩张 8例

（22%），主要表现为实变影中出现累及段、亚段及远端较大范围的支扩（2例），其余则表

现为含气不全或低密度灌注区的 6~8级小支气管的轻中度扩张（4例），部分呈“印戒征”样

改变；微结节征 4例（11%）；局部钙化灶 2例（6%）。结论 HRCT提示“马赛克灌注”、支

气管壁增厚对小儿 BO的诊断具有较强的特征性；支气管扩张主要发生在病程较长的患者中，

并非小儿 BO影像学诊断的必备特征，尤其在早期诊断中；如临床上出现反复持续迁延进展的

咳嗽、喘息、活动不耐受、三凹征等，高度提示 BO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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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079 

心脏核磁共振在室间隔形态改变对于评价肺高血压对心功能

影响的价值 

 
王丹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300052 

 

【摘要】 

 背景与目的 肺高血压（pulmonary hypertension, PH）是指肺循环系统高血压，在静息状

态下，右心导管（right heart catheterization，RHC）检查测得肺动脉平均压（mean 

pulmonary arterial pressure，mPAP）≥25mmHg。在 PH患者中，应用心脏磁共振成像

（CMR）对右室室间隔形态改变依次分为两组:室间隔形态正常、室间隔形态失常。与正常健康

志愿者（第 1组）相比，根据 PH对室间隔影响程度，并探讨其对右心功能的影响。 

方法 收集 2012年 1月-2017 年 1月在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经 RHC确诊的 46例 PH 患者及 22

例健康志愿者行 CMR 检查，CMR 检查序列包括快速稳态进动采集（FIESTA）。后期均对其进

行分析 CMR图像，测量和计算心肌做功 Tei指数（MPI）、右心室（RV）收缩末期容积

（RVEDV）、舒张末期容积（RVESV）、右心室每搏输出量（RVSV）、右心室射血分数

（RVEF）、右心室心肌质量（RVMM）、三尖瓣环收缩期位移百分比（f-TAAD）、室间隔至游离

壁变化百分比（f-SFD）、室间隔插入部延迟 ROI、ROI%。 

结果 68例 3组间，根据数据分布特点，用参数和非参数检验方法：各组之间右室 RVEDV、

RVESV、RVEF、RVMASS、f-TAAD、f-SFD均有明显差异（P<0.05）。其中第 1组与第 3组之间

各参数存在差异性最强(P<0.01)。   

结论 CMR对于评估 PH引起的右室室间隔形态改变，来进一步预测右心心功能具有临床实用价

值。 

 

 
EP-1080 

肺淋巴管肌瘤病的胸部影像学表现 

 
张 莉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 510010 

 

目的：探讨肺淋巴管肌瘤病( PLAM)的影像学表现。 

方法：报告 3例 PLAM病例，结合文献资料对该病病因、临床特点及影像学表现进行讨论。 

结果：3例患者均为育龄期女性，首发症状均为活动后呼吸困难，其中 1例合并气胸，1例合

并气胸及乳糜胸，1例合并肺外淋巴管肌瘤。结合文献资料，本病常发于育龄期女性，临床表

现依次为呼吸困难、咯血、气胸、乳糜胸等。本病 X线片常呈非特异改变，CT较具特异性，

主要表现为多发均匀分布囊状影，伴有间隔线，呈网格状改变，同时出现液气胸和淋巴结肿

大，肺外也可有多发相关改变。肺功能测定常伴有阻塞性通气功能障碍。结论：CT检查对

PLAM具有诊断价值。对育龄期妇女发生的渐进性呼吸困难、咯血、自发性气胸应及时进行胸

部 CT检查，并应常规进行腹部和盆腔影像学检查以了解患者是否合并肺外淋巴管平滑肌瘤。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1134 

 

EP-1081 

淋巴管肌瘤病多系统受累的直接淋巴管造影 

及 CT 淋巴管造影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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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 

2.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友谊医院 

 

目的 探讨 LAM多系统受累的影像学表现，重点探讨淋巴系统受累的影像学表现；分析 LAM肺

内囊性病变严重程度与淋巴系统异常的相关性。 

材料与方法 研究对象：45 例确诊 LAM患者，全部为女性，平均年龄 38.5岁。影像学检查：

45例完成直接淋巴管造影（Direct Lymphography DLG）以及胸腹盆联合 CT淋巴管造影（CT 

Lymphography CTL），15例腹盆部 CT增强扫描。评价方法：1.根据胸部 CTL把肺内囊性病分

为 3级，进而把患者分为 3组；2.统计肺内肺囊性病变及肺外异常的发生率；3.对 CTL中对比

剂的异常分布进行评分；4.对肺部囊性病变分级与上述异常进行相关性分析。统计学方法：

SPSS软件（16.0 SPSS Inc.,Chicago,IL,USA）。 

结果：1.肺部异常：45例（100%）胸部 CTL见双肺弥漫囊样病变，I级 12例（26.7%）， II

级 10例（22.2％），III级 23例（51.1％）；肺部 GGO22 例(48.9%)，小叶间隔增厚 15例

（33.3%），气胸 12例（26.7%）；2.肺外淋巴系统异常：45例（100%）盆腔及腹膜后淋巴管

扩张，45例（100%）CTL均有对比剂的异常分布，胸腔积液 39例（86.7%），腹盆腔积液 29

例(64.4%)，腹膜后及盆腔 LALM31例(68.9%)，肢体水肿 29例(64.4%)，22例 DLG对比剂达胸

导管出口者中胸导管梗阻 21例（95.5%，n=22）；3.肺外非淋巴系统异常：肾脏 AML5 例

(11.1%)，肝脏 AML2例(4.4%)，SBLs 3例（6.7%）。4.统计学结果：对比剂异常分布评分、

肢体水肿、肺部 GGO与肺部囊性病变的严重程度间存在显著相关性（P<0.05）。 

结论：LAM患者 100%存在淋巴系统异常，并与肺部囊性病变的严重程度正相关；胸腹盆联合

CTL能够为 LAM的多系统受累，特别是淋巴系统异常提供一站式信息。 

 

 
EP-1082 

肺癌 CT 全瘤灌注参数与 MMP-9、HIF-1α 表达的相关研究 

 
刘琴,曾庆思,陈淮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510120 

 

目的：建立 CT灌注成像参数（BF、BV、MTT、PMB）与肺肿瘤内 MMP-9及 HIF-1ɑ 表达量的相关

模型，在此基础上探讨利用 CT灌注这一无创手段评估肿瘤两个基因表达情况，为肺癌的诊断

及治疗提供更多的帮助。方法：使用西门子 128排 MSCT对初诊 27例肺内单发≥2cm 的肿块性

病变进行前瞻性 CT全瘤灌注成像，使用西门子 CT灌注软件后处理得出 BF、BV、MTT、PMB四

个灌注参数，术后取得病理证实为肺癌。对这 27例肺癌术后大体标本或活检标本进行

EnvisionTM二步法免疫组化检测，显微镜下观察 MMP-9及 HIF-1α免疫组化信号进行半定量

评定。将此 27例肺癌患者的肺 CT灌注参数与其血管生成因子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①BF、

BV、PMB、MTT与 MMP-9的 P值分别为 0.044、0.001、0.000、0.143，前三者均小于 0.05，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且相关系数分别为 0.391、0.611、0.700，均为正相关；而 MTT与 MMP-9相

关的 P值大于 0.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②BF、BV、MTT、PMB与 HIF-1ɑ 的 P值分别为

0.017、0.067、0.528、0.285，仅 BF与 HIF-1ɑ 的 P值小于 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相关

系数为 0.454，也为正相关。结论：（1）肺肿瘤 MMP-9的表达程度与 PMB存在显著的正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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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提示可能肿瘤内 MMP-9的存在主要是以增高血管内皮细胞的通透性和促进肿瘤微血管基底

膜的降解为主，使得血管内皮完整性降低，最终导致血管透析度增高。（2）肺肿瘤组织 MMP-

9的表达程度与 BF及 BV也存在正相关，且与 BV的相关性较 BF强，可能是 MMP-9调节肿瘤血

管生成的诱导作用更多体现在改变血管形态这一方面。（3）肺肿瘤 HIF-1ɑ 的表达程度与 BF

存在正相关，提示可能 HIF-1ɑ 促进了肿瘤内部小血管的生长，使肿瘤对缺氧做出复杂的应激

反应，增加氧的供应。 

  

 

 
EP-1083 

2005-2014 年中国肺癌患者胸部 X 线与 CT 使用情况的发展与

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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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家癌症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院 

2.安徽医科大学 

3.云南省肿瘤医院 

4.湖南省肿瘤医院 

5.辽宁省肿瘤医院 

6.浙江省肿瘤医院 

7.广西医科大学 

8.甘肃省肿瘤医院 

9.山西省肿瘤医院 

 

 

目的：研究我国 X线和 CT在原发性肺癌诊断中的使用情况、各地区之间的应用差异及 10年来

的变化趋势。 

材料与方法：随机纳入国家不同地理区域（七大区）8家医院 2005-2014年收治的原发性肺癌

患者，提取相关影像学资料。统计学分析采用 Cochran-Amitage 趋势检验和卡方检验。 

结果：研究共纳入肺癌患者 7184例。治疗前行胸部 X线检查者 2691例，占患者总数的

37.5%；使用率由 2005年的 50.2%至 2014年的 30.9%共下降 19.2个百分点（c
2
=10.68，

P<0.001）。治疗前行胸部 CT检查者 5553例，占患者总数的 77.3%；使用率由 2005年的

65.8%至 2014年的 81.4%共上升 15.6个百分点（c
2
=4.71，P<0.001）。 

在经济相对欠发达地区，治疗前行胸部 X线检查者共 1795 例，占该区域患者总数的 48.3%；

使用率由 2005年的 72.0%至 2014年的 33.1%共下降 38.9个百分点（c
2
=16.53，P<0.001）。

治疗前行胸部 CT线检查者 2526例，占该区域患者总数的 67.99%；使用率由 2005年的 49.2%

至 2014年的 77.6%共上升 28.4个百分点（c
2
=4.71，P<0.001）。 

在经济相对发达地区，治疗前行胸部 X线检查的比例较低，每年均低于 30%，10年使用率呈下

降趋势（c
2
=3.01，P=0.001）；而治疗前进行胸部 CT检查比例较高，每年均高于 83%，10年

使用率呈上升趋势（c
2
=3.28，P<0.001）。 

结论：中国 2005-2014年间原发性肺癌患者治疗前胸部 X线与胸部 CT使用情况：以胸部 CT为

主，且胸部 CT的使用比例呈上升趋势，胸部 X线的使用比例呈下降趋势；在经济相对欠发达

区域这种趋势表现更明显，在经济相对发达区域，胸部 CT的使用率普遍较高，胸部 X 线的使

用率普遍较低，10年变化不及欠发达地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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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084 

术前肺结节定位：亚甲基蓝和 Hookwire 技术比较 

 
张武,陈晶,邬玉芹,陈泽谷,战跃福 

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附属海口医院 570000 

 

目的：利用胸腔镜进行肺小结节切除定位困难，术前进行准确标记和定位在精准切除中有着重

要意义。随着技术的发展，定位手段日趋增多和成熟，但不同定位方法效果任然存在争议。本

文就术前 CT引导 Hookwire 安置定位与亚甲蓝明胶注射液定位两种技术进行比较。分析两种技

术的定位成功率和并发症发生率。方法：对我院 CT透视引导下穿刺定位的 138例患者进行分

析，其中 Hookwire植入定位 66例，亚甲蓝注射液定位 72例。采用 c2检验，比较两组的定位

成功率和并发症发生率。结果:两组结节均进行手术，除 3例进行 Hookwire定位患者未能在同

一天接受手术。Hookwires 组 8例 Hookwires脱出（13%），但医生通过穿刺部位的可视化仍

能够找到结节。并发症发生的总人数在 Hookwire植入组比在亚甲蓝注射液组高，但无统计学

意义的趋势。Hookwire植入组各种类型发生 34例（54%）和亚甲蓝注射组为 33例（46%）（P 
= 0.45），两种定位技术主要并发症中气胸的发生分别为 24例（38%）和 18例（25%）（P = 

0.15），脑出血发生分别为 8例（12%）和 3例（4%）（P = 0.15）。结论：研究表明，亚甲

蓝注射液与 Hookwire植入在术前肺结节定位中效果没有差异，但 hookwires容易脱落脱落，

Hookwire插入组有着更加频繁和严重的并发症。总之，亚甲蓝注射液术前肺小结节定位优势

明显。 

  

 

 
EP-1085 

磁共振延迟强化在肥厚型心肌病中的临床应用价值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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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 

2.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目的：采用 3.0T心脏磁共振（CMR）延迟强化（LGE）序列，评估肥厚型心肌病（HCM）患者

LGE 的有无与其临床表现、左心室结构及功能的关系。方法：收集 121例 HCM患者的临床资料

和 CMR图像。临床资料包括：性别、年龄，有无心悸、胸闷、胸痛、呼吸困难、晕厥和心脏杂

音，纽约心功能分级（NYHA）。CMR图像分析左室壁最大厚度（LVMWT）。心脏功能分析软件

进行相关数据测量并最终获得左、右心室舒张末期容积（EDV)、收缩末期容积（ESV）、射血

分数（EF）、每搏输出量（SV），左心室心肌质量（LVMM）。根据美国心脏病协会左室壁 17

节段分析方法，对 121 名患者的 2057 个心肌节段进行评价，LGE 位置得到确认。比较 HCM 患

者 LGE 的有无与临床及 CMR 参数间差异，评价 LGE 节段数与 LVMWT 和心功能的相关性。结

果： 121例 HCM 有 LGE(+)91 例；LGE(+)节段数为 456 个；LGE（+）最常见为节段 2 和 8，各

占 11.6%（53/456）、11.4%（52/456）。LGE 形态表现为 70 例局限性强化；21 例弥漫性强

化。LGE（+）组较 LGE（-）组年龄偏小、出现胸痛症状少、LVMWT偏厚[分别为

（48.59±14.80）岁 vs.（58.93±12.79）岁、22.0%vs.27.3%、（2.42±0.64）cm vs.

（2.05±0.37）cm，均 P＜0.05]。LGE（+）节段数与 LVMWT、NYHA、LVMM和 LVESV 呈正相关

（均 P＜0.05），与患者年龄、LVEF 和 RVEF 呈负相关（均 P＜0.05）。结论： 3.0T CMR 能对

HCM 患者的 LGE 进行定性和定量检测。LGE（+）组患者年龄偏小，胸痛症状不明显，NYHA

分级较高。LGE节段数伴随 LVMWT的增厚或 NYHA的增高而增多。随着 LGE节段数的增多，

HCM 患者 LVMM 和 LVESV 增加，左、右心室收缩功能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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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086 

前瞻性 ASiR-V 对胸部 CT 图像质量和辐射剂量的影响 

 
苑倩倩,王明月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使用前瞻性 ASiR-V技术行胸部 CT扫描，通过评估图像质量和辐射剂量得到保证胸部诊

断图像质量下的合适的前置 ASiR-V 比例。方法和材料：应用 64 排螺旋 CT(RevolutionCT，GE)

扫描含有实性结节的尸体肺模型，按前置 ASiR-V（0%、20%、40%、60%、80%、100%）被随机

分成六组。所有扫描均使用相同的参数。测量结节和水的 CT值和 SD值，计算结节对比噪声比

（CNR），用水的 SD值作为噪声值。在剂量报告内记录下 CT剂量指数体积（CTDIVol）。按照

5分评价标准（1分差，5分优）独立评价图像总体质量。CTDIVol、结节 CNR、噪声值、图像

质量评分用方差分析（ANOVA）来比较。结果：每组的 CTDIVol均有统计学差异（P均

<0.05）。60%、80%、100%前置 ASiR-V在结节 CNR、噪声值、主观图像质量方面与其他组均分

别有统计学差异（P均<0.05），但是三组的主观图像质量评分较差，不能满足诊断需求，其

主观图像质量评分分别为 3.40±0.51、2.40±0.51、1.20±0.41。40%、0%前置 ASiR-V两组

间的结节 CNR、噪声值、主观图像质量均有统计学差异（P均<0.05），但 40%前置 ASiR-V主

观图像质量基本满足临床需求，其图像质量评分为 4.40±0.51，且其辐射剂量降低百分比为

44%。20%、0%前置 ASiR-V两组间的噪声值有统计学差异（P<0.05），但两组的结节 CNR与主

观图像质量均无显著差异，其结节 CNR值分别为 1.36±0.16 vs 1.22±0.22（P =0.17 > 

0.05）；其图像质量评分分别为 4.80±0.41 vs 5.00±0.00（P = 0.21 > 0.05），20%前置

ASiR-V辐射剂量降低百分比为 26%。结论：20%、40%前置 ASiR-V组可得到与 0% ASiR-V组相

近似的图像质量，且同时降低辐射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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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s  To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MRTD in evaluation the thoracic duct 

and its outlet area of LAM.  

Materials and Methods: Retrospectively analysis the image findings of MRTD、DLG 、

Lymphoscintigraphy and CTL of 20 patients with LAM,compared with the thoracic duct 

exploration. 

Results Thoracic ducts of 19(95.0%) ，4（20%）and 1(5.0%) cases were successfully 

visualized in MRTD ,DLG and lymphoscintigraphy respectively. Obstruction of 

thoracic were 19(95.0%),4 (20%)and 5(25.0%)of the MRTD ,DLG and 

lymphoscintigraphy respectively .Bilateral thoracic ducts drainage were found in 

5(20%) and 2(10%) cases in MRTD and DLG respectively,and confirmed by 

the  thoracic duct exploration surgery.  

Conclusions : MRTD has a significant advantage as a non invasive, non radiological 

imaging method in the evaluation of thoracic duct and it’s outlet area in 

lymphangioleiomyomatosis than that of DLG and lymphoscinti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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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088 

DWI as An Adjunct to Free-breathing Dynamic Contrast-

Enhanced MRI to Improve Accuracy of the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Benign and Malignant Pulmonary Lesion. 

 
li wuchao,Liang Lisong,Liu Yuancheng,Wang Di,Zheng Nianhua,Wang Rongping 

The People's Hospital of Guizhou Province 550000 

 

PURPOSE  To determine the value of DWI as an adjunct to free-breathing dynamic 

contrast-enhance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DCE-MRI) 
[1]
 for improved accuracy of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the Pulmonary lesion. 

MATERIALS  This prospective study was approved by the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and written informed consent was obtained. A total of 34 patients with Pulmonary 

lesion (16 malignant and 18 benign proved by histological examination) were 

examined using free-breathing DCE-MRI with Star-VIBE and DWI with two b-values, b 

= 0 and b = 800 s/mm2, at 1.5T MRI Scanner.The Tofts model was applied to obtain 

the quantitative parameters, including the volume transfer constant (Ktrans), 

volume rate constant (Kep), and extravascular extracellular volume fraction 

(Ve).The values of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ADC) were calculated and 

compared between malignant and benign Pulmonary lesion.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was used to identify independent factors for distinguishing Pulmonary 

lesion. The diagnostic performance of the diagnosis equation was evaluated using 

the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curve. The diagnostic efficacies of 

DCE-MRI and DWI were compared independently or combined. 

RESULTS  Ktrans、Kep、AND ADC were identified as independent factor for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malignant and benign Pulmonary lesion. The combination 

diagnosis showed higher diagnostic efficacy than a single use of DCE-MRI (P=0.02), 

and the area of the curve was improved from 0.84 (95% CI, 0.67-0.99) to 0.94 (95% 

CI, 0.85-1.00). 

CONCLUSION  Quantitative DWI measurement as an adjunct to free-breathing DCE-MRI 

could improve the diagnostic performance of differential diagnosis Pulmonary 

lesion compared to a single use of free-breathing DCE-MRI. 

 

 

EP-1089 

孤立性肺结节双源 CT 灌注成像与微血管构成的相关性研究 

 
孙辉

1
,李邦国

2
 

1.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2.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目的：研究孤立性肺结节（SPN）双源 CT灌注参数与有腔血管参数的相关性，探讨双源 CT灌

注成像诊断不同性质 SPN的价值。 

方法：收集 XXX附属医院 2015年 1月至 2016年 9月经胸部 CT平扫发现肺内结节并行双源 CT

灌注扫描后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SPN患者 65例，男 43例，女 22例。将灌注图像传输至工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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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emens Syngo Multimodality workplace），选择 VPCT body软件行图像后处理，获得时

间-密度曲线（TDC）及血流量（BF）、血容量（BV）、表面通透性（PMB）、平均通过时间

（MTT）等灌注参数和相应灌注伪彩图。采用 PV-9000 二步法免疫组化检测系统对 65例 SPN

组织标本染色，然后对有腔血管数目（LVN）、有腔血管面积（LVA）、有腔血管周长（LVP）

进行计数。根据病理结果将 SPN分为恶性、良性及炎性三组，恶性组 39例，良性组 14例，炎

性结节组 12例。观察三组不同性质 SPN之间双源 CT灌注参数及有腔血管参数的差异；分析

SPN双源 CT灌注参数与有腔血管参数的相关性；利用 ROC曲线分析双源 CT灌注参数判断恶性

SPN的诊断效能。 

结果：（1）恶性、炎性组的 BF、BV、LVN、LVA及 LVP值明显高于良性结节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恶性组与炎性组间 PMB、LVA、LVP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BF、

BV、LVN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恶性组 PMB明显高于良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2）双源 CT灌注参数 BF、BV与 LVN、LVA、LVP呈正相关，PMB与 LVA、LVP

呈正相关。（4）联合 BF、BV与 PMB，当 BF≥60 ml/100ml/min，BV≥6.59 ml/100ml，

PMB≥9.9 ml/100ml/min 时，诊断恶性组 SPN的敏感度为 82%，特异度为 62%。 

结论：············· 

 

 
EP-1090 

胸痛三联检查在中低危急性胸痛患者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史小男,王刚,郭顺林,雷军强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730000 

 

目的：通过双源 CT胸痛三联扫描对中低危急性胸痛患者进行病因学筛查，可准确快速明确胸

痛原因，减少检查频数，为患者赢得抢救时机。 

方法：回顾性搜集了 2016年 1月-2017年 6月“胸痛原因待查”就诊于我院急诊科，纳入心

肌损伤标记物阴性或首诊为急性心梗经冠脉造影检查未发现冠脉病变并进行了双源 CT胸痛三

联检查的患者 306名，记录其胸痛三联检查结果，与其出院诊断结果进行比较；评价胸痛三联

检查在中低危急性胸痛患者的病因学筛查的诊断价值。 

结果：306例患者中通过胸痛三联检查明确胸痛病因者 257（84%），其中冠状动脉病变（冠脉

节段狭窄程度>50%）为 136 例（53%）；中度狭窄约 75人（55.1%）重度狭窄 32例（23.5%）,

多支冠脉病变 29人（21.4%），进行冠脉造影的患者为 81例，准确率达 94.58％；非冠状动

脉疾病 121人（47%）；其中肺动脉栓塞：34例（11%）；急性主动脉综合症：29例

（9.5%），包括典型主动脉夹层 20例，主动脉透壁溃疡及壁内血肿 9例；冠状动脉疾病合并

夹层患者 8例，冠状动脉疾病合并肺栓塞患者 8例，肺栓塞合并夹层患者 3例，三种疾病均存

在的患者 2例；其他引起胸痛疾病，包括呼吸、消化、循环及系统疾病 58例，与患者出院诊

断比较一致性达 97.64%；TRO检查阴性结果者 49名，三个月后随访，此组患者均未发生恶性

心血管事件。 

结论： 胸痛三联检查可快速对中低危急性胸痛患者进行快速准确的胸痛原因筛查，分流至不

同科室，为患者赢得宝贵抢救时间。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1140 

 

EP-1091 

心脏核磁无创性评估肺高血压患者右心形态及功能改变 

 
陆青青

1
,李东

2
,于铁链

2
,张璋

2
 

1.宁波市第一医院 

2.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目的：运用 1.5T MR快速稳态进动采集（FIESTA）序列评估肺高血压（PH）患者右心形态及功

能改变，评价心血管 MRI（CMRI）在 PH患者诊断中的作用。  

方法：收集经右心导管确诊的 PH患者（静息状态下平均肺动脉压≥ 25 mmHg）共 61例，纳入

31例年龄、性别匹配的健康志愿者作为对照组。对所有受试者进行 FIESTA序列扫描。对

FIESTA电影扫描图像后处理，计算获得右心室（RV）舒张末期容积（EDV）、收缩末期容积

（ESV）、每搏输出量（SV）、心指数（CI）、射血分数（EF）、心肌质量（MM）、三尖瓣环

收缩期位移百分比（fractional-TAAD）、室间隔-游离壁距离变化百分比（fractional-

SFD）、右心房直径（RAD）、室间隔曲率（CIVS），以上部分数据经体表面积（BSA）校正，分

别记为 EDVI、ESVI、SVI、MMI。fractional-SFD即室间隔至 RV游离壁的距离在收缩末期及舒

张末期的变化占舒张末期室间隔至 RV游离壁距离的百分比。fractional-TAAD为三尖瓣环收

缩期位移占舒张末期三尖瓣环至心尖距离的百分比。选用两独立样本 t 检验分析 PH组与正常

对照组上述各参数有无差异，显著性标准为 P<0.05。  

结果：与对照组相比，PH组 RV EDVI、ESVI、MMI、RAD均明显高于后者（P均<0.01），RV 

EF、SVI、CI、CIVS明显低于后者（P <0.01），PH组 fractional-SFD有低于对照组的趋势， 

fractional-TAAD与对照组无明显差异（P >0.05）。 

结论：心脏核磁能准确、无创性评估 PH患者右心形态及功能改变，且以横向运动功能改变明

显。 

 

 
EP-1092 

多层螺旋 CT 血管成像结合超声对小儿冠状动脉瘘的诊断价值 

 
余杨红 

江西省儿童医院 330006 

 

［摘要］目的：探讨多层螺旋 CT和超声在小儿冠状动脉瘘（CCAF）中的诊断价值。 

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4 年 1月至 2017年 7月经手术证实 22例 CCAF患儿的多层螺旋 CT

血管成像和超声心动图检查，分析冠状动脉瘘及其合并其他心脏畸形的 CT和超声表现，并与

手术结果相对照。  结果：手术证实单纯 CCAF14例（瘘口 15处），合并其他心脏畸形 8例

（瘘口 9处），CT血管成像诊断单纯 CCAF14例（瘘口 15处），合并其他心脏畸形 7例（瘘

口 9处），可以清晰显示冠状动脉瘘起源、走形及瘘口位置、内径，超声诊断单纯 CCAF12例

（瘘口 12处），合并其他心脏畸形 7例（瘘口 9处）。   结论：多层螺旋 CT血管成像可

以作为诊断冠状动脉瘘的金标准，不仅能直观显示瘘管走形及形态，还能对其他合并心脏畸形

做出全面诊断，超声可以作为筛查协助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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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093 

Correlation of transluminal attenuation gradient and 

the degree of systolic compression on myocardial 

bridged coronary arteries 

 
wang fang,YANG Lili,Ding Jie,Gao Yongbin 

Ningxia People’s Hospital 750000 

 

PURPOSE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nsluminal attenuation gradient 

and the degree of systolic compression on myocardial bridged coronary arteries. 

METHOD AND MATERIALS Ninety one patients with confirmed myocardial bridge (MB) 

underwent coronary computed tomography angiography (CCTA) on a 256-row detector CT 

(Revolution CT, GE healthcare). The TAG of MB coronary artery were measured , the 

length and depth of MB were measured from diastole phase. For each patient, 30% to 

45% with 5% step during systolic phase and 70% to 80% with 5% step during 

diastolic phase of the R-R interval were generated. The optimal systolic and 

diatolic phase were chosen during which the diameter of MB coronary artery reached 

the lowest and the highest respectively. The degree of systolic compression of MCA 

was calculated as: degree=(Ddiastolic-Dsystolic)/Ddiastolic*100%. Dsystolic and 

Ddiastolic referred to the diameter of MB coronary artery during systolic phase 

and diastolic phase respectively. According to the degree of systolic compression, 

the patients were separated into three groups:. group A: degree of systolic 

compression < 50%, group B: 50% < degree of systolic compression < 75%, group C: 

degree of systolic compression > 75%. The measurement data among the three groups 

were compared with analysis of varianc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performed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G and the degree of systolic 

compression. RESULTS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AG had a good correlation 

ship with the degree of systolic compression of MB (r =-0.56, p < 0.001). TAG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the three groups(group A, -9.03±5.76 HU/10mm; group 

B, -12.40±4.87 HU/10mm; and group C, -19.25±6.31 HU/10mm; P<0.001 ). The Depth 

and Length of MB show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the three groups (both 

P>0.05). CONCLUSION TAG have a good correlation ship with the degree of systolic 

compression of 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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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094 

Potential Role of the Jagged1/Notch1 Signaling 

Pathway in the Endothelial-Myofibroblast Transition 

during BLM-induced Pulmonary Fibrosis 

 
Yin Qian

1
,Wang Weihua

2
,Cui Guangbin

1
 

1.Department of Radiology， Tangdu Hospital 

2.Department of Physiology， University of Arizona， 

 

Endothelial cell myofibroblast transition (EndoMT) is found during the process of 

bleomycin (BLM)-induced pulmonary fibrosis in rats, and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sustaining inflammation and collagen secretion. Moreover, some studies 

have suggested that the Notch1 signaling pathway may be involved in the expression 

of α-smooth muscle actin (α-SMA) in pulmonary microvascular endothelial cells 

(PMVECs), a protein marker of EndoMT. Therefore, we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α-SMA and Notch1-related signaling molecules in PMVECs from 

BLM-induced rats and deter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otch1 signaling 

pathway and the expression of α-SMA in PMVECs. We found that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α-SMA, Notch1, and Jagged1 were upregulated, while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Dll4 were downregulated. Furthermore, there wa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expression of Jagged1 and the α-SMA proteins in PMVECs, and NF-κB 

was downregulated by decreasing the expression of Jagged1. In conclusion, the 

Jagged1/Notch1 signaling pathway is activated in PMVECs during the pathogenesis of 

BLM-induced pulmonary fibrosis in rats, and it may induce α-SMA expression via a 

non-canonical pathway involving NF-κB as the target molecule. The precise 

mechanism and the molecules involved in this signaling pathway need to be further 

elucidated. 

  

 

 
EP-1095 

能谱 CT 单能量成像对提高右半结肠静脉图像质量的应用研究 

 
周星

1
,黄刚

1
 

1.甘肃省人民医院 

2.甘肃省人民医院 

 

目的：探讨能谱 CT单能量成像对提高右半结肠静脉图像质量的应用价值。 

方法：将符合纳入标准的 120例患者随机分为 4组。采用 80kv-140kv腹部双能量扫描模式，A

组对比剂总量：500mgI/kg×kg，B组对对比剂总量：450mgI/kg×kg，C组对比剂总量：

400mgI/kg×kg，D组对比剂总量：350mgI/kg×kg，注射速率 3.0-5.0ml。扫描结束后将图像

传至后处理工作站，分析对比各组及组间 80KV、最佳 CNR单能量图像、50kev、55kev、

60kev、65kev图像的肠系膜上静脉近端、回结肠静脉汇入平面肠系膜上静脉管腔的 CT值、噪

声、信噪比及对比噪声比。 

结果：四组图像最佳 CNR单能量图像的能量水平集中在 64-73kev左右；各组内 80KV、最佳

CNR单能量图像、50kev、55kev、60kev、65kev图像 CT值、噪声、信噪比、对比噪声比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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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统计学意义（P<0.05），50Kev单能量图像组 CT值、噪声高于其他组、信噪比、对比噪声

比低于其他组；组间比较各组图像 CT值、噪声、信噪比、对比噪声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以肠系膜上静脉近端、回结肠静脉汇入平面肠系膜上静脉管腔 CT值>200HU 作为

标准，A、B组 80KV、最佳 CNR单能量图像、50kev、55kev、60kev、65kev图像 CT值均大于

200HU，C组 50kev、55kev 图像组 CT值均大于 200HU，60kev、80KV图像组 7例患者、65Kev

和最佳 CNR单能量图像 11例患者 CT值<200HU，D组 50Kev图像组 2例患者、55Kev图像组 7

例、60kev和 65kev及 80kv 图像组所有患者 CT值<200HU。结论：能谱 CT能提供多组单能量

图像，选用 55kev单能量图像，对比剂用量 400mgI/kg，能显著提高肠系膜上静脉管腔的 CT

值，很好的显示右半结肠静脉属支。 

 

 

 
EP-1096 

青年小细胞型肺癌 CT 影像学表现 

 
吴珊珊

1
,沈桂权

1
,高波

2
 

1.贵州医科大学 

2.烟台毓璜顶医院影像科 

 

目的：探讨青年小细胞型肺癌（SCLC）CT影像学表现，提高临床医生对青年小细胞型肺癌的

认识。方法：回顾性收集我院 2015年 6月到 2017年 6月经病理证实的青年小细胞型肺癌患者

35例，收集临床及胸部 CT 资料，统计分析青年小细胞型肺癌的 CT影像学表现。结果：35例

中男性 12例，女性 23例，平均年龄 37.2岁，病灶大小 9-45mm，平均（26.0±5.3）mm，病

灶密度均匀 23例（65.7%），钙化 1例（2.8%）。平扫 CT平均值（34.1±3.9）HU，增强后平

均增加（15.6±+4.7）HU。出现淋巴结肿大 28例（80.0%）。病灶单侧积液 9例（25.7%）,双

侧胸腔积液 2例（5.7%）,心包积液 2例（5.7%）,心包并胸腔积液 1例（2.8%）。中央型肺癌

27例（77.1%），合并肺不张 5例（18.5%），胸膜转移 1例（3.7%）。周围型肺癌 8例

（22.9%），形状类圆形 4例（50.0%），边缘光滑 3例（37.5%），分叶征 5例（62.5%），血

管集束征 4例（50.0%），磨玻璃征 1例（12.5%），毛刺征 2例（25.0%），胸膜凹陷征 3例

（37.5%），空泡征 1例（12.5%），胸膜转移 2例（25.0%）。结论：青年小细胞型肺癌好发

于女性，多为中央型肺癌，肺内病灶早期出现淋巴结肿大及远处转移时要考虑小细胞型肺癌

（SCLC）的可能，密度均匀，边缘光滑，轻中度强化是中央型 SCLC最主要的影像学表现，最

终确诊依赖临床病理。 

  

 

 
EP-1097 

能谱 CT 多参数成像联合形态学对孤立肺结节/ 

肿块诊断价值的研究 

 
邵海磊,徐秋贞,郭文文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210009 

 

目的：探究能谱 CT多参数联合形态学特征在肺结节/肿块鉴别诊断中的价值。 

方法：收集我院 26例怀疑肺结节/肿块的患者，进行胸部平扫及能谱成像（GSI）模式双期增

强扫描，利用 GSI后处理功能,分别测量动脉期、静脉期病灶的各单能量下 CT值（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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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KeV）、能谱曲线斜率以及标准化碘浓度(NIC)，所有数据均测量三次并计算其平均值；同时

在 GSI2.0 AW 461工作站分析图像及显示肺结节/肿块形态学特征，并对其进行综合评分；将

肺结节/肿块的形态学综合评分和能谱分析参数结合，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26例患者经病理或随访证实，其中恶性病变 16例（恶性组），良性病变 10例（良性

组）。恶性组形态学综合评分为（3.15±1.53）分显著高于良性组的（1.90±1.02）分，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形态学特征评分联合能谱参数鉴别肺结节/肿块性质结果：敏感度

87.5%、90.0%、88.5%。 

结论：能谱 CT多参数成像联合形态学特征可以提高其对良恶性肺结节/肿块的诊断价值，尤其

是当形态学综合评分联合能谱静脉期标准化碘浓度时，敏感度、特异度及准确度均显著提高。 

 

 

 
EP-1098 

Radiographic Assessment of High-Altitude Pulmonary 

Edema between Pre- and Post-treatment: 

a Retrospective Study of Patients on Tibet Plateau 

 
Zhang Weishan

1,2
,Dolkar Lhamo

2
,Xu Hanwu

2
,Pasang Wanlha

2
,Phurbu Zhandui

2
 

1.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2.Tibetan Ali People’s Hospital 

 

Objective High-altitude pulmonary edema (HAPE) is an acute, rapidly progressive 

and a potentially life threatening clinical syndrome in otherwise healthy 

subjects at high altitude. Although the exact cause of HAPE remains unknown, it 

has been suggested that pulmonary hypertension and elevated capillary 

pressure in response to hypoxia are important factors in the development of 

HAPE. We analyzed large amounts of chest x-ray photographs of HAPE patients 

including pre- and post-treatment, to explore radiographic assessment of diagnosis 

and prognosis in HAPE patients. 

Methods Patients(n=152, mean age=38, 17 to 62 years, men 135) with HAPE were 

consecutively enrolled. Erect posteroanterior radiographs were obtained in all 

patients, without rotation and at full inspiration. The radiographs were analyzed 

by two readers who were unaware of the clinical data. With the mediastinum used as 

a vertical and the hila as a horizontal axis, four lung quadrants were assessed 

separately for the presence of HAPE. HAPE score was measured for each lung 

quadrant.The score of the entire lung (sum score) was obtained by adding the four 

regional scores. A radiogram with at least one lung quadrant score of 2 or more 

was considered positive for HAPE, and the positive rate of every lung quadrant was 

calculated. Two readers measured the internal diameter of the chest (T) and 

transverse diameter of the heart as the sum of the widest portions of the heart to 

the right (R) and to the left (L) from the midline of the spine. We calculated the 

(R+L)/T (CTR), R/T and L/T. The area and volume of main pulmonary artery (MPA) and 

HAPE scores were also calculated according to the method of Rajaram et al. We used 

the mean of the measured values of two observers. In the subgroup with 

reexamination data (n=63,mean age=38, 18 to 55 years, men 55), the changes of sum 

score, area and volume of MPA on pre- and post- treatment chest x-ray radiograp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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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e calculated. Statistical analyses were performed using SPSS 22.0. The two-

sample t-test was used for group comparison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were 

determined to evalu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anges of sum score, area and 

volume of MPA . P<0.05 was considered to b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Results At the moment of hospital entry, HAPE score averaged 10.17 (extreme values 

3 to 16), and the positive rates (Score≧2) in the right upper, right lower, left 

upper and left lower lung quadrant were 67.8%, 95.4%, 46.1% and 82.9%. The 

positive rate of the right lower quadrant higher than the other three quadrants 

(P<0.05). In the subgroup, the lesions in the radiographs almost disappeared and 
the enlarged heart got smaller after treatment, and sum score, area and volume of 

MPA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overtime from 10.13 to 2.79, 7.41 cm
2
 to 5.03 cm

2
, 

11.70 cm
3
 to 6.78 cm

3
, respectively. Initial chest radiograms on admission 

revealed an increase in the size of the heart (p<0.05). The improvement of sum 

score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reduction of area(R1=0.649, p<0.001) and 

volume (R2=0.619, p<0.001) of MPA. 

Conclusion Radiographic Assessment of High-Altitude Pulmonary Edema indicates 

that the lesions is most likely to infiltrate the lower right lung, HAPE patients 

show an increase in heart size and pulmonary hypertension. After treatment, the 

enlarged heart size and pulmonary artery recovered to some extent, and the 

improvement of radiographic lessions is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reduction of 

MPA size. 

 

 
EP-1099 

SimVascular 软件探讨 FFR-CT 与冠脉狭窄的关系 

 
钟华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361004 

 

目的：利用 SimVascular软件计算出血流储备分数（FFR）值，得出冠脉不同狭窄程度与 FFR

之间的关系。 

方法：基于冠脉 CTA模型，构建冠脉三维几何模型，CAD技术改变管腔大小，SimVascular软

件计算冠脉不同狭窄程度的 FFR值及速度、压力等参数。 

结果：计算获得主动脉平均动脉压约 91.893mmHg，血压 118.39/72.56mmHg，与血压计测

118/78mmHg，平均动脉压 91.33mmHg基本相符；左冠脉的血流主要发生在舒张期与临床观察相

符；管腔狭窄率与 FFR-CT的关系 30% 0.989；40% 0.983；50% 0.934；60% 0.921；70% 

0.796；75% 0.724；80% 0.698；90% 0.164，与临床常用冠脉 CTA及 DSA分度中的重度狭窄刚

好相符。通过 1例左前降支狭窄病例，压力导丝测得狭窄远端 FFR值约 0.66，而数值模拟测

得 FFR值 0.67。 

结论：SimVascular软件可以合理准确的描述冠脉不同狭窄程度下的血流动力学状态，单处不

同程度管腔的狭窄与 FFR值呈曲线关系，当狭窄程度大于 75%时，FFR值迅速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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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100 

肺 Wegener 肉芽肿的 CT 表现分析 

 
邵福明,孟祥,宋传顺,刘得魁 

商丘市中心医院 476000 

 

目的 探讨肺 Wegener肉芽肿病的 CT表现特点。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临床病理穿刺证实的 10例

肺 Wegener肉芽肿 CT表现。均于穿刺前行 CT检查，其中增强扫描 5例，2例行高分辨 CT扫

描。 结果 9 例患者表现为肺内多发性病灶，其中 8例为结节性病灶，2例为小片状病灶，

1例为肺内孤立性病灶。6例结节性病灶内可见空洞，3例病变显示“供养血管征”。增强扫

描多数结节呈边缘性强化。结论 Wegener肉芽肿病理改变主要为坏死性肉芽肿及血管炎。本

病相对典型的 CT表现为双肺大小不等的多发性肺结节、楔形病灶、片状浸润性阴影，但缺乏

特异性，也可见于转移瘤、肺结核、血源性肺脓肿及霉菌病等。Wegener肉芽肿常表现为散在

分布、大小不等、边缘模糊的肺内多发性结节，可见不规则厚壁空洞，空洞内无液平，病灶内

可见含气支气管征，结节短期内无明显变化，随后逐渐缩小，边缘变清楚，较大结节边缘出现

针刺状突起，结节性空洞由小变大，洞壁由厚变薄，洞腔随结节缩小而逐渐缩小以至闭塞；转

移瘤边缘一般光滑锐利，呈进行性增大，很少形成空洞，极少伴发肺泡浸润性病变和楔形阴

影；结核球密度较高，可见厚壁空洞，壁内常见斑点状钙化，结节周围可见斑点状和条索状

“卫星灶”，可有浸润性病变，但极少出现楔形阴影；血源性肺脓肿可伴有肺泡浸润性病变和

楔形阴影，易出现空洞，空洞内常有气液平面，但其结节及空洞短期内变化明显，临床上有高

热、血白细胞计数升高等急性感染表现，痰检多可确定致病菌；霉菌感染多发生于免疫力低下

病人，霉菌性肉芽肿的空洞可表现为特征性的“新月征”。楔形病灶的病理基础为出血性肺梗

死，增强扫描时可显示“供养血管征”，与其它原因的楔形灶 CT 表现无显著差异；浸润性病

变的病理基础为肺出血。因此，Wegener肉芽肿楔形病灶和浸润性病变均不具特异性，但对于

多发性肺结节者，若同时出现此征象则高度提示为 Wegener 肉芽肿。 

  

 

 
EP-1101 

多 CT 征象量化联合分析对肺结节（肿块）性质判定 

的临床研究 

 
岳军艳,窦文广,朱止平,陈杰,吴清武,户彦龙,李美霞,梁长华 

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453100 

 

【摘要】： 目的 探讨多 CT征象量化联合的方法是否能用于肺结节(肿块)的定性诊断。方

法 收集肺结节（肿块）病例 92例（良性病变 38例，肺癌 54例），比较分析良、恶性结节

的 CT多种征象，采用χ
2
检验及非条件 Logistic回归分析来筛选预测肺癌的主、次要征象；

将主要征象赋予不同分值（2、3或 3.5分），次要征象赋予 1分，通过绘制试者工作特征曲

线（ROC）确定诊断肺癌主要征象赋予的最佳分值；通过计算最佳分值时良恶性肺结节（肿

块）总分分值的 95%可信区间来确定影像上能够诊断肺癌及诊断可疑肺癌的肺结节（肿块）总

分。结果 ①深分叶、支气管截断或破坏、支气管动脉增粗可作为诊断肺癌的危险因素，病变

分隔可作为诊断肺癌的保护因素。②诊断肺癌主要征象的最佳分值为 3分（危险因素为+3

分，保护因素为-3分）。③良恶性肺结节（肿块）总分 95%可信区间分别为-2.00~6.10及

3.30~16.00。结论  多 CT征象量化联合分析可应用于肺结节（肿块）的定性诊断；可将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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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肺癌的主要征象定义为 3分，肺结节（肿块）总分为≥6 分和≥3分分别为影像上肺癌和可

疑肺癌的诊断标准。 

 

 

EP-1102 

CMR 在慢性高原病患者右心室重构中的初步研究 

 
周柱,鲍海华（通讯作者） 

青海大学附属医院 810000 

 

【摘要】目的 慢性高原病（Chronic mountain sickness,CMS）是高原地区的常见病，青藏高

原是世界海拔最高的高原，由于这种特殊的低压、缺氧的地理环境，机体的多个系统会发生一

系列的变化，而心脏作为“人体发动机”，也会发生相应的改变,本研究的目的是利用心脏核

磁（CMR）探讨 CMS患者的右心室结构及功能的变化，以期为临床 CMS患者的病情评估、治疗

及预后提供指导。方法 对 24名临床确诊的 CMS男性患者及与之年龄、海拔高度相匹配的正常

成年男性 20例分别进行 CMR 扫描，由两名医生独立进行图像处理和分析，获取右室结构及功

能相关参数，并进行统计学分析，观察两组数值之间有无统计学意义，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

结果 通过测量和分析得出的右心室相关参数包括：（1）结构参数：包括右室前壁厚度

（RVAW）、肺动脉主干（PAD）、室间隔（IVS）、右室舒张末期长径（RVELD）、右室舒张末

期横径（RVEDD）、右室收缩末期横径（RVESD）、右房舒张末期前后径（RALD）、右房舒张末

期左右经（RAD）；CMS组和正常对照组测得的数值详见文中[表 2],其中具有统计学意义的有

RVAW、PDA、IVS、RVEDD，t值分别为 7.029,6.285，4.691，2.890，p值均小于 0.01；（2）

功能参数：包括右室舒张末期容积（EDV）、右室收缩末期容积（ESV）、每博输出量（SV）、

射血分数（EF）,心输出量（CO）、室壁质量（RVM）、乳头肌质量（RVPM）; CMS组和正常对

照组测得的数值详见文中[表 3], 相应 t值分别为 2.938，2.855,0.637，0.302，2.132, 

2.405，2.241,其中 CMS组 EDV、ESV、CO、RVM、RVPM较正常对照组增加，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5）。 

结论  通过 CMR初步研究，CMS患者右心室结构和功能均发生了相应改变。 

  

 

 

EP-1103 

Multi-parameter MRI in differentiating malignant and 

benign pulmonary Lesions 

 
Sui Xin,Song Wei,Xu Xiao li,Song Lan,Liu Wei,Jin Zheng yu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100730 

 

 

PURPOSE 

To estimate the diagnostic accuracy of the signal intensity of the lesion-to-

spinal cord ratio (LSR), and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ADC) in diffusion-

weighted (DWI) and dynamic contrast enhanced magnetic resonance (DCE-MR) imaging 

in the differential diagnosis between malignant and benign lung lesions. 

METHOD AND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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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otal of twenty patients (thirteen males, nine females; mean [SD] age, 46.4 

[14.1]) with the presence of a newly detected solitary pulmonary nodule (diameter 

10 – 40 mm) on CT, which was a solid nodule and needed further evaluation were 

included. All subjects were examined at 3T (Magnetom Skyra, Siemens, Erlangen, 

Germany) and underwent DWI and DCE-MR. Ktrans, kep, ve, and vp were calculated 

using the modified Tofts model. The ability to distinguish malignancies and benign 

lesions was analyzed using the independent-samples t-test, and a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ROC) was drawn to calculate the area under the 

curve (AUC). 

RESULTS 

In this study, eight malignancies, including one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and seven 

adenocarcinomas, and twelve benign pulmonary lesions were found. The mean size of 

the longest transverse diameter measured was 2.7 cm (range, 1.6 – 5.1 cm) for 

malignancies versus 2.8 cm (range, 2.1 – 6.4cm) for benign lesions. Malignancies 

(Ktrans 0.70 ± 1.14 /min, Kep 3.40 ± 5.86/min, LSR 7.88 ±16.98) had 

significantly higher Ktrans, Kep, and LSRs than the benign lesions (Ktrans 0.042 

±0.041 /min, Kep 1.54 ± 3.02 /min, LSR 0.67±0.72) (P < 0.05). Malignancies 

(0.99 ± 0.29 ×10
-3

 mm
2
/s) had a lower ADC than the benign lesions (1.98 ±0.93 

×10
-3
 mm

2
/s) (P ＜ 0.05). The results of the ROC analysis showed higher AUC values 

for Ktrans (0.94) than for LSR (0.86) and ADC (0.92). The combination of multi-

parametric MRI had an increased AUC value of 0.97. 

CONCLUSION 

Dynamic MR imaging reveals significant Ktrans differences in perfusion between 

malignant and benign pulmonary lesions. A combination of DWI and DCE-MR appears to 

be a viable tool for differentiating pulmonary lesions. 

 

 
EP-1104 

胸部少见及不典型表现病例 CT 征象分析 

 
祝洪福,任千里,王立乾 

淮北市人民医院 235000 

 

摘要：目的：对胸部少见及常见病不典型表现病例的 CT征象回顾分析，以提高其诊断准确

率。方法：回顾性分析经病理学检查证实的胸部少见及常见病不典型病例 20例，采用飞利浦

６４排螺旋 ＣＴ平扫，部分做了平扫及增强检查。结合进行多平面重组观察。结果：其中不

典型肺脓肿 2例，霉菌 1例，肺结核及结核球 3例，周围型肺癌 4例，胸膜畸胎瘤 1例， 结

节病 1例，巨淋巴结增生症 1例，错构瘤 1例，硬化性血管瘤 3例。结论：对于一些少见病及

常见病的不典型表现注意总结，能发现提高诊断正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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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105 

不同性别的 2 型糖尿病患者冠状动脉病变的双源 CT 造影研究 

 
郭家川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 610072 

 

目的  探讨不同性别的 2型糖尿病（T2DM）患者冠状动脉梗阻性病变的特点。  

方法 

1.1  对象 

连续收集我院 2015年 4月至 2016年 3月行冠状动脉 CT造影的患者资料。纳入标准：双源 CT

冠状动脉造影显示至少有一支冠状动脉存在粥样斑块且临床资料完整的患者。排除标准：安装

起搏器等心脏手术患者及因呼吸运动、心率不齐等原因引起严重伪影的患者。符合纳入及排除

标准的患者共计 261例（男 134例，女 127 例），年龄 38～84岁。 

1.2  CT检查方法 

CT机型：德国西门子公司 Definition双源螺旋 CT。增强扫描采用回顾性心电门控及团注追踪

法自动触发扫描。主动脉根部设定触发点，触发阈值 100HU，达到该阈值并延迟 10s后自动触

发扫描。扫描时间 7～11s。 

1.3  图像重建及影像诊断  

将图像传送到西门子后处理工作站。由 2名专业的心血管影像医生对图像进行综合评估，以协

商方式解决分歧意见。 

1.4  评价方法及指标   

冠状动脉按狭窄程度可分为 4 级，即轻微狭窄（＜25％）、轻度狭窄（25％～49％）、中度

狭窄（50％～74％）和重度狭窄（≥75％），狭窄程度＜50％为非梗阻性狭窄，狭窄程度

≥50%为梗阻性狭窄。 

1.5  统计分析 

应用 SPSS17.0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计数资料采用百分比表示，不同性别患者梗阻性病变发

生率用χ2
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不论在男性或女性患者中，T2DM患者梗阻性病变发生率均大于非 DM（男性，χ2
 

=5.135，P＝0.023；女性，χ2
 =25.466 ，P＝0.000）。非糖尿病患者中，男性梗阻性病变发

生率大于女性（χ2
 = 5.448，P＝0.020）；T2DM患者中，女性梗阻性病变发生率稍大于男

性，但二者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
 =1.436 ，P＝0.231）。  

结论  女性 T2DM患者，冠状动脉的梗阻性病变发病率明显上升，应该引起临床医生的高度关

注。 

 

 

EP-1106 

Ultra-Low Dose CT in Raw-Data-Based Iterative 

Reconstruction for Lung Screening 

 
Sui Xin,Song Wei,Xu Xiao li,Song Lan,Jin Zheng yu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100730 

 

PURPOSE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valuate the sensitivity of ultra-low-dose 

CT with tin filtration (100SnkVp) and advanced model-based iterative 

reconstruction (ADMIRE) for the detection of ground glassnodule (GGN) and partial 

solid nodules (pSN).METHOD AND MATERIALS58 patients (34 males, 24 females; m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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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 age, 54.3[8.7] years) who were referred to the follow-upof GGN or pSN and 

underwent LDCT (100 kVp, 25 mAs) and ultra-low dose CT (100Sn kVp, 32mAs)scanning 

on a third-generation dual-source CT scanner (SOMATOM Force; Siemens 

Healthcare,Germany). All the CT images were reconstructed with ADMIRE. A reference 

standard was establishedby a consensus panel of 2 different radiologists on LDCT. 

Image noise and diagnostic confidencewere assessed on LDCT and ultra-low dose CT. 

The detection of GGN and pSN was rated on ultralowdose CT.RESULTSThe effective 

radiation dose of ultra-low-dose was 0.08±0.03 mSv and it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that of the LDCT protocol which was 0.78±0.21 mSv (p<0.05). The mean body 

mass index (BMI) was23.9 (±3.5) kg/m
2
. A total of 64 GGNs and 25 pSN were 

identified on LDCT images. The nodule sizewas ranged from 3.5 to 15.4 mm. All 

images with LDCT were of diagnostic quality. With ultra-low doseCT, the 

frequencies of nondiagnostic image quality were 2 (3.1%) GGNs and 1(4%) pSNs, 

which wereraged from 3.5mm to 4.7mm on the lower lobe. A total of 86 (96.6%) and 

85 (95.5%) on ultra-low doseCT were detected by two observers, 

respectively.CONCLUSIONWith tin filtration and ADMIRE, ultra-low-dose CT at a dose 

level equivalent to a chest x-ray has acomparable high sensitivity for GGN and pSN 

detection with LDCT. 

 
EP-1107 

表现为局灶性磨玻璃结节的肺部良性病变 CT 特征分析 

 
刘靖,沈蕾蕾,黄立宇,刘士远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200003 

 

 

表现为局灶性磨玻璃结节的肺部良性病变 CT特征分析 

摘要： 

目的：应用 CT增强、三维重建等多种影像学方法，分析表现为局灶性磨玻璃结节的肺部良性

病变 CT特征，提高对该征象的认识。 

方法：回顾性分析 22例薄层 CT上表现为局灶性磨玻璃结节并经病理或临床随访证实为肺部良

性病变（不包括肺癌前病变）的 CT影像学表现。其中炎症 14例, 机化性肺炎 2例, 局灶性肺

纤维化 6例。所有病例 CT检查均采用薄层扫描及 MPR三维重建。 

结果：1、病灶起源：起源于左叶 10例（45.5%），起源于右叶 12例（54.5%），左肺与右肺

发病率无统计学差异。大部分病灶起源于肺中、外带（P<0.05）；起源于肺内带为 3例，其余

19例起源于肺中、外带。2、病灶形态：形态不规则 11例(52.4%)，规则类圆形 10例

(47.6%)，边缘分叶征 3例(14.3%)，尖角 3例(14.3%)。3、病灶密度：14例为纯磨玻璃密

度，CT值为-210±54.06HU，7例为混杂磨玻璃密度，实性成分平扫 CT值 37.57±9.34，增强动

脉期 65.14±21.71HU，延迟期 80.00±23.09，磨玻璃成分-482.57±144.13。4、临近肺组织改

变，12例（54.5%）肺内可见小斑片影或纤维条索影，3例(14.3%)病灶临近肺组织见小叶间隔

增厚。 

结论：部分肺部良性病变也可表现为局灶性磨玻璃结节，大多位于肺中、外带，大多呈纯磨玻

璃密度，少数呈混杂磨玻璃密度的病灶增强后实性成分可见中度强化，肺良性磨玻璃结节常常

伴有肺内小斑片影、纤维条索影及邻近肺组织的小叶间隔增厚，了解其 CT特征可帮助影像科

医生进行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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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108 

320 排 CT 冠脉减影评估重度钙化与支架术 

后冠脉狭窄度的应用 

 
周碧 

重庆市人民医院 400014 

 

 

目的 

利用冠状动脉增强图像减去平扫图像，去除冠脉支架及管壁钙斑影，直观显示管腔情况。比较

冠状动脉增强及减影后图像质量与诊断价值，评估冠脉减影 CTA的临床应用价值。 

材料与方法 

320排容积 CT于一个屏气相内完成冠脉平扫、增强 CT成像，增强减去平扫图像，获得减影后

序列。18例因既往支架植入或怀疑冠心病行冠脉减影 CTA扫描且半月内经冠状动脉血管造影

（CAG）证实的患者前瞻性纳入研究，共 25支支架节段与 15支重度钙化（横断面钙化范围

>1/2血管周径）节段作为研究目标。对目标节段减影前后图像质量评分，同时以 CAG结果作

为金标准，统计两组图像对冠脉中、重度狭窄（狭窄程度>50%）的诊断敏感度、特异度、阳性

预测值、阴性预测值与诊断正确度。 

结果 

增强序列 40支目标节段图像质量评分为 2.53±0.85 分，减影序列图像质量评分为

3.45±0.81 分（P<0.05），70%（28/40）的目标节段图像质量提高，目标节段图像中有诊断

价值的图像比例从增强组的 43%提高至减影组的 90%（P<0.001）。经减影 84%（21/25）支架

节段图像质量不同程度提高，减影组 22枚支架可评估腔内内膜增生情况。减影后 53%

（8/15）钙化节段图像质量提高，减影组 87%（13/15）钙化节段狭窄度可正确评估。 

增强组检出管腔中、重度狭窄的敏感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及准确度分别为

82%、59%、47%、94%及 65%。冠脉减影组敏感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及准确度

分别为 91%、90%、83%、96%及 90%。 

结论 

冠脉支架与重度钙化节段减影后图像质量提高，较增强图像在不降低敏感度与阴性预测值的前

提下，提高诊断特异度与阳性预测值，提示冠脉减影 CTA为一种更优势的诊断手段。减影后

88%（22/25）支架节段可准确评估内膜增生与否，证实了减影技术运用于冠脉支架节段的临床

诊断价值。 

 

 

EP-1109 

胸腺瘤 CT 图像特点与病理分型相关性研究 

 
吴晓凤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目的：利用多层螺旋 CT探讨胸腺瘤的 CT图像特征与病理分型的关系。 

方法: 收集我院从 2 012年 1月至 2017年 5月间经手术及病理证实为胸腺瘤患者共 90 例，

回顾性分析其 CT影像学资料及病理资料。 

结果：90例中良性胸腺瘤为 35例，恶性胸腺瘤为 55例；其中 A型 15例，AB型 20例，B型

45例（其中 B1型 11例， B2型 18例 B3型 16例），C 型 10例；肿瘤从 2.3cm至 15cm不

等，良性胸腺瘤（A型+AB型）边界清楚，呈椭圆形或圆形，密度较均匀，囊变 8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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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9%），钙化 11例（31.4%），不伴纵隔淋巴结肿大，包膜完整；55例恶性胸腺瘤呈边界

不清，密度不均，囊变坏死明显，囊变坏死 46例（83.6%），伴钙化 23例（41.8%），28例

伴纵隔淋巴结肿大，增强后不均匀强化，周围脂肪间隙消失 ，侵犯周围血管 17例

（30.9%），胸膜增厚及胸膜转移 9例 ，侵犯心包 8例。结论:多层螺旋 CT对于良型（A型

+AB型）及恶性（B型+C型）胸腺瘤的诊断具有重要作用，但在区别 B型胸腺瘤的亚型以及 C

型胸腺瘤者缺乏特异性。 

 

 

EP-1110 

能谱 CT 在鉴别肺脓肿坏死及肺恶性肿瘤坏死中的价值 

 
侯松岐 

厦门医学院附属医院厦门市第二医院 361000 

 

目的：探索能谱 CT在鉴别肺脓肿坏死及肺恶性肿瘤坏死中的价值 

方法：搜集我院 2016.8-2017.6共 28例患者，所有患者均行胸部能谱 CT增强检查，均为初次

就诊并在病灶内见坏死区，根据病理诊断结果及随访复查明确分为脓肿组及肺恶性肿瘤组。两

名有经验的影像诊断医师进行测量：分别测量动脉期及静脉期的病灶坏死区壁（I-wall）及病

灶实性部分（I-solid）的碘（水）浓度值（μg/cm³）。采用两独立样本 t-检验进行统计学

分析。 

结果： 

1.病理诊断结果及复查结果显示脓肿 14例，肺恶性肿瘤 14例（其中鳞癌 9例，腺癌 2 例，转

移瘤 3例）。 

2.统计：每例病例计算坏死壁与实性部分碘浓度的差值（Du=Iwall-Isolid），再进行统计学

分析，即比较其强化方式反差的特性，结果显示动脉期及静脉期两组差值具有显著差异

（3.2±5.2μg/cm³，-2.6±3.2μg/cm³，p=0.001和 2.9±3.8μg/cm³，-3.4±3.9μg/cm³，

P=0)。 

结论： 

肺脓肿及肺恶性肿瘤中坏死壁及实性部分碘摄取差值具有显著差异，能谱 CT在鉴别肺脓肿及

肺恶性肿瘤的坏死具有很大价值。 

 

 
EP-1111 

应用基于 CT 的腹主动脉钙化积分以预测无症状性 

冠状动脉疾病的存在 

 
崔明雨,张永高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通过评估基于 CT的腹主动脉的钙化积分值（AAC）来预测无症状性冠状动脉疾病

（CAD）的存在。方法：选取我院 2015年 8月～2017年 7月收治的 100例一年之内同时筛查

冠状动脉 CT血管造影、腹部 CT的无心脏症状患者，根据 Agatston方法计算 AAC评分。建立

多元简化模型（传统心血管危险因素，AAC评分除外）与多变量全模型（传统心血管危险因素

及 AAC评分），通过 Logistic回归分析来预测 CAD的存在。通过计算接受者操作特征曲线下

面积（AUC）和重分类改善指标（NRI）来比较 AAC评分和两种多变量模型。结果：100 名患者

中，男性 62例，女性 38例，平均年龄 60岁（年龄范围，35 - 92岁）。AAC评分与体重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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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血脂异常无显著相关。AAC与 CAC评分呈显著正相关。单因素分析显示，年龄、高血压、

AAC评分、糖尿病、血脂异常与无症状冠心病显著相关。简化模型（传统心血管危险因素，

AAC评分除外）的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无症状冠心病与年龄、高血压、糖尿病、血

脂异常之间显著相关。当 AAC评分作为变量（多变量全模型），AAC评分和糖尿病与无症状冠

心病存在显著相关，而年龄、血脂异常和高血压无显著相关。单独的 AAC评分较多元简化模型

（传统心血管危险因素，AAC 评分除外）显示出了稍高的 AUC（0.854比 0.716，P = 0.072）

和更好的风险分类（NRI = 0.142，P = 0.035）。而多变量全模型（传统心血管危险因素及

AAC评分）较单独的 AAC评分没有显示出明显较高的 AUC（0.872比 0.854，P = 0.601）或

NRI（0.078，P = 0.107）。预测 CAD的 AAC评分的最佳截断值是 1084.1（敏感性 82.4%；特

异性 78.3%）。结论：本研究的目的是确定基于 CT的 AAC 评分是否是无症状冠心病的独立相

关因素，并评估其作为无症状个体 CAD存在的代替指标的价值。 

 

 
EP-1112 

心脏磁共振长轴法与短轴法评价正常左心室 

收缩功能的对比研究 

 
王莹,王晓华,王新宇,袁慧书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00191 

 

目的 通过心脏磁共振长轴法与短轴法评价正常左心室收缩功能的对比，评价心脏磁共振长轴

法检测左心室功能的价值。 

方法 将连续 63例（男 36例，女 27例）接受心脏磁共振检的左心室收缩功能正常者分为采用

长轴法和短轴法评价正常左心室功能。长轴法分别测量水平长轴位和垂直长轴位舒张末期及收

缩末期心内膜下面积和长径，通过公式计算左心室功能，短轴法应用软件分别勾画左心室舒张

末期及收缩末期从心尖到心底各个层面心内膜，计算左心室功能。对 2组的射血分数（EF）、

舒张末期容积（EDV）、收缩末期容积分别采用配对样本 t检验进行组间对比研究，P<0.05认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应用 Pearson相关系数检测判断 2种评价方法的一致性。 

结果  

2组评价方法中 EF 长轴法组低于短轴法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长轴法组为 59.1 ± 

4.7，短轴法组为 64.0 ± 6.0 HU，P<0.05）；EDV 长轴法组高于短轴法组，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长轴法组为 142.2 ± 31.9，短轴法组为 135.6 ± 32.3 HU，P<0.05）；ESV 长轴法组

高于短轴法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长轴法组为 58.4 ± 15.7，短轴法组为 49.8 ± 17.9 

HU，P<0.05）；2名评价方法 EF中等相关，相关系数=0.42，EDV极强相关，相关系数

=0.928，ESV极强相关，相关系数=0.851（P<0.05）。 

结论 

心脏磁共振长轴法与短轴法评价正常左心室功能一致性较好，长轴法测量的左心室功能偏低，

但仍在正常范围内，虽不能替代短轴法，但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简化心脏磁共振心功能测量流

程。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1154 

 

EP-1113 

肺部单发 fGGN 的 18F-FDG PET/CT 影像学表现及代谢情况与

其良恶性诊断的相关性研究 

 
申玉鑫,高剑波,周志刚,潘元威,王猛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总结肺部单发 fGGO患者
18
F-FDG PET/CT的代谢及影像学表现，了解

18
F-FDG PET/CT 对

pGGN、mGGN良恶性诊断的价值。 

方法：总结行
18
F-FDG PET/CT 检查确诊的单发 fGGN患者 89例，按其是否含有实性成分分为

pGGN（39例）及 mGGN（50 例）两组，总结其 CT影像学特征，并总结其
18
F-FDG的代谢值，与

其病理对比研究，评价
18
F-FDG PET/CT对 fGGN良恶性诊断的价值。 

结果：pGGN中，分叶征、毛刺征等对良恶性的判断有明显的指导意义（P值＜0.05）。而对于

其
18
F-FDG代谢程度，当 SUVmax≥0.8 时，其诊断的特异性（57.1％）及灵敏度（71.4％）最

好，适合作为诊断 pGGN为恶性病变的代谢数值。
18
F-FDG PET 与 CT影像学征象联合应用相比

二者具有更好的特异性（81.0％）及灵敏度（85.7％）。mGGN中，分叶征、毛刺征及胸膜凹

陷征等对良恶性的判断有明显的指导意义（P值＜0.05）。而对于其
18
F-FDG代谢程度，当

SUVmax≥2时，其诊断的特异性（66.7%）及灵敏度（77.8%）最好，适合作为诊断 mGGN了下

的代谢指标。
18
F-FDG PET与 CT征象联合诊断具有更好的特异性（83.3%）及灵敏度(94.4%) 

结论:fGGN病变的良恶性与年龄、性别、分布位置无明显相关性，较大的病灶恶性可能性较

大。对于 pGGN病变，其 SUVmax≥0.8 时，其诊断的特异性及灵敏度最好。对于 mGGN病变，其

SUVmax≥2时，其诊断的特异性及灵敏度最好。 F-FDG PET与 CT征象联合对 pGGN、mGGN良

恶性诊断均具有更好的特异性（83.3%）及准确性(94.4%)。 

 

 
EP-1114 

Iodine quantification using dual-energy computed 

tomography for differentiating thymic tumours 

 
Yan Weiqiang,Hu Yuchuan,Jing Yong,Li Gangfeng,Duan Shijun,Cui Guangbin*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Tangdu Hospital， Fourth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710038 

 

 

Purpose 

To explore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iodine quantification with dual-energy computed 

tomography (DECT) in differentiating thymomas, thymic carcinomas and thymic 

lyhmphomas. 

Materials and Methods  This study was approved by the Ethics Committee and 

informed consent was waived. Fifty-two patients with low risk thymoma (n=13), high 

risk thymoma (n=15), thymic carcinoma (n=13) and thymic lymphoma (n=11) confirmed 

by pathological analysis  underwent chest contrast enhanced CT scan with dual 

energy computed tomography before any treatment. Tumour iodine quantification 

parameters including CT attenuation value in contrast Hounsfield units (CHU), 

iodine-related HU (IHU) and iodine concentration (mg/ml) were compared for 

differences among different thymic tumors.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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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rding to quantitative analysis, CHU, IHU and iodine concentration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low-risk thymomas(LRT) and high-risk thymoma(HRT), 

thymic carcinoma(TC) and thymic lymphoma (TL)(CHU: 78.95 HU vs. 61.68 HU, 59.72 HU, 

and 56.35 HU, P < 0.001, IHU: 37.84 HU vs.22.03 HU, 19.14 HU, and 17.73 HU, P < 

0.001, and iodine concentration: 1.78 mg/ml vs.0.97 mg/ml, 1.12 mg/ml, and 0.74 

mg/ml, P = 0.002 , respectively). But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f tumour iodine 

quantification parameters were found among high risk thymoma, thymic carcinoma and 

thymic lymphoma (P﹥0.05). 

Conclusions 

The iodine quantification with DECT can be used to differentiate the low-risk 

thymomas from other thymic tumors. 

 

 
EP-1115 

Low-dose multidetetor CT Diagnosis of Pediatric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 Potential Values and Risks 

 
王荣品,曾宪春,王玉权 

Guizhou Provincial People's Hospital(贵州省人民医院） 550002 

 

The purpose of this lecture is to introduce our strategies to minimize CT 

radiation exposure and the clinical experience since we used dual-source CT (DSCT) 

for diagnosis of pediatric patients with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  We performed 

chest pain scan protocol and double low-dose protocols with one single scan. The 

level of the carina was set as the trigger point, below part use ECG-gated trigger, 

upper part use non-ECG trigger. Tri-phase injection protocol was individually used 

to reduce the dose of contrast medium. A double tube high pressure injector and 

non-ionic contrast agent was used. Using this individual double low-dose 

techniques, the image quality can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diagnosis for 

intracardiac anatomy, coronary arteries, pulmonary vessels and aorta and 

simultaneously minimize radiation exposure and the contrast medium... 

    

 

 

EP-1116 

应用 64 层螺旋 CT 探讨 HIV 感染/AIDS 患者心脏 

冠状动脉成像特点 

 
崔明雨,张永高,高剑波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采用 CT血管成像（CTA）技术对我省部分 AIDS患者心脏冠状动脉进行观测研究，总结

其影像学特征，探讨多层螺旋 CT 检查心脏冠脉成像的应用价值。其次，对照研究接受和未接

受 HAART的 AIDS患者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程度，评价目前所用 HAART方案是否对 AIDS患者冠状

动脉造成影响。最后，通过此次研究为临床早期发现亚临床心功能异常者提供依据。方法 ：

选取我院 2016年 4月～2017 年 7月收治的 126例冠脉双源 CT检查的患者。其中 63例 HIV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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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AIDS患者作为病例组：无明确冠心病史；另 63例为无典型症状的门诊体检患者作为对照

组。在接受和未接受 HAART 治疗的 AIDS患者冠状动脉的对照研究中，治疗组 36例，未治疗组

27例，两组间性别、年龄匹配，HIV感染前均无心血管病史。通过后处理技术对数据进行重

建，观察冠脉的狭窄程度与斑块的性质，并计算钙化积分。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结

果：①实验组 63例患者共评估血管 1071段，其中有粥样硬化节段 394段（36.8％），平均冠

脉钙化积分为（201.56±31.12）分，对照组共评估血管 1068段，其中有粥样硬化节段 132段

（12.4％），平均冠脉钙化积分为（62.81±18.05）分，病例组的冠脉粥样硬化发生率及钙化

积分较对照组显著增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②在接受和未接受 HAART治疗的

AIDS患者冠状动脉的对照研究中，治疗组共评估血管 612段，其中有粥样硬化节段 227段

（37.1％），对照组共评估血管 459段，其中有粥样硬化节段 167段（36.4％），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结论 1.HIV感染/AIDS患者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率较正常人高。2.

目前国内治疗 AIDS采用的 HAART方案，短期内看对 AIDS 患者右心功能未见明显不良影响。

3.CT血管造影对 HIV感染/AIDS患者的冠脉粥样硬化评价具重要临床意义。 

  

 

 
EP-1117 

能谱 CT 对心肌缺血图像质量评估的研究 

 
刘珮君

1
,王怡宁

1
,金征宇

1
,景红丽

1
,吴润泽

2
,于胜会

2
 

1.北京协和医院 

2.飞利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目的：评估能谱 CT不同 keV 能量水平对心肌缺血病灶的图像质量的影响，确定最佳的单能量

（MonoE）图像。 

方法：收集我院 128排能谱 CT（IQon, Philips，120kV,125mAs）显示心肌密度减低的 16例

冠心病患者，一周内患者行 SPECT扫描。按照 AHA 17节段分段法，通过与 SPECT图像对照确

定 CT心肌缺血病灶，对原始数据进行传统 CT图像重建和 13组不同 MonoE图像重建（40-

100keV，间隔 5keV），分别选取心肌缺血病灶、邻近正常心肌、同层面的降主动脉感兴趣

区，以降主动脉血池为背景，测量 13组不同 MonoE的重建图像和传统 CT图像的心肌缺血病灶

CT值、正常心肌 CT值、噪声、SNR、 CNR，同时，用双盲法评估不同 MonoE的图像质量。 

结果：能谱 CT共检出心肌缺血病灶 16个区域，所有的心肌缺血病灶在 CCTA图像上均有区域

供血冠脉 50%以上的狭窄。随着 MonoE的增加，心肌缺血病灶 CT值递减，在 13组 MonoE重建

图像中，100keV重建图像的噪声最低（10.34±1.71）；40-55keV(间隔 5keV)重建图像 CNR没

有明显统计学差异，但与其他 MonoE重建图像 CNR有明显统计学差异（P<0.001），其中

45keV重建图像 CNR值最高（4.79±1.19）；40-65keV(间隔 5keV)重建图像 SNR没有明显统计

学差异，但与其他 MonoE重建图像 SNR有明显统计学差异（P<0.001），其中 45keV重建图像

SNR值最高（53.79±12.53）。同时 45keV重建图像 CNR、SNR优于传统 CT图像（P<0.001）

且 45keV重建图像主观评分的图像质量最好（P<0.001）。 

结论：相比于传统 CT图像和其他 MonoE重建图像，45keV重建图像能明显提高对心肌缺血病

灶的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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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118 

PET-CT 及 CT lung VCAR 软件对磨玻璃结节的诊断价值 

 
张珊 

武汉协和医院 430022 

 

目的：较多磨玻璃结节影形态学上难以区别良恶性，本文通过磨玻璃结节代谢(SUVmax)及实性

成分体积与总磨玻璃体积的比值（0<S/T<1）对良恶性磨玻璃结影的诊断价值及二者之间的关

联性，试分析二者与肿瘤性病变 EGFR突变的关联性。 

材料及方法：回顾性分析从 2012年 1月到 2017年 6月 25 号在我院做 PET-CT并且手术病理的

亚实性肺磨玻璃患者 37人，其中病理诊断为浸润性腺癌（8例非浸润性腺癌及 7例浸润性性

腺癌表现为纯磨玻璃而排除）28(EGFR突变型 15例，无 EGFR突变型 13例)例，良性病变 14

例；使用 SPSS软件评价 SUVmax及 S/T参数对评价亚实性磨玻璃影良恶性及 EGFR基因突变的

价值。 

结果：SUVmax值与 S/T总的 Preson相关系数为 0.37 ，p>0.01, 在浸润性性腺癌中 preson相

关系数为 0.38 p>0.01,良性及浸润性腺癌、浸润性腺癌的 EGFR突变型符合正太分布，在良性

及腺癌分组中 ROC曲线显示：在评价浸润性腺癌与良性病变 SUVmax(ROC面积为 0.72，cut-

off点为 0.81)、S/T（ROC 曲线面积为 0.425）；在 EGFR 基因突变分组中 SUVmax(0.510,cut-

off值为 0.867)S/T(ROC曲线面积为 0.354)。 

总结：SUVmax与 S/T无明显相关性，可能 SUVmax值与亚实性磨玻璃的自身代谢有关，也可能

数量较小；在评价亚实性磨玻璃结节的良恶性中 SUVmax具有较好的鉴别意义，cut-off值为

0.8，灵敏度与特异度分别为 0.89与 0.44 ，S/T值的 cut-off值为 0.425,在评价有无 EGFR

基因突变 SUVmax及 S/T都无明显的鉴别诊断价值。 

SUVmax对评价亚实性磨玻璃结节的良恶性具有一定的诊断价值，SUVmax及 S/T对评价基因突

变型未见明显明显临床诊断价值，本次样本量较少也是本次结论的局限性。 

  

 

 
EP-1119 

CT 在食管病变诊断中的应用 

 
武志峰 

山西医学科学院 山西大医院 030032 

 

目的 通过改变和完善检查方法，获得良好的 CT图像，通过分析 CT图像总结影像学表现，达

到提高食管病变的 CT检查及诊断的水平。 

材料及方法 

一、病人资料 

收集山西医学科学院山西大医院 2013年 5月~2017年 5月因疑食管病变行 CT检查的 病例 78

例，其中男 48例，女 30例，年龄 28岁~89岁，平均年龄 59岁；其中按常规胸部条件进行 CT

扫描者 30例，食管充盈、20%碘水后进行 CT扫描者 37例，食管充盈、20%碘与藕粉的糊状混

合液 11例。 

二、使用设备 

使用飞利浦 Brilliance16、西门子 Somatom Definition Flash及西门子 Somatom Definition 

AS。 

扫描条件：电压 120kV，150mA，Caredose打开，特殊情况下可调整扫描计划。 

三、对比剂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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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碘水配制：碘水配制较为简单，用生理盐水作为溶剂，用不同浓度的对比剂原液经

折算后配成 20%的对比剂，一般配 200ml。 

    2.藕粉糊状对比剂：取生理盐水 200ml，加两小袋食用普通藕粉，在容器中搅拌均匀

呈液性，加入以上述方法折算出的对比剂量，并连容器一起放入微波炉加热，待其煮沸后取

出，约 3-5分钟，待凉至常温后备用。 

四、检查方法 

主要指用对比剂充盈食管之检查方法。如果是用碘水应该加大螺距，调整至较短时间完成扫

描。如果为藕粉糊可按常规扫描。一般先嘱患者先吞咽 1-2口对比剂，再口含一大口，待准备

就绪后在嘱病人吞咽的同时，或略提前或略推后启动 CT扫描。 

结果  

• 图像结果：本组 78例均获得了较为满意的图像，其中个别图像不满意者进行重复检

查，最终获得了良好的图像。 

• 诊断结果：78例中，食管异物 38例，食管占位 18例，纵隔占位 8例，食道破裂 11

例，食管粘膜下血肿 2例，肿瘤致食管周围淋巴结肿大 1例。 

结论 

    有针对性的对食管进行检查方法的选择，尤其是选择使用对比剂充填有利于各类食管

病变的诊断。 

  

 

 

EP-1120 

CT 三维定量分析术前预测纯磨玻璃密度结节 

肺腺癌 ki-67 指数 

 
李琼,范丽,刘士远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200003 

 

 

目的 探讨 CT三维定量分析对表现为纯磨玻璃结节的早期肺腺癌 ki-67指数的术前预测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CT表现为纯磨玻璃结节的肺腺癌 83例，共 86个纯

磨玻璃结节。利用计算机辅助软件对结节进行三维容积测量，得到最大横断面长径、结节体

积、平均 CT值、最小 CT值、最大 CT值、2%、5%、25%、50%、75%、95%、98%位数 CT 值。采

用免疫组化染色检测 ki-67 的表达水平。测量指标不满足正态分布及方差齐性，采用

Kruskal—Wallis H检验分析各组间 CT各定量参数与 ki-67指数之间的差异，并进行组间两

两比较。绘制各 CT定量参数、ki-67指数的 ROC曲线预测浸润性腺癌，同时计算曲线下面积

（AUC值）。采用 Spearman 相关分析 CT各定量参数与 ki-67指数的相关性。结果  三组间

结节大小、平均 CT值、2%、5%、25%、50%、75%、95%、98%位数 CT值、最大 CT值、ki-67指

数存在显著统计学差异（P<0.05）。ROC曲线分析，大小、体积、ki-67指数预测浸润性腺癌

的诊断价值中等，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786、0.788、0.754，临界值分别为 13.5mm、

712.25mm
3
、3.5%；最大 CT 值诊断价值一般，曲线下面积为 0.601，临界值为-276.5HU。

Spearman相关分析得出，结节大小、体积、最大 CT值与 ki-67指数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0.42、

0.434、0.266，p值均＜0.001。结论  对 CT表现为纯磨玻璃结节的早期肺癌进行三维定量

分析，得到 pGGN的大小、体积、最大 CT值，对 pGGN的病理分级及 ki-67增殖指数具有预测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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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121 

IASLC/ATS/ERS 肺腺癌新分类与 18F-FDG PET/CT 

标准摄取值的相关性 

 
李琼,范丽,李琼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200003 

 

 

目的：探讨肺腺癌 18F-氟代脱氧葡萄糖（18F-FDG）标准摄取值（SUV）与 IASLC/ATS/ERS

肺腺癌亚型及 ki67 表达的相关性。 

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2 年 9 月～2015 年 12 月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89 例肺腺癌，所有患者

均进行 18F-FDG PET/CT检查。记录 18F-脱氧葡萄糖（FDG）PET-CT的 SUVmax、结节的大小及

手术病理证实的淋巴结转移状态。根据 2011年腺癌国际新分类标准对病理切片进行复阅，按

照各病理亚型分为低危（原位腺癌+微浸润腺癌+附壁为主型浸润性腺癌）、中危（腺泡或乳头

为主型+浸润性黏液腺癌）、高危（微乳头或实体亚型伴黏液产物型）三组，并统计三组间肿

瘤大小、SUVmax、ki67 之间是否具有统计学差异。采用线性相关分析检验 SUVmax、ki67 与

组织学亚型级别的相关性。 

结果：89例肺腺癌中，临床 I 期 70 例，II 期 2 例，III 期 10 例，IV 期 7 例，包括原位腺癌 12

例，微浸润腺癌 6 例，附壁为主型浸润性腺癌 14 例，腺泡为主型腺癌 26 例，乳头状腺癌 5

例，浸润性黏液腺癌 4 例，微乳头腺癌 10 例，实体亚型伴黏液产物型 12 例。根据组织学亚型

分级，分为低危组的 32 例、中危组的 35 例、高危组的 22 例，各组发生淋巴结转移的例数分

别是：低危组 0 例，中危组 2 例；高危组 5 例。各组肿瘤大小分别为（13.94±9.78）、

（21.23±10.36）和（31.45±14.11），各组的 SUVmax分别为（4.5±5.51）、

（3.58±2.99）、（8.67±3.42），差异具有明显统计学意义（p＜0.001）。SUVmax 与肺腺

癌组织学亚型具有明显相关性（p＜0.001），其中微乳头为主和实体亚型伴有黏液产物型肺腺

癌的 SUVmax 值最高。 

结论：肺腺癌的 18F- FDG PET/CT 的 SUVmax 值与其组织学亚型级别具有相关性，从而为术

前评估提供参考。 

 

 
EP-1122 

磨玻璃结节肺腺癌的 CT 征象与 EGFR 突变的相关性 

 
肖旻,徐秋贞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210009 

 

目的 探讨磨玻璃结节肺腺癌的 CT征象与 EGFR突变的相关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本院 30例经手术病理证实为磨玻璃结节肺腺癌患者的 CT征象及病理资料，

CT征象包括大小、病灶边缘、瘤肺界面、空泡征、空气支气管征、胸膜凹陷征、血管集束

征、磨玻璃比例和生长速度，患者年龄、病变大小生长速度与 EGFR突变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

分析或秩和检验；患者性别、病灶边缘、瘤肺界面、空泡征、空气支气管征、胸膜凹陷征、与

EGFR突变对照采用卡方检验或 Fisher精确检验。 

结果 CT表现为磨玻璃结节的肺腺癌 EGFR突变型及野生型间，性别分布、年龄大小、病灶大

小、病灶边缘、瘤肺界面、空泡征、空气支气管征、胸膜凹陷征、血管集束征、磨玻璃比例无

统计学意义(P值分别为 0.445、0.503、0.258、0.311、0.246、1.000、1.000、0.445、

1.000、0.689、0.320)。 病灶的生长速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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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表现为磨玻璃结节的肺腺癌中， EGFR突变型的生长速度要高于野生型。 

  

 

 

EP-1123 

肺部纯磨玻璃密度结节浸润前与浸润性病变 MSCT 

诊断价值研究 

 
穆桐

1
,陈亮

2
 

1.郑州人民医院 

2.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肺部纯磨玻璃密度结节（pGGN）的 CT影像特征对浸润前病变(不典型腺瘤样增生 AAH、原

位腺癌 AIS)及浸润性病变（微浸润腺癌 MIA、浸润性肺腺癌 ILA）的诊断价值，尝试定量分析

pGGN均匀度对浸润前与浸润性病变的鉴别诊断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 XX期间被 XX收治，经术后病理证实的 80例 pGGN的 CT影像特征及临床特点，包

括病变的位置、大小、密度、边缘（分叶征、毛刺征）、瘤-肺界面（清晰、不清晰）、内部

征象（空气支气管征、空泡征、囊腔）、均匀度、胸膜凹陷征、患者性别、年龄。选取 pGGN

内任意三点感兴趣区（ROI），测量平均 CT值及标准差，取三个 ROI变异系数[（标准差 SD / 

平均值 Mean )× 100%）,C·V]平均值的相对值代表病灶均匀度。病灶大小、均匀度、密度及

患者年龄在病理分组之间的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患者性别、病变部位及 CT影像特征的

比较采用卡方检验；以 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并通过受试者工作曲线（ROC）分析

浸润前与浸润性病变大小及均匀度的最佳临界值。 

结果： 

80例 pGGN中浸润前病变 16 例（AAH 6例，AIS 10例）；浸润性病变 64例（MIA 29例，ILA 

35例）。病灶大小、均匀度、密度、分叶征、毛刺征、瘤-肺界面、空气支气管征及胸膜凹陷

征有统计学意义。ROC曲线显示以直径 10.5mm为鉴别浸润前与浸润性病变的临界值时，敏感

度为 81.3％，特异性为 71.9％，ROC曲线下面积（AUC）为 0.770；以 0.085作为鉴别浸润前

与浸润性病变密度均匀度的最佳临界值，敏感度为 81.3％，特异性为 75.0％，AUC为 0.785。 

结论： 

病灶的大小、CT影像特征（均匀度、密度、分叶征、毛刺征、瘤-肺界面、空气支气管征、胸

膜凹陷征）对 pGGN浸润前与浸润性病变具有鉴别诊断价值；定量分析 pGGN均匀度，为评价病

灶均匀度提供一种新的客观分析方法。 

  

 

 
EP-1124 

自由呼吸下双源 CT 大螺距肺部扫描临床应用可行性研究 

 
闫瑞峰,黎金葵,雷军强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730000 

 

目的：探讨在自由呼吸下，双源 CT大螺距肺部扫描是否能够使图像质量满足临床应用及诊断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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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前瞻性纳入 60名患者（A组 30人，行胸部平扫+增强扫描的患者；B组 30人，

行胸部平扫的患者），所有扫描均在一台 128层第二代双源 CT上进行，俩组均打开 CARE 

Dose4D自动管电流调节技术（参考管电流为 60mAs），数据采集为 128×0.6mm；重建方式采

用迭代技术，strength：3。A组在自由呼吸时选择 Flash Spiral 模式行螺距为 3.2的胸部平

扫，然后在深吸气后控制呼吸选择常规螺旋模式并行螺距为 1的增强扫描；B组在深吸气后控

制呼吸选择常规螺旋模式行螺距为 1的胸部平扫。对 A组胸部平扫的图像与 B组胸部平扫的图

像进行对比，评价其图像质量。2名医生使用半定量的 3分制，独自地评估双肺 5个区域的图

像质量。图像噪音用衰减标准差测定。对 A组增强扫描中发现的小于等于 8mm的肺结节，于 A

组胸部平扫中看其是否存在，如存在，通过电子卡尺测定其直径、Lung Care软件测量其体积

并进行对比。肺结节的存在及大小、体积分别在每一个图像序列中测定。 

结果：观察者间对图像质量评价的一致性很好（k=0.91）。在图像质量不清晰的肺区域方面没

有明显的差异。结果显示无论中央区域图像噪声还是外周区域图像噪声，A组均明显高于 B

组。同时 A组（大螺距扫描组）扫描视野外周与中心的图像噪声平均差异明显高于 B组。在共

30%（9/30）患者中，发现有 14个肺结节。肺结节的平均直径为 5.5±1.6mm（变化区域，2-

8mm）。在 A组平扫与增强扫描 CT中，肺结节的大小测量（P=0.73）及肺结节体积测量

（P=0.9）均没有明显的差异。A组及 B组的有效辐射剂量分别为 1.2±0.3 

mSv,3.4±0.6mSv。 

结论：在自由呼吸下，双源 CT大螺距肺部扫描可以使图像质量满足临床应用及诊断要求，同

时可以明显降低辐射剂量。 

 

 
EP-1125 

呼吸时相及呼吸频率对自由呼吸下冠状动脉 CTA 

图像质量的影响 

 
陈疆红,钟朝辉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100050 

 

目的 探讨应用宽体探测器在自由呼吸状态下行冠状动脉 CT造影（CCTA）检查时，呼吸时相及

呼吸频率对图像质量的影响。 

资料和方法 选取 120例疑诊冠心病行 CCTA检查的患者，外接心电监护仪观察患者呼吸频率及

CCTA数据采集对应的呼吸运动波区域将患者分为四组，A、B组为低呼吸频率组（＜18次/

分）且 CCTA数据采集分别位于吸气相及呼气相，A组 30例、B组 34例。C、D组为高呼吸频

率组（≥18 次/分）且 CCTA 数据采集分别位于吸气相及呼气相，C组 26例、D组 30例。记录

受检者的体重指数(BMI)、心率、图像噪声、信噪比（SNR）及辐射剂量。由两位具有五年以上

CCTA诊断经验的医生对图像进行主观评分（3分制：1分较好，2分一般，3分不能满足诊

断）并用 Kappa检验评价两者间的评分一致性。 

结果 四组间 BMI、心率、图像噪声、SNR及辐射剂量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A、B、C、

D四组呼吸频率分别为：13.61±2.15 次/分、13.87±1.84 次/分、20.57±1.53 次/分、

20.39±1.20 次/分。图像质量主观评分: A组（1.33±0.17）、B组（1.32±0.22）、C 组

(1.40±0.21)分、D 组(1.36±0.21)分，四组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375）。两观察者主观

评分一致性中等（K = 0．69）。 

结论 自由呼吸下应用 16cm 宽体探测器 CT行 CCTA检查可以获得满意的诊断图像，呼吸时相及

呼吸频率对 CCTA图像质量无明显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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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126 

CT 图像后处理技术优化肺结节检出的研究 

 
吕发金,李王佳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目的：比较厚层（5mm）、薄层（1mm）及不同层厚（5mm、10mm、15mm、20mm）最大密度投影

及最小密度投影对肺结节的检出价值。 

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7 年 3月～2017年 5月行胸部低剂量 CT检查体检者的图像，随机

抽取 200名体检者的图像进行分析。选取标准算法重建 1mm薄层分别行横断位 5mm、10mm、

15mm、20mmMIP与 3mm minIP 图像重建。按结节的大小（最大径和最小径的平均值）分类统计

出结节的性质和数量，对比分析厚层（5mm）、薄层（1mm）、Minip及不同层厚 MIP重建对结

节的检出情况。 

结果：200例受检者共检出肺结节 773个，各种图像检出结果存在不同（表 1）。MIP重建图

像检出结节数明显高于厚层图像（p<0.001）。大部分磨玻璃结节在 15mmMIP、20mmMIP上不易

观察细节，且在 1mm层厚的原始图像和 5mmMIP重建的图像上更易发现磨玻璃结节并观察细

节。minIP可检出一小部分结节，并且检出的结节几乎都位于肺尖或邻近肺底膈面，完全检出

磨玻璃结节并良好显示病变细节。 

结论：MIP重建对肺结节的检出有重大意义，尤其是对小于等于 5mm结节的检出；其中，

10mmMIP最易发现肺结节，可以作为检出肺结节的首选方法。5mmMIP、1mm及 3mm minIP 可有

助于磨玻璃结节的检出，minIP检出和显示磨玻璃结节最优。 

  

  

 

 
EP-1127 

青少年心脏起搏器植入术后右心室血栓脱落引起肺栓塞 1 例 

 
范沙丽,刘晶哲 

北京华信医院 100016 

 

男，15岁，3年前主诉“心跳慢 1月”，查体发现心跳慢，心率在 45-55次/分之间，心电图

窦性心动过缓，QTc 495-570ms之间，家族史患儿母亲长 QT间期综合征（心电图 QTc 

547ms），患儿临床诊断为先天性长 QT间期综合征，窦性心动过缓。遂植入心内膜永久单腔起

搏器，术后患儿无不适，复查心脏彩超无异常。之后患儿每半年定期复查心脏彩超，均无异

常。现 2017-7-12常规复查，患儿无不适，心脏彩超提示右心房内有一大小约 34mm*17mm 的中

等回声团块影，随心动周期摆动，舒张期部分进入右心室，团块表面不规则、短蒂，附着于主

动脉后壁区域，考虑心脏占位，粘液瘤或血栓；2017-7-24心脏彩超示右心房团块影消失；

2017-7-25肺 CTA示右肺下叶后基底段动脉内可见条形充盈缺损，诊断为右心室血栓脱落引起

急性肺栓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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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128 

低剂量 MSCT 扫描技术对儿童肺结核诊断 

及转归复查的应用价值 

 
任会丽,方伟军,李蔚宇,胡锦兴 

广州市胸科医院 510095 

 

【摘要】目的 探讨低剂量 MSCT扫描技术对 0-12岁肺结核疑似患儿诊断及转归复查中的应用

价值，以减少儿童射线摄取量。方法 收集自 2015年 5月-2017年 4月期间在我院进行诊治的

120例肺结核疑似患儿进行随机 MSCT扫描，其中常规剂量胸部 CT扫描 60例及低剂量的胸部

CT扫描 60例,分别设定为常规剂量组与低剂量组,收集两组患儿不同剂量扫描的 CT影像学图

像，对比图像质量，以探讨低剂量 MSCT对肺结核患儿诊断及转归复查检查替代常规剂量 CT扫

描的可能性。结果  常规剂量组采用自动曝光控制技术，管电压为 120KV，管电流在 95-

150mAs之间，低剂量组采用的降低管电流及管电压的方式进行，低电流组 30例采用管电压与

常规剂量组一致，管电流 30mAs；低电压组 30例采用管电压采用 80KV，管电流与常规剂量一

致，观察肺结核患儿肺窗中病灶的部位、范围、边缘及支气管血管束、气管、肺裂等，采用 5

级评分法，与常规剂量组对比，低电压组、低电流组 P均<0.05；观察肺结核患儿纵膈窗中病

灶的密度、胸壁肌肉肋骨、纵膈肺门大血管、食管与周围软组织对比等，采用 5级评分法，与

常规剂量组对比，低电压、低电流组 P均<0.05,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根据国外的最新认识，

对小儿图像质量的要求能够满足诊断要求即可，在此前提下低剂量 MSCT扫描替代常规剂量

MSCT扫描，可以保证影像诊断，又能降低儿童射线摄取量，减少癌变高风险。 

 

  

 

 
EP-1129 

 Association of Imaging Markers of Diffuse 

Myocardial Fibrosis by CMR T1ρ Mapping and T1 

Mapping with Myocardial Diastolic function in Rhesus 

Monkeys with Spontaneous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Yu Zhang,Gao Fabao 

West China Hospital， Sichuan University 610041 

 

 

PURPOSE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of myocardial fibrosis and diastolic dysfunction 

in a rhesus monkey model with early type II diabetes mellitus. Imaging biomarkers 

of ECV and a new non-contrast myocardial fibrosis index were used to determine 

myocardial fibrosis content.  

 

METHOD AND MATERIALS 

A total of 19 male rhesus (14.27years±2.22years, 10.1kg±1.98kg) monkeys w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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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d. Fourteen of them were spontaneous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T2DM, FPG＞

104mg/dl, HbA1c: 4.5-7.3%). The other five controls (HC, FPG＜90mg/dl) are 

matched in age, weight and gender. Blood biochemical examination was tested 

during the four-week acclimation. CMR protocol included:  cine, T1ρ mapping 

(TR = 640 ms, TE = 1.45 ms, FA = 7, bandwidth = 1002 Hz/Px, FOV = 160mm x 160 mm, 

voxel size = 2.2 mm x 1.7 mm x 5.0 mm, slice thickness = 5 mm , spin-locking 

frequency (SLF) = 510 Hz or 0 Hz, time of spin-locking (TSL) = 10, 30, 50 ms),T1 

mapping, and LGE. All images were acquired during a breath-hold time by turning 

off ventilation for 15-20 sec. Pre-T1, post-T1 and extracellular volume (ECV) 

values were acquired using software available in the MRI system. Myocardial 

fibrosis index (mFI), which is a new non-contrast myocardial fibrosis index 

calculated based on the dispersion characteristics of T1ρ, and absooute T1ρ 

values were calculated. Cardiac function was calculated using cine images. One 

heart was harvested from a diabetic monkey with diastolic dysfunction after 

imaging. HE and Masson staining were performed to confirm diffuse myocardial 

fibrosis.  

  

RESULTS 

Echocardiographic results show all 14 monkeys in T2DM have diastolic dysfunction 

(8 monkeys in T2DM is E/A＜1,E’/A’ ＞1; the other 6 in T2DM is E/A＞1,E’/A’ 

＜1), whereas E/A＞1,E’/A’ ＞1 in all 5 controls. MRI results and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MRI marker for myocardial fibrosis and diastolic dysfunction 

shows in Table 1 (shown in attachment). For focal fibrosis, there was no evidence 

of regional late contrast enhancement in all animals. Histopathology showed that 

the myocardial extracellular space was widened with diffuse fibrosis with ECV = 

37.46% and mFI =5.85 in this diabetic monkey. 

  

CONCLUSION 

CMR drevied myocardial fibrosis markers (ECV and mFI) are associated with 

diastolic dysfunction in T2DM monkeys but not an independent determiner for it. 

  

CLINICAL RELEVANCE/APPLICATION 

For diabetic cardiomyopathy therapy maybe we can target both myocardial fibrosis 

and diastolic at the same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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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130 

基于计算机辅助对肺内孤立性肺结节良恶性的判定价值 

 
邵亚军

1
,郭佑民

2
 

1.宝鸡市中心医院 

2.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影像科 

 

 

目的：探讨计算机辅助诊断（Computer-aided Diagnosis, CAD）对肺内孤立性肺结节（solid 

pulmonary nodular, SPN）良恶性判定的价值。方法：收集“数字肺” 数据库中 114 例（男

58，女 56）已知病理结果的 SPN患者的一般临床及影像资料，使用“数字肺”SPN 自动检测工

具得到结节相关指标，比较良、恶性结节的一般临床资料及结节相关指标的差异。结果：良性

33例，恶性 81例。左肺共 54个，其中左上肺 35个，左下肺 19个。右肺共 60个，其中右肺

上叶 35个，右肺中叶 3个，右肺下叶 22个。良性结节在男女之间无明显差异（X2=0.327,p＞

0.05），但恶性结节中男性多于女性。SPN 的良恶性与结节的体积、表面积、平均密度、最大

直径、平均直径均轻度相关（r=0.247，r=0.259, r=0.194，r=0.271，r=0.281均有 p＜

0.05），与年龄、性别、肺叶分布及得分无显著相关（r=0.092, r=0.131, r=0.157, 

r=0.083）。相关良性结节在各肺叶的分布无显著差异，但恶性结节多分布于上叶，尤其是右

肺上叶。良性结节平均体积明显小于恶性结节，良性结节得分均值明显小于恶性结节，良性结

节平均年龄明显小于恶性结节。结论：计算机辅助检测 SPN对评价结节良恶性具有一定的辅助

价值。 

 

 

EP-1131 

 Low Contrast Agent Dosage, Low Radiation Dose, CT 

Pulmonary Artery Imaging: the Application of Volume 

HelicalShuttle Technique with Low Tube Voltage 

Combined with Iterative Algorithms 

 
duan haifeng,Yāng Qi,Jia Yongjun,Zhang Xirong,Yū Yong,He Taiping,Ma Guangming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haanx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712000 

 

 

PURPOSE 

To investigate the application of volume helical shuttle technique with low tube 

voltage and adaptive statistical iterative reconstruction (ASIR) for reduced 

radiation dose and contrast dose in CT pulmonary angiography (CTPA). 

 

METHOD AND MATERIALS 

50 patients(≥60 years, BMI ≤ 25) underwent CTPA from thoracic entrance to the 

top of the diaphragm on a GE HD750CT with 2 different scanning modes and contrast 

agent dosage in turn. Mode A: used 3-pass volume helical shuttle mode for CTPA 

scan with 6s delay time. Tube voltage was 80kV, tube current was 100mA, A total of 

15ml contrast dosage (iohexol, 350mgI/ml) was administered at 4ml /s followed 30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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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ine injection. Images were reconstructed with 80%ASIR at 0.625mm slice 

thickness. mode B was scanned using the conventional mode of 120kVp tube voltage 

automatic tube current modulation. when CT number of the pulmonary artery trunk 

was monitored to raise-up 100 HU, CTPA was performed by administering 55ml iohexol 

at 4ml/s. The original data was reconstructed at 0.625mm with FBP algorithm. CT 

values in pulmonary arteries, and the back muscles in the two groups were measured 

to calculate the signal-to-noise ratio (SNR) and contrast noise ratio (CNR) were 

measured by two radiologists. The CT values and CNR values of pulmonary arteries 

as well as the effective dose and total contrast dose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modes using paired T-test . Kappa statistics was used to test the measurement 

consistency of the two radiologists. 

  

RESULTS 

 The CT values in the pulmonary arterie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mode A than 

those in mode B (P <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SNR and CNR 

between the two modes (P> 0.05). The radiation dose of mode A was about 54% lower 

than that of mode B, and the dosage of contrast agent in mode A decreased by about 

72.7%. The agreement between the two radiologists was good. 

  

CONCLUSION 

Volume Helical shuttle technique with low tube voltage combined with ASIR can be 

used to effectively reduce contrast dosage and radiation dose with high image 

quality for CTPA. 

    

 

  

 

 
EP-1132 

关于表观扩散系数在肺癌诊断中的价值及其影响因素的 Meta

分析 

 
林艺凯,王小平,骆明旭,刘端一 

厦门市第一医院 361003 

 

目的 

利用循证医学的方法探讨表观扩散系数（ADC值）在肺癌诊断的价值及其与病理分型的关系，

并研究 DWI成像时不同条件和参数对于 ADC值的影响。 

方法 

通过检索 PubMed、EMBASE、Cochrane Library中有关探索 DWI及 ADC在肺占位中应用的相关

文献。利用 STATA软件对筛选出来的数据进行合并计算 ADC对肺占位的灵敏度，特异度和 AUC

值，并且进行阈值效应检验，异质性检验，亚组分析探讨异质性来源。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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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纳入文献 28篇。利用 ADC 值诊断肺癌的灵敏度，特异度和 AUC值分别是 0.82（95% CI: 

0.75, 0.87），0.89（95% CI: 0.80, 0.94），0.91 [0.88 - 0.93]。 

亚组分析显示小细胞肺癌、鳞癌、腺癌、大细胞肺癌的平均 ADC分别为 0.73 (95% CI: 0.68, 

0.79)mm2/s ，0.86 (95% CI: 0.82, 0.90)mm2/s， 0.91 (95% CI: 0.89, 0.94)mm2/s，

1.27 (95% CI: 1.10，1.45)mm2/s，各组间比较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呼吸、场

强、B值中的 ADC值无明显差异。 

结论 

ADC值在鉴别良恶性病变中发挥重要作用，且在不同病理类型的肺癌中水平不同。虽然呼吸、

场强、B值对 ADC值具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对 ADC值鉴别病变良恶性能力的影响不具有统计学

意义，这可能是因为收录的文献有限，需要我们进一步探索。 

  

 

 
EP-1133 

CT 随访在化疗药物性肺炎鉴别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江广斌,杨永刚,谢鹏,汪军,胡必富 

湖北省随州市中心医院（湖北医药学院附属随州医院） 441300 

 

目的：探讨化疗药物性肺炎 CT表现与变化规律，以及 CT随访在抗肿瘤化疗药物性肺炎诊断与

鉴别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材料与方法：收集 2015年 8月至 2017年 7月间在我院接收抗肿瘤化疗药物治疗、临床诊断为

肺炎患者的胸部 CT影像资料，由两名副主任医师进行鉴别和筛选，并结合文献中同类病例的

CT影像资料，总结分析化疗药物性肺炎的 CT表现特点与变化规律。 

结果：化疗药物性肺炎的 CT表现特点有：不定形磨玻璃样改变；不均匀条索状密度增高影；

结节状病灶，大小不等；病灶多发，散在分布；节段性阻塞性炎症；早期病变经激素治疗并停

用相关化疗药物可明显吸收好转。 

结论：化疗药物性肺炎是药物性肺炎的一种类型，需与转移性肿瘤、真菌性感染等疾病相鉴

别。结合临床病史及治疗经过，特别是其影像学特点，可作出初步诊断。在激素治疗以及停用

相关化疗药物的情况下，临床症状及胸部 CT表现可趋向好转，CT随访能够为本病的临床诊断

提供更为明确的循证医学证据。 

  

 

 
EP-1134 

能谱 CT 在鉴别肺腺癌、鳞癌和炎性肌纤维母细胞瘤中的价值 

 
郁义星,胡春洪,王希明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15006 

 

目的 探讨能谱 CT定量分析在鉴别肺腺癌、鳞癌和炎性肌纤维母细胞瘤（IMT)中的应用价

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5年 10月至 2017年 5月我院病理证实的 115例肺部结节或肿块

的患者资料，其中肺腺癌 62例、鳞癌 33例和 IMT 20例，所有患者均行能谱 CT的能谱模式

（GSI）扫描，获得动脉期（AP)和静脉期（VP)的能谱图像。分别测量肺腺癌、鳞癌和 IMT的

碘浓度，并计算动脉期标准化碘浓度 (NICAP)、静脉期标准化碘浓度(NICVP)、动脉期和静脉

期标准化碘浓度的差异（ICD），对 3组之间上述定量指标进行方差分析和 ROC曲线分析。结

果  肺腺癌的 NICAP（0.15±0.04）、NICVP（0.37±0.08）和 ICD（0.23±0.06）均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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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T（0.21±0.05、0.50±0.06、0.28±0.08），两者间 NICAP、NICVP和 ICD值的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P<0.05）。肺鳞癌的 NICAP（0.13±0.03）、NICVP（0.35±0.06）和 ICD

（0.22±0.05）值也均小于 IMT，两者间 NICAP、NICVP和 ICD值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肺腺癌和肺鳞癌的 NICAP、NICVP和 ICD值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鉴别肺腺癌

和 IMT最佳能谱定量参数是 NICVP，其阈值为 0.425时鉴别两者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92.3%和 86.7%。鉴别肺鳞癌和 IMT的最佳能谱定量参数亦是 NICVP，其阈值为 0.440时，鉴别

两者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84.6%和 92.3%。结论  能谱 CT的碘浓度定量分析在在鉴别肺

腺癌、鳞癌和 IMT中有较大价值，一定程度上能提高诊断准确性。 

  

 

 
EP-1135 

Analysis of pulmonary pure ground-glass nodule in 

enhanced dual energy CT imaging for predicting 

invasive adenocarcinoma: comparing with conventional 

thin-section CT imaging 

 
Zhang Ying,Wu Huawei 

Renji Hospital，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200127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value of using GSI parameters (including iodine 

concentration and monochromatic CT numbers) for predicting pure ground glass 

nodules (pGGNs) of invasive adenocarcinoma. 

Methods: A total of 54 resected pGGNs evaluated with both unenhanced thin-

section CT (TSCT) and enhanced dual energy CT (DECT) scans were included. 

Correlations between histopathology (atypical adenomatous hyperplasia 

[AAH], adenocarcinoma in situ [AIS], minimally invasive adenocarcinoma [MIA], 

and invasive adenocarcinoma [IA]) and CT scan characteristics were examined. CT 

scan and clinicodemographic data were investigated by univariate and multivariate 

analysis to identify features that helped distinguish IA from non-IA (including 

AAH, AIS and MIA). 

Results: Normalized iodine concentration (NIC) of IA was 0.50±0.27, but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with that of non-IA (0.51±0.21) (t=0.076, P=0.939). The 
same result was seen for slope of spectral curve (λHU) when used to indicate IA 

(t=0.498, P=0.621). Although enhanced monochromatic CT attenuation values of 40-
140keV of IA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non-IA pGGNs, the power for indicating 

IA decreased from 0.73 to 0.66 as photon energy decrease from 140keV to 40keV 

(140keV: area under the curve [AUC]=0.73, 

sensitivity=54.5%, specificity=88.4%, accuracy=81.5%, threshold= -449.2HU), and 

were not better than that of nonenhanced TSCT attenuation value (AUC=0.74, 

sensitivity=63.6%, specificity= 88.4%, accuracy=83.3%, threshold= -426.3HU). 

In multivariate regression analysis, nonenhanced TSCT attenuation value was an 

independent predictor for IA (OR=8.42, P=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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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DECT could help demonstrate blood supply of pGGNs, while average 

contrast enhancement degree could not improve the power of indicating IA comparing 

with nonenhanced TSCT attenuation value. 

  

 

 

EP-1136 

肺部指套状病灶的 CT 诊断与鉴别诊断 

 
邝平定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310009 

 

[摘要]目的 分析肺内指状病灶的 CT表现，总结其 CT诊断及鉴别诊断征象。方法  回顾性分

析 80例经手术和（或）支气管镜检查后病理证实的肺内指状病灶的 CT表现，包括病灶的部

位、大小、形态、边界、密度、强化特征、与支气管的关系及病灶周围肺组织的改变。结果

（1）肺鳞状细胞癌 32例，其中男 29例，女 3例，年龄 41～78岁；1支病灶者 2例，多支病

灶者 30例；近端支气管内见结节者 30例；增强后轻度强化者 21例，中度强化者 9例，明显

强化者 2例；伴阻塞性肺炎者 25例，伴阻塞性肺气肿者 5例。（2）肺腺癌 7例，其中男 5

例，女 2例，年龄 35～76岁；1支病灶者 2例，多支病灶者 5例；增强后轻度强化者 2例，

中度强化者 4例，明显强化者 1例；伴阻塞性肺炎者 7例，伴阻塞性肺气肿者 2例。（3）小

细胞肺癌 6例，均为男性，年龄 40～71岁；1支病灶者 2例，多支病灶者 4例；近端支气管

内见结节者 2 例；增强后轻度强化者 6 例；伴阻塞性肺炎者 2 例，伴阻塞性肺气肿者 2 例。(4)

慢性炎症或支气管闭锁所致粘液栓 35例，其中男 16例，女 19例，年龄 20～76岁；1 支病灶

者 3例，多支病灶者 32例；增强后轻度强化者 5例，无强化者 30例；伴阻塞性肺炎者 2例，

伴阻塞性肺气肿者 32例。结论（1）指状肺癌以男性占绝大多数；而粘液栓患者以女性多见；

（2）指状肺癌均有强化，但大部分仅轻度强化；支气管近端慢性炎症所致粘液栓也可见强

化，但其病变组织不够致密，内见点状空气影有助鉴别；而支气管闭锁所致粘液栓无强化；

（3）大多数指状肺癌近端病灶较大呈结节状向管腔内突起，远端多伴阻塞性肺炎；支气管慢

性炎症所致粘液栓近端支气管腔内无结节状突起；而支气管闭锁所致粘液栓病灶近端更小，远

端多伴阻塞性肺气肿。 

  

 

 

EP-1137 

磁共振动态增强及弥散加权成像在肺炎性假瘤与肺癌 

鉴别诊断的应用价值 

 
何苗 

上海市东方医院 200120 

 

目的 ：探讨磁共振动态增强及弥散加权成像在肺炎性假瘤与肺癌鉴别诊断的应用价值。 

方法：回顾性分析在我院经手术病理或临床随访证实的 40 例肺癌和 32例肺炎性假瘤患者，

行常规磁共振增强和弥散加权成像检查（b=0，300，600，900，1200s／mm2），比较病灶同层

面两种参照物(胸髓和胸壁肌肉)条件下肺癌和肺炎性假瘤 MRI平扫特征和动态增强扫描信号强

度改变情况及表观扩散系数（ADC）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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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肺癌及肺炎性假瘤 T1WI平扫信号强度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肺炎性假瘤平均

增强峰值、强化增值及病灶/主动脉强化增值比值较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肺癌

和肺炎性假瘤 DWI信号强度评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各 b值不同的肺癌与肺炎性

假瘤 ADC值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磁共振动态增强及弥散加权成像有助于肺癌与肺炎性假瘤的鉴别，两者联合检查显著提

高肺癌与肺炎性假瘤鉴别诊断价值。 

  

 

 
EP-1138 

双源 CT 冠脉成像中对比剂追踪监测次数的相关因素分析 

 
李刚 

上海市东方医院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 200120 

 

目的 分析双源 CT冠脉成像中对比剂追踪监测次数的相关因素。 

方法 收集我院 2015年 1月至 7月间，经双源 CT冠脉成像患者 300例。均以 5 ml/s的流速注

射对比剂碘海醇（含碘 350 g/L）65 ml，再继续以相同流速注射 30 ml生理盐水，采用团注

追踪程序自动触发技术（bolos tracking），触发阈值均为 100HU，监测频率为每秒 1 次，进

行冠状动脉 CTA检查。统计所有患者在对比剂达到阈值时追踪监测的次数，分析其体质量指数

（BMI）、平均心率（HR）、收缩压（SBP）、舒张压（DBP）、脉压（PP）、二尖瓣口舒张早

期峰值血流速度（E峰）、舒张晚期峰值血流速度（A峰）以及 E/A比值与监测次数的相关

性。 

结果 影响因素中 BMI、HR、E/A比值与对比剂追踪监测次数有统计学意义的相关关系

（P<0.05）。BMI、HR与监测次数呈负相关；E/A比值与监测次数呈正相关。SBP、DBP、PP、E

峰、A峰与监测次数无统计学意义的相关（P>0.05）。 

结论  双源 CT冠脉成像中，在定量定速注射对比剂时，对比剂追踪监测次数受多种自身因素

影响，其中 BMI、HR以及 E/A比值是影响监测次数的主要因素。 

  

 

 

EP-1139 

双源 CT 冠状动脉成像触发阈值的选择对图像质量的影响 

 
李刚 

上海市东方医院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 200120 

 

目的 探讨双源 CT冠状动脉扫描中触发阈值的选择对图像质量的影响。 

方法 选择 2016年 1月至 7月在我院进行双源 CT冠状动脉造影患者 150例，根据触发阈值的

不同随机分为 4组，A组 36 例，触发阈值为 160HU；B组 38例，触发阈值为 130HU；C 组 39

例，触发阈值为 100HU；D组 37例，触发阈值为 70HU。比较 4组扫描从注射对比剂到达触发

阈值的时间，同时测量右冠状动脉（RCA）中段、左主干（LM）、左冠前降支（LAD）中段、左

回旋支（LCX）中段的增强平均 CT值，统计受检者在监测序列（Monitoring）的辐射剂量

（DLP）以及图像质量评分。 

结果 A、B、C、D四组从注射对比剂到达触发阈值的时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A组右冠状动脉（RCA）、左主干（LM）、左前降支（LAD）、左回旋支（LCX）

的增强平均 CT值明显高于 B组、C组、D组；D组冠状动脉各支的增强平均 CT值明显低于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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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C组；B组与 C组 RCA、LM、LAD、LCX的增强平均 CT值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4组间 DLP值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D组图像质量评分明显低于 A组、B组、C

组；其他 3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双源 CT冠状动脉成像过程中，采用 100 HU监测触发阈值能够有效缩短扫描时间，减

少对比剂用量，降低辐射剂量，且能保证图像质量。 

 

 
EP-1140 

CCTA 对非钙化斑块性质评价价值研究 

 
张蕾 

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 200123 

 

目的 ：探究双源 CTA冠脉成像对非钙化斑块中易损斑块即脂质斑块的诊断价值，预测患者预

后，为临床进一步治疗提供一定依据。 

方法：选取 2012年 1月至 2014年 12月在 30天时间内在我院同时做过血管内超声（IVUS）及

双源 CT冠脉成像疑为冠心病或已确诊冠心病的住院患者 58例，筛选出符合条件非钙化斑块

88个，其中通过 IVUS诊断的脂质斑块 19个，纤维斑块 69个，分别用平均 CT值法及像素直

方图法对斑块性质进行分析，并作出 ROC曲线，计算曲线下面积。 

结果：脂质斑块的平均 CT值（63±22HU）小于纤维斑块的平均 CT值（90±24HU），差异具统

计学意义（P＜0.05）；但是，二者存在一部分重叠；脂质斑块中≤30HU 的平均像百分比为

18±7%（P＜0.05），而纤维斑块为 6±5%；ROC曲线显示，平均 CT值法区分两种斑块的曲线

下面积为 0.22，（95% C.I. 0.09~0.34 ）；而当阈值为 30HU，截断值为 12.7%时，约登指数

最接近 1，曲线下面积最大达 0.94，（95% C.I. 0.79~1.00），该诊断试验的真实性最好，诊

断斑块性质为脂质斑块的灵敏度为 89.5%(17/19)，特异度为 89.9%(62/69)；阳性预测值为

70.8%(17/24)，符合率达到 89.8%（79/88）。 

结论：通过测量斑块的平均 CT值大小可鉴别纤维斑块和脂质斑块，但存在部分重叠；采用像

素直方图法分析斑块特性，较平均 CT值法，更准确区分脂质斑块及纤维斑块，对易损斑块的

检出具有更大的价值。 

  

 

 
EP-1141 

Clinical Analysis of Functional Stenosis during 

Cardiac Cycle in Anomalous Right Coronary Artery by 

Electrocardiogram-gated 128-Slice Dual-source 

Computed Tomographic Angiography 

 
Zhang Lei 

Shanghai East Hospital 200123 

 

Methods: We retrospectively reviewed 4482 cases of variable chest pain characters 

presented to the outpatient or health screening department who received 

electrocardiogram (ECG)-gated MDCT from 2010 to 2011. A total of 44 cases (0.982%) 

of anomalous right coronary artery arising from the opposite coronary sinu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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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salva were diagnosed. Patients’ clinical presentations such as symptoms and 

ECG changes were correlated with the functional stenosis of the proximal segment 

of the right coronary between the pulmonary artery and aorta during cardiac cycle. 

Results: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mean diameters [mean: 

diastolic phase, SDD=1.98±0.56mm; systolic 

phase, SDS=1.78±0.51mm; P=0.009] and in the relative narrowing ratio of the 

area at the most stenotic portions between the diastole and systole [mean: 

RD=61.89±13.38% (22.39-78.89%); RS=67.65±14.68% (17.36%-82.27%); P=0.01]. The 
relative narrowing ratio of the area of anomalous RCA were not correlated with 

the takeoff angle during the cardiac cycle (rdiastole=-0.275, Pdiastole =0.09; rsystole=-

0.177, Psystole =0.26). During the cardiac cycle,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change of the diameter(ΔD), the relative narrowing ratio of 

the area at the stenotic portion(ΔR) and the takeoff angle(ΔA) during the 

cardiac cycle between the patients with normal and abnormal ECG changes of ST-T 

segments (P=0.935,  P=0.39,  P=0.41). 
Conclusion: ECG-gated MDCT can exactly reveal the anatomy of the ARCA and the 

functional stenosis between the pulmonary artery and aorta during cardiac cycle. 

Evaluation of the proximal structure and functional stenosis of ARCA with an 

interarterial course could be important in a treatment plan. 

 

 
EP-1142 

冠脉非钙化斑块所致管腔狭窄的评价：CTA 与 IVUS 对照研究 

 
张蕾 

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 200123 

 

目的：探究双源 CT冠状动脉成像对非钙化斑块造成的冠脉狭窄的定量诊断价值，以期更好的

对冠心病做出诊断，减少不必要的有创检查，为临床上冠心病的诊断及治疗方案的选择提供指

导性意见。 

方法：选取 2012年 1月至 2014年 12月在 30天时间内同时在我院做过血管内超声（IVUS）及

双源 CT冠脉成像疑为冠心病或已确诊冠心病的住院患者 58例，筛选出符合条件的非钙化斑块

88个，以 IVUS为参考标准，评价双源 CTA对各项定量指标测量的准确性。 

结果：总体分析发现，最小管腔直径（MLD）、狭窄处血管直径、直径狭窄率、最小管腔面积

（MLA）、狭窄处血管横截面积（CSA）、面积狭窄率、狭窄处血管横截面积狭窄率（CSA%）在

CTA与 IVUS间相关性显著（P<0.05）；其中 CSA及 MLA在两种测量方法中的相关性最高，分

别为（r=0.87；P＜0.05、r=0.84；P＜0.05），差值均接近零，分别为-0.61，-0.18；MLD、

面积狭窄率在两种测量方法中有着良好相关性，分别为（r=0.82；P＜0.05、r=0.80；P＜

0.05）；重建指数（RI）在两种测量方法中的相关性较好，为 r=0.62；P＜0.05。 

分析发现，轻度狭窄组中直径狭窄率、面积狭窄率、CSA%在 CTA与 IVUS间的相关性不显著

（P>0.05）；中度、重度狭窄组中 CSA%在 CTA与 IVUS间相关性不显著（P>0.05）；直径狭窄

率在重度狭窄组中相关性最高，为 r=0.71；P＜0.05；面积狭窄率在中度狭窄组中最高，为

r=0.67；P＜0.05； 

结论：双源 CTA对冠脉狭窄的定量诊断具有较高的价值，可以较准确的对冠脉狭窄程度做出评

价，一定程度上可以替代 IVUS作为冠心病的无创性常规检查方法。冠脉 CTA检查结果可靠性

受部分容积效应影响，三维自动测量软件的应用，在确保诊断准确性的前提下更加客观、简

便，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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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143 

Propylthiouracil-Induced Vasculitis With Alveolar 

Hemorrhage Confirmed by Clinical, Laboratory, 

Computed Tomography, and Bronchoscopy Findings: A 

Case Report and Literature Review 

 
chen bo 

Shanghai East Hospital 200120 

 

 

Case Presentation: A 43-year-old woman with Graves’ disease developed pulmonary 

vasculitis and diffuse alveolar hemorrhage (DAH) associated with ANCA against 

myeloperoxidase and proteinase-3 that was confirmed by computed tomography (CT) 

and bronchoscopy and treated with PTU. The symptoms and signs of alveolar 

hemorrhage were rapidly resolved after PTU withdrawal and treatment with 

corticosteroids. After 6 months of follow-up, the patient maintained complete 

ANCA-negative clinical remission status, as confirmed by normal CT and 

bronchoscopy findings. To our knowledge, this is the first documented case of 

bronchoscopic comparison of PTU-induced DAH before and after steroid treatment. 

Conclusions: Patients treated with PTU should be closely monitored and followed up, 

even if the drug has been used for several years. When patients develop 

progressive dyspnea with alveolar opacities on chest imaging that cannot be 

explained otherwise, alveolar hemorrhage should be an important differential 

diagnosis while investigating the case. Early diagnosis and prompt discontinuation 

of the PTU treatment are essential for improving patient outcomes. 

 

 
EP-1144 

拉萨市多层螺旋 CT 肺动脉造影对肺动脉栓塞的临床价值分析 

 
沈亚,史建玲,刘海鹏,银武 

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 850000 

 

 

目的 探讨拉萨市多排螺旋 CT肺动脉造影（MSCTPA）检查对肺动脉栓塞（PE）诊

断临床价值及危险因素分析。方法 选择本院 2013 年 9月至 2016年 5月确诊为 PE

的藏族患者 72例，回顾性分析肺动脉栓塞在高原独立的危险因素，采用卡方检验

分析 PE 患者肺动脉血管受累情况。结果 72例 PE 患者中 41.7%伴肺动脉高压、

31.6%伴下肢深静脉血栓(DVT)、23.6%伴高血压、13.9%伴肺源性心脏病、6.9%伴慢

性高原红细胞增多症(HAPC)、4.2%伴高原性心脏病及 2.8%伴混合型心脏病等危险

因素。MSCTPA 常见影像学征象为肺动脉栓子 100%，伴肺梗死 27.8%，肺动脉高压

41.7%，心影增大 19.4%。结论 MSCT 具有无创、快速的特点，能通过直接观察肺

动脉栓子的形态、栓塞部位及间接观察心脏、肺动脉等结构变化确诊 PE，是明确

诊断高原地区肺动脉栓塞的首选检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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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145 

The morphological and func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myocardial bridging using CT in young adults 

 
Ma En Sen,Wang Wu 

China-japan Friendship Hospital 100029 

 

Purpose: To evaluate the morphological and func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myocardial bridging (MB) in young adults. Material and Methods: 768 patients aged 

from 18 to 44 with suspected or documented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are recruited 

in this study. All the patients are undergoing 256-slice CT angiography(CTA). The 

imaging data were reviewed by two independent radiologists, the diagnosis of MB 

was confirmed when consistency was obtained. The length and thickness of MB are 

described, and the diameter changes of mural coronary artery (MCA) from diastole 

to systole phase were recorded. Results: Among the 768 patients, 240 MB were found 

in 211 patients (27.5%). 191 MB (79.6%) were located in left anterior descending 

artery(LAD2), 29 (12.1%) in the obtuse marginal branch, the remaining 20 (8.3%) in 

the first diagonal artery. The MCA in LAD2 have smaller diameter in systole phase 

than that in diastole phase and 32% of MCA have diameter stenosis more than 25% in 

systole phase.Conclusions: The morphological and functional characteristics 

changes of MB in young adults could be determined to some extent by 256-slice 

  

 

 
EP-1146 

青年心肌桥与中老年心肌桥的 CT 功能形态学特征比较 

 
马恩森,王武 

中日友好医院 100029 

 

目的：利用 256层螺旋 CT冠状动脉成像比较青年心肌桥与老年心肌桥 (myocardial 

bridging，MB)的功能形态学特征差异。方法：自 2014年 6月至 2016年 2月来我院因怀疑冠

心病进行冠状动脉成像被确诊为 MB的青年患者 211例（男，132例；女性，79例；年龄 18-

44岁）和老年患者 131例（男，78例；女性，53例，年龄 45-82岁）。由两位有经验的放射

科医师独立分析患者的影像资料，当两者意见取得一致时，MB的诊断成立。比较 MB的分布以

及其在收缩期及舒张期的变化情况，同时对肌桥近段斑块发生率进行比较。结果： 211 例青

年患者存在 240段 MB，其中 191(79.6%)段 MB位于 LAD中段。131例老年患者存在 150段 MB，

其中 99 (66.0%)段 MB位于 LAD中段。青年 MB和老年 MB的平均长度和厚度无明显差别分别

（P值均<0.01，17.6±5.7mmVS 19.0±4.7mm，2.7±0.7mmVS 1.9±0.6mm）。青年 MB中有 32

％的壁内血管在心脏收缩期管径狭窄达到 25％以上，而老年 MB有 41%的壁冠状动脉在心脏收

缩期管径狭窄达到 50%以上。肌桥近段斑块发生率在青年和老年 MB分别为 9.4%和 25.5%。结

论：CTA发现老年 MB较青年 MB收缩期狭窄程度重，且肌桥近段斑块发生率高，有助于预防心

脏不良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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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147 

320 排容积 CT 冠脉造影在冠心病诊断中的应用 

 
刘璐

1
,余永强

2
 

1.安徽省 淮北市 淮北矿工总医院 

2.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摘要] 目的 :探讨 320排容积 CT诊断冠心病的准确性。方法 :95例病人在行冠脉 CTA 造影

后两周内行 CCA检查,以 CCA 为金标准，判断冠脉 CTA诊断冠状动脉狭窄≥50%及≥75%的敏感

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及准确度。在所有 1374个冠脉节段中，CTA显示≥50%

狭窄的节段共 81段；CCA显示 100段，诊断的敏感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分

别为 86%、98%、71%、99%，准确度为 97%；CTA显示≥75%狭窄的节段共 199段；CCA显示 203

段，诊断的敏感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分别为 92%、99%、93%、99%，准确度

为 98%。结论：320排容积 CTA诊断冠心病受心率影响小，诊断准确度高，可以作为冠心病的

筛选检查。 

 

 
EP-1148 

屏气和自由呼吸 256 排 CT 冠状动脉成像的图像质量 

和辐射剂量比较 

 
袁知东,成官迅,冯飞,石桥,张重明 

北京大学深圳医院 518036 

 

比较屏气和自由呼吸状态下 256排 CT（GE Revolution）冠状动脉成像的图像质量和辐射剂

量，探讨呼吸控制在 256排 CT冠状动脉成像时的必要性。 

方法：将 108例行 256排 CT冠状动脉成像的患者根据屏气状况将分为两组：屏气组和自由呼

吸组，每组各 54例。采用自动 kV和智能 mA技术。记录两组患者的辐射剂量指标（扫描范

围、CTDIvol、DLP）、基础心率和屏气后心率变化范围（CTA扫描前和扫描时），图像质量分

五级采用双盲法评分。计数资料采用成组设计的 X2检验，计量资料采用成组设计的 t 检验，

Ｐ＜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屏气组的扫描范围平均 12.74cm；CTDIvol平均 14.6±3.85mGy； DLP平均

126.67±21.35 mGy·cm。自由呼吸组的扫描范围平均 14.96cm；CTDIvol平均

18.3±5.62mGy； DLP平均 166.87±29.47 mGy·cm。屏气组的扫描范围、CTDIvol、DLP 分别

较自由呼吸组降低 14.8%、20.2%、24.1%。 屏气组基础心率心率小于 65次 24例，心率 66次

到 80次 30例，屏气后 48例患者心率下降，心率小于 65次 32例，心率 66次到 80次 22例，

平均下降 10.64±7.85 次。自由呼吸组基础心率心率小于 65次 22例，心率 66次到 80次 32

例，CTA扫描时心率小于 65 次 20例，心率 66次到 80次 34例，平均升高 5.22±4.13 次。屏

气组的图像质量评分为 4.21±0.36，自由呼吸组的为 3.85±0.57。 

结论：256排 CT冠状动脉成像在自由呼吸状态下图像可以达到诊断要求，但采用屏气的方式

可以缩小扫描范围并在心率慢而稳定的时间区间内完成扫描，可明显降低辐射剂量同时提高图

像质量。因此 256排 CT冠状动脉成像还是尽可能的在屏气状态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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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149 

能谱 CT 在评估肺癌药物治疗情况方面的作用 

 
姜雨薇,周诚, 郭锬 

北京医院 100730 

 

目的：研究能谱 CT对于肺癌药物治疗方面疗效的评价作用。 

方法：回顾分析 41例病理证实为肺癌的患者，患者均行药物治疗未行手术切除，治疗前后进

行两次能谱 CT扫描，根据病灶前后大小变化进行分组，分别为病灶增大组、病灶缩小组以及

病灶无变化组，分别测定病灶动静脉期碘含量以及原子序数、纵隔窗病灶周围约 1cm范围肺组

织的碘含量，采用配对 T检验比较治疗前后上述测量值的变化情况。 

结果：41例肺癌患者中，病灶增大组有 12例，病灶缩小组有 13例，病灶无变化组有 16例。

病灶增大组动脉期碘含量治疗前后平均值分别为 19.06、22.09（P<0.05），静脉期碘含量治

疗前后平均值分别为 19.95、21.03（P>0.05）；病灶缩小组动脉期碘含量治疗前后平均值分

别为 15.71、12.19（P<0.05），静脉期碘含量治疗前后平均值分别为 15.75、13.40

（P>0.05）；病灶无变化组动脉期碘含量治疗前后平均值分别为 16.00、16.07（P>0.05），

静脉期碘含量治疗前后平均值分别为 16.03、15.53（P>0.05），如表 1；而原子序数在治疗前

后动静脉期均无明显变化（P>0.05）。病变周围约 1cm范围的肺组织碘含量治疗前后动静脉期

无明显变化（P>0.05）。 

结论：研究发现病变碘含量变化与病变大小变化相符合，可以一定程度反映肺癌的治疗情况，

尤其在动脉期变化较为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而原子序数与病变周围 1cm肺组织的碘含量治疗

前后变化不明显，二者对于肺癌药物治疗疗效的评估作用需进一步研究。能谱 CT在评价肺癌

药物治疗方面具有一定的作用与优势。 

                                                 表 1.病

变治疗前后碘含量 

 
 

 
EP-1150 

冠状动脉 CTA 错层的原因分析和对策 

 
袁知东,冯飞,成官迅,曾建奇,范秀松 

北京大学深圳医院 518036 

 

目的：回顾性分析冠状动脉 CTA错层的表现，找寻和总结错层原因，制定出减轻和避免错层出

现的扫描方案，提高冠状动脉 CTA的图像质量和诊断准确性。 

方法：回顾性分析 1450例冠状动脉 CTA检查， 其中 232例出现不同程度错层，将错层病例进

行原因分析归类，将错层的程度分为重度（错层大于 3mm或血管完全错开，不能用于诊断，需

要重新扫描）、中度（错层大于 1mm小于 3mm不需要重新扫描）和轻度（错层小于 1mm）。冠

状动脉 CTA错层的主要原因分为投影几何学错层、呼吸错层、心律不齐错层、血管强化不均匀

错层。  

结果：232例错层病例中投影几何学错层 46例，全部为轻度错层；呼吸错层 142例，其中重

度错层 29例，中度错层 53 例，轻度错层 61例；心律不齐错层 36例，其中重度错层 19例，

中度错层 6例，轻度错层 11例；血管强化不均匀错层 8 例，全部为轻度错层。 29例重度呼

吸错层中 12例冠脉起始水平段错层经心电编辑后错层移出冠脉位置，图像能满足诊断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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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律不齐错层 36例，经心电编辑后 25例中重度伪影减轻，其中 20例变为轻度伪影，其余 16

例伪影消失。 

结论：冠状动脉 CTA三维成像时要求图像层面的空间是连续的，但由于心电门控和冠脉成像时

相的原因，图像采集时间却并不连续，通常在几个心动周期的图像扫描过程中出现多次的时间

跳跃，此期间患者的呼吸和心率变化都会引起空间的不连续而出现错层。超宽探测器 CT 的

one beat扫描和大螺距 Flash 模式扫描可完全避免冠状动脉 CTA错层的发生，对于一个心电

周期内不能完成的冠状动脉 CTA，严格的呼吸控制、绝对值重建、心电编辑、对比剂平台期完

成扫描可避免或减轻错层的发生。对于投影几何学错层，CT厂商开发的软件（如 GE的

Cardiac Fliter和 IBR，Siemens 的 quick75ms重建等）也可以抑制错层发生。 

  

 

 
EP-1151 

能谱 CT 碘基物质分析不同 Ki67 表达的 

非小细胞肺癌治疗情况的初步研究 

 
姜雨薇,周诚,郭锬 

北京医院 100730 

 

目的：研究用能谱 CT碘基物质分析不同 Ki67表达的非小细胞肺癌的药物治疗效果 

方法：回顾分析 21例病理证实为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所有患者均行药物治疗未经手术切除，

且有治疗前免疫组化 Ki67结果，并曾行治疗前后两次能谱 CT扫描。根据 Ki67值进行分组，

分别为 Ki67<20%、20%≤Ki67≤50%、Ki67>50%三组，分别测定病变治疗前后两次能谱 CT扫描

动脉期病变的碘含量，计算治疗前后碘含量差值的绝对值，采用非参数检验，并计算每组差值

的平均数±标准差、5%修整的平均值、变异系数及中位数。 

结果：21例患者 Ki67<20%有 5例，20%≤Ki67≤50%为 8 例，Ki67>50%为 8例，计算治疗前后

动脉期碘含量差值绝对值的平均数±标准差分别为 2.07±1.37、3.67±2.83、4.47±4.67，

5%修整的平均值分别为 2.06、3.58、4.24，变异系数分别为 1.89、8.03、21.84，中位数分别

为 1.85、3.52、2.97，如图 1（P>0.05）。 

结论：Ki67值越高非小细胞肺癌药物治疗前后病变碘含量变化越明显，Ki67值越高非小细胞

肺癌病变内部血供变化情况对于药物治疗越敏感，病变碘含量可以一定程度反映不同 Ki67的

非小细胞肺癌药物治疗后的疗效，但仍需要大样本进一步研究证实。 

 

 

 
EP-1152 

胸部低剂量螺旋 CT 在健康人群体检中的应用研究 

 
徐岩

1
,何欣

2
,杨正汉

1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2.北京妇产医院 

 

目的：评价胸部低剂量螺旋 CT在健康人群体检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选择 2016年 9月至 2017年 5月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进行查体，年龄在

40岁以上无症状的体检者 1299人，接受低剂量螺旋 CT扫描，扫描方案、诊断及随访标准参

照 I-ELCAP。将筛查人群分成高风险组和低风险组（低风险组：无吸烟或少量吸烟史或其他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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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的危险因素；高风险组：吸烟史或其他已知的危险因素），所有实性/亚实性结节≥5mm 判

断为阳性结节，给出随诊建议及进一步检查方法；并记录 LDCT检出的其他疾病。 

结果：筛查人群 LDCT的有效辐射剂量为 0.678mSv（0.325-1.898mSv）。高风险组和低风险组

LDCT肺结节检查阳性率为 29.2%(109/373))和 16.4%(152/926)。共检出经手术病理证实肺癌

13例，其中早期腺癌 10例（纯磨玻璃密度结节 7例，混合磨玻璃密度结节 3例），肿瘤直径

0.6-2.8cm。两组肺癌检出率无统计学差异(P=0.067)。LDCT 检出冠状动脉钙化 207例、肺气

肿 163例、胸膜增厚 298例、乳腺结节 19例、肝脏异常病变 252例、甲状腺异常 52例、心包

积液 8例、胸腔积液 1例。 

结论：LDCT在健康人群体检中肺癌检出率为 1.0%，早期肺癌检出率为 76.9%，并可以检出冠

状动脉钙化、肺气肿等疾病，可以给与患者及时诊治。 

  

 

 
EP-1153 

主动脉瓣置换术后继发夹层的 CT 影像分析 

 
孙桂芳,刘斌,刘慧,刘波,胡健 

昆明市延安医院 650051 

 

【摘要】目的：分析 CT对主动脉瓣置换术后继发夹层的影像表现。提高对该病的认识，指导

临床手术方式的选择。方法：搜集 2012年 5月-2017年 7月 8例主动脉瓣置换术后再发主动

脉夹层的临床及影像资料； 6例为单纯 AVR术后，1例为 AVR+冠脉搭桥术后，1例为主动脉瓣

+二尖瓣置换术后；继发夹层时间长短不一，最短术后 4 月，最长间隔 22年。采用双源 CT进

行门控心脏大血管扫描。选择最佳时相进行图像后处理；观察人工主动脉瓣位置、形态；评价

主动脉有无撕裂，破口的位置及远端血管受侵犯情况；判断升主动脉扩张程度，测量升主动脉

径线、主动脉弓及降主动脉径线；评价主动脉弓上分叉血管受累情况。 结果： 7例为

Standford A型夹层，1例为 Standford B型夹层；8例均出现升主动脉不同程度扩张，扩张

严重处内径达 8.9cm；1例夹层近段累及左、右冠状动脉开口；3例主动脉弓上三分叉血管不

同程度受累；4例腹腔血管不同程度受累。1例术前诊断主动脉重度关闭不全，升主动脉内径

约 4cm；行单纯 AVR术；术后 5月复查 CT主动脉人工瓣膜形态失常，升主动脉扩张，最大径

约 4.7cm，局部内膜撕裂。1例术前 CT主动脉瓣重度关闭不全并升主动脉扩张，内径约

4.6cm；前降支近段重度狭窄；行 AVR+CABG术后 4月患者感胸闷行 CT复查；主动脉夹层

Standford A型，升主动脉扩张，内径约 5.3cm；破口紧邻搭桥血管吻合口处。结论：主动脉

瓣置换术后继发主动脉夹层重在预防；升主动脉扩张大于 4cm应积极行升主动脉置换，对于主

动脉弓受累者应进一步行相关处理。术前 CTA应该规范化测量和评估血管情况；测量主动脉瓣

环径、主动脉窦部径、窦管交界径；主动脉弓部测量包括主动脉弓前径、主动脉弓径、主动脉

弓后径；从而指导临床选择更加合理的手术方式，进而减少主动脉瓣置换术后继发夹层的发

生，提高手术效果的同时，减少患者经济负担，挽救更多患者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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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154 

Discrepant findings of computed tomography 

quantification of minimal lumen area of coronary 

artery stenosis: correlation with intravascular 

ultrasound 

 
Mengmeng Yu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Affiliated Sixth People's Hospital 200233 

 

 

  

Purpose 

To study the diagnostic performance of 

computed  tomography (CT) quantification of minimal lumen area (MLA) based 

on multiple factors (image quality, calcification and lesion locations), with 

reference to intravascular ultrasound (IVUS). 

Methods 

Consecutive clinically ordered patients were prosp-ectively enrolled in our study. 

CT quantification of MLA was manually measured on cross-sectional view and 

further compared with IVUS findings. A significant lesion was defined as ≤6 mm2 

MLA for the left mai(LM) coronary artery and a ≤4 mm2 MLA for other epicardial 

vessels. 

Results 

Non-calcified lesions had good correlation between CT and IVUS (r=0.96) and the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 (PPV) and negative predictive 

value (NPV) were 85% (51/60), 93.94% (31/33), 96.23% (51/53) and 77.5% (31/40) 

respectively. Decreased correlation (r=0.814) lower specificity (23.81% (5/21)) 

and 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 (60.98% (25/41)) were observed in calcified subgroup. 

Artifact-absent lesions demonstrated excellent correlation (r=0.967) and the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PPV and NPV were 96% (48/50), 93.94% (31/33), 96% (48/50) 

and 93.94% (31/33) respectively. Impaired correlation (r=0.584) was noted in 

artifact-present lesions and the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PPV and NPV were 80% 

(28/35), 23.81% (5/21), 63.64% (28/44) and 41.67% (5/12) respectively. Excellent 

correlation between CT and IVUS was noted in proximal epicardial vessels (r=0.908) 

and the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PPV and NPV were 92.31% (36/39), 78.13% (25/32), 

83.72% (36/43) and 89.29% (25/28) respectively. Middle right coronary 

artery lesions showed non-significant correlation (r=0.54, p=0.055). 

Conclusions 

1)CT quantification of MLA can only be accurately achieved in non-calcified 

lesions with 

absence of artifact. 2)Diagnostic performance is impaired in calcified le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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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155 

CT 肺密度测定在不同期别煤工尘肺患者肺功能评价中的应用

价值 

 
翟晓力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100020 

 

目的 

本研究旨在分析不同期别煤工尘肺 CT肺密度测量与肺功能检查的相关性，探讨 CT肺密度测量

在评价煤工尘肺患者肺功能损害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将我院自 2017年 1月至 7月间收治的不同期别的煤工尘肺患者 198例为研究对象，均采用多

层螺旋 CT机进行深吸气末、深呼气末的全肺扫描。按扫描层数将全肺分为上、中、下 3个肺

区。利用西门子工作站 Pulmo 3D 软件,分别测量和计算出不同期别煤工尘肺患者深吸气末及

深呼气末上、中、下肺区及全肺的各密度指标:深吸气末密度(Din)、深呼气末密度(Dex)、密

度差(Dex–Din)、密度比(Dex/Din)、密度变化百分比(Din–Dex)/Din。所有患者均在 CT检查

前后 3 d内完成肺功能检测(PFT), 肺功能检查指标包括第一秒用力呼气容积（FEV1），第一

秒用力呼气容积预计值百分比（, FEV1％），用力肺活量（,FVC），FEV1 / FVC比值，特异

性气道阻力（sRaw）和 比弥散量（DLCO/ VA）。每次 CT检查包括吸气末和呼气末双相扫描。

测量患者 EI, AT, MLD和 TLV。对不同期别煤工尘肺患者的 CT密度测量参数和肺功能参数之

间的相关性进行评价，并对 EI和 AT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结果：煤工尘肺患者的 CT密度测量指标和肺功能参数之间具有相关性。AT与肺功能检查指标

的相关性最高，而呼气相 MLD和 TLV与肺功能检查指标的相关性较吸气相 MLD和 TLV相关性

高。EI的主要决定因素为 FEV1/FVC，AT的主要决定因素为 FEV1/FVC，FEV1%预计值，RV/TLC

和 DLCO /VA多个肺功能指标。  

结论 CT扫描能便捷、准确地获得评价不同期别煤工尘肺患者肺功能的密度指标,与 FEV1%和

FEV1/FVC两项肺功能指标相关性良好,可用于评估煤工尘肺患者的肺功能状况,有较高的临床

应用价值。 

  

 

 
EP-1156 

Evaluation of collateral channel classification by 

computed tomography: the feasibility study with 

reference to invasive coronary angiography 

 
Mengmeng Yu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Affiliated Sixth People’s Hospital 200233 

 

Purpose 

To study the feasibility of evaluation of collateral channel (CC) classification 

in patients with coronary chronic total occlusion (CTO) by coronary computed 

tomography angiography (CTA) with reference to invasive coronary angiography(ICA) 

validation.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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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retrospectively included CTO-confirmed patients who underwent both coronary CTA 

and ICA within one month. Collaterals were classified by coronary CTA into three 

types: CC0, no continuous connection between donor and recipient vessel; CC1, 

continuous thread-like connection; CC2, continuous, small sidebranch-like 

connection. With comparison to ICA results, the diagnostic performance of CTA-

based CC classification was further assessed. 

Results 

One hundred and eighteen patients with 132 ICA-confirmed CTO lesions were included. 

Compared to ICA-based evaluation, good overall diagnostic accuracy of CT-based CC 

classification was observed (78%, 103/132, kappa=0.674, p<0.001). Coronary CTA was 

also revealed to be accurate in terms of assessment of collateral tortuosity 

(76.2%, 77/101) and identification of principal donor vessel (70.3%, 71/101). 

Impaired diagnostic performance was observed in sub-group of septal collaterals as 

the accuracy for evaluation of the above parameters was 60.6% (20/33), 72.7% 

(24/33) and 45.5% (15/33)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Non-invasive evaluation of CC classification by coronary CTA correlates well with 

ICA findings. In addition, the septal collaterals are much less visible at 

coronary CTA than epicardial collaterals. 

  

 

 
EP-1157 

Assessment of myocardial bridge by cardiac CT: 

intracoronary transluminal attenuation gradient 

derived from diastolic phase predicts significant 

systolic compression 

 
Mengmeng Yu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Affiliated Sixth People’s Hospital 200233 

 

Purpose 

To study the predictive value of transluminal attenuation gradient (TAG) derived 

from diastolic phase of coronary computed tomography angiography (CCTA) for 

identifying systolic compression of myocardial bridge (MB). 

Methods 

Consecutive patients with MB (confirmed by CCTA) without obstructive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were retrospectively enrolled. Patients were classified, on the 

basis of their CCTA findings, into three groups: those without systolic 

compression, those with systolic compression <50%, and those with systolic 

compression ≥50%. TAG was defined as the linear regression coefficient between 

intraluminal attenuation in Hounsfield units (HU) and length from the vessel 

ostium. Other indices such as the length and depth of the MB were also recorded, 

and compared among the groups.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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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otal, 143 patients with 144 MBs were included. TAG was the lowest in MB 

patients with systolic compression ≥50% (−19.9 ± 8.7 HU/10 mm), followed by 

those with systolic compression <50% (−14.0 ± 4.8 HU/10 mm), and those without 

systolic compression (−9.6 ± 6.2 HU/10 mm, p < 0.001). ROC curve analysis 

determined the optimal optimal cutoff value of TAG as −18.8 HU/10 mm (area under 

curve = 0.778, p < 0.001), which yielded higher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 negative predictive value, and diagnostic accuracy (54.1%, 

90.4%，80.5%, 72.8%, and 75%) over the other two parameters. 

Conclusions 

TAG derived from diastolic phase could predict systolic compression of MB. In 

addition, with a cutoff value of −18.8 HU/10 mm, TAG was a better predictor of 

significant MB compression, compared to the length or depth of the MB. 

  

 

 
EP-1158 

Coronary stent occlusion: reverse attenuation 

gradient sign observed at computed tomography 

angiography improves diagnostic performance 

 
Mengmeng Yu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Affiliated Sixth People’s Hospital 200233 

 

Purpose 

To evaluate the incidence and diagnostic performance 

of reverse attenuation gradient(RAG) sign in patients with coronary stent 

occlusion. 

Methods 

We retrospectively included patients with suspected restenosis who underwent both 

coronary computed tomography angiography(CCTA) and invasive coronary 

angiography (ICA) within 2 weeks. Stent occlusion at CCTA was defined as (1) 

complete contrast filling defect of large calibre stents (at least 3 mm), or (2) 

presence of RAG sign in patients with small calibre stents (less than 3 mm) or (3) 

presence of RAG sign in patients with non-diagnostic image quality of stents. 

The diagnostic performance of RAG sign was further assessed by comparison to ICA 

results. 

Results 

A total of 162 patients with 231 implanted stents were included. ICA 

confirmed stent occlusion in 59 patients (99 stents). RAG sign was present in 

59.3% (35/59) of all stent occlusions. As shown by patient-based analysis, the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 (PPV) and negative predictive 

value (NPV) of our diagnostic criteria for detection of stent occlusion were 

79.7% (47/59), 100% (103/103), 100% (47/47) and 89.6% (103/115) respectively. 

Superior diagnostic performance was confirmed by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analysis with an area under the curve of 0.898 

Conclu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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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G sign observed at CCTA in patients with coronary stenting 

represents reverse collateral flow distal to stents and is highly specific to 

indicate stent occlusion. 

 

 
EP-1159 

CT features in the early and late stages of chronic 

total coronary occlusions 

 
Mengmeng Yu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Affiliated Sixth People’s Hospital 200233 

 

Purpose 

To investigate the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early and late stage of 

coronary chronic total occlusion (CTO) observed by coronary computed tomography 

angiography (coronary CTA). 

Methods 

W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patients who underwent coronary CTA and invasive 

coronary angiography and had at least one CTO with known duration. The following 

parameters were obtained in coronary CTA: calcification of occluded segment; stump 

morphology; lesion length; remodeling index; presence of intra-occlusion linear 

contrast enhancement and density of non-calcified CTO components. CT parameters 

were compared between early (duration≤12 months) and late (duration>12 months) 

stage CTO subgroups. 

Results 

One-hundred and twelve patients with 124 chronically occluded coronary arteries 

were analyzed. Fifty nine patients had early stage CTOs (62 lesions) and 53 

patients had late stage CTOs (62 lesions). Calcification was more severe in late-

stage versus early CTOs (Agatston score: early stage, 27.4 ± 46.7 vs. late stage, 

58.3 ± 112.4; p ¼ 0.049). Remodeling index was lower in late-stage CTOs (early 

stage, 0.96 ± 0.2 vs. late stage, 0.88 ± 0.22; p ¼ 0.034). In patients with late 

stage CTO, the presence of intra-occlusion linear enhancement was more likely 

(45.2% vs 14.5%, p < 0.001), and the density of noncalcified component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85.4 ± 27.2 HU vs. 65.7 ± 30.1 HU, p < 0.001). Stump 

morphology was not differen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Conclusions 

Coronary CTA reveals differences between chronic total coronary occlusions of 

longer and shorter duration. A long duration is associated with focal 

calcification and negative remodeling, as well as intra-occlusion enhancement and 

a higher density of non-calcified components.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1184 

 

EP-1160 

Incidence and classification of neointimal 

proliferation and instent restenosis in post-stenting 

patients at 1-year interval: findings from non-

invasive coronary computed tomography angiography 

 
Mengmeng Yu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Affiliated Sixth People’s Hospital 200233 

 

Purpose 

To evaluate the incidence of coronary in-stent restenosis (ISR) and neointimal 

proliferation by coronary CT angiography (CCTA) at 1-year follow-up in 

asymptomatic patients. 

Methods 

234 patients (mean age: 67 ± 10.2 years, range 39-88 years, 180 males and 54 

females) with 379 stents were prospectively enrolled in this study. Binary ISR was 

classified by CCTA into 4 types using Mehran 

classification. Neointimal proliferation was similarly classified into focal 

and diffuse types. All patients with CCTA-revealed ISR or neointimal 

proliferation underwent further invasive coronary angiography (ICA) for 

validation. Fisher's exact test was used for comparsion. 

Results 

ICA revealed patent stents with neointimal proliferation in 39 patients (16.7%, 

39/234) and binary ISR in 23 patients (9.8%, 23/234). Lesion-based analysis showed 

12 type I ISR lesions, 4 type II ISR lesions, 1 type III ISR lesion and 7 type IV 

ISR lesions. Among cases with neointimal proliferation, 27 lesions were 

classified as focal type whereas 13 lesions were classified as diffuse 

type. Patients with diabetes mellitus were associated with higher incidence of 

CCTA-revealed neointimal proliferation (21/77 vs. 18/157, p=0.002) as well as ISR 

(12/77 vs. 11/157, p=0.038), compared to patients without diabetes. CCTA was found 

to have good diagnostic performance for neointimal proliferation and ISR 

detection as well as classification, with an overall accuracy of 84.4% (54/64). 

Conclusions 

Silent ISR as well as neointimal proliferation is not uncommon findings in 

asymptomatic post-stenting patients at 1-year interval, as revealed by CCTA. 

Patients with diabetes are prone to have 

higher incidence of neointimal prolif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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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161 

Correlation between Pat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Computed Tomography Findings of Pulmonary 

Cryptococcosis in the HIV-negative  patients 

 
Zhu Dan,Tao Xiaofeng 

Ninth People's Hospital Affiliated to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of Medicine 200011 

 

Objective.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review HIV-negative patients with 

pulmonary cryptococcosis to analyze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pat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computed tomography (CT) findings. 

Methods. W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clinical, pathological, and CT 

characteristics of pulmonary cryptococcosis in the 12 HIV-negative patients 

diagnosed at our hosptial. Necessary statistical tests for differences in CT 

finding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were performed. 

Results. All the patients were in immunocompetent status and 2 

patients (16.7%) were asymptomatic. The most frequent radiologic abnormalities on 

chest CT scans were one or more nodules (75%), ground-glass attenuation (GGA, 

37.5%), and consolidations (18.8%). Most lesions were located in the lower lung. 

Levels of hemoglobin and platelet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in patients with 

inclusive GGA or consolidation type. On histologic examination, focal areas of 

ground-glass attenuation surrounding or adjacent to nodules were found to 

represent airspace collections of macrophages and proteinaceous fluid. 

Conclusion. If a patient with anemia and thrombocytopenia shows GGA or 

consolidation in the lung, airspace collections of macrophages and proteinaceous 

fluid should be malignant CT appearances. 

 

 

 
EP-1162 

128 层 uCT 低剂量扫描在胸部疾病应用的初步研究 

 
朱玥

1
,常军

2
 

1.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2.无锡市第三人民医院 

 

背景 随着大气污染愈加严重，肺部疾病的发生率增高，以肺癌的来说，自 2002年来发生率

急剧升高，发生率为世界恶性肿瘤第一位。常规胸片对于早期肺癌漏诊率高，而胸部 CT 的辐

射剂量问题一直困扰着患者和医务人员。本文利用 128层螺旋 CT进行胸部常规扫描与低剂量

扫描，通过比较肺内及纵隔内结构在低剂量 CT和传统 CT图像中的显示，得到相关数据进行分

析，旨在确定胸部低剂量 CT在诊断中的准确性。 

材料与方法 于无锡市第三人民医院就诊的 51名病人，均接受 128层螺旋 CT（中国联影，

uCT）常规胸部扫描及低剂量胸部扫描，扫描参数分别为 150mAs、50mAs。图像传输至影像存

储与传输系统（Picture Archiving and Communication System，PACS）后，由两名副主任医

师对图像显示情况进行随机判读。评估纵隔及胸膜的病变指标包括冠状动脉钙化，心包积液，

胸腔积液，胸膜增厚，纵隔内肿物（包括肿大淋巴结）。评估肺内病变指标包括肺气肿、磨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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璃密度、蜂窝状改变、结节（直径小于 10mm）、支气管扩张、肺内占位（径线大于 20mm）。

若病例内出现径线大于 20mm 病灶，测量各组图像上病变噪声，计算信噪比和对比噪声比。 

结果 （1）低剂量胸部 CT扫描辐射剂量大大降低，约为普通扫描方式的 1/3。（2）在肺内病

变中，两名读片专家对两组图像的判读存在差异较小，而针对纵隔内疾病的判读情况差异稍

大。（3）随着扫描剂量的减低，N值呈上升趋势，SNR值和 CNR值均呈下降趋势。 

结论 使用低剂量胸部 CT扫描评估基本胸部情况是可行的，可应用于胸部常规体检。在参数

为 50mAs水平上图像对于病变显示良好，不影响诊断信心，低剂量 CT检查应该被更广泛应

用。 

 

 

EP-1163 

CT 引导下肺门病变的穿刺针吸活检应用分析 

 
曹林德 

桂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541100 

 

【摘要】 目的:探讨 CT引导下肺门病变穿刺针吸活检的成功因素。方法:搜集肺门病变患者资

料 78例,术前必须进行胸部 CT平时、增强；采用 GE-16排及 siemenz  64排 CT引导,5 mm

层厚扫描,20~21 G抽吸针;穿刺时尽可能在胸壁内调整好进针方向,首选经过阻塞性不张、炎

性病变、粘连组织进入病灶,其次穿刺的距离最短,避开坏死组织,识别所取材料的可靠性。所

取材料均进行细胞学、组织学检查，其中 49例部分取材同时进行了 DNA倍体检查。结果:病理

总符合率为 92.71%,误诊 3 例,不能明确诊断 4例,气胸发生率 14.1%，针道出血 15.38%，未发

生严重并发症；DNA倍体检查符合率 93.87%。结论:CT导引下肺门病变针吸活检是在周围型病

变穿刺活检基础上的技术进步,是获得肺门病变病理的又一项有效选择，将所取材料部分用于

DNA倍体检查进一步丰富了诊断信息，提高了肺门病变诊断率。 

  

 

 
EP-1164 

HRCT 对不同类型肺水肿的诊断及影像学比较 

 
赵红,郑穗生,金晶,陈琦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30032 

 

摘要 目的 比较不同类型肺水肿的 HRCT影像学特征性表现，以提高对本病的影像表现的认

识及诊断水平，为临床的诊疗方向提供参考。材料和方法 自 2017年 1月至 2017年 4 月收治

的 32肺水肿患者，进行胸部 CT检查，总结其 CT表现，归纳不同类型肺水肿影像学表现。结

果 心源性肺水肿 16例，输入量过多肺水肿 5例，尿毒症肺水肿 6例，神经源性肺水肿 2

例，分化综合征肺水肿 2例，复张性肺水肿 1例。胸部 CT表现为双肺透亮度降低,上下肺野纹

理均增粗，心源性肺水肿、输入量过多肺水肿及神经源性肺水肿多为急性病程，主要表现为间

质性肺水肿，光滑型小叶间隔增厚，中轴支气管管血管束周围间质增厚，形成类似“袖口征”

改变。尿毒症性肺水肿易形成肺门为中心的实变，即“蝶翼征”，肺泡渗出肺水肿构成磨玻璃

-实变。次级肺小叶内病变具有重力依赖分布趋势，病变整体分布趋势也具有重力依赖趋势，

背侧和下肺密度高于腹侧及上肺。渗出实变边缘模糊。肺水肿伴随征象有双侧少量胸腔积液及

心脏增大，特别是左心增大。结论 CT对诊断肺水肿有明显的优势和价值，其影像学有一定

的特征性，结合临床病史等资料，可以为肺水肿的诊断和治疗提供准确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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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165 

Difference of Airway Morphology Between Cancer 

Patient and Normal People 

 
Shen Cong,Youmin Guo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710061 

 

Purpose: To investigate the difference of airway morphology between contralateral 

side of cancer side of cancer patient and the correspondent side of normal people. 

Methods and Materials: We collected from 2013 to 2016 cancer patients proved by 

pathology, 226 patients were included finally, of them are 77 in right-upper lobe, 

48 right-lower lobe, 56 left-upper lobe, 45 left- lower lobe. At the same period, 

we collected 66 normal people. Wall thickness (WT), lumen diameter(LD), wall 

area(WA), wall area percent(WA%) of the fifth generation of cancer patients and 

the normal people were collected by auto-airway measure tools. Results: For right-

upper lobe cancer, the LD and WA of cancer patients are decreased compared with 

normal people(3.00±0.99 vs 3.51±0.78, p＜0.05;  13.63±4.24 vs 16.38±3.96, p＜
0.05），WA% is increased(0.67±0.09 vs 0.63±0.70, p＜0.05) . For right lower 

cancer, the WT and WA of cancer patients are decreased compared with normal 

people(0.86±0.14 vs 0.93±0.16, p＜0.05; 11.64±3.23 vs 14.93±4.92, p＜0.05）. 

For left upper cancer, the WT and WA% of cancer patients are decreased compared 

with normal people(1.07±0.16 vs 1.22±0.14, p＜0.05; 0.63±0.09 vs 0.72±0.06, p
＜0.05），LD is increased(3.54±1.28 vs 2.80±0.79, p＜0.05) . For left lower 

cancer, the WT , LD and WA of cancer patients are decreased compared with normal 

people(0.87±0.14 vs 0.96±0.15, p＜0.05; 3.58±0.88 vs 5.12±1.50, p＜0.05; 

11.55±4.68 vs 18.47±5.48, p＜0.05), WA% is increased(0.58±0.07 vs 0.48±0.09, p
＜0.05). Conclusions: The airway morphology of contralateral side of cancer side 

i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e correspondent side of normal people. 

 

 
EP-1166 

探讨双能量 CT 动态增强扫描在肺部侵袭性曲霉菌病诊断、鉴

别诊断及疗效评价中的应用价值 

 
袁怀平,朱赤,阚宏 

安徽医科大学附属阜阳医院 236000 

 

目的：探讨双能量 CT动态增强扫描在肺部侵袭性曲霉菌病诊断、鉴别诊断及疗效评价中的应

用价值。方法：共入组患者 13例，其中观察实验组：8 例拟诊 IFA患者，对照组：病理及临

床确诊肺部淋巴瘤 3例，肺部 Wegener's 肉芽肿 2例。所有 IFA患者按照 2008 EORTC/MSG 

IFD诊断标准 及 2014中国血液病患者 IFD诊疗指南。采用 Somatom Definition Flash 

dual-source CT扫描。扫描层面选择呼吸动度较小的上肺野且结节较多的层面，纵向范围约

3cm。增强扫描为双能量扫描模式，增强对比剂以 5．0 ml／s流率注入，从开始注入造影剂延

迟 6S开始扫描，以后每隔 6s重复扫描一次，每次扫描时间约 1s，一次检查共扫描十次。每

扫描两次嘱患者换气一次。对图像进行后处理，观察病灶区域肺动脉血管，碘剂分布图、病灶

中心碘剂-时间曲线、单能谱曲线。 拟诊 IFA病例在伏立康唑治疗后观察上述指标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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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实验组：8例拟诊为 IFA病例扫描范围内共有结节 105枚。治疗前，105个结节中 34枚

结节内可以见到肺动脉血管截断征象；105个结节治疗前碘剂分布图显示结节中心无碘剂分

布；结节中心单能谱曲线的形态及变化趋势随增强时间的延长无明显变化；结节中心碘剂-时

间曲线治疗前水平很低且波动无规律；对照组：肺部淋巴瘤病灶区域肺动脉血管无截断征象，

所有结节内各期扫描明显均匀分布，碘含量-时间曲线与主动脉波动一致；WG病灶区域肺动脉

无截断征象，结节中心在肺动脉期无碘剂分布；单能谱曲线各期均不同。IPA经伏立康唑治疗

后：具有血管截断征 34个结节内肺动脉血管发生再通；105个结节中心都不同程度出现碘剂

分布；碘剂-时间曲线出现于主动脉一致的波动规律。结论：双能量 CT动态增强扫描可以为肺

部侵袭性曲霉菌病的诊断、鉴别诊断及疗效评价提供一定的依据，帮助指导临床用药。 

  

 

 
EP-1167 

回顾性分析血液病粒缺状态下侵袭性肺曲霉菌病的 CT 征象动

态变化与临床关系 

 
袁怀平,朱赤,阚宏 

安徽医科大学附属阜阳医院 236000 

 

目的：分析血液病粒缺状态下侵袭性肺曲霉菌病（invasive pulmonary aspergillosis, 

IPA）的 CT征象动态变化与临床联系，探讨 IFA的 CT征象动态变化在临床诊治过程中的意

义。方法：回顾性分析 136 例血液病粒缺状态下临床诊断（n=89）或确诊（n=47）为 IPA 患者

的 CT征象及临床诊治过程，全部病例均按照 2008 EORTC/MSG IFD诊断标准 及 2014中国血

液病患者 IFD诊疗指南达到临床诊断并按指南推荐方案进行治疗，在诊治过程中均行 2次以上

胸部 CT检查。  

结果：136例患者的 IFD特异性 CT征象情况。纳入分析的 136名患者中 127例检出大结节，

占患者总数的 93.4%。检出大结节的患者中，5例（3.9%）为单发大结节,122例（96.1%）为

多发大结节，106例（83.5%）出现晕征，68例（53.5%）出现空洞。检出空洞的患者中 10例

（14.7%）出现网状分隔，17例（25.0%）出现空气半月征。共发现大结节 1208处，其中 5处

（0.4%）为单发，1203处（99.6%）为多发。伴随大结节出现的晕征 445处（占大结节

36.8%），大结节内出现空洞 164处（占大结节 13.6%）。空洞内发现网状分隔 10处（占空洞

6.1%），空气半月征 52处（占空洞 31.7%）。136名患者中，75人（55.1%）出现胸膜下楔形

影，其中 43人（57.3%）有同侧胸腔积液。共发现胸膜下楔形影 152处，同侧胸腔积液 43

处。 

结论：血液病粒缺状态下 IPA的部分 CT征象动态变化与临床诊治过程存在一定相关性。 

  

 

 

EP-1168 

肺栓塞 CTPA 间接征象诊断价值分析 

 
祁闻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30601 

 

目的：评价肺栓塞患者 CTPA 间接征象的诊断价值，提高肺栓塞的诊断率，减少漏诊误诊。方

法：选取了 99例在 2015－2016期间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疑似肺栓塞来做 CTPA检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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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采用了螺旋 CT强化扫描，并进行了 MPR/MIP/VR，通过分析肺栓塞及非肺栓塞病人临床

症状、CTPA间接征象及相关实验结果的发生率，探究肺栓塞病人相关指标的规律性：CTPA间

接征象表现主要从胸腔积液、心包积液、双侧胸膜明显增厚、右心室肥大伴室间隔偏移、肺梗

死、马赛克，实验室检测项目主要是 D-二聚体。结果：对于选取的 99例病人中，肺栓塞患者

中胸腔积液发生率 47.5%、双侧胸膜明显肥厚发生率 15%、肺梗死发生率 11.1%、右心室大伴

室间隔偏移发生率 12.5%、心包积液发生率 5.0%、马赛克症发生率 7.5%、D-二聚体阳性率

100%，非肺栓塞患者的胸腔积液发生率 27.1%、双侧胸膜明显肥厚发生率 16.9%、肺梗死发生

率 0、右心室大伴室间隔偏移发生率 1.6%、心包积液发生率 1.6%、马赛克症发生率 0、肺栓塞

发生率 40%。结论：通过本文研究发现，对于临床症状怀疑肺栓塞来我院做 CTPA的患者中胸

腔积液,肺梗死及右心室肥大伴室间隔偏移，D-二聚体升高的发生率在肺栓塞及非肺栓塞患者

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对于疑似肺栓塞的患者有一定的诊断价值。 

 

 
EP-1169 

Image quality evaluation of monochromatic images 

derived from a dual layer spectral CT in non-contrast 

chest imaging  

 
qin le,Yang Wenjie,Yan Fuhua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Medical School Affiliated Ruijin Hospital 200025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image quality of monochromatic images from 40keV to 

200keV derived from a dual layer spectral CT and to determine the optimal level of 

monochromatic images in non-contrast chest imaging. 

Methods: 120 patients underwent non-contrast chest scan on a dual layer spectral 

CT scanner using 120kVp protocol. Conventional series and monochromatic series (40, 

50, 60, 70, 80, 100, 120, 160, and 200keV) were derived from the raw data. 

Subjective image assessment for both lung and mediastinal structures of relevant 

pathological changes were performed by 2 radiologists using a 5-point scale 

according to structure visualization, noise, artifacts, and diagnostic confidence, 

and compared on conventional and all monochromatic images. The objective image 

noise were also recorded and compared. ANONA and Friedman test were used for 

statistical analysis. 

Results:  37 patients with lung nodules or mass, 21 patients with interstitial 

lung disease, 23 patients with COPD, and other 39 patients without clear lesions 

were investigat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found in subjective scores of 

normal lung structures among all monochromatic and conventional images (p>0.05). 

50, 60, and 70keV exhibited better scores in normal mediastinal structures 

compared to other monochromatic images and conventional images (p<0.05). 

Furthermore, 40keV and 50keV images exhibited higher scores (p<0.05) with better 

detail visualization in lung structure evaluation of certain pathology changes, 

including lung nodule especially ground glass opacity(GGO), and interstitial 

changes such as reticular opacity. All monochromatic images exhibited lower image 

noise compared to conventional images (p<0.01), an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found in images noise among monochromatic images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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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 50keV images with higher scores in both lung and mediastinal 

structures meanwhile exhibited better detail visualization could be the optimal 

monochromatic images for non-contrast chest imaging.  

 

 
EP-1170 

Assesing severity of rheumatoid mitral valve stenosis 

with MRI 

 
Zhang Xiaochun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Southwest Hospital， Thir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400038 

 

PURPOSE: To evaluate whether retrospectively electrocardiographic (ECG)-gate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can quantify severity of pure rheumatoid mitral 

stenosis (PRMS) in comparison to transthoracic echocardiography (TTE). 

MATERIALS AND METHODS: Fifty-three patients with PRMS(29 men, 24 women; mean age, 

49±9) were underwent both MRI and TEE in the present study. Right ventricular 

end-systolic volume (RV-ESV), stroke volume (RV-SV), and ejection fraction (RV-EF), 

cardiac output (RV-CO), wall mass (RV-Mass), and left ventricular end-diastolic 

volume (LV-EDV), transmitralvalvular peak velocity (TMV-PV), transmitralvalvular 

peak gradient (TMV-PG), transmitralvalvular net flow (TMV-NF), LV-Peak filling 

rate (LV-PFR) were measured with dedicated cardiac analysis software on MRI. 

Severity of mitral stenosis was classified by (TMV-PG) with TEE and MRI. 

RESULTS: RVSV, RVEF, RVCO, RVMass, LVEDV, TMV-NF, and LV-PFR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in patients with severe PRMS (n=15) than in patients with moderate (n=21, 

P<0.001) and mild PRMS (n=17) (P<0.001). RVESV, TMV-PV and TMV-PG were significant 

higher in severe group than in patients with moderate and mild PRMS (P<0.001).RV-

ESV, RV-SV, RV-EF, RV-CO, RV-Mass and LV-EDV correlated well with TMV-PG (r= 0.82, 

-0.93, -0.94, -0.91, -0.96, and -0.94; P<0.001). 

CONCLUSION: Measurement of right ventricular systolic and left ventricular 

diastolic function with ECG-gated MRI could quantify severity of patients with 

PRMS. 

  

 

 
EP-1171 

Anomalous systemic artery to non-sequestrated lung: 

MSCT features and nomenclature 

 
Kang Bing,Sun Cong,Wang Xiheng 

Shandong Medical Imaging Research Institute 250000 

 

Objective: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evaluate the MSCT features and to discuss the 

nomenclature of anomalous systemic artery to non-sequestrated lung (ASANSL). 

Materials and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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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November 2011 to July 2017, 14 patients with ASANSL, who underwent contrast-

enhanced MSCT or CT angiography (CTA), were enrolled in this retrospective study. 

The patients were 10 males and 4 females, and their ages ranged from 0.5 to 73 

years (mean 37±22 years). Presenting symptoms included hemoptysis (n=5), cough 

(n=1) and fewer (n=1), and 7 patients were asymptomatic.All the MSCT features were 

documented, including location, anomalous systemic artery (ASA), pulmonary artery, 

pulmonary vein and parenchyma changes. 

Results:  

Both MSCT and CTA could demonstrate the presence of ASA and normal bronchial 

connection in all cases. ASA supply to the left lower lung in 13 cases (92.9%, 

13/14), and the right lower lobe in 1 case (7.1%, 1/14). The anomalous vessel was 

tortuous and dilated in 10 cases, 9 of them accompanying with dilated IPV. Venous 

return is via the IPV into the left atrium in 13 cases (92.9%, 13/14), and through 

the azygos system into the right atrium in 1 case (7.1%, 1/14). ASA supplied all 

basal segments of the left lower lobe (78.6%, 11/14), and part of segments (21.4%, 

3/14), without pulmonary artery (PA) in these regions. The pulmonary parenchyma 

shows normal (21.4%, 3/14), areas of ground-glass opacity (GGO) (64.3%, 9/14), 

areas of slightly emphysema (7.1%, 1/14), mild atelectasis (28.6%, 4/14), 

bronchiectasis (7.1%, 1/14), and chronic pneumonia (7.1%, 1/14). 

Conclusion: 

MSCT and CTA can provide noninvasive support for the diagnosis of this anomaly, 

including the feeding arteries (isolated systemic artery or dual artery), non-

sequestrated lung with the normal bronchial communication usually accompanied by 

other dysplasia. Though it is more prevalent in the left lower lobe, the left 

upper lung and the right lower lung can also be affected. Thus, “Anomalous 

systemic artery to non-sequestrated lung” may be the best nomenclature for this 

condition. 

 

 

EP-1172 

心脏磁共振灌注技术对不同程度体质系数糖尿病病人左心室

微血管病变的评价研究 

 
蒋丽

1
,杨志刚

1
,郭应坤

2
 

1.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2.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目的：糖尿病心肌病是一种独立于高血压、冠心病的特异性心肌病，其发病机制主要通过心脏

微血管病变、心肌代谢紊乱和心肌纤维化导致心脏心室重塑、舒张/收缩功能障碍，最终发展

为心力衰竭。本研究的目的是阐明 3.0T心血管磁共振（CMR）灌注成像技术对不同程度体质系

数糖尿病病人的左心室心肌微血管管功能损伤程度的评价。 

材料及方法：本研究纳入 44个成人糖尿病病人，按照体质系数 [BMI，BMI=体重（Kg）/身高

（m）2）] 分成三组，包括 18 < BMI <= 24的有 20个病人（11 men）（健康体重组），24 < 

BMI <= 28有 14人（6 men）（超重组），BMI > 28有 10 人（3 men）（肥胖组）。所有病人

接受了 3.0T心脏磁共振增强扫描检查，检查结果图像用 CVI42软件进行心肌灌注参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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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参数包括：爬升斜率，达峰时间及最大信号值，三组间的左心室心尖部、中间部及基底部

的所有参数进行俩俩比较。 

结果：肥胖组的爬升斜率、达峰时间及最大信号值在左心室心尖部、中间部及基底部灌注参数

分析中都明显较健康体重组及超重组差，且都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超重组和正常体重

组比较，最大信号值在三个节段都较明显降低（P<0.05），爬升斜率分别在基底段及心尖段较

正常体重组减低（P<0.05），达峰时间较正常体重组稍有延长，但是改变没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多机制、多因素相互协同作用引起糖尿病心肌病的发展，肥胖作为一个重要因素致使糖

尿病心肌病的微血管损伤。心脏磁共振灌注成像是评价心肌微血管损伤的重要敏感指标，帮助

临床医生指导糖尿病病人治疗。 

 

 
EP-1173 

HRCT 靶扫描空气支气管征预测肺小腺癌的浸润程度 

 
张玉

1,2
,强金伟

2
,沈艳

1
,叶剑定

1
,张杰

1
,朱蕾

1
 

1.上海交通大学附属胸科医院 

2.复旦大学附属金山医院 

 

目的 分析 HRCT靶扫描空气支气管征在肺小腺癌中的发生率及其在预测肺小腺癌的浸润程度的

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手术和病理证实、直径小于 2 cm的 582例患者 606个早期肺腺癌结节（PL 

211个，包括不典型腺瘤样增生，AAH 19个和原位腺癌 AIS 192 个，MIA 164个，浸润性腺

癌，IAC 231个）的 HRCT靶扫描表现。空气支气管征分为三型：I型，支气管管腔正常；II

型，支气管管腔扩张、狭窄或者扭曲； III型，支气管管腔截断。用卡方检验或者确切概率

法比较空气支气管征的发生率和分型与不同浸润程度、密度、淋巴结以及胸膜转移的相关性。 

结果 肺腺癌在 HRCT靶扫描上空气支气管征的显示率为 34.7% （210/606）：PL为 16.6% 

（35/211）[AAH为 5.3%（1/19），AIS为 17.7%（34/192）]，MIA为 30.5% （50/164），IAC

为 54.1%（125/231）（P = 0.000）；PGGN为 18.3%（44/240），MGGN为 44.2%

（137/310），实性为 51.8%（29/56）（P = 0.000）。I型在 MIA（36/164, 22.0%）中略高

于 IAC（40/231, 17.3%）和 PL（30/211, 14.2%），但是无统计学意义（P = 0.147）。随着

肺腺癌浸润程度的增高，II 型（PL: 5/211, 2.4%; MIA: 13/164, 7.9%; IAC: 53/231, 

22.9%）和 III 型（PL: 0/211; MIA: 1/164, 0.6%; IAC: 32/231, 13.9%）显示更多（P = 

0.000, 0.000）。从 I型到 II型，II型到 III型，空气支气管征发生率在 PGGN和 MGGN 中逐

渐降低，在实性结节中逐渐升高。 

结论 HRCT靶扫描空气支气管征的发生率以及分型可以预测肺小腺癌的浸润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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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174 

第 3 代双源 CT 低剂量 Turbo Flash 模式冠状动脉成像图像质

量与准确性的临床研究 

 
徐佳欢,孙凯 

包头市中心医院 014040 

 

【摘要】 目的 评价第 3代双源 CT大螺距前瞻性心电门控扫描模式（Turbo Flash）冠状动脉

CT成像评价冠状动脉狭窄的准确性、图像质量及有效辐射剂量。方法 70例病人采用第 3代双

源 CT Turbo Flash 模式冠状动脉成像（CCTA）后行冠状动脉造影术（CCA）检查。以冠状动

脉造影术结果为金标准，统计 CCTA显示冠状动脉病变的敏感性、特异性、 阳性预测值和阴性

预测值，统计 CCTA图像质量评分及有效辐射剂量。结果 ⑴准确性评价：基于节段水平分析，

敏感度 97%（289/298），特异度 98.3%（706/718），阳性预测值 96%（289/301），阴性预测

值 98.7%（706/715）。基于血管分析，敏感度 97.5%（159/163），特异度 85.1%（40/47），

阳性预测值 95.8%（159/166），阴性预测值 90.9%（40/44）。基于患者分析，敏感度、特异

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均为 100%。CCTA状动脉狭窄部位与 CCA结果高度一致。⑵图像

质量：右冠状动脉不可诊断血管节段为 0，左冠状动脉主干及前降支不可诊断血管节段为 0，

回旋支不可诊断血管节段为 0.91%（3/329）。⑶辐射剂量：平均有效辐射剂量为

（0.60±0.16）mSv。结论 第 3代双源 CT Turbo Flash 模式 CCTA评价冠状动脉狭窄的准确性

高，图像质量佳，运动伪影小，有效辐射剂量低。 

 

 

 

EP-1175 

64 排螺旋 CTA 容积及多平面重建（MPR）对破裂颅内动脉瘤早

期诊断的价值 

 
范跃星 

武警山西省总队医院 30006 

 

摘要[目的]：研究 CT血管造影(CTA)容积及多平面重建（MPR）在破裂颅内动脉瘤早期诊治中

的价值。[材料与方法]：对 29例 CT检查怀疑为动脉瘤破裂出血的自发性 SAH患者，均行 CT

血管造影(CTA)容积及多平面重建（MPR），发现为颅内动脉瘤患者即进行手术治疗，未发现颅

内动脉瘤者进行 DSA进一步检查，并将 CTA图像与手术中所见及 DSA图像进行对比分析。[结

果]：29例患者中有 28人共发现动脉瘤 31个，其中前交通动脉瘤 17例，后交通动脉瘤 9

例，大脑中动脉瘤 4例，颈内动脉动脉瘤 1例。最大瘤径为 33mm，最小瘤径为 5mm。2例首次

CTA检查为阴性，1例重复行 CTA检查发现前交通动脉瘤， 31个动脉瘤均行显微手术治疗，

术中所见动脉瘤的部位、数量、大小、瘤体指向、与载瘤动脉及其周围结构的关系均与 CTA影

像相一致。CT血管造影(CTA)容积及多平面重建（MPR）对颅内动脉瘤的诊断准确率为 96.7％

(30／31)。 [结论]：CT血管造影(CTA)容积及多平面重建（MPR）能够准确地诊断颅内动脉

瘤，很好地显示颅内动脉瘤的部位、大小、形态、数量、瘤体指向、瘤颈情况、动脉瘤与载瘤

动脉及其周围结构的关系，可据此进行手术治疗。并且 CT血管造影(CTA)容积及多平面重建

（MPR）是简单、快速、无创的脑血管成像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可替代 DSA检查,可作为 SAH急

性期患者病因诊断的首选筛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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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176 

不同体重指数患者个体化双低剂量宝石 CT 冠脉成像的临床研

究 

 
黄增超,杜国相 

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530023 

 

目的 评估不同体重指数患者在低辐射剂量、低浓度碘对比剂负荷下宝石能谱 64 排 CT 冠脉成

像的图像质量，探讨与体重指数相适应的双低扫描模式的临床应用价值。资料与方法 连续选

取行 CTCA 检查的患者 120 例，根据心率、体重指数(body mass index，BMI) 将患者分

为 4 组: 第 1、3 组心率小于 70 次/min，第 2、4 组心率控制范围在 70-80次 / min 之

间。第 1、2组患者 20＜BMI≤25，第 3、4组患者 25＜BMI≤28；第 1、3 组采用前瞻性心电

门控扫描，设 Padding time 8 0 ms。第 2、4 组采用回顾性心电门控扫描，根据患者的体

重指数(body mass index，BMI) 确定管电流及管电压，管电压分别设定为 80Kvp、100Kvp。

使用低浓度对比剂碘佛醇 320mgI/ml。扫描结束后，将 4 组图像数据以 5% 为间隔，在 40%-

 80% R-R 间期之间拆分期相。对 1、3 组，2、4 组，1、2 组，3、4组之间的图像质量、

有效剂量(effective dose，ED) 行统计学分析; P ＜ 0． 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各组冠状动脉图像质量主观评分、冠状动脉各节段 CT 值、SD、SNR、CNR 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对 1、3 组，2、4 组，1、2 组，3、4组之间的有效辐射剂量进行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1组患者（平均有效射线剂量为(0.95±0.45)m Sv，2组

患者平均有效射线剂量为(3.2±0.87)m Sv，ED 较常规 120 k Vp 降低了 64%。结论   不同

体重指数患者在在低管电压下使用低浓度、低剂量对比剂进行冠状动脉成像，能满足临床诊断

需要，同时能非常有效地降低了辐射剂量。 

  

 

 
EP-1177 

to evaluate the MRI and CT diagnostic value of 

esophageal preoperative TN staging 

 
Yunlong Pan 

West China Hospital of Sichuan University 610041 

 

Purpose:to evaluate the MRI and CT diagnostic value of esophageal preoperative TN 

staging.Method：Retrieval at home and abroad with CT or MRI T and N staging 

diagnosis of esophageal retrospective or prospective research literature, 

according to the meta analysis diagnostic accuracy in the research of quality 

assessment, screening of literature, for eligible 21 articles for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results.Calculate and compare the distribution of MRI and CT for T1 - 

T4 and N staging of merger sensitivity, specific and overall accuracy.Result：MRI 

on T1 - T4 staging of esophageal cancer merger sensitivity were 0.63, 0.75, 0.79, 

0.63, merge specific degrees were 0.96, 0.84, 0.80, 0.96, MRI on T stage the 

overall accuracy of 76%.MRI of esophageal cancer in N0, N + stage combined 

sensitivity were 0.73, 0.79, merge specific degrees were 0.74, 0.73, MRI total 

accuracy for N staging was 74%.CT on T1 - T4 staging of esophageal cancer merger 

sensitivity were 0.56, 0.48, 0.78, 0.56, merge specific degrees were 0.94, 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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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6, 0.94, CT on T stage the overall accuracy of 69%.CT of esophageal cancer in 

N0, the merger on the N + stage sensitivity were 0.72, 0.70, merge specific 

degrees were 0.68, 0.71, CT overall accuracy for N staging was 72%.Conclusion：

Computed tomography (CT) for esophageal cancer in T staging of sensitivity, the 

combining specific degrees were superior to CT, especially in T1 and T2 

stages.Conclusion for N staging diagnosis, MRI and CT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MRI of early esophageal cancer staging is superior to CT. 

 

 
EP-1178 

高分辨率 CT 诊断异常体循环动脉供血正常左肺下叶 1 例 

 
韦小梅,邓德茂 

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530023 

 

病例资料 患者，女，62岁。1天前因饮食不慎出现呛咳、气喘，咽痒咽痛，咳痰难出，无胸

闷胸痛。查体：双肺听诊无异常，心脏未闻及杂音。 结果 高分辨率多层螺旋 CT表现：平扫

示左肺下叶基底段见异常粗大的血管影，最大径约 1.2cm，其周围血管分支增粗，近端走行扭

曲，并在胸 7/8椎体盘水平与降主动脉左前壁相连；该肺段密度稍增高，似见磨玻璃影；左下

叶各基底段支气管及其分支形态、走行正常，管腔通畅(图 1)。增强扫描，左肺下叶基底段肺

动脉缺如(图 2)，多层面 CT 三维重建及血管成像示异常增粗、扭曲的动脉起自降主动脉左前

壁，呈“乙”字形走行，其分支与相应支气管伴行，分布至左肺下叶各基底段(图 3、4、5)。

左肺下叶基底段静脉显影，回流至左心房，并与上述畸形血管不相通 (图 6)。结论 综合诊

断：异常体循环动脉供血正常左肺下叶基底段。 

 

 

EP-1179 

体重指数(BMI)在肺部个性化低剂量 CT 扫描中的应用研究 

 
杜国相 

广西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530023 

 

目的：探讨不同体重指数（ Body Mass Index  BMI）下肺部低剂量 CT扫描方案，比较宝石

CT（GE Discovery CT HD750）与 GE LightSpeed 16排 CT图像质量及 X线辐射剂量差异。材

料和方法：随机将 2015年 5月份体检者分成两组（A、B 组），共 171人（男 142人，女 29

人），CT 检查管电压统一定为 100KV，管电流量视患者 BMI 不同，给予不同扫描剂量。A组

行 64排 CT扫描， B组行 16排 CT扫描。扫描完成后记录 CTDI及 DLP，将图像传输至 4.6工

作站，采用 5分法进行主观评分，记录 Lung算法、Standard算法及 Detail算法各自得分。

结果：①A、B组所有体检者图像均在 3分以上，均满足诊断要求； A组 CDTI及 DLP均低于 B

组（P<0.05）。②Standard 算法及 Detail算法图像主观评分 A组大于 B组（P<0.05），而

Lung算法 A、B组间图像主观评分无统计学意义。③BMI<20，20 mA组、20≤BMI≤25，30 mA

组、BMI>25，40 mA组间图像主观评分无统计学意义（P>0.05）。④A组三种算法图像质量主

观评分，Detail算法与 Standard 算法图像主观评分无统计学意义（P>0.05），Detail算法与

Standard算法图像主观评分均高于 Lung算法（P<0.05）；B组三种算法图像质量主观评分，

Detail算法> Standard算法>Lung算法（P<0.05）。结论：对不同 BMI 的患者低剂量肺部 

MSCT 扫描，推荐采用宝石 CT机型扫描，联合 Detail 算法或 Standard算法重建，能够保证

良好图像质量的同时降低辐射剂量，实现个性化扫描，将受检者的辐射危害降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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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180 

双源 CT 检查在淋巴细胞间质性肺炎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姜海峰,李笑,张常青 

甘肃省人民医院 730000 

 

目的：探究分析淋巴细胞间质性肺炎患者临床诊断过程中，双源 CT的应用情况和诊断价值。

方法：采用回顾性分析法，对本院 2014年 6月～2016年 6月期间收治的 80例淋巴细胞间质

性肺炎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分析、归纳和总结。根据患者诊断方式的不同，将患者分为双源

CT诊断组和病理诊断组，对比两组患者在临床确诊率上的差异。结果：双源 CT诊断显示咳嗽

咳痰 23例，发热 5例，胸闷 5例，肺部湿罗音、肺部呼吸音降低 24例，胸痛 19例，无症状

患者 3例，与病理组比较两组一般症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病理组患者的确诊率

95.00%显著高于双源 CT组患者的 75.00%，（P＜0.05），组间对比差异显著，具有统计学研

究价值。结论：使用高分辨率双源 CT诊断淋巴细胞间质性肺炎，有漏诊现象，可以结合其他

诊断方法，来提高临床确诊率，减少误诊、漏诊现象。 

 

 

 
EP-1181 

Virtual monochromatic imaging improve the stent 

visualization in lower extremity run-off CT 

angiography by dual-layer spectral detector CT 

 
Zhang Daming,Xue Huadan,Xie Yanting,Jin Zhengyu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100730 

 

Purpose 

To evaluate the image quality and optimize keV level of virtual monochromatic 

imaging on stent visualization in lower extremity CT angiography (CTA) compared 

with conventional 120 kVp image. 

Materials and methods 

24 patients with prior stent placement undergoing run-off CTA on a dual-layer 

spectral detector CT were enrolled in our study. All images were acquired at 120-

kVp and monochromatic images from 40 to 150 keV with 10 keV increment and 

conventional 120 kVp images were reconstructed from the same scan due to the 

nature of spectral detector CT. The images quality was analysed on 12 

monochromatic and conventional image sets. In-stent luminal diameter was measured 

twice using a caliber by 2 radiologists independently. The attenuation, noise, 

signal-to-noise-ratios (SNRs) and contrast-to-noise-ratios (CNRs) were measured on 

13 image sets. Image quality was determined using a five-point scale. 

Results 

At CTA, 30 stents were present. CNR and SNR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with ≤70 

keV-VMI (CNR: 16.0 ± 5.9–61.1 ± 27.5; SNR: 23.2 ± 11.7–48.6 ± 29.6) compared 

to conventional CT ( CNR:21.0 ± 8.6; all p = 0.000; SNR: 8.9 ± 10.4; all p < 

0.003 ); there was no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80keV-VMI (CNR:16.0±6.4,p= 

0.197;SNR: 17.4±6.0,p=0.417 ) and conventional CT on CNR and SNR. luminal s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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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meters were increased at ≥70 keV (5.26 ± 1.27–5.43 ± 1.32 vs. 5.09 ± 1.34, 

all p < 0.001) . The score of image quality was highest at 80–90 keV-VMI (3.94 ± 

0.25–4.00 ± 0.03 vs. 3.31 ± 0.48, both p = 0.000). 

Conclusion 

80 keV-VMI improves image quality and accuracy for stent evaluation at run-off CT 

angiography by dual-layer spectral detector CT. 

  

 

 
EP-1182 

Myocardial Edema Detecting By Cardiovascular Magnetic 

Resonance T2 Mapping in Patients with End Stage Renal 

Disease: Comparing with Conventional T2-Weighted 

Imaging 

 
Wanlin Peng

1
,Huayan Xu

1
,Zhenlin Li

1
,Chunchao Xia

1
,Yingkun Guo

2
 

1.West China Hospital of Sichuan University 

2.West China Second University Hospital 

 

Object  

To explore the effectiveness of T2 mapping and conventional T2-weighted imaging 

(T2WI) in the detection of myocardial edema in patients with end stage renal 

disease (ESRD), and further compare the reproducibility of these two technique. 

Materials and Methods 

Forty-six ESRD patients and 12 age/gender matched healthy volunteers were 

recruited and underwent cardiac magnetic resonance (CMR) examination. The ERSD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patient’s with impaired left ventricular (LV) function 

(LV ejection fraction [EF] <50%, n=31) and those with preserved LV function 

(LVEF>50%, n=15). T2 values and T2 SI ratios for myocardial edema in basal, middle 

and apex segments were assessed from T2 mapping and T2WI images respectively by 

offline post-possessing software and statistically compared. By 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ICC) analysis, inter-and intra- observer agreement 

representing the reproducibility of T2mapping and T2WI were obtained. 

Results 

The global T2 values of ERSD patients with impaired LV function and with preserved 

LV function were high than normal controls (46.2 ± 4.58ms, 43.2 ± 4.65ms, 39.0 

± 3.33ms, respectively, all P<0.05). For the segmental heterogeneity, T2 values 

of basal, middle and apical segments in ERSD with impaired LV function were the 

highest comparing with those with preserved LV function and normal ones(all 

P<0.05). However, for the T2 SI ratios, ERSD with impaired LV function was highest 

among the three group, but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were found (P=0.86). T2 

values were negatively related with LVEF (r= -0.46 , p<0.001).By the analyzing of 

reproducibility, inter- and intra-observer agreement of T2 value were both 

improved and excellent high comparing with T2 SI ratio (Inter-observer: ICC=0.994 

vs. 0.980; Intra-observer: ICC=0.988 vs. 0.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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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 

Quantitative T2 mapping is a higher reproducible tool replacing conventional T2WI 

imaging to evaluate the myocardial edema of ESRD patients. The myocardial edema 

was existed in ESRD patients and had a negative effect on cardiac dysfunction. 

 

 

EP-1183 

运用 ＲOC 曲线评价能谱 CT 碘基值对肺部真菌感染 

的诊断价值 

 
袁宝霖,张伟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运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ROC曲线)探

讨能谱 CT 碘基值对肺部真菌感染的诊断价值。 

方法 选取我院 2016年 12 月-2017年 6月的 50例经手术、纤维支气管活检或者穿刺活检证

实肺部病变患者(其中 20例肺部真菌感染为实验组，30例肺癌为对照组)，使用单源双探测器

能谱 CT（IQon CT）对所有患者进行能谱增强双期扫描，测量并计算肺部病变中实性成分的动

脉期及静脉期标准化碘浓度比(NIC)，对 NIC 进行组间比较;应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

确定动脉期及静脉期 NIC 的最佳诊断界点，并以病理诊断为金标准,比较动脉期、静脉期 NIC 

对肺部真菌感染的诊断价值。 

结果 实验组动脉期及静脉期 NIC 较对照组要低，两组间的差别具有统计学差别（P<0.05）;

动脉期及静脉期 NIC 的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901、0.900，对 ROC曲线进行分析，确定动脉

期及静脉期 NIC 的最佳诊断界点分别为 0.215、 0.160;动脉期、静脉期最佳诊断界点诊断

肺部真菌感染的灵敏度分别为 88.44%、 86%、特异度分别为 85%、83.75%。 

结论 能谱 CT 碘基物质对肺部真菌感染诊断与鉴别诊断中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EP-1184 

To evaluate volume of contrast agent in technique of 

MSCT angiography of bronchial artery 

 
yang fan 

West China Hospital of Sichuan University 610041 

 

Patients who had been diagnosed with lung cancer with 60 cases of lung cancer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three groups. The volume of every group is 1.0 ml kg, 1.3 ml 

kg.,1.5 ml kg, the concentration of contrast agent is 370mgl/m.l CT scan with 

triggering threshold in bolus-tracking 

Technique,triggering Threshold is 120HU. the Flow velocity is 5/ ml s,and other 

scanning conditions and methods of all groups are the same. After the scan, 

compare and measure the data of three sets of images:the CT values net added 

values, CT values difference values, the initiation site of bronchial artery and 

the differences of bronchial artery imaging quality sco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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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T values net added values were show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descending 

aorta and the initiation site of bronchial artery after enhanced scanning in each 

group of lung cancer patients (p>0.05). However, the CT values net added values of 

pulmonary artery and CT values difference values between descending aorta and 

pulmonary artery were showed grea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the score of bronchial 

artery imaging quality was the highest in group 1. 

The CT image requires a low concentration in the pulmonary vein and pulmonary 

artery, the same time bronchial artery has good concentration.Volume of contrast 

agent affects image of MSCT angiography of bronchial artery .Using a 1 ml/ kg 

agent can improve the image quality of the bronchial artery CTA 

 

  

 

 

EP-1185 

CT 引导下肺癌微波消融术后气胸的危险因素及疗效分析 

 
张亚楠

1,2
,吴献华

1
,仲楼

1
,王美蓉

1,2
,黎妍

1
 

1.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2.南通大学医学院 

 

【摘要】目的：分析 CT引导下肺癌微波消融（Microwave Ablation，MWA）术后气胸的危险因

素及发生气胸者肿瘤的近期疗效。方法：对 2013年 4月-2016年 4月 48名肺癌患者的 55例

病灶进行 CT引导下微波消融治疗，根据是否发生气胸分为气胸组的 19例和对照组 36 例，探

讨气胸的危险因素（包括：年龄、性别、肺气肿、肿瘤大小及性质、肿瘤位置、距胸膜的距

离、穿刺体位、经过含气肺组织的长度），并比较两组患者 MWA术后近期疗效（随访 1年）。

结果：55例病灶均顺利完成 MWA治疗，气胸的发生率为 34.5%（19/55）,需置管引流的有 2

例，占 10.5%。气胸的危险因素包括男性（P=0.031）、肺气肿（P=0.023）、肿瘤位置位于中

下叶（P=0.013）及穿刺通过肺组织的长度较长（P=0.048）。气胸组 1个月、3个月、6个月

及 12个月病灶最大单径分别为 44.4±17.6mm，38.5±16.8mm，30.8±9.7mm，

27.6±11.2mm；对照组分别为 39.7±13.8mm，34.8±14.3mm，31.1±15.8mm，

27.6±15.1mm，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随访期间，气胸组局部进展 4例（78.9%），

对照组进展 7例（80.6%），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MWA术后并发气胸不可预

测的，但涉及的许多危险因素可使一些患者气胸的发生率高于其他患者，其中一些是可以避免

的，应尽可能排除。而并发气胸对肿瘤病灶 MWA术后近期疗效并未产生明显影响。 

  

 

 
EP-1186 

原发性肺肉瘤样癌的 MSCT 表现及病理基础 

 
何其舟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 646000 

 

[摘 要]：目的 探讨肺肉瘤样癌的多层螺旋 CT（MDCT）的表现特征及病理学基础。方法 回

顾性分析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33例肺癌肉瘤的临床及 MSCT 表现特征，并与病理结果进行对照；

33例患者均行平扫加增强扫描。结果 所有病例好发于 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主要症状为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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嗽，胸痛，血痰等；根据其影像学特征，分为周围型与中央型，其中周围型 19例，主要表现

肺外围实性肿块，直径大小 3.0-8.5cm，肿块边界光整 8例，模糊 2例，呈分叶状 4例，毛刺

2例；中央型 14例，表现为肺门支气管周围肿块，大小 2.5-6.7cm，3例合并阻塞性肺炎分界

不清，5例支气管受压变窄。33例 CT增强扫描均显示肿块中央不强化或强化不明显，肿块周

边呈厚薄不均环形强化；7 例侵及胸膜，3例见肺门和（或）纵膈淋巴结肿大，3例有远处转

移；结论 肺肉瘤样癌的 CT平扫表现无明显特异性，其增强不规则环状强化，中央呈不规则

密度减低区，形似肉瘤的表现较具特征，对其初步诊断具有一定临床价值。 

  

 

 

EP-1187 

早期纯磨玻璃影 CT 扫描变化及生长速率的预测 

 
张钰,陈自谦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 350025 

 

目的 探讨是否能通过对早期磨玻璃结节（pGGO）进行定量分析，从而预测未来 CT扫描时其变

化及生长速率。 

方法 回顾性分析 37例早期影像学表现为磨玻璃结节，最终进展为早期肺腺癌并经病理证实的

患者的胸部 CT影像。所有的 pGGO需小于 1.5cm，最终均需经病理证实为早期肺腺癌，并根据

其最终影像表现分为三组：组 A（完全实性），组 B（混杂型），组 C（结节大小未变）。通

过方差分析其大小、体积、密度，X2分析其性别、位置及 CT表现。 

结果 37例 pGGO最终被分为组 A（n=6）、组 B（n=19），和组 C（n=12）。不同组间 GGN的位

置、结节大小、体积以及密度与组织侵袭性无统计学意义。在三组中，第 97.5百分位 CT值较

从第 2.5百分位至第 97.5百分位具有统计学意义（P=.02, P＜0.05）。ROC曲线显示病灶直

径＞1.05cm时，侵袭性病变的发生率为 88.71%；病灶的均匀性与组织侵袭性之间有统计学意

义；病灶边缘、癌-肺界面，细支气管充气征与组织侵袭性之间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尽管肿瘤的质量在随访过程中会稳步增加，但其大小、密度和体积可能会由于肺泡坏死

和中央纤维化而下降。通过直方图分析 CT扫描后所获得的影像资料，对预测 GGN的变化是很

有用的。通过对早期磨玻璃结节（pGGO）进行定量分析，对于其未来 CT扫描时其变化及生长

速率的预测是有价值的。 

 

 

EP-1188 

肺磨玻璃结节的形态特征及病理分型间对照研究  

 
卢涛 

福建省肿瘤医院 350014 

 

目的:探讨肺部磨玻璃结节的形态特征及其相对应病理结果的联系。方法 回顾性分析了从

2014年 5月至 2016年 5月行 CT扫描的 78例肺部磨玻璃结节患者的术前 CT图像。所有病灶

按病理结果分为：14例浸润前病变（不典型腺瘤样增生(AAH)和原位腺癌(AIS)）、24 例微浸

润腺癌(MIA)和 40例浸润性腺癌(IAC)。对 3组病灶的大小、体积、实性成分的比例进行对比

分析，并通过受试者工作特性曲线(ROC)曲线来分析诊断浸润性腺癌的界值。结果 浸润前病变

与 IAC间比较：体积、实性成分的大小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MIA与 IAC间比较：体

积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浸润组与无或微浸润组的磨玻璃结节大小、体积及实性成分

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以结节最大径≥14.5mm 作为诊断 IAC的阈值，其特异性为 89.5％，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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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性为 40.0％；以结节体积≥1.45cm
3
作为诊断浸润性腺癌的阈值，其特异性为 94.7％，敏感

性为 55.0％；以结节实性成分的比例≥35%作为诊断浸润性腺癌的阈值，其特异性为 73.7％，

敏感性为 45.0％。结论 肺磨玻璃结节的大小、体积和实性成分比例与病理结果有一定的相关

性，分析上述影像征象有助于对术前肺部磨玻璃结节浸润性进行鉴别诊断。 

  

 

 
EP-1189 

尘肺合并肺癌与 III 期尘肺累及纵隔淋巴结的 

MSCT 影像对比研究 

 
梁卡丽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 646000 

 

目的：运用多层螺旋 CT（MSCT）扫描技术，探讨 III期尘肺及尘肺合并肺癌累及纵隔淋巴结

的优势解剖分布，以提高对尘肺纤维斑块合并肺腺癌患者的检出。材料与方法：对本院 2014

年 3月至 2016年 11月经临床及病理证实的 13例尘肺合并肺癌和 40例 III期尘肺的受累纵隔

淋巴结在 MSCT上的解剖分布特点进行回顾性总结，使用 SPSS19.0统计软件包进行数据录入和

统计分析。结果：13例尘肺合并肺癌优势的累及增大淋巴结 1R（33.5%）、2R(61.5%)、2L

（43.5%）、3（36.5%）、4R（89.5%）、4L（91.5%）、7（93.5%）、10R（96.0%）以及 10L

（93.5%）等纵隔淋巴结分布区域。40例 III期尘肺则优势地累及 2R(52.5%)、3(67.5%)、

4R(97.5%)、5(77.5%)、7(97.5%)、10R(97.5%)以及 10L(95.0%)等纵隔淋巴结分布区域。相对

而言，尘肺合并肺癌更多地累及 1R、2L、4L、5区域的淋巴结(P<0.05)。结论：依据患者纵隔

增大淋巴结的解剖分布特点，MSCT扫描对 III期尘肺合并肺腺癌的检出有较高的诊断指导价

值。 

 

 
EP-1190 

前门控单心动周期 256 排 CT 对低心率、高心率和心率不齐者

冠脉成像的图像质量比较和影响因素研究 

 
解学乾,李远,张皓,李念云,孟捷,张贵祥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 200080 

 

 

目的：进行前门控单心动周期冠脉 CTA 扫描，比较低心率、高心率和心率不齐者的图像质

量，并分析图像质量的影响因素。方法：用 256 排宽探测器 CT 对 208 名患者进行前门控单心

动周期冠脉 CTA 检查，不使用药物控制心率。其中低心率 87 例 (59.0±6.6bpm)，高心率 38 例 

(76.8±11.4bpm)，心率不齐 83 例 (心率变化 19.1±10.6bpm)。每例患者重建两组图像：常规相

位重建根据心率重建 R-R 间期 75%或 45%；最优相位重建则在常规相位两侧以 2％的步长共重

建 4 至 6 组图像，选择其中运动伪影最小的作为最优重建相位。通过单变量线性回归，评估图

像质量评分和客观测量指标的影响因素。 结果：相比常规相位，105 例(50.5%)可有更小运动伪

影的最优重建相位，其中低心率组 18 例(20.7%)，高心率组 38 例(78.9%)，心率不齐组 57 例

(68.7%)。最优重建图像中，三个心率组的图像四级质量评分、信噪比(SNR)和对比噪声比(CNR)

没有显著性差异(P>0.05)。线性回归显示重建相位的选择和伪影类型对图像质量评分有显著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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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P<0.01)，其他因素如 BMI、平均心率、心率变异性和冠状动脉狭窄程度的影响不显著

(P>0.05)。SNR 和 CNR 不受以上任何因素影响(P>0.05)。结论：在不限制心率的前门控 256 排

宽探测器冠脉 CTA 扫描中，图像质量受心率影响不显著，重建相位的选择是决定图像质量的主

要因素。 

 

 
EP-1191 

256-MDCT 自由心率 CCTA 对冠脉弥漫性钙化管腔 

狭窄程度的准确性研究 

 
张亮,查云飞,彭宙峰,黄冬杰,张宇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430060 

 

目的：探讨 256-MDCT自由心率下 CCTA对冠状动脉弥漫性钙化管腔狭窄程度，评估其准确性。

方法：回顾性分析 60例 Agatston＞50冠心病患者，均采用自适应前瞻性心电门控且自由心率

下非屏气扫描，按心率高低分为 A（bpm＜75，n=20）、B（75≤bpm≤90，n=20）、C（bpm＞

90，n=20）三组，三组患者均在 CCTA检查二周内行冠状动脉造影（CGA）检查；以 CAG 为金标

准，分别计算不同心率下冠状动脉狭窄程度的敏感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及准

确性。结果：A组 320个节段满足诊断，其敏感度 97.42%、特异度 96.97%、阳性预测值

96.79%、阴性预测值 97.56%，准确性 97.19%；B组 311个节段满足诊断，其敏感度 97.14%、

特异度 95.59%、阳性预测值 96.59%、阴性预测值 96.29%，准确性 96.46%；C组 290个节段满

足诊断，其敏感度 95.21%、特异度 93.75%、阳性预测值 93.92%、阴性预测值 95.07%，准确性

94.48%。结论：256-MDCT自由心率下 CCTA对冠状动脉弥漫性钙化管腔狭窄程度有较好的诊断

准确性，但随着心率增加，图像质量下降，对冠脉狭窄程度的诊断准确性降低。 

 

 
EP-1192 

DSA 在儿童先天性肝外门体静脉分流的临床分型 

及治疗中的重要价值 

 
顾晓红,邵虹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00127 

 

目的 探讨 DSA在儿童先天性肝外门体静脉分流的临床分型及治疗中的重要价值。方法 回顾性

分析 15例先天性肝外门体静脉分流患儿的 DSA结果并与临床资料进行对比，通过 DSA 分别行

肠系膜上动脉延迟相及肠系膜上静脉，脾静脉及下腔静脉造影，以及用球囊导管封堵下腔静脉

或分流血管后再行肠系膜上静脉及脾静脉造影，观察肝内门静脉显示情况，且分别记录封堵前

后门静脉的压力。部分患儿还进行肺动脉造影及延迟相观察肺静脉显影的早晚程度。结果 15

例患儿经过 DSA 检查得到明确诊断及临床分型,Ⅰ型 2 例，Ⅱ型 13 例；1 例Ⅰ型患儿行肝移植, 

1例随访中；Ⅱ型中除 1例随访外，其余 11例均得到有效治疗，其中 4例在 DSA下对异常分

流静脉血管进行 plug封堵器封堵，封堵术后行肠系膜上静脉造影可见门静脉显示清晰，未见

下腔静脉显影。7例在确诊后因无法封堵（分流静脉短而粗或分流静脉走行扭曲）而进行及时

有效的外科门体静脉断流术。治疗后患儿临床症状明显得到改善。结论 DSA是确诊先天性门-

体静脉分流类型一种敏感而准确的方法，通过球囊导管封堵分流静脉血管或下腔静脉能检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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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被常规 CT/MRI漏诊的肝内细小的门静脉分支而纠正分型，从而争取及时有效的治疗机会，

提高患儿的生存率及生活质量。 

 

 

EP-1193 

Cardiac CT for Demonstrating Coronary Atherosclerosis 

Plaque: Effect of Knowledge-based Iterative Model 

Reconstruction on Image Quality 

 
Tao Li,Li Yang 

PLA General Hospital 100853 

 

Introduction: Iterative model reconstruction (IMR), a knowledge-based iterative 

reconstruction algorithm, is the latest advancement in the field of reconstruction 

techniques. However, the demonstration of coronary atherosclerotic plaque with IMR 

has not been previously reported.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assess the 

image quality of demonstrating coronary plaques using IMR. 

Methods: Thirty-three patients (24 male and 9 female) with single-vessel disease 

with non-calcified plaques or non-calcified predominant plaques and significant 

coronary stenosis (≥50% ) using prospective electrocardiogram-gated coronary 256-

slice CT angiography were selected. Paired image sets were created using two types 

of reconstruction: hybrid iterative reconstruction (HIR) and IMR. Signal-to-noise 

ratio (SNR) and contrast-to-noise ratio (CNR) of the plaque was measured on a 

cross-sectional multi-planar reconstruction image of the plaque. The noise was 

defined as the standard deviation (SD) measured in air anterior to the 

patients’chest wall. SNR of plaque was calculated as the CT attenuation of the 

plaque divided by noise. CNR was calculated as the CT attenuation of the plaque 

minus CT attenuation of adjacent epicardial fat tissue divided by noise. 

Quantitative parameters including image noise, SNR and CNR of plaques were 

compared. 

Results: Forty-eight non-calcified plaques or non-calcified predominant plaques 

with significant coronary stenosis were detected. Three plaques were located on LM, 

27 plaques on LAD and 18 on RCA. A total of 16 plaques were high-risk plaques; 13 

(27%) plaques had positive remodeling, 9 (19%) plaques showed low density, 3 (6%) 

plaques had spotty calcifications, and 7 (15%) plaques had Napkin-ring sign. The 

image noise of IMR was lower than that of HIR (11.3±2.5 versus 13.5±2.1) 

(p<0.05),and SNR and CNR of plaques on IMR were better than that on HIR (SNR: 

5.3±3.3 versus 3.5±2.2) (CNR: 14.0±5.8 versus 10.0±2.4) (p<0.05). 

Conclusions: IMR can significantly decrease the image noise and improve image 

quality compared with HIR for the coronary atherosclerotic plaques demonstration 

on coronary 256-slice CT angi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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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194 

低辐射、低对比剂量增强检查在肺结节检查中的临床价值 

 
陈洪亮 

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 644000 

 

【摘要】 目的 探讨多层螺旋 CT低辐射剂量与低对比剂量增强检查在肺结节检查中的可行

性。 方法 搜集 39例（A组）以低剂量、低对比剂量作肺扫描的肺结节患者和 30例（B组）

常规剂量和对比剂量扫描的肺结节患者比较，体质量指数( BMI) ＜30。按照管电压及对比剂

剂量的不同随机分成 2 组，采用采用碘克沙醇( 270 mgI/ml)和碘海醇( 350 mgI/ml) 。A组 

39 例，管电压 100 kV，对比剂 50 ml，图像重建算法为 ASIR50%); Ｂ组 30 例，管电压 120 

kV，管电流 200mA，对比剂 80 ml，图像重建算法为滤过反投影重建法，图像重建算法为 ASIR

（30%）。分别测量 2 组肺部结节 CT值及肩部三角肌的 CT 值，并计算信噪比( SNR) 及对比

噪声比( CNR) 。应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分别比较Ａ组和Ｂ组的 SNR 及 CNR值差异是否有统计

学意义，同时比较 A组与 B组的有效辐射剂量( ED) 及对比剂用量。结果 实验组及对照组受

检者均满足诊断要求，纳入统计冠状动脉节段分析显示，两组肺组织信噪比( SNR) 及对比噪

声比( CNR)图像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研究组平均有效辐射剂量为(0.94士 0.19)mSv，对照

组为(10.50土 2.61)mSv，两组辐射剂量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组对比剂用量

较对照组明显降低；而两组肺结节图像质量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名高年资医师

的评价结果经 Kappa 检验，各组图像质量分析的一致性较好( P ＜0．01) 。 结论 低剂量Ｃ

Ｔ平扫对肺结节检查国内外取得了较多共识，对于肺部结节增强检查目前没有共识，本研究得

出肺结节ＣＴ检查可使用管电压 100 kV，管电流自动调节技术（10-50mA），对比剂 50 ml

低浓度对比剂，图像重建算法为 ASIR的低辐射剂量与低对比剂量方式扫描方式，在满足临床

诊断的需要下最大程度的减少了辐射剂量及对比剂的用量,值得推广应用。 

  

  

 

 
EP-1195 

双源 CT 单能谱成像技术提高评估冠状动脉钙化斑块所致狭窄

程度的准确性的价值 

 
王栋,史恒峰 

安庆市立医院 246003 

 

目的 探讨使用双源 CT单能谱成像技术提高对冠状动脉钙化斑块所致狭窄程度的评估准确性。 

方法 以 2017年 1～6月在我院用行冠状动脉 CTA检查的受检者作为研究对象，检查前扫描钙

化积分，随机选取 80例钙化积分值大于 400的受检者，并随机分为 2组每组 40例，其中 A组

使用回顾性心脏双能量模式扫描，管电压 100/SN140kV，扫描后取等容舒张期利用后处理工作

站重建单能谱值为 100keV，重建时间为 140ms的图像；B组使用常规回顾性心脏螺旋扫描，管

电压 120kV，扫描结束后取等容舒张期常规重建 120kV混合能量图像，两组重建厚度均为

0.6mm，卷积核 B30f。同时记录 2组的 CT容积剂量指数（CTDIvol）、剂量长度乘积

（DLP）、有效剂量（ED）。CT检查结束后一周内受检者均行冠状动脉 DSA造影检查，记录

DSA结果为金标准。请两位高年资的主治医师用双盲法将各钙化严重的节段进行狭窄程度的评

估，以狭窄<50%记做轻度狭窄,50～70%为中度狭窄，>70%为重度狭窄，然后在对该节段图像质

量行 4分法主观评分，每个节段的狭窄值及图像质量主观评价分在两人评价不一时候取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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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196 

双源 CT 单能谱成像技术评估冠状动脉钙化斑块所致狭窄程度

的准确性的价值 

 
王栋,史恒峰 

安庆市立医院 246003 

 

目的 探讨使用双源 CT单能谱成像技术提高对冠状动脉钙化斑块所致狭窄程度的评估准确性。 

方法 以 2017年 1～6月在我院用行冠状动脉 CTA检查的受检者为研究对象，检查前扫描钙化

积分，随机选取 80例钙化积分值大于 400的受检者，并分为 2组每组 40例，其中 A组使用回

顾性心脏双能量模式扫描，扫描后取等容舒张期利用后处理工作站重建单能谱值为 100keV的

图像；B组使用常规回顾性心脏螺旋扫描，取等容舒张期重建 120kV混合能量图像。同时记录

2组的 CT容积剂量指数（CTDIvol）、剂量长度乘积（DLP）、有效剂量（ED）。CT检查结束

后一周内受检者均行冠状动脉 DSA造影检查以其结果为金标准。请两位主治医师用双盲法将各

钙化严重的节段进行狭窄程度的评估，以狭窄<50%为轻度狭窄,50～70%为中度狭窄，>70%为重

度狭窄，再对该节段图像质量行 4分法主观评分，每个节段的狭窄值及主观评价分在两人评价

不一时候取均值。 

结果  A组 40例患者共计 141个严重钙化斑块的节段，DSA结果狭窄程度<50%的 22段,50～

70%的 98段，>70%的 21段，A组 CTA狭窄评估准确率为 97.9%（138/141）,诊断不准确率为

2.1%（3/141）。B组 40例患者共计 157段严重钙化斑块的节段，DSA结果狭窄程度<50%的 20

段,50～70%的 91段，>70%的 46段，B组 CTA狭窄评估准确率为 85.9%（135/157）,诊断不准

确率为 14.1%（22/141）。两组准确率相比较有统计学差异（P<0.05）。A组 的 CTDIvol、

DLP及 ED与 B组比较无明显统计学差异（P>0.05）；A组图像质量主观评分的均值较 B组稍

低，但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采用回顾性心脏双能量模式扫描，后处理时利用单能谱 100keV重建可以有效减少冠脉

钙化斑块伪影，提高评估准确率，并且没有明显降低图像质量或增大辐射剂量。 

  

 

 
EP-1197 

双源 CT 高级的基于模型的迭代重建对冠脉及其不同性质斑块

显示的影响 

 
杨蕾

1
,徐怡

1
,朱晓梅

1
,葛颖倩

2
 

1.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 

 

目的：评价 3代双源 CT（SOMATOM Force）的高级模型迭代重建(ADMIRE)在设置为不同强度级

别时对于冠脉及其不同性质斑块显示的影响。 

方法：前瞻性连续入组 194 例患者行冠脉 CTA检查，采用自动管电压和自动管电流调制技术

（Care kV，Care mAs）进行扫描，所得图像采用 FBP、ADMIRE 1-5级重建并分组，评价图像

质量及不同性质斑块的显示情况。评价标准包括:1.主观评价。冠脉主干分段评价。4分制，1

分最差，4分最佳; 2.客观评价。包括管腔内 CT值、图像噪声（Noise）、信噪比（SNR）及

对比噪声比（CNR），分析组间差异（P>0.05）。记录 CT剂量指数（CTDIvol）、剂量长度乘积

（DLP）及有效辐射剂量（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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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1.主观指标： ADMIRE2-4组（3.80±0.439、3.86±0.393、3.83±0.425）评分组间无

显著差异性，均显著高于其他两组（P<0.05）。对于冠脉钙化斑块（158/1746）及混合斑块

（57/1746），ADMIRE 2-4 组间无统计学差异,均显著高于其他两组（P<0.05）；对于冠脉非

钙化斑块（60/1746），ADMIRE 2、3组间无显著差异，均显著高于其它 3组（P<0.05）。2.

客观评价指标：各组间管腔内 CT值无显著差异，Noise、SNR及 CNR各组间均有显著差异

（P<0.05），Noise值 Admire 5级组最低，FBP组最高；SNR及 CNR值 Admire 5级组最高，

FBP组最低。CTDIvol、DLP及 ED平均值分别为 19.38mGy、232.12mGy*cm及 3.25mSv。 

结论：3代双源 CT高级模型迭代重建算法可以提高冠脉的图像质量，常规推荐使用 ADMIRE2-4

级强度重建图像，对于冠脉非钙化斑块建议使用 ADMIRE2-3级强度进行重建，提高非钙化斑块

的显示率。 

  

 

 
EP-1198 

伴有主动脉瓣反流及狭窄的二叶式主动脉瓣畸形 

的主动脉切应力研究 

 
单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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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上海市影像医学研究所 

 

目的：本研究基于磁共振 4D-Flow技术，研究左右冠状窦融合的二叶式主动脉瓣患者的升主动

脉血流动力学改变。  

方法：应用 3.0T磁共振，采用 4D-Flow序列对 BAV患者及健康志愿者进行扫描。50名左右冠

状窦融合的二叶式主动脉瓣畸形患者及对照 15名三叶式主动脉瓣对照者。其中二叶式主动脉

瓣患者根据主动脉瓣功能情况，分为轻中度主动脉瓣反流或狭窄组 20名，重度主动脉瓣反流

组 15名以及重度主动脉瓣狭窄组 15名。  

结果：所有的左右冠状窦融合的二叶式主动脉瓣患者自主动脉瓣口至升主动脉远端管腔内的血

流形态都呈右手螺旋，与正常的志愿者的血流形态不同。所有左右冠状窦融合的二叶式主动脉

瓣患者在升主动脉管壁的血管切应力分布的最大部位都位于右前壁（二叶式主动脉组 vs 三叶

式主动脉瓣对照组：0.91- 0.23 N/m
2
 vs 0.43-0.12 N/m

2
, P<0.001)，而在伴有严重主动脉瓣

反流和伴有严重主动脉瓣狭窄的二叶式主动脉瓣患者中，升主动脉的管壁切应力分布未见明显

的统计学差异。我们统计结果显示，伴有严重主动脉瓣反流的二叶式主动脉瓣患者较其他分组

的二叶式主动脉瓣患者，升主动脉的管壁切应力明显升高 (0.75 - 0.12 N/m
2
 vs 0.57 - 

0.09 N/m
2
, P<0.01) ，而管壁切应力的升高与这组患者心脏搏出量增大有关 (P<0.05)。伴有

严重的主动脉瓣狭窄的二叶式主动脉瓣患者组，其升主动脉的血流偏折角较其他分组的二叶式

主动脉患者明显增大，数值上体现在圆周管壁切应力标准差增大，血流偏折角增大与主动脉瓣

口峰值流速增高有关 (P<0.01)。 

 结论：在左右冠状窦融合的二叶式主动脉瓣患者，无论是否伴有严重的主动脉瓣反流或狭

窄，其升主动脉的血流形态及峰值管壁切应力分布位置都相仿。严重的主动脉瓣反流或狭窄会

提升主动脉管壁切应力及血流偏折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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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199 

Cardiac Computed Tomography Evaluation of Unroofed 

Coronary Sinus Syndrome（UCSS） 

 
Ji aihua

1,2
,Jin Hang

1,2
,Lin Jiang

1,2
 

1.Zhongshan Hospital，Fudan University 

2.Shanghai Institute of Medical Imaging 

 

Purpose Unroofed coronary sinus syndrome (UCSS) is a rare congenital anomaly. MDCT 

with powerful reprocessing ability provides us with more details about the 

cardiac anatomy.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retrospectively summarize the 

imaging features of UCSS delineated on MDCT in 12 patients derived from 

consecutive patients with suspected or confirmed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in our 

institution. 

Material and Methods This retrospective study included 12 patients with UCSS. All 

patients underwent both contrast-enhanced ECG-gated MDCT and transthoracic 

echocardiography. We measured the size of coronary sinus on the CT images and the 

CT value of terminal and proximal portion of the CS. Moreover, 20 adults with 

normal cardiac anatomy and10 patients with persistent left superior vena cava 

were included and the results of measurements were compared with that in the 

patients with UCSS. 

Results At echocardiography, unroofed coronary sinus syndrome was not clearly 

discriminated from the traditional atrial septal defect in five patients and not 

even suspected in one patients, and was misdiagnosed as inferior sinus venosus 

defect in one patients. MDCT showed ten patients with defects via which the 

coronary sinus communicated with the left atrium, two patients with GCV and MCV 

draining straightly into the left atrium and one of them with persistence left 

superior vena cava. In patients with unroofed coronary sinus syndrome, the mean 

diameter of the coronary sinus was 19.9±6.9 mm, which is similar to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with persistent left superior vena cava (23.9 ± 7.2mm, p >0.05) and 

significantly greater than that of the group with normal cardiac anatomy 

(9.1±2.1mm,p<0.05). MDCT demonstrated the hemodynamics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erminal and proximal portion of CS in the patients with UCSS. 

Conclusions MDCT is useful for the evaluation of unroofed coronary sinus. The 

reformatted process as well as the assessment of hemodynamic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delineating the detail of the cardiac anatomy and making correct diagnoses 

with more conf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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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200 

前纵隔少见肿瘤及肿瘤样病变 CT 诊断与病理对照 

 
宋芹霞,陈平,王菲 

安徽省安庆市立医院 246000 

 

 

目的 探讨前纵隔少见肿瘤及肿瘤样病变多层螺旋 CT(MSCT)特点及病理特征。方法 回顾性

分析经穿刺活检或手术病理证实的 11例前纵隔少见肿瘤及肿瘤样病变 CT表现特点，分析肿瘤

的位置、大小、形状及其与周围组织结构的关系，并对照分析其病理及临床资料。 结果 11

例前纵隔少见肿瘤及肿瘤样病变，包括胸腺鳞状细胞癌 5例,纵隔神经内分泌癌 2例,胸腺结核

1例，纵隔血管淋巴管瘤 1 例，纵隔低度恶性纤维瘤 1例，胃粘液腺癌纵隔转移 1例。纵隔神

经内分泌癌 2例均见纵隔淋巴结转移，胸腺结核及低度恶性纤维瘤伴胸腔积液,血管淋巴管瘤

及胃粘液腺癌转移灶见粟粒状、斑点状钙化。结论 通过分析前纵隔少见肿瘤及肿瘤样病变的

MSCT特点，结合病理学特征，提高对纵隔少见肿瘤及肿瘤样病变的认识及诊断准确性，协助

临床制定合理的治疗方案，并利于随访治疗效果。  

 
 

EP-1201 

CT 冠状动脉造影阴性的疑似“ 心绞痛”的抑郁患症者抗抑郁

治疗的临床分析 

 
王小红,徐军,李丽,孙世元,张可名,王月琦 

吉化集团公司总医院 132021 

 

目的 对疑为“心绞痛”的抑郁症患者经 CT冠状动脉造影（CTCA）排除冠心病后进行抗抑郁治

疗，观察胸痛症状改善与抗抑郁的疗效和安全性。 

方法 对 54例疑为“心绞痛”住院并经 CTCA排除冠心病，但同时符合抑郁焦虑障碍的患者随

机设盲分为二组：治疗组 27例（氟西汀 20mg/日+常规预防冠心病治疗）；对照组 27 例（常

规预防冠心病治疗）；两组疗程均 4周，治疗前、治疗分别用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

量表(SDS)和胸痛自评表观察两组疗效的差异及抑郁焦虑障碍与胸痛症状改善情况的相关性。 

结果 治疗组抗抑郁焦虑及改善胸痛症状很好，SAS、SDS 及胸痛自评表减分率分别为 70.1%、

66.5%、75.2%，同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治疗后胸痛自评减分率与

SAS、SDS减分率呈正相关（r分别为 0.87、0.84 P＜0.01）。治疗过程中三组均无严重药物

不良反应及心血管病事件。结论  对 CTCA排除冠心病的胸痛伴有抑郁、焦虑障碍的患者，抗

抑郁焦虑治疗后在改善抑郁焦虑症状的同时也明显缓解胸痛症状，并且安全性好，这些患者抑

郁焦虑症状的改善和胸痛症状的改善存在明显的相关性。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1209 

 

EP-1202 

Study on functional correlation between Left atrial 

appendage and Left atrium using GE revolution CT 

 
zhang jing,Yang Wenbing,Zha Yunfei 

Remin Hospital of Wuhan University 430060 

 

 

Purpose: Left atrial (LA) volume is a prognosis factor of cardiovascular morbidity 

in patients with cardiovascular disease[1]. The association of multislice computed 

tomography (MSCT) imaging and new 3D reconstruction software, allows direct left 

atrial or ventricular volume 

measurements without geometrical assumptions[2]. In this work, GE revolution CT 

coronary angiography (CCTA) is applied with multi-phase three-dimensional volume 

rendering technique to explore the functional correlation between left atrial 

appendage(LAA) and left atrium(LA) . 

Methods: A total of 26 patients with negative GE revolution CT coronary 

angiography(without cardiovascular disease) were enrolled in this study . MSCT 

exclusion criteria included age ＜18 years, allergy to iodinated contrast, renal 

insufficiency (serum creatinine ＞1.5 mg/dl), pregnancy, irregular heart rate, 

calcium score ＞1000. Patients with inadequate quality of heart MSCT imaging for 

LA volume measurement were excluded. Nineteen phase sets of transversal image were 

reconstructed (5%~95% with the R-R interval of 5%). All reconstructed data in a 

cardiac cycle were analyzed using the CardEP (Left AtriumVolume Rendering ) 

software on an Advantage Windows workstation, version 4.6 (GE Healthcare, 

Milwaukee,WI). Associations between each LAA parameter and LA parameter were 

assessed using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Results: The volume of LAA (6.45±2.25)ml was 9.36% of the volume of left atrium 

(68.92±15.23)ml in the 75% phase of the cardiac cycle, and both LAA and LA volume 

changes of were synchronous in a cardiac cycle. The left atrium ejection volume 

(LAEV), leftatrium ejection fraction (LAEF) and LAA ejection volume (LAAEV), LAA 

ejection fraction (LAAEF) were (45.51±9.25)ml, 

(51.14±5.23)%, and (5.55±1.91)ml, (63.82±7.55)% respectively. The LAAEV was 

positively related to LAEV (r =0.641), 

and LAAEF was positively related to LAEF (r =0.498). 

Discussion and Conclusion： 

This study describes the left atrium and left atrial volume phase change curve, 

two curves were found the change of rising , falling , re-rising  and re-falling . 

It was proved that the volume changes of left atrium and left atrial appendage in 

the cardiac cycle were similar, and the two patients experienced the process of 

filling, emptying, re-filling and re- emptying[3-5]. This study confirmed that the 

left atrial appendage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left atrium, which is 9.36% of 

the left atrial volume. The results were similar to the study of Christiaens [6], 

and the changes of the two were synchronous in the cardiac cycle. The left atrial 

appendage output was linearly related to the left atrial output, and the left 

atrial appendage ejection fraction was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the left at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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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tying fraction.Therefore, the left atrial appendage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left atrium, and the left atrial appendag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maintaining 

the cardiac output and regulating the cardiac function.If the left atrial 

appendage is occluded, the left ventricular volume or pressure is too large, it 

may damage the hemodynamic response and decrease cardiac output. Overall, GE 

revolution CCTA with multi-phase three-dimensional volume rendering may 

impersonally evaluate the left atrial appendage and the left atrium volume and 

function. 

 

 

 
EP-1203 

硬化性肺细胞瘤的影像学、临床及病理学特征分析 

 
王廷昱,叶惠龙,杨金镇 

厦门市第三 医院 316000 

 

【摘要】 目的  探讨硬化性肺细胞瘤的影像学表现、病理学表现及外科治疗方式，以提高对

该病的认识和诊断治疗水平。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3例硬化性肺细胞瘤的临床

资料，影像学表现、病理学表现及治疗特点。结果  本组 3例硬化性肺细胞瘤，女性 2例，

男性１例，平均年龄 53岁。ＣＴ平扫表现为肺内圆形或类圆形孤立结节，直径 0.7～2.5cm，

平均 1.8cm，边缘光滑，密度均匀，可见分叶征、偶见毛刺征、可见钙化；增强扫描呈明显均

匀强化，2例伴有贴边血管征。病理学检查，肿瘤常由乳头、硬化、实性、出血 4种结构中的

2种或多种混合而成；圆形细胞 TTF-1、EMA、Vimentin(+)，表面上皮细胞 TTF-1、EMA、

Vimentin和 CK(+)，两种细胞 Ki-67指数<2%。全组行手术治疗。结论  硬化性肺细胞瘤临床

较少见，CT平扫和增强扫描有助于提高诊断准确率，确诊需要依据病理学检查，胸腔镜行楔

形切除和肺叶切除是治疗硬化性肺细胞瘤的首选方法，术中快速冰冻病理诊断是决定手术方式

的关键。 

 

 
EP-1204 

低剂量 64 排 128 层螺旋 CT 在胸部健康体检中的应用价值 

 
陈曦 

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四川省精神卫生中心 621000 

 

目的：探讨低剂量 64排 128 层螺旋 CT扫描在胸部健康体检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回顾性收集、观察 2016年 06月至 2016年 07月在我院健康体检管理中心经 64排 128

层螺旋 CT低剂量胸部扫描的数据，并采用 SPSS18.0软件分析体检者胸壁、肺及心血管等部位

的病变情况。 

结果：体检者共 201例，其中男性 153例（76.1%），女性 48例（23.9%），平均年龄

56.6±13.6 岁；检出肺内慢性炎性改变 130例（64.7%），肺不张 3例（1.5%），肺内非钙化

结节（0.5%）支气管扩张 20例（10.0%），胸膜增厚 80例（39.8%），胸腔积液 1例

（0.5%），血管钙化 61例（30.2%），肺动脉高压 3例（1.5%），胸椎骨质增生 49例

（24.4%），肝脏囊肿 18例（9.0%），纵膈淋巴结增大 18例（9.0%），脂肪肝 14例

（7.0%），肝脏钙化灶 10例（5.0%），心包积液 8例（4.0%），肾囊肿 4例（2.0%），胆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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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石 1例（0.5%），甲状腺占位 1例（0.5%），甲状腺钙化 1例（0.5%），甲状腺体积增大 1

例（0.5%）。 

结论：低剂量 64排 128层螺旋 CT可用于慢性炎性改变、胸膜增厚、血管钙化、胸椎骨质增

生、支气管扩张、肝脏囊肿及脂肪肝等多种疾病的筛查，在体检者影像筛查中具有重要的应用

价值。 

 

 
EP-1205 

256 排螺旋 CT 血管成像在冠状动脉狭窄评估中的应用价值 

 
陆玉敏

1
,吴英宁

1
,王期昌

1
,陆玉敏

1
,吴英宁

1
,王期昌 

1.右江民族医学院附属医院 

2.右江民族医学院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 256排 CT血管成像（CTA）在冠状动脉狭窄评估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选取 100例临

床疑诊或拟诊为冠心病的患者，均行 GE 256排冠状动脉 CTA扫描，50例行冠状动脉血管造影

（CAG），按照美国心脏协会（AHA）制订的冠状动脉分段方法，将冠状动脉分为 15个节段，

由两名医生分别对各个节段 CTA图像质量进行观察，并以 CAG为金标准，评价 CTA对冠状动脉

不同狭窄程度的诊断能力。结果 CTA显示冠状动脉节段共 1289段，其中，评分为 4分~5分者

共 1267段，可评价率为（98.29%），以 CAG为金标准，256排 CTA诊断冠状动脉狭窄的准确

率为 92.54%，两种方法评价冠状动脉狭窄的一致性较高。结论 256排 CTA可以较清晰的显示

冠状动脉各个节段影像，且能较好的评估病变管腔狭窄程度，由此可见，256排 CTA作为一种

无创性检查方法，在冠心病的筛查中具有重要的临床应用价值，为冠心病患者进一步治疗方案

的选择提供更为可靠的信息。 

 

 
EP-1206 

双低结合高清模式对冠状动脉支架成像中的诊断价值 

 
武祎

1
,张浩亮

1
 

1.鄂尔多斯市中心医院（原伊克昭盟医院） 

2.西安市第三医院 

 

目的“双低”结合高清模式对 CCTA检查评价冠状动脉支架的可行性及其诊断准确性。 

材料与方法选鄂尔多斯市中心医院行冠状动脉 CTA检查，的患者 82名，支架共计 157 枚，将

患者随机分为 A、B两组， A 组 40名患者为实验组，管电压 100Kv，管电流 500mA，对比剂威

视派克 270mgI/ml，A1组运用 HD detail重建；B 组 42 名患者为常规组，管电压 120KV，管

电流 500mAs，对比剂欧乃派克 350mgI/ml，B1组行 HD detail重建。两组均采用前瞻性门控

序列，A1、A2、B1、B2组每组均行 ASiR40%迭代重建，由两名高年资医师进行主观评分。客观

评价测量支架腔内 CT值及噪声(SD值) 、同层面心包脂肪 CT值，以及冠脉管腔内的 CT值。

得出信噪比(SNR)：SNR支架=CT支架内／SD脂肪、对比噪声比(CNR)：CNR支架=(CT支架内-

CT脂肪)／SD脂肪、支架的辨识度(CNR)： CNR支架-管腔=(CT支架内-CT管腔)／SD管腔、支

架内径显示率=内径测量值/内径实际值×100%，记录辐射剂量（CTDIvol，DLP， ED），计算

有效辐射剂量 ED值，计量资料用 表示，采用 2个独立样本的 t检验，P<0.05 认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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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A1、A2、B1、B2组的主观评分 A1＞B1＞A2＞B2组，双低高清组优与其他。辐射剂量作

组间比较，双低组、常规组的辐射剂量分别为 CTDIvol、DLP、ED，P＜0.05差异均具有统计学

意义。A组辐射剂量较 B组平均明显减少了 36.8%。四组信噪比 SNR、对比噪声比 CNR、支架内

径显示率的组间及组内比较，A1＞B1＞A2＞B2组，双低高清组评分高于余三组，P＜0.05 差异

均具有统计学意义。支架辨识度 CNRS，P＞0.05，无统计学意义。 

 

 
EP-1207 

Evaluation of unroofed coronary sinus syndrome using 

cardiovascular computed tomography angiography 

 
sun longwei

1,2
,Liu Hui

2
 

1.Shenzhen Children’s Hospital 

2.Guangdong General Hospital， Guangdong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Objectives: To analyze 23 cases of unroofed coronary sinus syndrome (UCSS) for the 

prevalence, clinical information, cardiovascular computed tomography angiography 

(CCTA) imaging findings, associated anomalies and surgical treatment. 

Methods: We retrospectively searched for cases with UCSS from our tertiary 

hospital database consisting of patients receiving CCTA due to known or suspect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 We analyzed the prevalence, CCTA image findings, 

associated cardiovascular abnormalities, presence of airway compression and 

recorded the clinical information and surgical outcome. 

Results: Our study showed 23 patients with UCSS with prevalence of 0.36% among 

patients with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 receiving CCTA. The diagnostic accuracy of 

CCTA for UCSS was 100% as opposed to 61% from echocardiography. Type I (52%) was 

more common than the other types. All patients had associated cardiovascular 

anomalies, including persistent left superior vena cava (65%) and atrial septal 

defect (65%). Surgery was performed in 70% of cases due to cardiovascular 

anomalies. Seven cases (30%) had associated secondary airway compression but did 

not require surgical correction. 

Conclusions: UCSS has a prevalence of 0.36 % among patients with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 receiving CCTA. CCTA had 100% diagnostic accuracy in depicting UCSS as 

compared to 61% by echocardiography. Furthermore, CCTA can also delineate the 

anatomy of UCSS and associated cardiovascular abnormalities for pre-operative 

decision making and surgical planning. 

 

 
EP-1208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changes of lung tissue 

volume and density in peripheral lung cancer 

 
Yin Nan,Shen Cong,Wang Jun,Guo Youmin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Province 71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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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difference of emphysema, lung density and lung volume 

between the ipsilateral lobe and the contralateral lobe of patients with lung 

cancer. Methods Retrospective collection 110 patients (71 males and 39 females) of 

lung cancer confirmed by surgical pathology and made preoperative chest CT scan in 

our hospital. A "Digital lung" automatic measurement platform was applied to 

obtained each lobe emphysema quantify (LAA950 (ml), LAA910 (ml), LAA950%, LAA910%), 

mean lung volume and lung density, analyzing these indicators itself difference in 

the lung cancer population. Results The quantify of emphysema in the right upper 

lobe of the lungs and right lower lobe of the lungs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alateral lobe (7.3 ± 15.0 vs 13.5 ± 16.9; 86.9 ± 91.1 vs 175.9 

± 161.8; 0.6 ± 1.1 vs 1.0 ± 1.1 (11.2 ± 2.6 vs 13.7 ± 11.2; 11.1 ± 30.6 vs 

20.1 ± 52.0; 91.2 ± 158.7 vs 103.0 ± 167.6; 1.0 ± 2.2 vs 1.9 ± 3.9; 8.2 ± 

11.5 vs 9.6 ± 12.6), left upper lobe slightly larger (11.2 ± 18.1 vs 10.4 ± 

29.7; 123.6 ± 138.8 vs 126.5 ± 166.4; 1.0 ± 1.2 vs 0.7 ± 1.8; 10.2 ± 9.4 vs 

9.8 ± 10.7),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0.05); density 

significantly higher (-811.4 ± 31.3 vs -828.8 ± 301.1; -774.9 ± 52.1 vs -783.2 

± 57.5; -807.6 ± 35.2 vs -823.0 ± 25.8; -781.8 ± 57.0 vs -800.8 ± 42.2),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0.05) ; volume was reduced (885.3 ± 

255.0 vs 1143.6 ± 331.7; 855.2 ± 401.3 vs 1062.6 ± 389.3),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upper right lobe and the lower left lob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0.05). Conclusion patients with peripheral lung cancer lesion side emphysema 

quantify reduced, the density increases, the volume was reduced, but the 

contralateral emphysema quantify increase, density decreased, the difference in 

their itself contrast more obvious, and most significant in right upper lobe , The 

cause of this phenomenon  need for further study. 

 

 
EP-1209 

Risk Factors of Pneumothorax and local effect after 

CT - guided percutaneous Microwave Ablation of Lung 

Cancer   

 
zhang Yanan

1
,Wu Xianhua

1
,Zhong Lou

1
,Wang Meirong

1,2
,Li Yan

1
 

1.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tong University 

2.Nan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ABSTRACT 

PURPOSE 

To analyze the risk factors of pneumothorax after CT - guided percutaneous 

microwave ablation (MWA)of lung cancer and short term efficacy of MWA in 

patients with lung cancer complicated with pneumothorax. 

MATERIAL AND METHODS 

Data from 48 consecutive patients(12 women，36 men ；mean age, 65.0y±10.2)with 

lung tumors who had undergone 55 lung MWA sessions from April 2013 to April 2016 

were assessed. According to the occurrence of pneumothorax, tumor lesions were 

divided into 19 cases of pneumothorax group and 36 cases in the control group,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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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e the risk factors of pneumothorax (including: age, sex, emphysema, tumor 

size and nature, tumor location, distance from lesion to pleura, puncture position, 

the length of the puncture through the lung tissue) and compare the short-term 

efficacy of MWA in both groups (1 year follow-up). 

RESULTS 

55 cases were successfully completed MWA treatment, the incidence of pneumothorax 

was 34.5% (19/55),of which 2 cases need to tube drainage, accounting for 10.5%.The 

risk factors for pneumothorax were male (P = 0.031), emphysema (P = 0.023), tumors 

located in the lower and middle lobes (P = 0.013) and the length of the puncture 

through the lung tissue was longer (P = 0.048). The maximal diameter of the 

lesions in the pneumothorax group in first, third, sixth and twelfth month was 

respectively 44.4±17.6mm, 38.5±16.8mm, 30.8±9.7mm and 27.6±11.2mm. The control 

group was respectively 39.7±13.8 mm, 34.8±14.3mm, 31.1±15.8mm and 27.6±15.1mm, 

the difference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0.05).During the follow-up 

period, there were 4 cases (78.9%) in the pneumothorax group and 7 cases (80.6%) 

in the control group with local progress, the difference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0.05). 

CONCLUSIONS 

Pneumothorax after MWA is unpredictable, but many of the risk factors involved can 

cause pneumothorax in some patients higher than in other patients, some of which 

can be avoided and should be excluded as far as possible.However, pneumothorax 

after MWA of lung cancer does not have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short-term 

effect of ablation. 

  

 

 
EP-1210 

自由呼吸法和屏气法对于冠脉 CTA 成像质量的差异 

 
孟捷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 200080 

 

目的：评价在使用 256排高转速 CT时，自由呼吸法与传统屏气法扫描冠脉 CTA在成像质量上

是否存在差异 

方法： 

1 资料  总结 2016.12至 2017.2，记录 208例冠脉 CTA检查病例剔除 21例因各种原因无法

入组病例。分析余下 187例入组病例，其中使用传统屏气法 108例（年龄最小 36，最大 85， 

均值 62.36±9.18。BMI最大 35，最小 16，均值 24±3.19），自由呼吸法 79例（年龄最小

35，最大 87，均值 63.18±10.09。BMI最大 31，最小 16，均值 24±2.85） 

2方法 a仪器：GE Revo CT，Ulrich高压注射器 b扫描：检查时患者仰卧位，使用 370型对

比剂，注药总量为 0.7ml/kg,注药维持 10s。用前门控预估法测得冠脉期相，设置正式扫描范

围和序列参数（准直宽度 256*0.625、224*0.625、192*0.625，床不动，转速 0.28s，KV100，

智能 MA，噪声 24）。图像采集使用自动触发扫描，监测点为剑突下 1cm左右的升主动脉处，

自动检测点设置为（注药 10s后曝光监测，间隔 1s监测，阈值设定为 70hu）达阈值后延迟

9.9秒采集（分为屏气法和自由呼吸法）。根据前门控预估采集不同期相，图像采集时间为

0.4s-0.7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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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数据 187例扫描全部成功，由高年资医师予以 5分法盲评，冠脉 RCA、LAD、LCX图像质量，

屏气法（RCA4.01±0.79，LAD4.34±0.69，LCX4.29±0.79），自由呼吸法（RCA4.09±0.92，

LAD4.35±0.75，LCX4.35±0.77）。用 Fisher精确检验法统计数据，RCA精确 Sig0.074，LAD

精确 Sig0.735，LCX精确 Sig0.865 

4结论 根据统计数据可知，三支冠脉评分均 P>0.05,故而无统计学意义，所以我们认为在大尺

寸探测器 CT机下自由呼吸法和传统屏气法扫描冠脉 CTA 所得图像无差异 

 

 

EP-1211 

肺腺癌 CT 征象与表皮生长因子受体基因突 变相关性研究 

 
陈学军 

河南省肿瘤医院 450008 

 

目的：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EGFR)是一种酪氨酸激酶受

体，通过与配体结合来激活下游位于细胞内的激酶通路。EGFR基因突变使肿瘤侵袭度增高，

进展迅速。对于 EGFR基因 18、19、21及 20号外显子的 S768I位点突变的肿瘤，靶向药物如

吉非替尼(Gefiftinb)有效率高达 80%以上。本研究通过对肺癌不同 CT征象进行观察，获取这

些征象与 EGFR基因有效突变的相关性，从而为临床治疗提供更为便捷、准确的方法。 

方法  回顾性分析从 2014 年 9月至 2015年 3月的 203 例经病理证实为肺腺癌患者 CT资料，

将突变情况根据这些位点与酪氨酸激酶抑制剂的疗效关系，分为有效突变组（97例）及非有

效突变组（106例）。在所有的 CT征象中，肿块直径采用秩和检验，密度采用 Fisher精确概

率法，其余征象（分叶征、毛刺征、坏死征、胸膜凹陷征、空洞征及空气支气管征）采用卡方

检验对数据进行初步分析，再将有统计学意义的征象用 logistic回归进行分析，计算优势比

（OR）。 

结果  在 EGFR基因有效突变组，分叶征、毛刺征、坏死征、胸膜凹陷征分别为 65、67、

45、74例，非有效突变组对应的例数分别为 56、51、26、61例，两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χ2
值分别为 4.230、9.141、10.646、7.986，P值均<0.05）。病灶直径、密度、空洞征、

空气支气管征在两组间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Logistics回归分析显示：毛刺

征[优势比（OR）=2.120]、坏死征（OR=2.853）及胸膜凹陷征（OR=2.094）与 EGFR有效突变

有关，而分叶征与 EGFR有效突变无关。 

结论  在所有的 CT征象中，毛刺征、坏死征及胸膜凹陷征与 EGFR基因有效突变有关，它们

更容易出现在有 EGFR基因有效突变的肺腺癌患者中。 

  

 

 
EP-1212 

免疫介导型肌病累及心脏的磁共振表现 

 
赵培君,黄璐,唐大中,冉玲平,夏黎明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免疫介导性肌病(IMMs)是一组以肌无力、肌酸激酶升高以及肌电图异常为特征的异质性

获得性肌病。根据临床和肌肉组织病理学检查结果，目前将 IMMs分为免疫性坏死性肌病

（necrotizing autoimmune myopathy ，NAM）、包涵体肌病（inclusion body myositis，

IBM）、皮肌炎（ dermatomyositis，DM）、多发性肌炎（polymyositis，PM）和非特异性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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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PM和 DM是以慢性肌无力和骨骼肌炎性细胞浸润为特征的自身免疫性全身疾病，又被称为

特发性炎性肌病，大量研究表明心脏受累在 PM或 DM中是常见的，并且是死亡的主要预后因

子，而 NAM和非特异性肌病亦可累及心脏。我们旨在通过分析临床诊断为 IMMs患者的心脏磁

共振检查结果，讨论 IMMs心脏受累的特点。 

材料与方法：回顾性分析 2015年- 2017年行心脏磁共振检查的 IMMs患者（N=27）的心脏磁

共振表现，其中炎性肌病 11例，NAM 4例，非特异性肌病 12例，检查设备为 3.0T西门子磁

共振，扫描序列包括心脏电影序列、首过灌注序列和延迟增强序列。通过分析 IMMs患者心脏

磁共振检查结果，讨论 IMMs 累及心脏的影像学表现。 

结果： 心脏磁共振表现异常者共 22例，其中室间隔增厚者 2例、心肌出现延迟强化者 9例、

左心房增大者 2例，左心室增大者 1例，心包积液者 7例，心包膜局限性增厚者 1例。 

讨论：免疫介导性肌病受累心脏可在心脏磁共振上表现为左心增大、心肌增厚、延迟强化、心

包积液及心包膜增厚。 

 

 

EP-1213 

经心尖主动脉瓣置换术前主动脉瓣环的 CT 测定分析 

 
杨雪,曾蒙苏,魏来,杨晔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00032 

 

目的：分析比较经心尖主动脉瓣置换（TAVI）术前主动脉瓣环 CT不同测量方法的一致性及相

关性，并与经胸超声心动图比较差异。 

方法：入选我院 2014年 5月至 2016年 5月拟行经心尖 TAVI 的主动脉瓣病变患者 40例，分别

进行心电门控计算机断层摄影术（CT）及经胸超声心动图检查，采集主动脉瓣环解剖数据，并

对比主动脉瓣环测量差异。 

结果：40例患者术前 CT测得主动脉瓣环长径（27.0±2.0）mm，短径（21.8±2.1）mm，瓣环

平均内径（24.4±1.9）mm，根据瓣环面积测得内径（23.9±1.9）mm，根据瓣环周长测得内径

（25.9±2.2）mm，经胸超声心动图测得瓣环内径（22.1±1.8）mm。40例患者中 38例成功完

成 TAVI，置入 J-Valve人工瓣膜 23mm瓣膜 6例，25mm瓣膜 18例，27mm瓣膜 14例，均未发

生主动脉根部破裂、阻挡冠状动脉、中度以上主动脉瓣周反流。CT三种方法测得的主动脉瓣

环内径均值均大于经胸超声心动图测得瓣环内径均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长短

径法、面积法及周长法三种 CT测量方法与经胸超声心动图测量的瓣环内径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0.482、0.562、0.540（P<0.001），CT测量主动脉瓣环内径的三种方法中，面积法测得的主

动脉瓣环内径最小，周长法测得的主动脉瓣环内径最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结论：MDCT通过长短径法、面积法及周长法三种方法为拟行 TAVI的主动脉瓣病变患者选择相

应大小的人工瓣膜，三种测量方法中，面积法测得的主动脉瓣环内径最小，三种测量方法测得

的主动脉瓣环内径与经胸超声心动图中等程度相关，测量的内径均大于经胸超声心动图所得。 

 

 

EP-1214 

空洞性磨玻璃结节的 CT 表现与病理对照研究 

 
毛海霞 

无锡市第一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第一医院，无锡市儿童医院） 214000 

 

[摘要] 目的 探讨病理诊断为肺腺癌的空洞性磨玻璃结节的的薄层 CT表现与病理特征的相关

性和空洞形成的病理基础。方法 回顾性分析 34例均经过手术治疗的空洞性磨玻璃结节患者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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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和病理资料，CT图像分析包括磨玻璃结节和空洞的影像特征，病理切片分析包括病理亚

型、空洞壁特征及空洞形成的病理基础，并对这些影像特征和组织病理特征进行对照分析。结

果 34例空洞型磨玻璃结节患者中，6例为原位腺癌，10例为微浸润腺癌，18例为浸润性腺

癌。mGGO、空洞内分隔、壁结节、瘤肺界面、毛刺征、胸膜凹陷征发生率与病理类型有关

（P<0.05）。磨玻璃结节及空洞大小与病灶的恶性度呈正相关（r=0.455，P<0.05; r=0.668，

P<0.05），且空洞大小与磨玻璃结节大小亦呈正相关（r=0.642，P<0.05）。18例患者的病理

切片上可见空洞，表现为扩张的细支气管。 

结论 恶性空洞性磨玻璃结节的 CT征象与其病理类型有一定的相关性，空洞形成的病理基础是

单向阀门引起的支气管扩张。 

 

 
EP-1215 

应用基于 CT 图像的胃供血动脉钙化评分系统预测 Ivor-Lewis

术后吻合口瘘发生风险的可行性研究 

 
梁静 

江苏省南京鼓楼医院 210000 

 

目的 评估基于 CT图像的胃部供血动脉钙化评分系统在 Ivor-Lewis术（经右胸-腹正中-胸内

吻合食管切除）后吻合口瘘预测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年 6月-2017年 4月南

京鼓楼医院接受 Ivor-Lewis 术的 271例患者的临床和 CT图像资料，通过单因素和多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明确通过基于 CT图像的动脉钙化评分系统预测吻合口瘘的可行性。结果 

本组术后吻合口瘘的发生率为 14.76%（40/271）。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降主动脉钙化

程度（1分 VS 0分：P=0.000，OR=4.895，95%CI=2.044-11.722；2分 vs 0分：P=0.001，

OR=5.007，95%CI=1.921-13.047）和周围血管病（P=0.001，OR=8.692，95%CI=2.436-

31.014）是导致 Ivor-Lewis 术后吻合口瘘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 基于 CT图像的管状胃

供血动脉钙化评分系统用于预测 Ivor-Lewis术后吻合口瘘发生风险是可行的。 

 

 
EP-1216 

心脏磁共振在评估慢性缺氧相关肺高压大鼠中的初步应用研

究 

 
祝因苏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10029 

 

目的： 探讨心脏磁共振（CMR）在评估慢性缺氧相关肺高压中的应用价值。 

材料与方法 采用 3.0T MRI 梯度回波序列、电影序列、相位对比（PC）及延迟强化（LGE）序

列对慢性缺氧大鼠模型及对照组各 15只进行扫描。扫描时间点为第 0、1、2、3、4周，每个

时间点对照组及缺氧组大鼠各 3只。随后行右心导管造影（RHC）及病理检查。 

结果 CMR显示慢性缺氧组大鼠在第一周即出现心肌损伤 2例（66.7%），随后心肌损伤进行性

加重，病理 HE染色证明了这个结果；第二周开始肺动脉及右心容积开始出现变化，右心容积

逐渐扩张，收缩功能减低，第三周心脏结构、功能及血流有较明显改变；RHC测得肺动脉平均

压力（mPAP）在缺氧第一周尚属正常(mPAP=13.80mmHg)，与对照组无明显差异，第二周开始

mPAP明显升高，第三、四周肺动脉压力仍较对照组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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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3.0T MRI可以动态评估大鼠肺动脉及心脏解剖、血流动力学、心功能变化及心肌损伤指

标随时间变化情况。缺氧大鼠的心功能在第二周开始出现明显变化，而心肌损伤在缺氧第一周

已出现，早于心功能改变。 

  

 

 

EP-1217 

天津地区低剂量 CT 肺癌筛查：基线筛查与随访 

的初步临床分析 

 
高忠嵩,张鹏,叶兆祥 

天津肿瘤医院 300060 

 

目的 探讨低剂量 CT（LDCT）基线与随访扫描的筛查效果，并对基线检出与随访新发结节与其

他胸部病变进行统计分析。 

材料与研究方法 本研究共纳入 650例被试者，均于 2014年 2月至 2016年 6月期间参加天津

医科大学肿瘤医院肺癌筛查项目，并侧重对其中完成随访扫描的 548例被试者进行分析。依据

NCCN（2016 V1）肺癌筛查指南对肺癌高危、中危和低危的定义对被试者进行分组。研究者记

录检出的每个肺结节的位置、大小、性质等信息，以及扫描范围内检出的其他病变，将其与随

访扫描的 LDCT图像相比较，记录受检者基线检出结节进展情况以及在随访扫描中检出的新发

结节和新发胸部其他病变。 

结果 基线筛查被试者 650例，手术 9例，完成随访扫描的被试者共 548例，依从率为 85.5%

（548/641）。男性吸烟率 84.0%（316/376）高于女性 32.6%（56/17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随访扫描检出 19例新发结节阳性被试者，共 21个新发结节，阳性率为 3.5%

（19/548）。以三维水平对结节增大或减小的判定比例均高于二维水平，且对结节缩小的判定

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LDCT基线筛查共检出 6例肺癌结节，肺癌检出率 0.92%

（6/650）。女性肺癌检出率 1.03%（2/195）高于男性 0.88%（4/455），但无统计学差异

（P=0.867）。高危组肺癌检出率 0.75%（2/265）低于中低危组 1.04%（4/385），但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710）。 

结论 LDCT肺癌筛查对早期肺癌的筛查效能显著。女性非吸烟者肺癌检出率高于男性吸烟者，

对这部分人群行 LDCT肺癌筛查同样意义重大。阶段性随访可降低 LDCT肺癌筛查的假阳性率。

应用 CAD三维容积测量技术，相较于二维直径的评估更能对随访间隔内结节的进展做出评价。 

 

 

 
EP-1218 

低管电压冠脉 CTA 扫描的图像质量及辐射剂量的研究对比—

—第二代 320 排螺旋 CT 初步扫描探究 

 
过伟锋

1
,张利军

1
,杨姗

1
,陆怡菡

1
,曾蒙苏

1,2
 

1.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上海市影像医学研究所 

 

目的：评价采用第二代 320 排螺旋 CT低 Kv扫描方案下的冠脉 CTA成像图像质量及扫描辐射剂

量的初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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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共 154例心率小于 65bpm的患者纳入本研究。采用第二代 320排螺旋 CT行冠脉 CTA扫

描；行前瞻性心电门控扫描方案，扫描时间窗为 RR间期的 70%－80%。体重指数（BMI）

≤21kg／m2 、21~25kg／m
2
、＞25kg／m

2
时，扫描管电压分别采用 80Kv、100Kv及 120Kv；其

中行 80Kv扫描者共 49例，100Kv扫描共 53例，120Kv扫描共 52例。冠脉节段图像质量评估

采用 4分法，两位高年资医师分别对冠脉节段进行评价；测量主动脉根部管腔内及血管周围脂

肪 CT值及图像噪声，并计算图像信噪比；同时计算行冠脉 CTA扫描的有效辐射剂量。 

结果：行 80Kv、100Kv、120Kv扫描方案的冠脉节段的图像质量分别为 3.71 ±0.45、

3.77±0.35、3.72±0.36；较 120Kv扫描方案图像质 3.72±0.36 量相比，80Kv、120Kv扫描

方案的冠脉图像质量分别为 3.71 ±0.45、3.77±0.35；无明显统计学差异（P值分别为

0.35、0.64）。三组间具有诊断效能的冠脉节段数百分比分别为 98.5%、99.1％、99.0%,无统

计学差异（P>0.05）。三组间的有效扫描辐射剂量分别为 0.58±0.42、1.37±0.53、

3.10±0.9，具有明显统计学差异（P<0.001）；较 120Kv扫描方案相比，行 80Kv、120Kv方案

扫描的冠脉 CTA有效辐射剂量分别降低 81.3%、55.8%。 

结论：对于 BMI≤21kg／m2 、21~25kg／m
2
时，可以分别采用 80Kv、100Kv扫描方案行冠脉

CTA成像。较传统的 120Kv 扫描方案相比，在保证成像图像质量及诊断效能的前提下，可以显

著降低扫描辐射剂量。 

 

 

EP-1219 

FFRCT 在评估心肌桥病人血流动力学改变的应用研究 

 
周帆,张龙江,卢光明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210002 

 

【摘要】目的 探讨 FFRCT在评估心肌桥病人血流动力学改变的应用价值。方法 回顾性收集在

我院行冠状动脉 CT增强检查示左冠状动脉前降支壁冠状动脉的病人共计 60人。根据心肌桥深

度将其分为表浅组（30人），纵深组（30人），另收集同期 30名 CCTA检查无明显异常病人

作为对照组，各组间年龄、性别相匹配。利用 Syngo Via工作站测量心肌桥的长度、深度以及

收缩期官腔狭窄率，利用软件 cFFR对所有病人的 CCTA数据（包括收缩期和舒张期）进行

FFRCT值测定，统计心肌桥病人肌桥入口前 1cm处、肌桥中间段、肌桥出口后 1cm处 FFRCT值，

分别记作 FFR1、FFR2、FFR3，对照组沿左冠状动脉前降支走行，平均取 3处 FFRCT值与前者对

照。采用非参数检验对各组内两期 FFRCT值以及不同分组间 3处 FFRCT值进行比较。以

FFRCT<0.75为界，将 60名心肌桥病人分为正常组（31人）和异常组（29人），采用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组间差异与与年龄、性别、心肌桥的长度、深度、收缩期狭窄率的关联。结果 

①各组内 FFRCT值两期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②表浅组和纵深组两期 FFR2 值和

FFR3值低于对照组（均 P<0.05）。③表浅组和纵深组舒张期各处 FFRCT值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均 P>0.05），收缩期纵深组的 FFR2值和 FFR3值均低于表浅组（均 P<0.05）。④心肌桥的

长度、深度以及收缩期狭窄率是造成有血流动力学意义的 FFRCT值降低（FFRCT<0.75）的危险

因素（均 P<0.05）。结论 心肌桥病人的 FFRCT值改变的特点为：心肌桥中段以下冠状动脉

FFRCT值降低，与期相无关；表浅型及纵深型心肌桥 FFRCT值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收缩期。心肌桥

的长度、深度以及收缩期狭窄率是造成有血流动力学意义的 FFRCT值降低（FFRCT<0.75）的危险

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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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220 

CT predictive factors for lymph node metastasis in 

clinical stage I and II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Xu Hai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210029 

 

Objectives: To identify CT predictive factors of primary tumor for lymph node 

metastasis in clinical stage I and II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 

Materials and Methods: We retrospectively evaluated 780 stage I and II NSCLC 

patients who underwent surgical resection with systematic nodal resection. 

Clinical and CT characteristics were analyzed. All these predictive factors for 

lymph node metastasis were identified by univariate and multivariate analyses. 

Results: The median age of the patients was 62 years and slightly males 

predominated (55.9%). The median preoperative CEA value was 2.8 ng/ml. The median 

tumor diameter was 28.5 mm. Most of the tumors had solid opacities (63.6%), and 

lobulated contours (82.4%). Pleural tag was present in 67.8% of patients. 

Mediastinal and non-mediastinal pleura abutting were present in 22.3% and 57.8% of 

patients, respectively. Preoperative serum CEA, size, opacity, pleural tag, and 

mediastinal pleura abutting were identified as independent predictors of lymph 

node metastasis. 

Conclusions: Predictive factors for lymph node metastasis, which are determined in 

our study, will provide physicians with more reliable information on lymph node 

metastasis and help thoracic surgeons to achieve more appropriate treatment plan 

in patients with clinical stage I and II NSCLC. 

  

 

 

EP-1221 

Initial study of myocardial fibrosis in patients with 

CKD by using T1 mapping   

 
wang wei,Zhang Long jiang,Lu Guang ming 

Jinling Hospital， Medical School of Nanjing University 210000 

 

Backgroud and purpose: Chronic kidney disease (CKD) encompasses all renal disease 

states from the earliest stage through to end-stage renal disease (ESRD). The risk 

of cardiovascular death in CKD far exceeds the risk of progressing to dialysis; 

therefore, treatment should be focused at least as much on reducing this risk as 

on reducing the rate of progression of renal disease. Postmortem and biopsy 

studies have demonstrated that patients with CKD have high levels of interstitial 

myocardial fibrosis, which lead to adverse changes in cardiac structure and 

function. Native myocardial T1 relaxation time and myocardial extracellular volume 

(ECV), measured by T1 mapping, are novel indicators to assess myocardial fibrosis. 

This study aimed to evaluate myocardial fibrosis in patients with 1-5 stage CKD 

using T1 mapping technique of cardiovascular magnetic resonance (CMR) im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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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erials and methods: This investigative study prospectively enrolled twenty-two 

patients (thirteen subjects with 1-4 stage CKD and nine patients with ESRD) and 

fourteen control individuals. There were eight subjects with ESRD have received 

hemodialysis therapy and seven individuals among them have received the kidney 

transplant. Five patients have undergone a follow-up in a period (60-210 days) 

after renal transplant. Segmental and average native myocardial T1 times were 

compared between patient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pre- and post-transplant, 

respectively. 

Results: Native T1 tim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patient group than the 

control group in basal (1312.6±59.8 ms vs. 1256.3±29.6 ms, P=0.001), mid 
(1311.4±59.8 ms vs. 1251.0±37.7 ms, P=0.002), apical (1350.9±72.2 ms vs. 

1276.6±58.5 ms, P=0.003) and average (1325.0±58.5 ms vs. 1261.3±36.2 ms, 

P=0.001), respectively. Native T1 time of post-transplant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pre-transplant in basal (1297.9±75.1 ms vs. 1214.0±37.1 ms, P=0.022), mid 
(1315.2±72.8 ms vs. 1236.9±20.0 ms, P=0.041), apical (1343.0±59.3 ms vs. 

1227.9±31.2 ms, P=0.006) and average (1318.7±65.1 ms vs. 1226.3±24.3 ms, 

P=0.013), respectively. Compared with the pre-transplant ECV, the post-transplant 
ECV have reduced in two patients, but increased in the other patient. 

Conclusions: Native T1 time is a sensitive indicator to noninvasively assess 

myocardial fibrosis in patients with CKD and to evaluate the prognosis of 

myocardial fibrosis after renal transplant. Efficiency of ECV to evaluate 

myocardial fibrosis needs to be furtherly verified between patients and controls, 

pre- and post-transplant. 

  

 

 
EP-1222 

Revolution CT 混合迭代重建技术在冠状动脉钙化积 

分低剂量扫描中的应用 

 
李如刚,王冬青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 212001 

 

目的  探讨 Revolution CT 混合迭代重建（Hybrid Iterative Reconstruction，HIR）技术

降低冠状动脉钙化积分（Coronary Artery Calcium Score，CACS ）扫描辐射剂量的可行性及

临床应用价值。方法  前瞻性纳入 98例志愿者，分别行 2次冠状动脉钙化积分扫描。实验组

采用混合迭代重建（HIR）技术：迭代重建（ASIR-V）比例选择 50%；对照组采用滤波反投影

法（Filtered back projection，FBP）：ASIR-V比例选择 0%。结果 对照组和实验组有效剂

量和信噪比的比较分别为 2.60±1.08vs1.80±0.97（P＜0.05）、2.66±0.62vs2.92±0.53

（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对照组和实验组的 Agatston 积分（Agatston Score，

AS）、质量积分（Mass Score，MS）及体积积分（Volume Score，VS）的比较分别为

150.36±424.82vs148.86±403.77（P=0.77）、25.87±88.34vs27.11±96.90（P=0.211）及

53.40±124.04vs52.09±121.32（P=0.38），差异无统计学意义。Bland-Altman分析显示两

组检查 AS、MS及 VS具有较好的一致性。Kappa检验显示两组 AS的风险分组的一致程度非常

满意，K值为 0.94。结论 256层 Revolution CT的 HIR技术，能够降低 CACS扫描的辐射剂

量，并且不改变积分值的准确性，可以取代 FBP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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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223 

左心室容积变化特征与双源 CT 冠脉成像 flash spiral 模式

下启动扫描最佳 R-R 时相的临床研究 

 
陶广宇,方向明,华妙强 

无锡市人民医院 214023 

 

目的 

采用第二代双源 CT行冠状动脉造影，分析不同心率的患者左心室容积在心动周期中的变化规

律，进而寻找适合 flash spiral 模式扫描的的最佳启动 R-R时相。 

方法 

前瞻性选取 68例临床怀疑冠心病的患者，按平均心率分为 5组，采用回顾性心电门控螺旋扫

描模式行冠状动脉造影检查，以 5%R-R间期为时间间隔重建 0-100%共 21个时像周期，利用心

功能软件测量左心室容积，绘制不同心率组左心室容积-时间曲线，计算 250ms内左心室容积

变化速率的平均值，选取容积变化率最小的 R-R区间作为 flash spiral 拟扫描区间，得到不

同心率组使用 flash spiral 模式启动扫描的最佳 R-R时相。 

结果 

不同心率组患者的左心室容积-时间曲线和左心室容积的变化速率-时间曲线均有其规律，心率

越高，250ms内左心室容积变化速率最低的 R-R区间越接近前一个 R波，使用 flash spiral

模式启动扫描的最佳 R-R间期正性相对值时相越小，心率<70次/分、（70～79）次/分、（80

～89）次/分、（90～99）次/分、≥100 次/分的患者最佳 R-R时相分别为 60.0%、30.5%、

25.8%、23.0%、16.7%。 

结论 

通过分析患者左心室容积在心动周期中的变化规律，为临床寻找适合第二代双源 CT特有的

flash spiral模式扫描的最佳 R-R时相提供了指导。 

  

 

 

EP-1224 

Whole-tumor histogram analysis of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maps for the differentiation of thymic 

carcinoma from lymphoma 

 
Zhang Wei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210029 

 

Purpose: To assess the performance of whole-tumor histogram analysis of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ADC) maps in differentiating thymic carcinoma from lymphoma, 

and compare with that of commonly used hot-spot region of interest (ROI) based ADC 

measurement. 

Methods: Diffusion weighed imaging (DWI) data of 15 patients with thymic carcinoma 

and 13 patients with lymphoma were retrospectively collected and processed with 

mono-exponential model. The measurement of ADCs were performed by using histogram-

based and hot-spot ROI based approach. In histogram-based approach, following 

parameters were generated, including mean ADC (ADCmean), median ADC (ADCmedian), 10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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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percentile of ADC (ADC10 and ADC90), kurtosis and skewness. The difference of 

ADCs between thymic carcinoma and lymphoma was compared using t test.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analyses were conducted to determine and compare the 

differentiating performance of ADCs. 

Results:  Lymphoma demonstrated significantly lower ADCmean, ADCmedian, ADC10, ADC90 

and hot-spot ROI based (mean) ADCs than thymic carcinoma (all p values < 0.001), 

while no differences were found on kurtosis (P=0.412) and skewness 

(P=0.273).  ADC10 demonstrated optimal differentiating performance [cut-off value, 

0.403×10
-3
 mm

2
/s; area under curve (AUC), 0.977; sensitivity, 92.31%; specificity, 

93.33%], followed by ADCmean, ADCmedian, ADC90 and hot-spot ROI based ADC. The AUC of 

the ROC curve of ADC10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hot-spot ROI based ADC 

(0.977 vs 0.797, P=0.036). 

Conclusion: Compared with commonly used hot-spot ROI based ADC measurement, 

histogram analysis of ADC maps holds the promise in improving the differentiating 

performance between thymic carcinoma and lymphoma. 

  

 

 

EP-1225 

Effect of Iterative Reconstruction on Risk Category 

of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A Study Combining 

Coronary Calcium Score Measurement and Coronary CT 

Angiography 

 
wang wei,Zhang Long jiang,Lu Guang ming 

Jinling Hospital， Medical School of Nanjing University 210000 

 

Purpose: To assess the impact of sinogram-affirmed iterative reconstruction 

(SAFIRE) on risk category of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by combining coronary calcium 

score measurement and coronary CT angiography (CCTA). 

Materials and methods: Eighty-nine patients older than 18 years underwent coronary 

artery calcium scanning and prospectively ECG-triggered sequential CCTA 

examination. All raw data acquired in coronary artery calcium scanning were 

reconstructed by both filtered back projection (FBP) and SAFIRE algorithms with 

different 5 levels. Objective image quality, calcium quantification were evaluated 

and compared between FBP and all SAFIRE levels. Coronary artery stenosis was 

assessed in CCTA. Risk categories of all patients and of the patients with 

coronary artery stenosis in CCTA were compared between FBP and all SAFIRE levels. 

Results: The reconstruction protocol from traditional FBP to SAFIRE 5 was 

associated with a linear reduction in CT value and image noise (P<0.001), but 
associated with a linear improvement in signal to noise ratio (P<0.001). Compared 
to FBP, SAFIRE with all levels significantly reduced coronary calcification 

quantification (P<0.001).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for risk category 
between FBP and all levels of SAFIRE (P<0.001). For the patients with coro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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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ery stenosis in CCTA, the risk categories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FBP and all SAFIRE levels (P<0.001). 
Conclusions: SAFIRE significantly reduces coronary calcification quantification 

compared to FBP, resulting in the significant shift in risk categories based on 

coronary calcium score of all patients and of the patients with coronary artery 

stenosis in CCTA. Thus, SAFIRE should be used with caution for coronary calcium 

quantification. 

  

 

 

EP-1226 

中央型肺癌支气管动脉 CTA 成像及其在介入治疗中 

的应用价值 

 
吴奇新,黄小婷,李万青 

崇左市人民医院 532200 

 

目的 探讨中央型肺癌支气管动脉 CTA成像及其在介入治疗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分析 17例经支气管动脉介入治疗前的支气管肺癌病例, 17例均行螺旋 CT增强扫描,薄

层重建后传至工作站利用多平面重组(MPR)、最大密度投影(MIP) 、表面遮盖重建(SSD)、遮盖

容积重建(SVR)、曲面重建(CPR)和容积再现(VR)等后处理技术进行支气管动脉重建。 

结果 17例中央型肺癌均未见肺动脉参与供血，均由肿瘤性支气管动脉供血，图像清晰显示肿

瘤性支气管动脉的起源、数目、分支及走行。17例中央型肺癌均可见肿瘤内部杂乱无章的肿

瘤血管影,以及对比剂进入肿块内部。5例可见肺门和(或)纵隔淋巴结染色。 

结论 支气管动脉 CTA成像能够显示中央型肺癌的肿瘤性支气管动脉的起源、走行、数目等三

维影像特征,并在介入治疗前的病情评估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EP-1227 

SPECT/MRI 双模态分子影像探针的构建及其在肺癌诊断中的应

用研究 

 
蔡佳丽

1
,刘哲涛

2
,张春富

2
,刘士远

1
 

1.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2.上海交通大学 MED-X 研究院 

 

目的：构建以αvβ3为靶点，具有 SPECT/MRI双模态成像效果的 99mTc-RGD @ USPIO 探针，

评价其在非小细胞肺癌 H1299 动物模型早期诊断方面的能力。 

方法：本实验制备出超小粒径超顺磁性的氧化铁纳米材料（USPIO），对其进行水力学直径、

Zeta点位、弛豫时间等表征，表面修饰聚乙二醇（PEG）增加亲水性，偶联具有靶向整合素

αvβ3的 RGD小肽（Arg-Gly-Asp），在体外通过普鲁士蓝染色和细胞内铁测定来确定其体外

靶向性。同时进行 99mTc核素标记，探究放射性磁性探针在体内的血液半衰期和生物分布。选

取非小细胞肺癌 H1299细胞株，构建皮下瘤模型。用 99mTc-RGD @ USPIO进行 MRI成像和

SPECT成像，对图像进行定性和定量的分析。最后通过组织学检查验证该探针在肿瘤的聚集效

果以及受体表达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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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制备出具有超顺磁性的氧化铁纳米材料。细胞毒性试验研究表明具有低毒性和良好的生

物相容性。双功能螯合剂 DTPA进行 99mTc标记，标记率最高为 99.8%。体内 MRI成像结果显

示探针能在肿瘤部位聚集，具有较好的靶向性，并获得较好的 T2造影效果，尾静脉注射该探

针后，30min即开始出现肿瘤部位信号强度的降低，可持续至 6h。SPECT成像时，尾静脉注射

18.5MBq 99mTc-RGD@ USPIO，在成像时间点中，6h肿瘤部位放射性摄取最高。生物分布结果

表示探针在裸鼠体内吸收迅速、清除较快，以肝、脾、肾放射性摄取值最高且显著高于其他组

织器官。放射性血液半衰期结果表明，经过 PEG修饰后的探针能够显著增加探针在体内的血液

循环时间，增加探针在肿瘤部位累积。同时普鲁士蓝染色证实探针在肿瘤部位的富集。 

结论：双模态探针 99mTc-RGD @ USPIO具有良好的靶向性和较高的结合率，T2造影效果明

显，可用于裸鼠肺癌皮下移植瘤的靶向诊断。 

 

 
EP-1228 

儿童气管支气管异物的 CT 诊断价值 

 
高云 

广东省东莞市人民医院 523069 

 

目的 探讨 CT 在儿童气管，支气管异物的诊断价值。 方法: 我院 2010 年 10月 1日—2014

年 10 月 1日共收治 23例气管支气管异物患儿，并对其进行了 CT扫描检查，扫描完成后对图

像进行冠状位，矢状位 MIP  minMIP  VR图像重建。 结果 直接征象：CT显示支气管炎异

物阻塞，其中气管异物 4例，左侧主支气管异物 5例，左下叶支气管异物 2例，右侧主支气管

异物 6例，右侧下叶支气管 3例；间接征象：18 例单侧肺气肿，12例肺炎，5 例肺不张，2 

例皮下及纵膈积气。支气管内病变以 minMIP显示较好，肺气肿及肺部炎性病变常规轴位及冠

状位显示清楚 结论 结合病史，CT 对儿童气管支气管异物诊断征象明确，准确率高，具有很

高的临床价值。 

  

 

 
EP-1229 

侧支循环的受血血管出现“反向衰减梯度”征的 

影响因素初探 

 
杜勇兴,朱建彬,屈耀铭,何雯,于昊,邹天宇,温志波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510310 

 

目的 

初步探究冠脉 CTA中影响侧支循环的受血血管出现“反向衰减梯度”征（Reverse attenuated 

gradient sign, 简称 RAG 征）的因素。 

方法 

回顾分析 68对参与侧支循环的供血-受血冠脉的 CTA及 DSA资料。自狭窄处至显影血管末端，

以 10mm为间距，测定每段管腔 CT值，据此拟合回归直线，若回归系数 a>0，则认为出现 RAG

征。分别比较供血/受血冠脉狭窄程度、侧支循环丰富程度、受血冠脉的狭窄部位诸因素是否

影响受血血管中 RAG征的出现。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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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血血管完全闭塞时，其出现 RAG征概率显著高于不完全狭窄（79.2% vs. 45%，P=0.005）；

受血血管狭窄部位位于该血管远段时，出现 RAG征概率显著高于狭窄部位位于近段或中段

（81.5% vs. 57.9% vs. 58.3%，总体 P=0.037）。供血血管狭窄程度较低（<50%）时，受血

血管出现 RAG征概率高于高度狭窄（≥50%）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73% vs.67.7%, 

P=0.637）；侧支循环丰富（侧支连接 2级）者受血血管出现 RAG征概率高于不丰富（侧枝连

接 1级）者，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69.2% vs. 69%, P=0.981）。 

结论           

当受血血管完全闭塞或狭窄位于该血管远段时，有利于 RAG征的出现；侧支循环丰富程度或供

血血管的狭窄程度对 RAG征出现不造成明显影响。 

  

 

 
EP-1230 

空腔型肺癌的多层 CT 影像分析 

 
刘江勇,李国雄,黄文才 

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 430070 

 

目的：分析薄壁空腔型肺癌 CT影像特点及其在临床随访过程中动态变化表现。方法：收集经

肺穿刺术或手术后病理证实的空腔型肺癌 9例（男 6例，女 3例；平均年龄 63岁，范围

53~77岁），其中 8例为浸润性腺癌，1例为小细胞肺癌。回顾分析以上 9例空腔型肺癌在临

床随访过程中的多次 CT影像。结果：9例空腔型肺癌的典型 CT影像特点包括：（1）病灶轮

廓不规则多呈分叶状（n=6，占 66.7%）；（2）病灶边缘出现毛刺（n=4，占 44.4%）、胸膜线

征（n=4，占 44.4%）；（3）内腔不规则可见凸起的壁结节（n=9，占 100%）、腔内条形分隔

（n=5，占 55.6%）。接受首次 CT检查时，9例癌灶最大径为 29.2±6.08mm（范围，

18mm~40mm），壁厚 2.9±0.96mm（范围，1.5mm~4.5mm）。4例空腔型肺癌在临床随访过程中

表现为空腔壁逐渐增厚、病灶外缘变毛糙和壁结节增大。结论：空腔型肺癌以轮廓不规则的薄

壁空腔伴有壁结节或（和）腔内条状分隔为影像特点，随访过程中表现为空腔壁渐进性增厚变

毛糙。 

  

 

 
EP-1231 

Using 18F-FDG uptake and volumetric CT histogram 

analysis may be a predictor of mediastinal lymph node 

malignancy in non-small lung cancer 

 
Li Qiong,Fan Li,Liu Shiyuan 

Changzheng Hospital， the Secon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200003 

 

 

Abstract 

Purpose 

In patients with non-small lung cancer, N-staging is often performed by using 

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 integrated computed tomography (PET/CT) . However, 

the diagnostic accuracy of maximum standardized uptake value (SUVmax)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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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stinal lymph nodes is not always accurate due to indeterminate PET findings. 

In the present study, we investigated whether the combination of 18F-FDG uptake 

and LN density based on CT histogram analysis can be used to further enhance the 

ability of 18F-FDG PET/CT to predict mediastinal LN malignancy. 

Methods: 

78 patients with 556 mediastinal LNs who underwent PET/CT and systemic LN 

resection with 30 days were enrolled. We compared Maximum standardized uptake 

value (SUVmax), short axis diameter, LN-to -primary cancer ratio of 

SUVmax(SUVn/t),and SUVn/t multiplied by maximal tumor diameter (SUVindex) and 

median Hounsfield unit (HU) based on CT histogram in terms of their abilities to 

predict mediastinal LN maligancy. 

Results: 

Of 556 nodes, 78 (14.03% ) were malignant. The mean value of SUVmax, short axis 

diameter, SUVn/t, SUVindex of malignant LNs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benign 

nodes.  LNs with positive SUV-uptake had significantly higher CT values compared 

to PET-negative LN. Benign nodules had values <20HU. Using a threshold of 3.4 for 

SUVmax, 0.32 for SUVn/t and 1.11 for SUVindex yield sensitivities of 57%, 71% and 

65% and specities of 71% , 69% ,78% respectively for the detection of metastasis 

LNs. Combined with additional density criteria in LNs resulted in a sensitivity of 

90% and a specificity of 68%. 

Conclusions  

LN density may be complimentary to conventional visual interpretation of LNs with 

mild 18F-FDG uptake.  

 

 

EP-1232 

CCTA 管腔内密度衰减对冠状动脉心肌桥的功能性评价 

 
贾玉琳,肖喜刚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0001 

 

目的 探讨冠状动脉 CT血管成像（coronary computed tomography angiography, CCTA）管腔

内密度衰减（Transluminal contrast attenuation gradient，TAG）对冠状动脉心肌桥

（myocardial bridge, MB）的功能性评价。方法  收集经 CCTA确诊为 MB患者的原始数据，

按表浅型和纵深型将其分为两组，分别记录两组的 MB长度，并测量两组病例的收缩期及舒张

期的 MB近段、MB段以及 MB 远段的 TAG值，比较两组中不同节段的 TAG值之间的差异。结果 

共 200例 MB入组本研究，每组各 100例。浅表型组中，收缩期与舒张期 MB长度分别为

（16.50±5.80）mm及（13.70±5.40）mm ，P<0.05；MB近段、MB段以及 MB远段的 TAG值分

别为（-14.97±7.19）HU/10 mm vs. （-15.32±8.07）HU/10 mm、（-14.53±7.11）HU/10 

mm vs. （-14.87±7.25）HU/10 mm、（-13.66±7.41）HU/10 mm vs. （-14.11±6.59）

HU/10 mm，P值分别为 0.061、0.059、0.054。纵深型组中，收缩期与舒张期 MB长度分别为

（15.80±4.90）mm及（14.70±5.10）mm ，P=0.068；MB近段、MB段以及 MB远段的 TAG值

分别为（-14.33±7.21）HU/10 mm vs. （-15.19±7.88）HU/10 mm、（-13.45±7.01）HU/10 

mm vs. （-14.74±7.15）HU/10 mm、（-13.01±6.92）HU/10 mm vs. （-13.78±6.13）

HU/10 mm，P值分别为 0.054、0.031、0.052。结论 不同类型的 MB在不同心动周期中存在不

同的血流动力学改变及功能性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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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233 

肺真菌感染与微小肺癌影像诊断及鉴别诊断 

 
欧陕兴

1
,欧舒斐

1,2
 

1.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 

2.广州空军 458 中心医院 

 

 

肺真菌感染与微小肺癌影像诊断及鉴别诊断 

目的 探讨 肺真菌感染与微小肺癌诊断及鉴别，提高认识与诊断水平。 

材料与方法 

收集本院 30病例，小肺癌 13例，经图像工作站、随访与观察诊断与鉴别。 

结果 

 1.定义：肺部真菌感染由真菌感染引起支气管-肺部疾病。肺部真菌感染由病原体引起过

敏、化脓性炎症或慢性肉芽肿。 

  2.病因与病理：引起下呼吸道真菌感染致病菌，包括原发和继发性真菌感染。 ①致病性真

菌属原发性病原菌，导致原发真菌感染，侵袭免疫功能正常宿主，免疫功能缺陷易播散。②条

件致病性真菌或称机会性真菌。决定因素真菌毒力、数量与侵入途径。真菌胞壁酶类，参与感

染与侵入宿主细胞作用。真菌有抗吞噬能力及致炎成分，对机体不同器官倾向侵袭。 3.临

床：肺部真菌感染继发严重原发病，无特异症状：1.隐匿性感染 无临床症状和体征。2.流感

症状  发热、畏寒、头痛、流涕、关节痛、肌痛等。 

   4.诊断标准三级：确诊：组织学或无菌体液检测，微生物学证据（涂片和培养），不涉

及宿主因素。临床诊断：综合宿主因素、临床特征、微生物学。拟诊：符合宿主因素、临床特

征，缺乏微生物学证据者。 

血清中细胞壁成分（1，3）-β-D-葡聚糖抗原检测（G试验）、半乳甘露聚糖抗原检测（GM试

验）阳性定性。 

   5.微小肺癌：毛刺征、GGO、血管征、胸膜征等，大小 5-9毫米、生长以周边与外带为

主、累及胸膜。少有淋巴结增大。 

   6.肺真菌感染相对特征：随机分布，沿支气管走形，成片融合，GGO，片状影和空洞壁薄

且张力高，多病灶并存。晕征、曲菌球征、小空洞征等为其影像特征。易误诊原因影像征象有

重叠。鉴别诊断：1.各种肺炎 2.周围与中央型肺癌 3.浸润性肺结核 4.急性肺脓肿 5.肺错构

瘤 6.AVM 7.类炭疽等。 

 结论： 肺部真菌感染无特异征象，征象与成分重叠，结合病原学确诊；肺真菌轻度感染与

早期肺癌鉴别困难，征象与部位有助鉴别。 

 

 
EP-1234 

Severity Assessment of Hypertrophic Cardiomyopathy 

Using Combination of Non-contrast MR T1-Mapping and 

T2-Mapping at 3 Tesla  

 
Huang Lu,Ran Lingping,Zhao Peijun,Tang Dazhong,Xia Liming 

Tongji Hospital， Tongji Medical College，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430030 

 

Purpose: To investigate the severity of different hypertrophic myocardial segments 

in hypertrophic cardiomyopathy (HCM) using non-contrast T1mapping and T2 map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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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Forty-seven patients with HCM and 19 healthy volunteers underwent cardiac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CMR) on a 3T MR scanner. Imaging protocols included 

short axis cine, non-contrast T1 mapping, and T2 mapping prototype sequences. Left 

ventricular end-diastolic wall thickness (EDTH), myocardial thickening, native T1 

values, and T2 values were measured for each myocardial segment. The differences 

in native T1 values, T2 values, myocardial thickening, and EDTH were compared 

between healthy volunteers and HCM patients, and among hypertrophic segments of 

different severities (mild, moderate, and severe hypertrophy), using one-way 

analysis of variance analysis. Pearson correlations were used to determine the 

relationship of native T1 value, T2 value, myocardial thickening, and EDTH. 

Results: Native T1 and T2 values were significantly greater in HCM patients; and 

the degree of myocardial thickening was significantly reduced (P < 0.001) in 
HCM.  Native T1 and T2 value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with the severity of 

myocardial hypertrophy (P < 0.001), but the degree of myocardial thickening 
decreased (P < 0.001). Native T1 and T2 values were mild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EDTH (r = 0.326, p < 0.001 and r = 0.195, p<0.001, respectively). The degree 

of myocardial thickening was moderately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EDTH (r = -

0.586, p < 0.001). 

Conclusion: CMR with the measurement of native T1 and T2 values could detect 

myocardial lesions’ severity of different hypertrophic degree myocardial segment 

in HCM, which has a great potential in risk stratification, therapeutic planning, 

and prognosis for HCM. 

 

 
EP-1235 

‘Solid’component within GGN: Imaging Definition, 

display and correlation with invasiveness of lung 

adenocarcinoma 

 
Fan Li,Tu Wenting,Liu Shiyuan 

Department of Radiology，Changzheng Hospital， Secon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200003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relationship of ‘solid’ component in GGNs and 

pathologic invasiveness of pulmonary adenocarcinoma using 3D CT number histogram 

and qualitative evaluation with different window settings, in order to define and 

display the ‘solid’ component comprehensively. 

Methods 328 GGNs that pathologically confirmed as lung adenocarcinoma (56 cases of 

AAH / AIS, 58 cases of MIA and 214 cases of IAC) were analyzed retrospectively. 

The margin of nodule was semi-automatically depicted slice by slice. 3D CT number 

histogram was generated by setting 11 CT attenuation intervals, including <-400, -

400~-350, -350~-300, -300~-250, -250~-200, -200~-150, 150-~-100, -100~-50, -50~0, 

0~50, ≥50HU. And the voxel percentage within each CT attenuation interval would 

be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On the lung windows（LW）settings, the homogeneity of 

the GGNs were evaluated; while on the mediastinal window (MW) and 10 medium window 

settings (setting WW as 2, WL as-400, -350, -300, -250, -200, -150, -100, -50,0, 

and 50, respectively), the visibility of GGNs were evaluated; while compar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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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imum CT value of the vessel with the maximum CT value of GGN. The 1
st
 supposed 

definition of ‘solid component’ is the heterogeneity on LW settings. The 2
nd
 

supposed definition of ‘solid component’ is the visibility of GGNs on MW 

settings. The 3
rd
 definition of ‘solid component’ is that the maximum CT value of 

the vessel was less than the maximum CT value of GGN. Variance analysis, 

Bonferroni test, T-test and ROC analysis 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 voxel 

percentage within 11 CT attenuation intervals. For the subjective evaluation with 

different window settings, Chi-Square tests and ROC analysis were performed. 

Results There were five AUC equal or larger than 0.797 in <-400, -150-~-100, -

200~-150, -100~-50 and -50~0 CT attenuation intervals, and the cutoff value of 

voxel percentage was 84.5 %, 0.5 %, 1.5 %, 0.5 % and 0.5 %, respectively. The AUC 

of five window settings were equal or larger than 0.743 (WW2, WL-50, 0, -100, -150 

and mediastinal window settings). Th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on the diagnosis 

of IAC based on the three different definitions of ‘solid’ component were 

96.73%&9.65%, 75.70%&75.43%, 57%&80.70%,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The parallel diagnosis of the intervals of five larger AUC performs a 

good differential diagnosis performance. The optimum window settings for 

differential diagnosis were WW2, WL-50. The visibility of GGNs on MW settings is a 

more appropriate definition of ‘solid component’ based on the diagnosis of IAC. 

 

 

 
EP-1236 

Automated pulmonary lobar quantification: variation 

in volumetric CT measurements of idiopathic scoliosis 

 
Xia Yi,Li Qing-chu ,Guan Yu ,Fan Li ,Xiao Yi, Liu Shi-yuan 

Changzheng Hospital of the Secon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200003 

 

AIM: Post-processing software tools for lobar volumetric quantification are 

useful for idiopathic scoliosis (IS) patient. Given the lung volume asymmetry 

with spinal curve severity, we aimed to evaluate that some lobes of the lung 

volume might be sensitive to distinguish different severity of IS and normal 

subject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MATERIALS AND METHODS: 12 moderate and 12 

severe IS patients and 12 normal controls were recruited for this 

retrospective study. The following CT parameters were measured by an 

automatic software tool: total lung volume (TLV), right lung volume(RLV), left 

lung volume(LLV) and respective lobar volume (LVRUL,LVRML,LVRLL,LVLUL,LVLLL) of the 

lung .Correlations between PFT and CT parameters were assessed using Spearman 

correlation analysis. The differences in cobb angle, PFT and CT parameters were 

compared between different IS severity and the control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RESULTS: LVRLL shows relatively strong correlations with the PFT 

parameters (VC,%VC, FVC, %FVC,FEV1, %FEV1, %MEF75,DLCO SB, TLC)(r range 0.448~ 0.916, 

P <0.05). LVRML of the control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moderate IS 

patients ( P=0.012) and LVRLL of moderate IS patients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severe IS patients ( P=0.005). Each lung lobar volume increase or decrease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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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 synchronous after treatment.CONCLUSION: Lobe-based CT volumetric assessment 

in IS not only correlated well with PFT results, but also allows an estimation of 

disease severity according to the Cobb method classification. Severe IS patients 

who correct spine deformity can improve long term CT based lung 

volume asymmetrically. 

 

 
EP-1237 

Tmax Is a Sensitive Indicator of Myocardial Ischemia 

as Determined by PET Imaging: a Study in a Porcine 

Model 

 
Sui Shi

1
,Hou Yang

1
,Ma Yue

1
,Wang Yuke

1
,Yu Mei

1
,Yang Yijing

1
,Huang Ning

2
 

1.Shengjing Hospital of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2. Life Science， GE Healthcare， Beijing， China.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parameter Tmax, defined as the time of residual function 

R(t) reaching its maximum, as an indicator of myocardial ischemia and compare its 

efficacy with other computed tomography perfusion (CTP) parameters in this animal 

study. 

Materials and methods: 8 Bama miniature pigs with 50~90% left-anterior descending 

artery stenosis underwent adenosine stress myocardial CTP and 
13
N-NH3 position 

emission tomography (PET) perfusion imaging. On a segment basis, Tmax, myocardial 

blood flow (MBF), myocardial blood volume (MBV), mean transit time (MTT) and time 

to peak (TTP) were calculated from CTP images by a deconvolution method; PET 

images were diagnosed as ischemia or non-ischemia. Using PET as a reference 

standard,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 (PPV), negative 

predictive value (NPV) and accuracy were calculated. Multiple comparisons of the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s (ROCs) between Tmax and other parameters 

were also carried out. By logistic regressions, the diagnostic performance of 

combination of each two parameters was also calculated and compared with Tmax. 

Results： 

Tmax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ischemic segments compared with non-ischemic 

segments (9.61±4.23 vs 2.79±3.04; p<0.01). With a Tmax threshold of 3.80s 

determined using the maximum of Youden’s index, the diagnostic accuracy of Tmax 

for the detection of ischemia was: sensitivity 100%, specificity 72.92%, PPV 

51.85% and NPV 100%. Multiple comparisons of the ROCs indicated that Tmax was 

better than MBF (P<0.01) or TTP (P=0.01) but not statistically different from MBV 

(P=0.08). Tmax was superior to the combination of (MBF+MBV) but not to (MBF+TTP) or 

(MBV+TTP). 

Conclusion： 

(1) Compared with PET, Tmax in dynamic stress CTP provides good diagnostic accuracy 

for the detection of myocardial ischemia, especially in sensitivity and NPV. (2) 

In diagnosis of myocardial ischemia, Tmax has a better performance than MBF or TTP 

or combination of (MBF+MB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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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238 

能谱 CT 在肺癌胸部淋巴结转移评估中的应用价值 

 
高璐,侯阳,马跃,马杰韬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52 

 

目的:本研究通过测量与分析胸部淋巴结能谱 CT定量参数，探讨能谱 CT在肺癌胸部淋巴结转

移评估中分期中的应用价值。 

材料与方法：收集 2016年 12月至 2017年 6月于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进行 IQON 能谱

CT增强检查的肺癌患者 24 例，将原始图像进行 SBI（Spectral Base Images）数据重建和图

像后处理，得到各病变淋巴结短径、能谱曲线及动、静脉期摄碘量，计算能谱曲线斜率 λHu

（λHu=（40KeVCT值-100KeV CT 值）/60），）与动脉强化分数 AEF（Arterial Enhancement 

Fraction）（AEF=动脉期碘含量/静脉期碘含量×100%）。根据手术病理结果将淋巴结分为转

移组与非转移组，将两组淋巴结短径、斜率λHu与 AEF数据进行比较（P<0.05 有统计学差

异），并对有意义的定量指标进行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分析，确定鉴别肺癌淋巴结转

移的最佳阈值与诊断效能。 

结果：24例患者经病理证实的淋巴结共 50枚，其中转移性淋巴结 24枚，非转移性淋巴结 26

枚。转移组与非转移组淋巴结短径（ 1.49±0.69vs.0.87±0.22  ）、能谱曲线斜率

λHu(2.77±0.24 vs.2.40±0.17 )及动脉强化分数 AEF( 98.54±15.83vs.70.14±16.38)均

有显著差异（P均<0.05）。根据 ROC曲线分析，AEF对淋巴结转移的诊断效能最高（AUCAEF=

（0.928） vs. AUC短径=(0.809 )， AUC斜率λHu =(0.889 )），其界值为 76.84% ，此时

敏感度、特异度、阴性预测值、阳性预测值分别为 88.00%、76.00%、90.48%、75.00%。 

结论：能谱 CT成像的多参数定量分析，为肺癌胸部淋巴结转移的准确评估提供了有效的无创

性检查方法，尤其 AEF对鉴别转移和非转移淋巴结具有较高的诊断效能，有利于提高临床术前

分期。 

 

 
EP-1239 

COPD 急性加重小气道重塑和肺气肿改变的 CT 定量研究 

 
张迪,管宇,范丽,刘士远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200003 

 

目的 CT定量分析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AECOPD）患者小气道重塑和气肿指数的改变，

并探讨小气道定量参数、气肿指数与 COPD急性加重频率间的相关性。  

材料与方法：回顾性分析 80例 COPD急性加重患者的吸气相 CT扫描图像。将原始数据传输到

COPD prototype 分析软件内进行支气管定量参数及气肿指数的分析。设定 CT值低于-950HU

的区域为肺气肿区，软件自动计算气肿指数。共选取 5支支气管为研究支气管，分别为右肺上

叶尖段支气管（RB1）、右肺中叶外侧段支气管（RB4）、右肺下叶后基底段支气管（RB10）、

左肺上叶尖后段支气管（LB1)、左肺下叶后基底段支气管（LB10）,并测量其远端的第 6级支

气管定量参数。支气管定量参数包括：支气管腔直径（LD)、支气管壁厚度（WT）、管壁面积

占支气管断面总面积的百分比（WA%）。对每个支气管定量参数，分别测量 3次后取其平均

值，再取 5支支气管各定量参数平均值。同时记录一年内 COPD急性加重发作频率。采用

SPSS18.0统计学软件。各级支气管定量参数、气肿指数与急性发作频率的相关性采用

Spearman相关系数检验。以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COPD急性加重频率与气肿指数间无明显相关性(r=0.46,P=0.06)。第 6级支气管定量参

数管壁面积占支气管断面总面积的百分比(WA%)和支气管壁厚度(WT)分别与 COPD急性加重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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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率间具有明显相关性(r=0.74, P=0.02; r=0.65, p=0.03)。而支气管腔直径(LD)与 COPD急

性加重发作频率间无明显相关性(r=0.53,P=0.08)。 

结论：CT定量成像能有效评价 COPD小气道重塑及肺气肿，且小气道重塑与 COPD急性加重发

作频率有一定相关性。 

  

 

 
EP-1240 

肺癌肺门纵隔淋巴结三种呼吸采集方式 DWI 图像质量的比较 

 
蔡荣芳

1
,崔磊

1
,江建芹

2
 

1.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南通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2.盐城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比较自由呼吸、呼吸触发及屏气三种呼吸采集方式下肺癌肺门纵隔淋巴结磁共振扩散加

权成像图像质量。 材料与方法  收集我院 2016年 1月-2017年 3月经病理或随访证实为肺

癌且伴有肺门纵隔淋巴结肿大患者 20例，于术前或纤维支气管镜检查前 1周内行常规 MRI(包

括 T1WI，T2WI) 和 DWI扫描。DWI扫描利用平面回波(EPI)序列，b值取 0、300、800s/mm
2
，

并且分别采用自由呼吸、呼吸触发及屏气采集方式进行扫描。由 2位测量者分别在不同 b值及

不同呼吸采集方式 DWI图像上测量信噪比（SNR）、对比度噪声比（CNR）并对图像质量进行评

分。所有数据均进行正态性及方差齐性检验。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VA）比较各

种成像方法 SNR、CNR之间差异，图像质量评分采用 Friedman非参数检验法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共 62枚淋巴结纳入分析，FB、RT、BH分别检出 62、59、58枚（检出率为 52.5%、50%

和 49.2%），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随 b值增高，SNR及 CNR值逐渐减低。除 b=300 

s/mm
2
时呼吸触发和屏气采集方式间 CNR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外（P=0.77），其余相同 b值

时三种采集方式间 SNR、CNR 及图像质量评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同一 b 值自由

呼吸 SNR、CNR平均值高于呼吸触发和屏气。  结论   三种呼吸采集方式肺癌纵隔肺门淋

巴结 DWI图像质量存在差异，自由呼吸图像质量高于呼吸触发和屏气采集。肺癌患者胸部 DWI

检查可以优先选择自由呼吸。 

 

 
EP-1241 

Longitudinal Study of quantitative CT and PFT values 

progression in healthy volunteers with COPD high risk 

factors 

 
Xia Yi,Guan Yu ,Fan Li ,Xiao Yi ,Liu Shi-yuan 

Changzheng Hospital of the Secon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200003 

 

Purpose: To assess quantitative CT (QCT) and spirometric 

measurements progression in healthy volunteers with COPD high risk 

factors.Materials and methods: Thirty healthy volunteers were examined by 

PFT, inspiratory and expiratory CT at baseline and after 1 year follow-

up. Inclusion criteria: 1. age>45y; 2. cigarette>10 pack*year; or chronic cough、

sputum or dyspnea symptom;or emphysema on CT; 3. spirometry: FEV1%pred<95% and 

FEV1/FVC>70%; 4. informed consent acquired. QCT parameters conta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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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chea volume, total lung volume (TLV) and emphysema index of threshold of lung 

area with attenuation lower than -950 HU (EI-950) on inspiratory CT; air 

trapping, defined as the percentage of attenuation area lower than -856 HU (LAA-

856) on expiratory CT. To compare baseline values with follow-up values, T-test 

was used.Results: Compared with baseline, EI-950 (4.61±4.69 % vs. 8.05±5.09 

% ) and residual volume(RV) (2.78±0.48 L vs. 3.14±0.67 L ) 

were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at 1-year follow-up（P<0.05）. But,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for LAA-856 and TLV for smoking group between baseline 

and follow-up examinations. Non-smokers(n=20) had more emphysema progression 

compared to smokers(n=10) for healthy volunteers with COPD high risk factors. 

Smoking group had more residual volume of PFT progression compared to non-smoking 

group for healthy volunteers with COPD high risk factors. Conclusion：Emphysema 

index of QCT and residual volume of PFT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in 1-year 

follow-up for healthy volunteers with COPD high risk factors. 

 

 
EP-1242 

冠脉 CTA 模拟瞬时无波型比值(iFR-CT)、管腔内对比度衰减

梯度（TAG）、校正的管腔内对比度衰减梯度（TAG-CCO）对

冠脉功能性狭窄诊断价值的比较研究 

 
刘思宇,侯阳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冠脉 CTA模拟瞬时无波型比值（iFR-CT）是基于冠状动脉计算机体层摄影血管成像

（CTA），利用计算机流体力学模拟瞬时无波型比值从而达到无创诊断冠脉功能性狭窄的新方

法。以冠脉血流储备分数（FFR）为“金标准”，比较 iFR-CT与管腔内对比度衰减梯度

（TAG），校正的管腔内对比度衰减梯度（TAG-CCO）在诊断冠状动脉功能性狭窄上的差异，探

讨 iFR-CT对冠状动脉功能性狭窄的诊断价值。 

方法：回顾分析临床确诊冠心病并做冠状动脉 CTA，冠状动脉造影（ICA）检查及 FFR测定患

者 39例。应用冠脉 CTA图像运用计算流体力学方法模拟 iFR-CT、并测量 TAG及 TAG-CCO值。

分别绘制 iFR-CT、TAG及 TAG-CCO的 ROC曲线，确定 iFR-CT临界值。并计算三者的敏感度、

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及准确性。应用 DeLong 分析比较冠脉 CTA、iFR-CT、iFR-

CT+冠脉 CTA诊断效能的差异。 

结果：iFR-CT的临界值为 0.85时具有较大的 ROC曲线下面积（the area under the ROC 

curve，AUC）为 0.84（P＜0.01）。其敏感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及准确度为

85.00%、68.57%、60.71%、88.89%、74.55%。TAG及 TAG-CCO分别为 55.00%、48.57%、

37.93%、65.38%、50.90%及 30.00%、60.00%、30.00%、60.00%、49.10%。iFR-CT联合冠脉

CTA及冠脉 CTA的 ROC曲线下面积为：0.85及 0.68，较为明显的改善冠脉 CTA诊断冠状动脉

功能性狭窄的能力。iFR-CT 联合冠脉 CTA对诊断能力的提升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基于冠脉 CTA的 iFR-CT比 TAG、TAG-CCO对诊断冠脉功能性狭窄具有更高的诊断价

值,iFR-CT联合冠脉 CTA提高了冠脉 CTA的诊断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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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243 

肺活量正常吸烟者的肺定量 CT 测量参数 

及肺弥散功能相关性的研究 

 
张迪,管宇,范丽,刘士远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200003 

 

目的：分析肺活量正常吸烟者每个肺叶的定量 CT参数的变化。评估单位肺泡容积一氧化碳弥

散量（DLCO/VA）与定量 CT 参数的关系。 

材料与方法：这项前瞻性研究从 2013年 1月持续至 2014 年 12月，纳入 54名吸烟者（平均年

龄为 59.4±7.9 岁，平均吸烟量为 32.1±14.包年）。肺功能测试及胸部 CT（深吸气末及深呼

气末）同一天进行，记录 DLCO/VA。每个肺叶均测量三个 CT参数（肺气肿程度，密度直方图

15%的相应肺密度，呼、吸期相末平均肺密度比值）。肺气肿程度由-950低衰减值以下肺体积

占总体积百分比（LAV%）表示。密度直方图 15%的相应肺密度在吸气末时计算。呼、吸期相末

平均肺密度比值（ATR）使用软件在吸气末与呼气末分别测量。统计分析采用 Spearman相关分

析。 

结果: 两肺的单位肺泡容积一氧化碳弥散量均与密度直方图 15%的相应肺密度（r=0.392, 

p=0.004）及 LAV% (r=-0.566, p<0.001)相关，右肺上叶及左肺上叶的 DLCO/VA与密度直方图

15%的相应肺密度存在显著相关性(r=0.449, p=0.001;r=0.410,P=0.002)。各肺叶的 LAV% 与

DLCO/VA均呈显著负相关（p<0.001）。ATR 与 DLCO/VA无明显相关性。 

结论: 定量 CT可评估肺活量正常吸烟者的肺气肿程度，密度直方图 15%的相应肺密度，呼、

吸期相末平均肺密度比值。与密度直方图 15%的相应肺密度和 ATR相比，肺气肿程度对肺弥散

能力的定量评估更准确。 

  

 

 
EP-1244 

Computer-Assisted Detection of Acute Pulmonary 

Embolism in Children and Young Adults: Inter-observer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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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pose: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a computer-assisted detection (CAD) algorithm on the 

identification of acute pulmonary embolism (PE) on CT pulmonary angiographic (CTPA) 

studies in children and young adults by readers with varying experience levels. 

Materials and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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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is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approved retrospective study, six readers with 

differing levels of experience evaluated 303 patients’ CTPA studies (median, 15.5 

years; range, 6-25 years) on both a per-patient and per-emboli basis. Observers 

were asked to independently determine the presence of PE, and rank their 

diagnostic confidence on a five-point scale, first without using the CAD algorithm 

and subsequently using the CAD algorithm. Reading time for both series was 

recorded. Sensitivities, specificities, accuracies, 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s 

(PPVs) and negative predictive values (NPVs) were calculated for each reading. 

Results: 

For all readers, there was no diagnostic performance difference in detecting 

central pulmonary emboli in the first to the third levels of the pulmonary 

arteries, with or without the CAD algorithm (all P values >0.05). However,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found in the detection of peripheral pulmonary emboli 

in readings done with CAD versus without CAD.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e most 

experienced reader (reader 6), the calculated sensitivities and NPVs differed 

significantly between all readings done with and without CAD. Additionally, the 

accuracies of all readers differed significantly between readings done with or 

without CAD. For each reader, the time of readings done with CAD was longer than 

those done without C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found for confidence scores 

in inter-group measurements with CAD (P=0.045) and without CAD (P <0.001), but no 
difference was found in the confidence scores of any individual readers when 

comparing CAD and non-CAD readings (P >0.05). 
Conclusion: 

At the expense of longer reading time, the use of the CAD algorithm improves 

sensitivities and NPVs for most readers, and the accuracies of all readers in 

peripheral PE detection. 

  

  

 

 
EP-1245 

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on pulmonary subsolid 

nodule detection using deep learning methods from 

chest X-r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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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pose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using deep learning methods to detect subsolid 

nodules from chest X-ray images  

Materials and Methods 

The building, training, and testing of the deep learning model were performed 

using the research platform developed by Infervision, China. The training dataset 

consisted of 1965 chest X-ray images, which contained 85 labeled subsolid nod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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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1880 solid nodules. 81 out of the 85 subsolid nodules were confirmed by 

corresponding CT exams. We labeled each X-ray image using the corresponding 

reconstructed coronal slice from the CT exam as the gold standard, and trained the 

deep learning model using alternate training. After the training, the model was 

tested on a different dataset containing 56 subsolid nodules, which were also 

confirmed by corresponding coronal slices from CT exams. The model results were 

compared with an experienced radiologist in terms of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and 

test time. 

Results 

Out of the testing dataset that contained 56 subsolid nodules, the deep learning 

model (p = 0.7) marked 72 nodules, which consisted of 39 true positives (TP) and 

33 false positives (FP). The model took 16.8 seconds. The human radiologist marked 

39 nodules, with 31 TP and 8 FP. The radiologist took 50 minutes and 24 seconds. 

Conclusions 

Subsolid nodules are prone to mis-diagnosis by human radiologists. The proposed 

deep learning model was able to effectively identify subsolid nodules from X-ray 

images. 

Clinical relevance/ Application 

We proposed a deep learning based method to automatically detect subsolid nodules 

from chest X-ray images with high sensitivity, in order to aid radiologists with 

respect to early lung cancer detection, and increase the value of X-ray imaging in 

lung cancer screening.Purpose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using deep learning methods to detect subsolid 

nodules from chest X-ray images 

Materials and Methods 

The building, training, and testing of the deep learning model were performed 

using the research platform developed by Infervision, China. The training dataset 

consisted of 1965 chest X-ray images, which contained 85 labeled subsolid nodules 

and 1880 solid nodules. 81 out of the 85 subsolid nodules were confirmed by 

corresponding CT exams. We labeled each X-ray image using the corresponding 

reconstructed coronal slice from the CT exam as the gold standard, and trained the 

deep learning model using alternate training. After the training, the model was 

tested on a different dataset containing 56 subsolid nodules, which were also 

confirmed by corresponding coronal slices from CT exams. The model results were 

compared with an experienced radiologist in terms of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and 

test time. 

Results 

Out of the testing dataset that contained 56 subsolid nodules, the deep learning 

model (p = 0.7) marked 72 nodules, which consisted of 39 true positives (TP) and 

33 false positives (FP). The model took 16.8 seconds. The human radiologist marked 

39 nodules, with 31 TP and 8 FP. The radiologist took 50 minutes and 24 seconds. 

Conclusions 

Subsolid nodules are prone to mis-diagnosis by human radiologists. The proposed 

deep learning model was able to effectively identify subsolid nodules from X-ray 

images. 

Clinical relevance/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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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proposed a deep learning based method to automatically detect subsolid nodules 

from chest X-ray images with high sensitivity, in order to aid radiologists with 

respect to early lung cancer detection, and increase the value of X-ray imaging in 

lung cancer screening. 

 

 

EP-1246 

磁共振成像与双源 CT 扫描在非小细胞肺癌术前分期中 

的应用对照研究 

 
冯永丽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222000 

 

【摘要】 

目的  评估比较磁共振成像（MRI）和双源 CT扫描在非小细胞肺癌（NSCLC）术前Ｔ分期及 N

分期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收集 2013年 1月至 2017 年 1月间经手术证实的 36例 NSCLC患者，术前行 MRI平扫、

MRI增强及双源 CT增强扫描，由 2名高年资胸部放射诊断医师采用双盲法阅片，初步评估

NSCLC的术前 T分期，对照术后病理结果，比较 3种不同影像学方法对 NSCLC原发肿瘤Ｔ分期

及 N分期的准确性。 

结果  手术后病理分期作为金标准，36例 NSCLC患者，双源 CT增强扫描对原发肿瘤 T分期

评估准确者 27例（Kappa值为 0.603） ；评估不准确者 9例，其中高估 3 例，低估 6 例。 

MRI平扫对原发肿瘤 T分期评估准确者 28例（Kappa值为 0.698） ；评估不准确者 8 例，其

中高估 4例，低估 4例。MRI 增强对原发肿瘤 T分期评估准确者 32例（KAPPA 值为

0.823） ；评估不准确者 4例，其中高估 2 例，低估 2例。双源 CT低剂量增强、MRI 平扫和

MRI增强对 NSL术前 NSCLC 分期诊断的准确率分别为 75.0%（27/36） 、78.0%（28/36） 和 

89.9%（32/36） ，其中 MDCT 增强与 MRI平扫、双源 CT增强与 MRI增强、MRI 平扫与 MRI增

强对 NSCLC术前 T分期诊断的准确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 

结论  MRI平扫结合增强对 NSCLC术前 T分期诊断的准确率高于双源 CT增强，对于不能行增

强 CT扫描患者，MRI可作为评价 NSCLC术前 T分期的替代检查。 

 

 
EP-1247 

Adaptive statistical iterative reconstruction using 

low tube voltage and low-dose contrast medium in 

pulmonary CT angiography 

 
yin xiao rui,Wang Han 

Shanghai General Hospital，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00080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image quality and radiation dose of CT pulmonary 

angiography (CTPA) which performed with low tube voltage and low-dose contrast 

medium along with adaptive statistical iterative reconstruction (ASIR) technique. 

Methods: Our prospective study was approved by Regional Ethical Review Board and 

all participants gave informed consents. Ninety consecutive patients were refer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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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 suspected with pulmonary embolism (PE) from June 2012 to November 2013.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ventional protocol (hereafter, Group A) and low-dose 

protocol group according to Body Mass Index (BMI), each group including 45 

patients. Group A underwent conventional parameter with FBP for CTPA. The low-dose 

protocol group underwent low tube voltage and low-dose contrast medium. The images 

of low-dose protocol group were reconstructed by both FBP (hereafter, Group B) and 

ASIR (hereafter, Group C). The image noise, signal-to-noise ratios (SNRs), 

contrast-to-noise ratios (CNRs), radiation doses, and image subjective scores were 

compared among these three groups in detail. 

Results: As for conventional protocol and low-dose protocols, the dose-length 

products (DLP) were respectively 410.2 ± 98.3 mGy·cm and 190.8 ± 26.7 mGy·cm, 

and effective doses were respectively 5.8 ± 1.4 mSv and 2.7±0.4 mSv (P< .01, 
P<.01 ). In Group C, overall image quality scored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in 
group A and B (P< .01, P< .01). While the subjective scores of Group A and B we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P =.19, P =.26). 
Conclusion: The strategy could not only improve the SNR and CNR of CTPA images but 

also reduce the radiation dose and decrease the venous streak artifacts of images 

significantly which combining ASIR with the low-dose protocol when compared with 

the way of combining FBP with conventional parameter, either of high or low-dose 

protocol. 

 

 
EP-1248 

心脏磁共振 Tissue-tracking 技术评估心肌梗死后左室应变

的应用价值 

 
邹倩,郑甜,李淑豪,周伟,周淑丽,龚良庚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30006 

 

目的 探讨心脏磁共振 Tissue-tracking技术（CMR-TT）定量分析心肌梗死后左室应变的临床

应用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015 年 3月至 2016年 12月确诊的心肌

梗死患者 45例。所有患者均接受 CMR检查，扫描序列包括左室短轴及四腔长轴电影序列

（FIESTA）和延迟增强成像（LGE）。Tissue-tracking技术采用 cvi42后处理软件分析，得

到心肌应变指标，包括：整体径向、环向、纵向应变峰值（GPSR、GPSC、GPSL），左室各节段

的径向、环向、纵向应变峰值（PSR、PSC、PSL）及射血分数（EF）。根据 LGE中各节段强化

程度，将所有节段分为五组，无强化组（0%）为 A组，轻度强化组（1%～25%）为 B组，中度

强化组（26%～50%）为 C组，重度强化组（51%～75%）为 D组，完全强化组（76%～100%）为

E组，强化程度>50%即为透壁性梗死。 结果 45例共 720个节段纳入分析，A组 261个、B组

166个、C组 137个、D组 89个、E组 55个节段。随着梗死程度的增加，PSR、PSC、PSL均呈

下降趋势，五组的 PSR、PSC、PSL均不同，P<0.001。组间多重比较分析显示，B组与 C组，D

组与 E组间的 PSR无统计学差异；除 A组与 B组外，相邻两组之间的 PSC、PSL均无统计学差

异。其他各组两两比较的 PSR、PSC、PSL均有统计学差异。GPSR与 EF呈正相关

（r=0.543），GPSC、GPSL 与 EF间呈负相关（r分别为-0.654，-0.682）。对心肌应变指标进

行诊断效能分析，PSR取截断值 13.40%时，预测透壁性梗死的敏感性为 70%，特异性为 84%。

结论 CMR-TT可以较好的评估心肌梗死的严重程度，且径向应变的评估效能优于环向及纵向应

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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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249 

全模型迭代重建及混合迭代重建技术对冠状动脉钙化积分影

响的初步研究 

 
贾德召,侯阳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010000 

 

目的：评价常规剂量及低剂量下全模型迭代重建及混合迭代重建对钙化积分的影响。 

方法：前瞻性收集我院疑诊或拟诊冠心病的患者，共计 188例。所有患者应用前瞻性心电门

控，进行常规剂量（管电压 120kV，管电流 50mAs）及低剂量（管电压 120kV，管电流 20mAs）

两次扫描。图像原始数据分别采用滤波反投影法、高级混合迭代及全模型迭代重建进行重建，

记为 FBP组、iDose
4
组及 IMR组，钙化积分采用半自动软件进行测量。将不同剂量下 iDose

4
和 

IMR重建得出的钙化积分及危险度分级同常规剂量 FBP对比。 

应用 SPSS19.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按照扫描剂量及不同的重建方法将图像分组。以常规剂

量 FBP的钙化积分为参考标准与常规剂量及低剂量的 iDose
4
,IMR比较。首先采用非参数

Friedman检验进行总体比较，然后采用 Wilcoxon符号秩和检验进行组间比较。应用 Kappa 检

验来评价不同方法的一致性。 

结果：在常规剂量下，iDose
4
组总体评分与 FBP组无统计学差异，而 IMR组显著低于 FBP及

iDose
4
组。且在按照钙化积分值划分的 4个亚组（0-10，10-100，100-400，400<）IMR重建均

较 FBP及 iDose
4
降低。 

低剂量条件下, 总体钙化积分 IMR组均显著低于 iDose
4
组及常规剂量 FBP组。各亚组 IMR 重建

均低于上述两组。低剂量 iDose
4
组，总体钙化积分与常规剂量 FBP组无明显差异，但是在>400

组，其钙化评分显著高于常规剂量 FBP组。 

常规剂量 FBP组与常规剂量 iDose
4
组、IMR组、低剂量 iDose

4
组及 IMR组的危险度评级一致性

的结果为（Kappa=0.969、0.786、0.853、0.633），IMR 重建组与常规 FBP重建组一致性差。 

结论：混合迭代重建技术与传统滤波反投影法对冠脉钙化积分评价无统计学差异，而全模型迭

代重建技术会对冠脉钙化积分评级产生明显影响。 

 

 
EP-1250 

MR 灌注成像定量分析鉴别肺结节良恶性的诊断价值 

 
王玉锦,周舒畅,吴维,夏黎明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探讨 MR灌注成像定量分析在鉴别肺结节良恶性中的价值。方法：前瞻性收集 37例肺结

节患者，所有患者均行胸部 MR灌注扫描，术后所有结节均经病理证实。利用 ROC曲线分析比

较病灶灌注定量值（ktrans，kep，ve，iAUC），判断每个定量值鉴别肺结节良恶性的敏感性

与特异性。结果：手术切除肺结节共 37例，其中良性 15例，恶性 22例，ktrans，kep，ve，

iAUC 的 ROC曲线下面积分别是 70.9%，55.2%，65.8%和 75.8%，P值分别是 0.033，0.599，

0.108和 0.009。ktruns值诊断的敏感性与特异性分别为 72.7%，66.7%，iAUC值的敏感性与

特异性分别为 77.3%，66.7%。结论：ktrans与 iAUC值对肺结节良恶性的鉴别诊断具有较高价

值，值得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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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251 

能谱 CT 在原发性肺癌淋巴结转移中的诊断价值 

 
孙凤 

绵阳市中心医院 621000 

 

摘要:目的 在肺癌患者中，淋巴结是否转移是确定肺癌患者术前分期、治疗方案及预后评价的

重要因素；能谱 CT作为一种新的检查方法，在诊断肺癌患者淋巴结转移中具有很大的潜能。

本文旨在探讨能谱 CT在肺癌淋巴结转移诊断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选取 38例 CT平扫发现肺癌

伴淋巴结肿大患者，参与研究者必须符合的条件：（1）患者均行能谱 CT扫描，发现肺部肿块

伴淋巴结增大（＞7mm）；（2）必须经由病理证实；（3）无其他恶性肿瘤病史；（4）患者行

能谱 CT扫描前未经放化疗治疗；（5）淋巴结坏死或钙化者除外。术前行宝石能谱 CT 增强扫

描，利用能谱后处理软件做出肺癌原发病变及淋巴结的能谱曲线，计算 40~140keV 间能谱曲

线斜率并做比较,判断淋巴结是否为转移，将数据分为淋巴结转移组、无转移组，采用

SPSS19.0软件，对原发灶与转移淋巴结、原发灶与无转移淋巴结所测量的能谱曲线斜率进行

配对 t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果 无转移组原发灶与淋巴结能谱曲线斜率分别

为 1.08±0.09、1.44±0.22，2组差异有明显统计学意义(t=-2.36，P<0.05)；转移组原发灶

及淋巴结能谱曲线斜率分别为 0.99±0.18、1.09±0.24，2 组差异未见明显统计学意义(t= -

1.81，P>0.05)。能谱曲线对转移淋巴结诊断准确度、灵敏度及特异度分别为 88.3%、

85.64%、83.22%。结论 能谱 CT采用原发性肺癌和转移淋巴结的病理学同源性进行诊断，克服

了常规 CT仅依赖淋巴结形态学的诊断模式，能够为肺癌淋巴结转移的准确诊断提供一种新的

无创性检查方法，有利于提高术前分期的准确性。 

 

 
EP-1252 

Young Adults Myocardial Bridging Evaluation with 256-

slice CT Angiography 

 
Ma En Sen,Wang Wu 

China-japan Friendship Hospital 100029 

 

Purpose: To evaluate the morphological and func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myocardial bridging (MB) in young adults. Material and Methods: 768 patients aged 

from 18 to 44 with suspected or documented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are recruited 

in this study. All the patients are undergoing 256-slice CT angiography(CTA). The 

imaging data were reviewed by two independent radiologists, the diagnosis of MB 

was confirmed when consistency was obtained. The length and thickness of MB are 

described, and the diameter changes of mural coronary artery (MCA) from diastole 

to systole phase were recorded. Results: Among the 768 patients, 240 MB were found 

in 211 patients (27.5%). 191 MB (79.6%) were located in left anterior descending 

artery(LAD2), 29 (12.1%) in the obtuse marginal branch, the remaining 20 (8.3%) in 

the first diagonal artery. The MCA in LAD2 have smaller diameter in systole phase 

than that in diastole phase and 21% of MCA have diameter stenosis more than 50% in 

systole phase.Conclusions: The morphological and functional characteristics 

changes of MB in young adults could be determined to some extent by 256-sl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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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253 

以弥漫细支气管炎为主要表现的 Kartagener 综合征 CT 征象

分析 

 
李强

1
,胡春洪

2
,郑建军

3
,李盛

1
,童竑章

1
 

1.宁波鄞州人民医院 

2.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宁波市第二医院 

 

目的  分析以弥漫细气管炎为主要影像表现的 Kartagener 综合症（kartagener syndrome，

KS）的影像图像特点，提高诊断的准确性。方法 回顾性分析 9例以弥漫细支气管炎为主要影

像表现的 KS患者的 HRCT图像资料和临床症状,总结影像特征及其与临床症状间的相关性。结

果  9例均为全内脏反位，胸部 HRCT显示患者两肺病变以弥漫细支气管炎样改变为主，表现

为多发的段以下支气管壁增厚、增粗伴周围炎性渗出，以两下肺为主（9/9）。其他病变以肺

部感染为多（5/9），肺气肿（3/9）、肺大泡（2/9）相对较少见。特征性的“水滴样”、

“棒状”支气管扩张显示较少，但仍可发现（9/9）。临床症状以咳嗽、咳痰等慢性支气管炎

症状为主（9/9），咯血少见（2/9），杵状指少见（1/9）。结论 弥漫性细支气管炎为主要影

像表现的 KS发病年龄较轻，段以下的支气管壁增厚伴周围渗出为其主要 HRCT图像特征（两下

肺为主），易误诊为慢性支气管炎。特征性的“水滴样”、“棒状”支气管扩张数量较少，是

漏诊的主要原因。掌握以上特点可提高对该病诊断的准确性，减少误诊、漏诊。 

  

 

 
EP-1254 

Prognostic Impact of Thin-Section Computed Tomography 

Findings in Stage I Lung Adenocarcinoma with Visceral 

Pleural Invasion 

 
Yuan Mei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210029 

 

Purpose: 

To identify the potential prognostic impact of thin-section computed tomography 

(CT) findings in discriminating visceral pleural invasion (VPI) in stage I lung 

adenocarcinoma. 

Materials and Methods: 

This study received institutional research board approval and HIPPA-compliant. We 

retrospectively established comprehensive information of 348 surgically resected 

pathological-N0M0 lung adenocarcinomas ≤ 3 cm in size. Predictive models based on 

model A (clinical and location variables) and model B (radiomics features) were 

constructed to predict the probabilities of VPI. A radiomics signature was 

generated by calculating the contribution weight of each feature, and validated 

using a repeated, leaving-one-out ten-fold cross-validation approach.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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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 B based on radiomics signature had superior accuracy (90.1% vs 58.1%) and 

model fit (concordance index 0.887 vs 0.597) than model A. The radiomics-score 

generated by the optimum cut-off value allowed the separation of patients (in the 

validation data) into high- and low-risk groups, with an odds ratio of 11.63. 

Percentile 10%, wavEnLL_S_2, and S_0_1_SumAverage, those allowed quantification of 

intratumor heterogeneity, represented as potential independent factors for VPI. 

Conclusion: 

The radiomics signature, based on thin-section CT was an independent prognostic 

factor for discriminating VPI in lung adenocarcinoma, and could potentially help 

to discriminate prognostic differences in stage I lung adenocarcinoma. 

 

 
EP-1255 

双源 CT 冠脉成像及血管内超声对冠脉斑块定性 

及定量分析的对比研究 

 
陆怡菡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00032 

 

目的 

以血管内超声（IVUS）为金标准，评价双源 CT（DSCT）冠脉造影对检测冠状动脉斑块的诊断

价值。 

方法 

选择 2013 年 3 月至 2014 年 10 月期间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就诊并诊断或疑似冠心病的

患者共计 49 例，均在我院行双源 CT（DSCT）冠脉成像检查，并于 2 个月之内行血管内超声

（IVUS）检查，分析 DSCT 对斑块检出的灵敏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值；并对存

在斑块的血管分别测量最小管腔面积（MLA）、血管外膜面积（EEM-CSA）、斑块负荷（PB）、

斑块面积（PA）,以评价 DSCT 冠脉造影对冠脉斑块的诊断价值。 

结果 

以 IVUS 为金标准对照，DSCT 对诊断冠脉斑块的灵敏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值

分别为：88.2%、 89.5%、91.3%、88.5%（kappa=0.777，P＜0.001），DSCTA 对斑块的检出与

IVUS 一致性良好。以 IVUS 为金标准，DSCTA 和 IVUS 对最小管腔面积（MLA）、斑块负荷

（PB）、血管外膜面积（EEM-CSA）以及斑块面积（PA）的测量值分别为 4.19±1.35mm2 和

4.04±1.49mm2， 70.51±11.39%和 70.75 

±11.91%，14.78±3.69 mm2 和 14.48±4.58 mm2， 10.63±3.66 mm2 和 10.49±4.33 mm2，

P 值均大于 0.05，两项检查对斑块的各项参数测量均不存在统计学差异；相关系数分别为：

0.929、0.926、0.653、0.691，P 值均小于 0.001，两项检查的结果相关性较好。 

结论 

双源 CT（DSCT）冠脉成像对诊断冠脉斑块及斑块的定量测量的准确性较高，可作为高危人群

筛查冠脉病变的首选检查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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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256 

Evaluation of CT application in prognosis and follow-

up studies of TB in diabetics and non-diabetic 

patients with positive smear 

 
Zeng cheng 

The first people's hospital of YIBIN 644000 

 

Objective:(1)Compare the CT manifestations of smear-positive pulmonary 

tuberculosi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investigate the progress of CT signs of 

smear-positive tuberculosis during treatment.(2)Compare the CT manifestations of 

pulmonary tuberculosis and pulmonary tuberculosis with diabetes mellitus,find the 

CT characteristics of pulmonary tuberculosis with diabetes mellitus,to improve the 

diagnosing capability.(3) Compare the CT manifestations of pulmonary tuberculosis 

with diabetes mellitu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lood glucose level and smear negative conversion rates and lesion 

prognosis. 

Methods :51 patients with pulmonary tuberculosis complicated with diabetes 

mellitus were collected as TBDM group,and 55 patients with pulmonary tuberculosis 

only were collected as TB group,patients in both groups were registered to receive 

treatment at our hospital during the period from July 2013 to September 2015 and 

had complete clinical materials.Patients in TB group performed CT scan and sputum 

smear examination before treatment,after 2 months treatment as well as after 6 

months treatment;Patients in TBDM group performed CT scan, sputum smear 

examination and HbA1c examination before treatment and after 6 months 

treatment.The results of CT and sputum smear examination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were analyzed and compared between each other. 

Results:In TB group,before treatment occurrences of tree-in-bud sign, lobular 

nodules, consolidation shadow with blurred margin, ground-glass opacity, thickened 

bronchial wall, thickened-wall cavity were 41.8%，89.0%，74.5%，69.0%，41.8% and 

50.9% respectively.While after treatment, occurrences of the above signs were 0，

12.7%，9.0%，0，21.8% and 5.4% respectively, occurrences of the above signs 

between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were statistically difference.There is no 

statistically different with lesion locations in two groups.88.2% patients were 

multiple lobes involved in TBDM group,83.6% patients were multiple lobes involved 

in TB group,there is no statistically difference in two groups.the frequency of 

large-scale caseous pneumonia and multiple cavities in consolidation were higher 

in TBDM group with statistically difference.After glucose control and anti-

tuberculous treatment,there were 37 patients controlled their glucose well

（groupⅠ）while 14 patients controlled their glucose not well（group Ⅱ）. The 

sputum negative conversion rate in group Ⅰ was no statistically different from TB 

group,while was higher than group Ⅱ with statistically difference.After 

treatment,observably lesion and cavity absorption in group Ⅰ was higher than 

group Ⅱ with statistically difference. 

Conclusion：(1)The changes of CT sign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can be used as a 

criteria to evaluate the curative effect of pulmonary tuberculosis with posi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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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ear,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medication choice and subsequent processing. (2) 

In terms of lesion locations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t between pulmonary 

tuberculosis and pulmonary tuberculosis with diabetes mellitus,while large-scale 

caseous pneumonia and multiple cavities in consolidation were more likely to be 

observed in patients with pulmonary tuberculosis and diabetes mellitus. (3)The 

state of glucose control is a vital factor in the process of anti-tuberculous 

therapy,and the changes of CT signs can be used as a criteria to evaluate the 

curative effect of patients with pulmonary tuberculosis and diabetes mellitus. 

  

 

 
EP-1257 

Usefulness of volume perfusion computed tomography in 

differentiating histologic subtypes of thymic 

epithelial tumours 

 
Ying Yong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Tangdu Hospital， Fourth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710038 

 

Abstract 

Purpose To evaluate the performance of volume perfusion computed tomography (VPCT) 

parameters in differentiating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subtypes of 

thymic epithelial tumours (TETs). 

Materials and Methods This study was approved by the local Ethics Committee, and 

informed consent was waived. Fifty-five patients of TETs confirmed by 

histopathological analysis underwent conventional non-enhanced CT and a 48-s VPCT 

scan of the tumor bulk before any treatment. The VPCT parameters (blood volume 

(BV), blood flow (BF), mean transit time (MTT) and permeability (PMB)) were 

compared for differences among low-risk thymomas (LRT, types A, AB, and B1), high-

risk thymomas (HRT, types B2 and B3) and thymic carcinomas (TC) based on one-way 

ANOVA and independent sample t test, respectively.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ROC) were performed to determine the potential efficiency 

for differentiating the LRT from HRT and TC by above parameters, respectively. 

Results The mean BV, PMB and the max BV value in LRT were significant higher than 

the value from HRT and TC (mean BV, 13.76, 6.17 and 5.48 ml/100 ml; mean PMB, 22.47, 

9.56 and 13.37 ml/100 ml/min; and max BV. 14.75, 6.87 and 6.06 ml/100 ml, 

respectively, all P < 0.05), while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HRT and TC (P > 0.05). The other perfusion value had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to discriminate LRT from HRT and TC (P > 0.05). The optimal cutoff value of mean 

BV, mean PMB and max BV for differentiating LRT from HRT and TC were as follows: 

mean BV. 9.92 ml/100 ml; mean PMB. 17.33 ml/100 ml/min; and max BV. 9.88 ml/100 ml, 

and yielded the following: specificity. 96.4%, 92.9% and 92.9%; sensitivity. 73.9%, 

73.9% and 78.3%; accuracy. 86.3%, 84.3%, and 86.3%,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VPCT could be used to preoperatively 

differentiate low-risk thymomas from the high-risk thymomas and thymic carcinom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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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258 

基于多层螺旋 CT 的肺小血管与肺截面积比值在评估慢性阻塞

性肺疾病严重程度中的价值 

 
王之悦

1
,祝因苏

2
,唐立钧

2
 

1.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放射科 

 

目的 探讨基于多层螺旋 CT（MSCT）测得的肺小血管截面积与肺截面积比值（%CSA）在评估慢

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严重程度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行 MSCT胸部平扫的 166

例 COPD组及 166名正常对照组患者资料。所有 COPD组均行肺功能检查（PFT），测得第 1秒

用力呼气容积实测值与预计值百分比(FEV1%)和 FEV1与用力肺活量之比（FEV1/FVC），并根据

肺功能情况将 COPD组分为轻、中、重度三个亚组。采用 Image J图像处理软件测得基于 MSCT

的%CSA（肺小血管截面积小于 5mm
2
和 5-10mm

2
分别为%CSA<5和%CSA5-10）数据。应用单因素方差

分析（ANOVA）比较 COPD组与对照组、COPD亚组间%CSA差异。采用 Spearman相关分析 COPD

组%CSA与 PFT指标之间的相关性。 结果  COPD组的%CSA<5（（0.58±0.18）%）小于对照组

（（0.85±0.15）%）（P<0.001)；COPD亚组中轻度 32例、中度 65例、重度 69例，%CSA<5分

别为(0.77±0.15) %、(0.61±0.15) %、(0.42±0.11) %，以上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COPD组%CSA<5与 FEV1%及 FEV1/FVC 均呈正相关(r=0.609, P<0.001；r=0.721, P<0.001)。当

%CSA<5小于 0.55%时可认为对于预测 COPD有帮助（灵敏度 84.67%，特异度 84.17%），并且随

着 COPD程度的加重，该指标越来越小（P<0.001）。结论  基于 MSCT定量测得的%CSA<5在

COPD患者中明显变小，与肺功能呈正相关，在评估 COPD严重程度中具有重要价值。 

  

 

 
EP-1259 

Pulmonary hypertension parameters as measured by 

electrocardiograph¬ ically gated CT coronary 

angiography: normal limits by age, gender, and body 

surface area 

 
wang zhiyue

1
,Zhu Yinsu

2
,Tang Lijun

2
 

1.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2.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Purpose: To determine sex- and age- specific normal reference values of main 

pulmonary artery (MPA), right pulmonary artery (RPA) diameter and distensibility, 

ratio of MPA diameter to ascending aorta diameter (MPA/AAO), right ventricular 

(RV), left ventricular (LV) diameter, ratio of RV diameter to LV diameter (RV/LV), 

spinal ventricular septal angle (SVSA) in an asymptomatic adult subjects by using 

electrocardiographically (ECG)–gated multidetector-row CT. 

Materials and Methods: The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approved this prospective 

study. The normal referent cohort (n=437) without hypertension, diabetics, current 

and past smokers, pulmonary hypertension, history of pulmonary embolism and 

cardiovascular disease underwent thoracic ECG-gated multidetector-row CT.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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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e adult patients (mean age, 61±11; 52.63% men), MPA and RPA diameter, 

distensibility were measured during systole and diastole phase, and ratio of 

MPA/AAO were calculated by two independent observers. RV and LV diameter and SVSA 

were measured on axial four chamber image at LV end-diastolic (ED) phase. 

Measurements such as MPA diameter and RPA diameter were adjusted by body surface 

area (BSA) and all parameters were compared among sex and age. 

Results: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noted between men and women for MPA 

diameter (2.77±0.40cm versus 2.65±0.30cm). However, after normalization to BSA,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MPA diameter between men and women disappeared 

(1.65±0.25cm/m
2
 versus 1.50±0.18cm/m

2
). The similar trend were found among 

different age group. MPA distensibility, RPA distensibility, ratio of MPA/AAO, 

SVSA, and RV/LV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mong different age group but not sex. 

Conclusions: The normal reference values of MPA, RPA diameter and distensibility, 

ratio of MPA/AAO, SVSA and RV/LV were determined for adult subjects of different 

age and both sexes. Sex, age and BSA were all influential factors. 

 

 
EP-1260 

Optimal Selection of b-Values for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Mediastinal Lymph Nodes 

 
Qi Li 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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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Li Xiao 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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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 Ying-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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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ou Xiao hong

2
 

1.Peking University Cancer Hospital and Institute 

2.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Chicago 

 

 

Purpose This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optimal b-value set for distinguishing 

malignant from benign MLN based on pathological criteria. 

Methods  35 patients were scanned on a 1.5 T MR scanner. DWI with eight b-values 

were acquired. Eight ADC maps with high b value of 800 s/mm
2
 and 1000 s/mm

2
 and low 

b value of 0, 50, 100, 200 s/mm
2
 were computed. ADC map of multi-b was provided by 

manufacturer. The diffusion weighted images with b value of 800 s/mm
2
 and 1000 

s/mm
2
 were scored using 4-point scale. The signal to noise ratio (SNR) and the 

relative contrast ratio (rCR) of lymph node to chest muscle were compared between 

DW images with b values of 800 s/mm
2
 and 1000 s/mm

2
. ROC analysis was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diagnostic performance of ADC with different b-value sets. The 

difference of AUCs of ADC with different b-value sets was compared. 

Results The mean score of DWI with b value of 800 s/mm
2
 showed no significantly 

difference from that with b value of 1000 s/mm
2
 (p=0.291). The SNR of DWI with b 

value of 800 s/mm
2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with b value of 1000 s/mm

2 

(p<0.001). The rCR of lymph node to chest muscle showed no difference between DW 

images with b value of 800s/mm
2
 and 1000s/mm

2
 (p=0.058). ADC with b-value sets of 

0-800, 0-1000, 50-800 and multi-b showed higher AUC and statistically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between any two b-sets of them. The AUC of ADC with b-value sets of 

200-800 and 200-1000 was lower than any other b-value sets. 

Conclusion: High b value of both 800 s/mm
2 
and 1000 s/mm

2
 are suitable for DW 

imaging of MLN but DWI with b value of 800 s/mm
2 
is slightly superior to that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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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value of 1000 s/mm
2
 with higher SNR and smaller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Low b 

value of 200 s/mm
2
 was not fit for DWI of MLN. The optimal b-value sets of 0-800 

and 50-800 were recommended for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MLN. 

 

 
EP-1261 

80kV 窄 R-R 间期双源冠脉 CTA 扫描评估冠脉狭窄 

准确性的应用价值 

 
杨琴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 646000 

 

探讨在冠状动脉下闸的临床诊断中，以常规冠状动脉造影(CAG)为金标准，双源 CT冠状动脉成

像（DSCTA）的诊断应用价值。方法：选取 2015年 6月至 2016年 6月间临床怀疑冠心病的低

体质数(<23. 0 kg/m
2
)患者 40例，所有患者均行双源 DSCTA及 CAG检查，分析两种检查方法

在冠状动脉狭窄中的诊断结果与一致性，比较评估双源 DSCTA采用 80kV管电压窄 R-R 间期在

诊断冠状动脉明显狭窄（≥50%）的敏感性、特异性、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及诊断准确

性。结果：DSCTA与 CAG诊断冠状动脉狭窄的一致性好（kappa值=0. 874)。以冠状动脉分支

为单位时，DSCTA诊断冠状动脉明显狭窄的敏感性、特异性、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及诊断

准确性分别为 94.44%、96.05%、94.67%、98.60%、96.58%；以冠状动脉节段为单位时，相应

的值分别为 97.34%、98.50%、96.21%、99.23%、96.42%。结论：在冠状动脉狭窄的临床诊断

中，双源 DSCTA作为一种无创性检查方法，采用 80kV管电压窄 R-R间期前瞻性心电门控序列

扫描能降低辐射剂量，图像质量满足诊断要求，在诊断冠脉狭窄的应用价值高，推荐在对于低

质数患者中使用 80kV并根据心率选择 20%R-R间期前瞻性心电门控序列扫描作为临床常规检查

方法。 

  

 

 

EP-1262 

叶间裂区域肺小结节的定性诊断及其临床价值研究 

 
潘昌杰,汤晓强,王涛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213003 

 

 

目的：研究叶间裂肺小结节的发病率和自然进展；探讨正确认识叶间裂肺小结节的临床价值。 

方法：将本院体检人群作为研究对象。入组标准：30-65 岁，吸烟：不少于 100 支/月；可接

受定期医疗复查。排除标准：恶性肿瘤；慢性消耗性疾病（糖尿病、结核、慢性支气管炎

等）。叶间裂结节的诊断标准：一、典型叶间裂结节：1.位于叶间裂区，与叶间裂胸膜相连或

不相连；2.呈卵圆形、三角形、类圆形或条状等密度；3.生长有受叶间裂限制的趋势，至少有

一侧呈平直状。 二、非典型叶间裂结节：位于叶间裂区域，有典型叶间裂结节的形态学特

征，但与叶间裂关系不明显。结节大小测量：（长径+短径）/2。 

结果：吸烟患者 PFN 发生率高达 70.6%。约 95.2%的 PFN 两年内保持稳定或缩小，其中典型

PFN 的恶性率为 0%，非典型 PFN 的恶性率为 8.8%。PFN 两年内的医疗总辐射剂量为

6.35mSv。PFN 两年内的医疗费用为 1451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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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95.2%PFN 两年内保持稳定，其中典型 PFN 均为良性，非典型 PFN 中恶性率不足 10%。

提高典型 PFN 的鉴别能力有助于减少患者射线暴漏，并降低不必要的医疗费用。 

 

 
EP-1263 

单、双指数扩散加权成像中感兴趣区选择对孤立性肺病灶测

量值可重复性及差异性的影响 

 
顾晓雯

1,2
,崔磊

2
,尹剑兵

2
,江建芹

2
 

1.苏州市立医院本部 

2.南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评价单、双指数扩散加权成像中 ROI选择对孤立性肺病灶测量值可重复性及差异性的影

响。方法 对 45例孤立性肺病灶行 DWI（b=0, 300s/mm
2
, 800s/mm

2
）及多 b值 DWI(b=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500, 800, 1000s/mm
2
)扫描，2名测量者分别采用固定面积法

(ROIf) 、最大层面勾勒面积法(ROIm)、最大层面画圈法(ROIr)及体积法(ROIv)进行双盲重复测

量以获得病灶脊髓比(LSR)、平均 ADC值(ADCmean)、最小 ADC值(ADCmin)、f、D及 D*值。所得各

个参数的观察者内及观察者间一致性分析采用组内相关系数(ICC)及 Bland-Altman图，并对不

同 ROI所得的同性质参数进行配对样本 t检验或非参数检验。结果 LSR(ROIf, ROIv)、

ADCmean(ROIm, ROIr, ROIv)、D(ROIm, ROIv), f(ROIv)及 D*(ROIv)可重复性较好(ICC: 0.830-

0.989)而 ADCmin可重复性一般(ICC: 0.400-0.642)。在单指数 DWI中，不同 ROI所得 LSR有统

计学差异而 ADCmean没有。ROIv所得 ADCmin与其它 ROI(ROIm和 ROIr)所得 ADCmin有差异，而 ROIm和

ROIr所得 ADCmin没有差异。在双指数 DWI中，ROIm与 ROIv所得 f值有统计学差异而 D与 D*无差

异。结论 在单、双指数扩散加权成像中，ROI在孤立性肺病灶测量值的可重复性及差异性方

面有很大的影响。ADCmin的可重复性一般，在临床运用中需注意。 

  

 

 

EP-1264 

单、双指数扩散加权成像(DWI)鉴别孤立性肺病灶良 

恶性的初步研究 

 
顾晓雯

1,2
,崔磊

2
,尹剑兵

2
,江建芹

2
 

1.苏州市立医院本部 

2.南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评估单、双指数 DWI不同感兴趣区(ROI)所得参数鉴别孤立性肺病灶良恶性的诊断效能。

方法 将 43个孤立性肺病灶按病理、活检及临床随访结果分为良性组（14个）与恶性组（29

个）。所有病灶均行 DWI(b=0, 800s/mm
2
)扫描获得固定面积法(ROIf)下病灶脊髓信号比

(LSR)，最大层面勾勒面积法(ROIm)、最大层面画圈法(ROIr)及体积法(ROIv)下平均表观扩散系

数(ADCmean)；行多 b值 DWI(b=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500, 800, 1000s/mm
2
)扫描

获得 ROIm与 ROIv下 f、D及 D*值。以上参数比较良恶性组间差异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或非参数

检验。通过画取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比较有意义参数的诊断效能。结果 LSR(ROIf)、

LSR(ROIm)、LSR(ROIv)、ADCmean(ROIm)、 ADCmean(ROIr)、ADCmin(ROIr)鉴别孤立性肺病灶良恶性有

统计学意义。ROC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 0.874、0.837、0.867、0.726、0.676和 0.527，对

应的最佳诊断阈值分别为 1.23、0.63、0.87、1.67×10
-3
mm

2
/s、1.48×10

-3
mm

2
/s和 1.05×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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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mm

2
/s。在这些参数值中，ADCmin(ROIr)的诊断效能最低，其它几个参数值的诊断效能没有差

异。而无论 ROIm或 ROIv，对应的 f、D、D*在肺良、恶性组中均无差异。结论 ROI能影响参

数值对孤立性肺病灶良恶性的鉴别，临床运用 ROI时需特别注意。LSR(ROIf)、LSR(ROIm)、

LSR(ROIv)、ADCmean(ROIm)、 ADCmean(ROIr)可优先使用。 

 

 

EP-1265 

The application of dual source CT in complex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 of tetralogy of Fallot 

 
Long Fang,Ou Shanxing,Li Xiangdong 

Guangzhou General Hospital of guangzhou Military Command 510010 

 

Purpos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value and accuracy of DSCT in the assessment 

of patients with Tetralogy of Fallot(TOF). 

Methods and Materials: 70 patients suspected or known complex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 of tetralogy of Fallot underwent DSCT. A combination of restruction with 

images of end-systole, including maximum intensify projection, multi-planar 

reconstruction, volume rendering, and so on. Seek the cardiovascular malformation 

according to the Van Praagh Segment analytical method. Two radiologists with 5 

years experience in the field of cardiovascular imaging diagnosis assessed the 

imaging. The DSCT imaging diagnosis was compared with echocardiography (ECHO) or 

operation results. Analyze the accuracy of DSCT and the ECHO results compared with 

surgery. Descriptive statistics was used to compare efficacy. 

Results: 51 patients had surgery in all 70 patients. 255 places of malformation 

were proved by operation,including 91 intracardiac malformations and 164 

extracardiac malformation. ①The diagnostic accuracy of intracardiac malformations 

were 94.5%(86/91) and 97.8%(88/91) respectively by DSCT and ECHO.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DSCT and echocardiography (χ
2
=1.051,P>0.05). 

②The diagnostic accuracy Of extracardiac malformations were 97.8% (160/164) and 

71.95% (118/164) respectively by DSCT and ECHO.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DSCT and echocardiography (χ
2
=40.649,P<0.01). ③For all the 255 places of 

cardiovascular malformation, the diagnostic accuracy of DSCT, echocardiography 

were 96.47% and 81.17%, respectively.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DSCT or echocardiography for assessment of cardiovascular malformation (P<0.01). 
Conclusion: DSCT is superior to echocardiography for quantitative assessment of 

extracardiac malformations in patients with complicate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 of 

TOF, which is significant for clinical surg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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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266 

利用多层螺旋 CT 心包膈束成像分析膈神经解剖 

及与周围结构毗邻关系 

 
王艳晶 

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 130031 

 

背景：膈神经损伤、膈肌刺激分别是房颤消融、心脏再同步治疗术的常见并发症。术前 CT检

查明确膈神经解剖及其与周围结构的毗邻关系，对减少并发症有重要意义。方法： 收集 121

例患者的冠状动脉 CT造影数据，行左、右心包膈束成像，结合多平面重组、容积再现技术测

量膈神经与心脏电生理相关解剖结构的最短距离，统计紧密毗邻及距离小于 5mm的膈神经数量

及比例。结果：多层螺旋 CT造影实现左、右侧心包膈束成像的成功率分别为 86.8%

（105/121）和 51.2%（62/121）。92%右侧心包膈束（RPCB）与右上肺静脉（RSPV）的距离小

于 5mm，12.9% RPCB与 RSPV 口的距离小于 5mm。仅 3.2% RPCB与右下肺静脉（RIPV）的距离

小于 5mm，无一例 RPCB与 RIPV口的距离小于 5mm。分别 87.3%、100%和 63.5% RPCB与右心

房、上腔静脉及上腔静脉-右房交界处的距离小于 5 mm。左侧心包膈束（LPCB）与左心耳、心

大静脉、前室间静脉、心中静脉、左室后静脉的距离小于 5mm的比例分别为 81.9%、1%、

29.1%、28.6%和 91.4%。仅 0.06% LPCB与左上肺静脉的距离小于 5mm，几乎所有患者 LPCB与

左肺静脉及静脉口的距离大于 5mm。 

结论： 多层螺旋 CT可以在多数患者中成功的实现心包膈束成像，并可在此基础上分析膈神经

与周围结构的毗邻关系，是介入治疗术前无创性显示膈神经解剖的良好方法。 

 

 

 
EP-1267 

双源 CT 极低辐射剂量和碘对比剂总量对低心率患者冠状动脉

成像的可行性研究 

 
王涛

1
,潘昌杰

1
,李强

2
,王小琴

1
 

1.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2.宁波鄞州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基于双源 CT“双低”冠状动脉成像扫描模式下，使用极低辐射剂量和碘对比剂注

入总量对低心率患者行冠状动脉成像的可行性。 

方法 70例临床怀疑冠状动脉疾病而准备行冠状动脉 CT造影检查的低心率患者（心率≤65次

/分）随机分为 A、B两组，A组 35例为对照组，使用高浓度对比剂（370mgI/ml），常规注射

总量 85ml，SAS扫描（30%-80% R-R间期），重建模式为传统滤波反投影法，输出电压

120kv；B组 35例为实验组，使用等渗低碘浓度对比剂（270mg I/ml）低容量（50ml）注射，

扫描模式为大螺距扫描（Flash，螺距为 3.2），并依据身高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 

BMI）使用 100 kv（BMI≥25kg/m
2
）或 80 kv输出电压（BMI＜25kg/m

2
时），迭代算法重建。

A、B两组扫描时均开启管电流自动调制（4D Caredose）。两组患者的冠状动脉图像质量使用

主观法和客观法评价。总辐射剂量以 DLP*k（k为系数，胸部为 0.014mSv.mGy
-1
.cm

-1
）为依据

计算，总碘量以浓度乘以容积计算。 

结果  70例患者均顺利完成检查，冠状动脉图像质量主观评分为 4.13和 3.82（t=-0.98, 
P=0.35＞0.05）,差别无统计学意义；平均信噪比：（17.23±6.02）和（（19.87±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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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11，P＞0.05），平均对比度噪声比（14.82±5.81）和（12.10±4.18）（t=2.75，P＞
0.05），差别均无统计学意义。两组平均辐射剂量分别为 7.71mSv和 0.72mSv，B组降低

90.66%。两组的平均碘摄入量分别为 29.8g和 13.5g，B组降低了 54.70%。 

结论  双源 CT使用迭代重建算法对低心率患者使用极低辐射剂量和碘摄入量行冠状动脉

CTA在保证图像质量的同时，可大幅度减少患者碘摄入量及辐射剂量。 

 

 
EP-1268 

应用 3.0TMRI 相位对比脉冲序列评估吸烟 

对肺动脉血流动力学的影响 

 
李智勇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6011 

 

目的 本研究旨在应用 3.0TMRI相位对比脉冲序列评估吸烟对肺动脉血液动力学中的影响，从

而有效预防肺动脉高压的产生。 

方法 对吸烟史超过 25年的吸烟者（50.0±12.17 岁）及健康志愿者（42.33±18.77 岁）各

10名，全部为男性，排除心肺疾病，进行肺动脉相位对比法 MRI（PC-MRI）扫描。对 PC-MRI

扫描图像进行处理并计算获得肺动脉（main pulmonary artery, MPA）血流量，正向峰值流

速、正向像素流量及其顺应性（MPA顺应性（distensibility）= [（最大截面积-最小截面

积)/最小截面积]×100）。采用两独立样本 t检验分析两组参数有无差异，显著性差异

P<0.05。 

结果  吸烟组的 MPA平均血流量、正向像素流量（62.16±8.83ml/beat，

65.94±9.27ml/beat）明显减低于健康志愿者组（86.90±9.29ml/beat，93.3±8.07 

ml/beat），存在统计学意义（t=-3.93，p=0.02；t=-4.70，p=0.01）。吸烟组与健康志愿者

组 MPA正向峰值流速分别为 98.33±29.29cm/s 及 124.33±34.29cm/s，两者间无统计学意义

（t=1.14,P=0.29）。MPA顺应性分别为 33.44±4.46 和 40.43±20.03，均明显低于对照组

（P<0.01）。 

结论  PC-MRI可有效监测吸烟群体肺循环变化情况；长期吸烟可显著影响肺动脉血液动力

学，血流量显著减低 。 

 

 
EP-1269 

先天性心脏病双源 CT 心脏 CTA 与心脏超声检查的对比研究  

 
彭光明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 510010 

 

目的 研究双源 CT 心脏 CTA 与心脏超声检查的在先天性心脏病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1、69 例均为 2013 年 3 月至 2016 年 6 月在本院经心脏超声检查疑诊为先心病的患者，男 

37 例,女 32 例,6 个月-32 岁,平均(10±7)岁。均经手术证实。2、检查前患者禁水禁食 4-8 

h,不能配合屏气的患儿,检查前口服 10%水合氯醛溶液, 能配合屏气的患者, 于检查前训练呼

吸。采用西门子 Siemens SomatomDefinition 2008 DSCT 。扫描范围从胸廓入口至膈肌下

方。采用双筒高压注射器,以 1.5-6.5mL/s 速率经肘静脉注入非离子型对比剂。本组以手术结

果为标准,比较双源 CT 和心脏超声的诊断准确率。 结果 经手术证实的 69 例先天性心脏病

中,含单纯房间隔缺损、单心室、完全型大动脉错位、单纯室间隔缺损各 2例、主动脉弓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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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肺动脉起源异常,单纯动脉导管未闭、校正型大动脉错位各 4 例、冠状动脉起源异常 1 

例、肺动脉闭锁并室间隔缺损、左室双出口各 3 例,右室双出口 4 例,主动脉缩窄 6 例,法洛

四联症 25 例。69 例共计 201 处畸形,均以手术证实,其中心内畸形 55 处,双源 CT 和心脏

超声诊断准确率分别为 94.50%和 96.67%(P=1.000)。在心外畸形 146处中,双源 CT 准确诊

断 142 处,漏诊动脉导管未闭 3 例、冠状动脉变异 1 处;心脏超声准确诊断 135 处,漏诊动

脉导管未闭 1 处,冠状动脉变异 2 处,主肺侧支循环开放 6 处,主动脉弓离断误诊为主动脉缩

窄 2 处。心外畸形诊断中,双源 CT 和心脏超声诊断准确率分别为 98.10%和 85.01%,双源 CT 

诊断准确率高于心脏超声(χ2=9.35,P=0.025)。双源 CT 与心脏超声联合诊断准确率为 

99.33%。结论 双源 CT 快速、安全、无创、准确,可以清晰显示心内外畸形,尤其是对于心外

畸形、冠状动脉变异和侧支血管等方面的显示优于心脏超声。 

 

 
EP-1270 

IVIM 模型在肺部孤立结节鉴别诊断中的意义 : 与半定量

DCE-MRI 的对比和相关 

 
周舒畅,夏黎明,王玉锦,吴维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探讨 IVIM模型和半定量 DCE-MRI联合对肺部良恶性结节的鉴别诊断意义和相关性。 

方法：57例孤立性肺结节行 DWI-IVIM（0, 20, 50，100, 150，200, 400，600，和 1000 

s/mm2 b值）和半定量 DCE-MRI检查。IVIM模型测量 ADCtotal，组织扩散系数（D），灌注系

数（D
*
）和灌注分数（F）值，半定量 DCE-MRI测量 MER，Tmax，SLE和 washout值。采用 ROC

曲线评价这两种方法在鉴别诊断中的诊断性能并将各参数进行相关分析。 

结果：肺癌组中 ADCtotal和 D明显低于良性组([1.83 ± 0.66] × 10
-3 
mm2/s vs. [1.30 ± 

0.40] × 10
-3 
mm2/s; P = 0.005; [1.33 ± 0.43] × 10

-3 
mm2/s vs. [0.88 ± 0.29] × 

10
-3 
mm2/s; P = 0.002)；肺癌组 D

*
显著高于良性组([50.65 ± 46.08] × 10

-3 
mm2/s  vs. 

[19.68 ± 30.54] × 10
-3 
mm

2
/s; P = 0.005)。肺癌组和良性组之间 F无显著性差异（P = 

0.06 ）。DCE-MRI参数 Tmax 值肺癌组比良性组明显缩短([131.6 ± 83.4] s vs. [309.7 ± 

126.0] s; P < 0.001)，肺癌组 SLE显著高于良性组([13.83 ± 10.58] × 10
-3
 /s  vs. 

[5.52± 5.84] × 10
-3
 /s; P = 0.011)。在全部参数中，D和 Tmax比其他指标具有更高的灵

敏度（95.2%，85.7%）和准确度（86.6%，76.8%）。诊断精度可以通过联合 D和 Tmax提高，

敏感性、特异性和准确性达到 97.6%，93.4%和 92.5%。IVIM 和 DCE-MRI参数之间无明显相

关。 

结论：IVIM模型与 DCE-MRI 可通过多参数提供肺结节扩散和灌注信息。建议联合 DCE-MRI和

IVIM提高孤立性肺结节鉴别诊断的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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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271 

肺纯磨玻璃结节大小测量方法的评估 

 
任华,李惠民,虞凌威,蔡静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00092 

 

【摘要】目的：评估肺纯磨玻璃结节大小不同测量方法的优越性 。方法：将 256例（女性

185例，男性 71例。年龄范围 15～82 岁，平均 52.6±14.4 岁,中位年龄 53.5岁）手术病理

为的 297个纯磨玻璃结节（浸润前病变：52个 AAH和 151个 AIS；浸润性病变：56个 MIA和

38个 IAC）纳入本研究，术前全部完成生理性辅助通气超高分辨 CT靶扫描。以大小为参数对

肺腺癌侵袭性进行评估。大小测量方法包括：三维正交重建前后的一维最大径、二维及三维平

均径。用受试者工作特性曲线(ROC曲线)评估不同大小的最佳临界点及大小的最佳测量方法。

结果： 三维正交重建后的一维最大径、二维及三维平均径分别大于三维正交重建前的一维最

大径、二维及三维平均径（P=0.000）。三维正交重建前的一维最大径、二维及三维平均径的

ROC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745、0.750和 0.752, 三维正交重建后的一维最大径、二维及三维平

均径的 ROC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746、0.747和 0.750。ROC 曲线显示病变三维正交重建前、

后的一维最大径、二维及三维平均径的最佳分割值分别为 9.2、8.9、8.5、10.5、9.9及

9.7。结论：三维正交重建有助于病灶的整体显示。病灶大小的三维平均径在评价结节侵袭性

方面优于一维最大径和二维平均径。 

 

 

 

EP-1272 

高场强磁共振与超声内镜对可切除性食管癌术前 T 分期 

应用价值的比较 

 
郭佳,曲金荣 

河南省肿瘤医院 450003 

 

【摘要】  目的  比较高场强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与超声内

镜（endoscopic ultrasonography，EUS）对可切除性食管癌患者术前 T分期的应用价

值。  方法  前瞻性收集经临床及病理活检判定为可切除性食管癌的患者，所有患者在 MRI

（T2-TSE-BLADE、DWI和 radial-VIBE）及 EUS检查后一周内进行手术。参照美国癌症联合委

员会（American Joint Committee on Cancer，AJCC）第七版食管癌 TNM分期标准，由两名具

有 5年以上 MRI诊断经验的医师分别对 MR图像进行独立分期，由一名具有 5年以上内镜工作

经验的内镜医师进行 EUS分期，以术后病理 T分期结果为金标准，采用 SPSS 20.0软件分别计

算 MRI（T2-TSE-BLADE + DWI + radial-VIBE）及 EUS对食管癌术前 T分期的敏感度、特异

度、阳性预测值及阴性预测值。 结果  入组患者共 70例，T1期 16例，T2期 18例，T3期

30例，T4a期 6例。两名 MRI（T2-TSE-BLADE + DWI + radial-VIBE）阅片者对 T1—T4a期食

管癌分期敏感度分别为 93.8%、100.0%、90.0%、100.0%和 81.3%、94.4%、93.3%、100.0%，特

异度分别为 100.0%、94.2%、100.0%、98.4%和 100.0%、90.4%、97.5%、100.0%；EUS对食管

癌 T1-T4a期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81.3%、83.3%、53.3%、50.0%和 96.3%、67.3%、

92.5%、98.4%。  结论  EUS和 MRI对早期食管癌（T1 期和 T2期）分期价值较为接近，对

于 T3期及 T4a期食管癌 MRI 的分期价值优于 EUS。MRI能够精确评估食管癌病变浸润深度，可

作为食管癌术前分期的常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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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273 

Correlation between myocardial bridge and myocardial 

ischemia  

by dual-energy CT 

 
Ou Shanxing 

GENERAL HOSPITAL OF GUANGZHOU MILITARY COMMAND OF PLA 510010 

 

 

To assess the detective rate and morphology of myocardial bridge-mural coronary 

artery (MB-MCA) as well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B-MCA and myocardial 

ischemia.. by dual-energy CT (DECT) . 

Materials and method 252 patients suspected or confirmed ischemic heart 

disease(IHD) underwent DECT were prospectively analyzed.Siemens Somatom 2010G 

DSCT,Flow Rate:6.0-7.0ml/s.Non β-Blocker drug was used.A total of contrast agent 

was about 80-100ml.Length of MCA and thickness of MB were measured.Location of MB, 

different type of MCA,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atherosclerosis were 

observed.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yocardial bridge and ischemia was analyzed by 

two experienced radiologists.Result :Among 252 patients, 39 male, 15 female 62 

sites of MB-MCA accounted for 21.4% (54 patientAverage age 58.6±14.4 years（27-

87yeaAverage heart rate 67.1±7.8 bpm（52-90bpm),Average length of MCA was 

23.61±6.40 mm ,Average thickness of MB was 2.21±0.38 mm.MCA of 41/62 were the 

superficial type.MCA of 21/62 were the deep .78% sites of myocardial perfusion 

defect were detected in superficial type. 85.8% sites were detected in deep 

type.Overall prevalence of coronary atherosclerosis at the proximal segment of MB-

MCA was 53.2%.at the distal segment was 11.2%.  

CONCLUSION:Morphology of MB-MCA can be clearly shown by DECT.There were a good 

relationship among the types, narrow grade of MCA ,and myocardial ischemia. Both 

CCTA and DECT perfusion will offer more information of IHD in-one-stop. 

 

 

 
EP-1274 

自然心率条件下双源 CT 心脏“一站式”检查的可行性 

 
虞崚崴,郁怡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00092 

 

目的：探讨自然心率条件下双源 CT (DSCT)对一次性分析冠心病患者冠脉和左室功能的可行

性。方法：临床拟诊冠心病的连续患者 129例纳入研究，年龄年龄 41～87岁，平均 55.48

岁，2天内同时完成双源 CT 冠状动脉造影(具体主要参数)和超声心动图检查(主要参数)。依

据心率分为 3组（A组：心率≤60次/分；B组：心率＞60 次/分和＜75次/分；C组：心率

≥75次/分）；DSCT图像质量用 4级法进行评价，左心功能指标采用 Simpson法测量计算，包

括舒张末期容积(EDV)、收缩末期容积(ESV)、每搏输出量(SV)和射血分数(EF)，结果与超声心

动图对照。入选资料除外心律不齐、呼吸屏气不佳、图像质量差的情况。结果：其中符合研究

的 105例（81.40%），均获得有效检查和行左心室功能分析。纳入分析的冠脉血管共 315 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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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1级：208支（66.03%）。三个心率组两种检查方法的心功能指标(EDV、ESV、SV 和 EF)

有良好一致性(r＞0.66，P 均<0.05)，各组 EF值无统计学差异(P>0.05)。结论：自然心率条

件下 DSCT冠脉造影数据同样可以用于心功能的评价，DSCT 与超声心动图评价左心功能有良好

一致性，其中 LVEF值更有价值。 

 

 

EP-1275 

A score system: risk prediction nomogram of biliary 

infection after percutaneous transhepatic biliary 

stenting in malignant biliary obstruction 

 
Zhou Haifeng,Lu Jian,Zhu Haidong,Guo Jinhe,Teng Gaojun 

Zhongda Hospital， Southeast University 210009 

 

Purpose This study established an objective risk score system to assess the 

possibility of biliary infection after percutaneous transhepatic biliary stenting 

(PTBS) for MBO. 

Methods Between January 2012 and December 2016, patients who were treated with 

PTBS for MBO in three clinical centers were enrolled. Th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for biliary infection after PTBS were identified by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from the risk factors selected by univariate analysis and used 

to develop the score system to predict the probability of post -stenting biliary 

infecti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atients with biliary infection were evaluated 

and compared with those of patients without biliary infections. Patients were 

observed within 30 days after stenting, who were divided into the infected group 

and non-infected group. 

Results: Totally, 182 patients were included in this study. Multivariate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length of obstruction, diabetes, obstruction 

type, digestive surgeries or ERCP history were th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In 

the cohort, the risk score system was developed based on these four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for biliary infection after PTBS, in which the risk score of the 

length of obstruction was 0.6, with diabetes was 16 and without was 0, with high 

obstruction was 8 and with low obstruction was 0, with digestive surgeries or ERCP 

history was 14 and without was 0. The accuracy of this score system was 79.2% for 

this cohort. Then, we established a risk nomogram to accurately predict biliary 

infection of the patients who undergo PTBS. 

Conclusions The length of obstruction, diabetes, high level biliary obstruction 

and digestive surgeries or ERCP history was th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of 

biliary infection after PTBS in MBO. The risk predictive score system was 

established successfully. A risk nomogram was established to accurately predict 

biliary infection of the patients who undergo PT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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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276 

Nomogram for Predicting Intradiscal Cement Leakage 

Following Percutaneous Vertebroplasty in Patients 

with Osteoporosis Vertebral Compression Fractures  

 
Zhong Bin-Yan,He Shi-Cheng,Zhu Hai-Dong,Fang Wen,Teng Gao-Jun 

Zhongda Hospital， Medical School， Southeast University 210009 

 

Purpose We aim to establish an effective and novel nomogram for intradiscal cement 

leakage (ICL) following percutaneous vertebroplasty (PVP) in patients with 

osteoporosis vertebral compression fractures (OVCFs). 

Materials and Methods Patients with OVCFs who underwent their first PVP in our 

department between January 2007 and December 2013 were included in this study. 

Univariate and multivariate analysis were used to predict th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The Nomogram was then created based on the identified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Results A total of 241 patients and 330 vertebrae were included. The mean age of 

the patients was 73.5 (SD 7.9) years old, and the mean number of treated vertebrae 

was 1.4 per person. ICL was observed in 93 (28.2%) of the treated vertebrae. 

Greater fracture severity (P=0.016), cortical disruption of the endplate 

(P<0.0001), absence of Kummell’s disease (P=0.010), and higher CT values (P=0.050) 

are th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for ICL.  

Conclusion Greater fracture severity, cortical disruption of the endplate, absence 

of Kummell’s disease, and higher CT values are th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for 

ICL. The novel nomogram gives accurate prediction of ICL. 

 

 
EP-1277 

完全门静脉供血型及各型动脉供血型肝血管瘤 

的长期介入疗效分析 

 
贾科峰 

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 300170 

 

目的 对比介入栓塞治疗门静脉供血型及动脉供血型肝血管瘤的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8年 1月-2013年 12月年经诊断明确的肝血管瘤 324例，按血供分富血

供型（128例）、中等血供型（104例）、乏血供型（90）及完全门静脉血供型（2例）4组，

前 3组采用经肝动脉栓塞注入平阳霉素碘化油混合乳剂及明胶海绵栓塞治疗，门静脉型采用经

门静脉置管栓塞治疗。术后对所有病例进行长达 3年的随访，并评估肿瘤直径变化及疗效。结

果 完全门静脉型仅有 2例为纳入统计分析，富血供型、中等血供型及乏血供型肝血管瘤，术

前在性别、年龄、肿瘤直径上无明显差异，术中使用平阳霉素剂量 3组间无差异，在碘化油及

平阳霉素碘化油混合乳剂剂量上富血供型最多，中等血供型其次，乏血供型最少。术后随访在

3-6个月中，术后瘤体直径有差异，分别进行两两比较，得出富血供型直径最小，中等血供型

其次，乏血供型直径最大；在 6-12月、1-2年、2-3年中肿瘤直径差异有意义，富血供型与中

等血供型间无差异，但与乏血供型都有明显差异，乏血供型在各随访时间段肿瘤缩小程度都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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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前 2组。在 2-3年间的治疗效果评价上，富血供型及中等血供型显效+有效率几乎都达到

100%，明显高于乏血供型，有显著性差异。结论 经肝动脉介入治疗肝血管瘤，疗效与肝血管

瘤的血供类型有明显的关系，富血供型及中等血供型疗效确切，优于乏血供型。门静脉型血管

瘤则需要经门静脉介入治疗。 

 

 

EP-1278 

C 反应蛋白与白蛋白比值的改变对原发性肝癌 

TACE 术后疗效判断价值 

 
孙宇冰 

大连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116023 

 

目的  探讨 C反应蛋白（CRP）与白蛋白（Alb）比值对原发性肝癌患者 TACE术后疗效的判断

价值。 方法  纳入首次行 TACE手术治疗的原发性肝癌患者 90例，计算术前 CRP/Alb，运用

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生存分析和 Cox多元回归分析评价 CRP/Alb与 TACE疗效的关系的关

系。结合影像学评价实体瘤治疗效果 结果 CRP/Alb比值的最佳界点为 0.46，敏感度为

70.45%，特异度为 73.97%。与低 CRP/Alb组相比，高 CRP/Alb组的 CRP水平较高、 Alb 水平

较低、 Child-Pugh分级较高、肿瘤最长径较大、血管浸润比例较多，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01）。Kaplan-Meier 曲线显示高 CRP/Alb组的肿瘤坏死较为完全，疗效较好

（ 45.8%vs.16.8% , p<0.001）。 Cox多元回归分析显示 CRP/Alb、 Child-Pugh分级、血管

浸润是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TACE术后 CRP/Alb比值升高提示 TACE术后疗炎性反应

激烈，肿瘤坏死完全，CRP/Alb是评价 TACE术后疗效的独立预测因素。 

 

  

 

 
EP-1279 

DEB-TACE 治疗中晚期原发性肝癌的近期疗效分析 

 
吴宝林,周军,凌公豪,李小奇,龙清云（通讯作者）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430071 

 

 【摘要】 目的 探讨药物缓释微球肝动脉化疗栓塞术（DEB-TACE）治疗中晚期原发性肝癌的

近期疗效及安全性。方法 回顾性收集分析我院 2015年 1 月到 2016年 3月通过 DEB-TACE 及传

统 TACE（cTACE）两种不同方法治疗的原发性肝癌患者，将符合纳入标准的 54例原发性肝癌

患者分为两组。DEB-TACE组（DEB+阿霉素）24例（男性 18例，女性 6例），cTACE组（碘油

+阿霉素）30例（男性 22例，女性 8例）。分别对两组患者介入治疗前及介入治疗后 2周、1

个月和 3个月肝功能、肿瘤标记物（血清 AFP）及肿瘤大小的变化进行比较，同时比较两组患

者的介入疗效、术后并发症及术后 1年生存率。结果 患者基线临床资料无统计学差异（P＞

0.05）。术后 1个月和 3个月两组患者肝功能明显改善，两组患者肿瘤直径不同程度缩小，血

清 AFP水平下降，但 DEB-TACE组各项指标均优于 cTACE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术后 3个月 DEB-TACE组病人完全缓解（CR）2例，部分缓解（PR）10例，病灶稳定（SD）9

例，病灶进展（PD）3例，临床总有效率（CR+PR）为 50%，获益率（CR+PR+SD）为 88%。

cTACE组完全缓解（CR）1例，部分缓解（PR）7例，病灶稳定（SD）12例，病灶进展（PD）

10例，临床总有效率（CR+PR）为 27%，获益率（CR+PR+SD）为 67%。两组患者临床总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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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获益率比较，结果有统计学差异（P＜0.05）。DEB-TACE 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明显低于 cTACE

组患者（14.8% vs 4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 05）。术后 1年生存率 DEB-TACE明

显优于 cTACE（73.5% vs 49.8%）。结论 DEB-TACE作为一种新型药物输送及栓塞系统，对于

中晚期原发性肝癌疗效显著且并发症少，近期临床疗效优于 cTACE, 中远期疗效有待随访复

查。 

 

 
EP-1280 

Incidence of pancreatitis and its risk factors in 980 

Patients with Obstructive Jaundice after the 

Percutaneous Placement of Self-Expandable Metallic 

Stents treatment 

 
wu qirun

1
,Gao Long

2
,Chen Xiaowei

1
,Xu Ke

1
 

1.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2.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hanxi Medical University 

3.Nuclear medicine， Tumor Hospital of Harbin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jve: To investigate the incidence of pancreatitis in 980 patients who had 
undergone percutaneous placements of a biliary stent and assess the risk factors 
for pancreatitis and the treatment outcomes.  
Methods: Between January 2010 and October 2016, 980 patients in our hospital 
underwent percutaneous placements of self-expandable metallic stents for 
obstructive jaundice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The incidence of pancreatitis 
and risk factors were assessed by univariate and multipl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es. Related therapeutics，such as somatostatin, were performed to release 
the symptom and promote the restoration of normal pancreatic function.  
Results: Pancreatitis occurred in 45 of 980 (4.6%) patients. One patient (2.2%) 
died of server acute pancreatitis. Multipl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when the total bilirubin is higher than 300 µmol/L, white blood cell count 
>10,000/mm3, common bile duct stent placement was the only independent risk factor 
related to pancreatitis (OR= 2.196; 95% confidence interval: 1.397, 4.286; P < 
0.01). By using somatostatin, the concentration of serum amylase and lipase was 
obviously decreased in 44 patients (97.8%). No other major complications were 
monitored during the therapy.  
Conclusion: Pancreatitis is a relatively rare complication of percutaneous 
placement biliary stents. The common bile duct stent placement is the only 
independent risk factor related to pancreatitis and the percutaneous transhepatic 
biliary drainage is preferred. Furthermore, somatostatin is a secure and 
efficacious method to release the symptom and promote the restoration of panc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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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281 

经皮穿刺导管引流术联合抗生素治疗细菌性 

肝脓肿预后预测因素 

 
徐圣

1
,倪才方

2
,陈荔

1
,朱海东

1
,仲斌演

1
,郭金和

1
,滕皋军

1
 

1.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2.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探讨经皮穿刺导管引流术联合抗生素治疗细菌性肝脓肿预后的预测因素，并构建有效的

预后 nomogram。 

材料与方法：这是一个回顾性研究，研究对象由接受经皮穿刺导管引流术联合抗生素治疗的细

菌性肝脓肿患者组成，包括 2010年 3月至 2017年 2月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及 2012年 7月

至 2017年 2月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患者。临床有效时间指患者从接受联合治疗到临床有

效的时间，由炎症指标、症状缓解、引流量及影像复查综合决定。在临床有效时间的基础上，

采用单因素分析及多因素 Cox回归分析探讨影响临床有效的预测因素，然后构建预后

nomogram，并使用 c值进行内部验证。 

结果: 最终有 130例患者纳入研究，平均临床有效时间为 20.8天。单因素分析及多因素 Cox

回归分析提示脓肿胆道起源(P<0.001)、糖尿病(P=0.021)、介入术前感染性休克(P<0.001)是
预后的预测因素，对应的平均临床有效时间分别为 32.5, 30.3, 46.2天，明显长于无相关因

素的患者。预后分析显示，预测因素出现的越多，临床有效时间就越长。再此基础上构建的预

后 nomogram准确度高，c值为 0.66。 

结论：脓肿胆道起源、糖尿病、介入术前感染性休克是经皮穿刺导管引流术联合抗生素治疗细

菌性肝脓肿患者预后的预测因素。 

  

 

 

EP-1282 

细胞色素 P450 酶 2C19 基因多态性对 TIPS 术后患者服用

氯吡格雷效果的影响 

 
王黎洲,周石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550004 

 

目的 评估细胞色素 P450 酶 2C19（CYP2C19）基因多态性对经颈静脉肝内门体分流术 

（TIPS）肝硬化患者术后服用氯吡格雷抗血小板治疗的影响。 方法 收集 2013 年 1 月至 

2014 年 12 月接 

受 TIPS 术治疗的 171 例肝硬化患者临床资料。 所有患者均于术中采集门静脉及肘静脉血液

样本并行 

CYP2C19 基因检测。 术后每 3 个月临床随访， 比较分析基因检测结果与临床随访结果。 结

果 110 例 

TIPS 术前无输血且术后规律服用氯吡格雷患者纳入本研究。 术后平均服用氯吡格雷时间为 

192.4 d（31～ 

517 d）， 门静脉及肘静脉基因检测结果一致，CYP2C19 基因型为 *1/*1 有 49 例 

（44.5%）、*1/*2 有 27 例 

（24.6%）、*1/*3 有 18 例（16.4%）、*2/*2 有 11 例（10.0%）、*2/*3 有 3 例

（2.7%）、*3/*3 有 2 例（1.8%）；随访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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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代谢型基因携带患者分流道功能异常发生率为 87.5%（14/16），较中等代谢型患者（20%，

9/45， χ2=22.9， 

P=0.006）及快代谢型患者 （8.2%，4/49， χ2=37.91，P=0.000 1）明显增高 ；Cox 回归模

型多变量分析提示 

CYP2C19 慢代谢型基因变异，是分流道功能异常的重要预测因素（95%CI 1.80～9.03，

P=0.000 7）。 结论 

CYP2C19 慢代谢基因变异（*2/*2、*2/*3、*3/*3）是影响 TIPS 术后患者氯吡格雷治疗效果

的重要因素之一， 

术前检测可为术后提供较为有效的抗血小板治疗方案。 

  

 

 
EP-1283 

介入放射学从业人员职业辐射剂量测量的探讨 

 
王黎洲,周石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550004 

 

目的:随着介入手术过程趋向复杂化发展，介入放射学工作人员受照的辐射剂量、时间也日益

增加。因此，关于介入放射学工作人员的放射防护是目前广泛关注的问题。本研究通过监测介

入放射学职业人员受照的职业辐射剂量，评估从事介入放射工作人员的年度职业辐射剂量水

平。方法:回顾性分析本院 2014-2015年介入放射学工作人员受照的职业辐射剂量（有效剂量

与剂量当量），辐射剂量通过 a、b两枚个人剂量计进行检测（a:一枚佩戴在外衣上，b:一枚

佩戴在铅衣上）。结果:将本院于 2014-2015年进行的介入手术筛选出 2202例，纳入本研究的

介入放射学工作人员包括：6名介入医师、3名护士、3名放射技师，其年度有效辐射剂量分

别为：3.00±1.50（0.84-6.17）mSv/y、1.34±0.55（0.70-2.20）mSv/y及 0.60±0.48

（0.02-1.43）mSv/y，剂量当量分别为：19.84±12.45（7.0-48.5）mSv/y、4.73±0.72

（3.9-6.2）mSv/y及 1.30±1.00（0.2-2.7）mSv/y。对于介入医师 A组、A+B组的有效辐射

剂量分别为：1.02±0.74mSv/y、3.00±1.50mSv/y（p＜0.001）。对于护士（p=0.186）与放

射技师（p=0.186），A组较 A+B组的有效辐射剂量均更低。结论:介入放射学工作人员年度受

照的职业辐射剂量：介入医师＞护士＞放射技师。而 A组的职业辐射剂量远远小于 A+B组的。

因此，为了正确评估职业辐射剂量，应使用 a+b两枚个人剂量计进行监测、计算。 

  

 

 

EP-1284 

剖宫产术前髂内动脉介入预置球囊封堵术中安全辐射剂量的

研究 

 
冼朝晖,李承志,杨文才,陈利芳 

暨南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510630 

 

目的：探讨辅助髂内动脉球囊封堵在凶险型前置胎盘剖宫产术中胎儿安全的辐射剂量。方法：

2016年 5 月～2017 年 3 月，诊断为凶险性前置胎盘高危产妇 18例，剖宫产前在配置数字减

影系统（SIEMENS Artis Zeggo）的复合手术室内行双侧髂内动脉预置球囊介入手术，胎儿娩

出后球囊充气封堵。在图像可视的前提下极限地降低辐射剂量，透视参数：Dose为 29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1262 

 

nGy/p，脉冲 7.5p/s， 0.3～0.6mm自适应铜过滤；采集参数：Dose为 0.17μGy/fr，帧速

4f/s，0.3mm铜过滤，术后记录透视时间、采集帧数、剂量面积乘积（Dose-Area Product 

DAP）和皮肤剂量（Cutaneous Dose，CD），以辐射诱发异常的风险被认为可忽略的剂量小于

50mGy为参考，评价胎儿所受辐射剂量的安全性。结果：18例凶险性前置胎盘产妇均顺利预置

球囊并安全剖宫产分娩，术后和随访并无介入相关的并发症，透视时间 113.4～210s，平均

156.4±28.21s；采集帧数 13～22帧，平均 17.1±4.3 帧；总剂量面积乘积为 357.08～

974.27μGym
2
，平均 673.74±174.68μGym

2
；总皮肤剂量 13.17～38.95 mGy，平均

26.04±7.74mGy。结论：有效控制射剂量，髂内动脉预置球囊封堵术中胎儿所受的辐射剂量是

安全的。 

 

 
EP-1285 

CT 引导经皮不可切除肝癌冷冻消融治疗疗效分析 

 
严静 

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637000 

 

目的 探讨经皮冷冻消融在不可切除肝癌的疗效分析。方法 回顾性分析自 2014年 3月至

2017年 1月 CT引导下经皮冷冻治疗的 45不可切除肝癌患者的临床资料,术后观察相关指标及

随访生存率。结果 本组患者总复发率在 1年为 33.3%，2年为 44.4%。1年生存率 95.56%

（43/45）,2年生存率 84.44%（38/45）。无手术相关死亡率，无大出血、肝脓肿或肝功能衰

竭发生。结论 经皮冷冻消融可提高不可切除肝癌患者的生存期及生存质量,是一种安全有效

的治疗方法。 

  

 

 

EP-1286 

CT 引导下经皮纳米刀消融局部晚期胰腺癌临床应用 

 
魏颖恬,肖越勇,张肖,张啸波,何晓锋,张欣,马旭阳,李婕,杨杰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100853 

 

目的：通过对局部晚期胰腺癌患者采用 CT引导下经皮穿刺纳米刀消融治疗方式，根据术前术

后影像学表现以及治疗前后实验室检查结果、术后总体生存期、1年生存率以及并发症发生情

况等综合评估 CT引导下纳米刀消融治疗局部晚期胰腺癌的有效性及安全性，探讨其在临床上

治疗局部晚期胰腺癌的优势。方法：前瞻性分析 2015年 7月至 2016年 12月就诊于我院局部

晚期胰腺癌患者共 35例，采用 CT引导下经皮 IRE治疗者 20例，病灶中位最大径 3.7cm

（2.2-6.9cm）。患者年龄 44-70岁之间，中位年龄 59岁，8男 12女。术前对患者进行影像

学（CT、MRI、PET-CT等）及实验室（血常规、凝血常规、血生化等）基线检查并评估患者纳

米刀手术有效性及安全性。所有患者均在 CT引导下经皮穿刺进行纳米刀消融治疗。记录术中

并发症发生情况。术后 3天、30天、90天及 365天分别对患者进行影像学及实验室检查并同

基线检查对比，根据消融区域影像学改变，联合实验室检查结果及并发症发生情况综合评估纳

米刀消融在治疗局部晚期胰腺癌中的有效性及安全性，并探索 CT引导下经皮纳米刀消融治疗

在改善 LAPC患者术后生活质量中的作用。结果：平均手术时间（2.6±0.47）小时，19例患

者术后可见一过性 CA19-9升高，3天内逐渐降低。术后 90天影像学随访显示病灶完全缓解

（CR）8例，部分缓解（PR）8例，病变稳定（SD）2例。2例患者术后随访期间死于消化道出

血。术后 1年生存率为 35%术后中位生存期为 329.5天（10.9个月）。结论：CT引导下经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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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刀消融是一项精准、微创、有效且安全的消融方式，在局部晚期胰腺癌的临床治疗中，具

有其他传统治疗方式所不具备的优势，具有广阔的临床应用前景。其治疗周期短、创伤小、术

后恢复快、副作用小，在一般状况较差、无法耐受化疗或化疗药物耐药的患者中，具有独特临

床应用优势。 

 

 

 
EP-1287 

Ozonated Normal Saline is Effective  in Treating VX2 

Tumor in Rabbits 

 
Qing Ma,Yang Jijin 

Changhai Hospital Affiliated to Secon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200433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iveness and safety of ozonated saline injected 

directly into the tumor for treatment of VX2 tumor and to explore the mechanism. 

Methods:A total of 90 rabbits bearing VX2 tumor on left hind leg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saline group,20ug/ml and 40ug/ml ozonated saline groups). 

After rabbits were anesthetized,2ml blood was drawn directly from the heart of 

rabbits to detect the serum of IL-6 and TNF-α,the skin covering the VX2 tumor was 

cut open and maximal and vertical diameters of the tumor were measured under 

direct vision. Several milliliters of saline and ozonated saline pre-treated with 

20ug/ml and 40ug/ml ozone/oxygen were directly injected into the tumors 

respectively（injection dose = 1/2 volume of tumor,V=1/2ab
2
）. At the 

fourth,eighth and twelfth day, ten rabbits were randomly selected from each group 

for collecting blood samples in order to detect the serum of IL-6 and TNF-α,and 

the maximal and vertical diameters of VX2 tumor were measured again under direct 

vision so as to calculate the tumor growth rate. All selected rabbits were 

sacrificed and the tumors,livers and lungs were removed for pathological 

examination. The tumors were cut in half along with the longitudinal axis and 

maximum diameters of the intra-tumoral necrotic were recorded in order to 

calculate the tumor necrosis rate.Results: 1. The tumor average volume of three 

groups were increased at different degrees at each time point,but the average 

tumor growth rates of group B and group C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group A,and showed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The tumor growth rate of group B and 

group C had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2. At each time point,all the serum 

concentrations of IL-6 and TNF-α of three groups increased and that of group B 

and group C rose much obviously, but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among 

three groups. 3. Though the diameters of necrotic area of both group B and group C 

were longer than that of group A,the statistical difference was only seen between 

group A and group C at the forth day and the twelfth days.  Conclusion: Direct 

injection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 of ozonated saline into the VX2 tumor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intra-tumoral necrosis area and reduce the tumor growth 

rate, and the increasing of concentration of IL-6 and TNF-α in serum might be one 

part of the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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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288 

Stanford B 型主动脉夹层腔内隔绝术中导管校准法和标记导

管校准法比较 

 
张祥海,周林,闫红野,王晓峰,陈金华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野战外科研究所 400042 

 

 

目的 近年来主动脉夹层腔内隔绝术逐渐成为主动脉夹层的首选治疗方案。目前常用的测量方

法包括自动 ISO校准法、自动 TOD（床面和靶血管距离)校准法、导管校准法、标记导管校准

法、球体校准法等，不同方法各有优劣，我们选择最常用的导管校准法和标记导管校准法分别

测量左锁骨下动脉处的主动脉直径，比较两组测量数据的差异。 

方法  收集 2014年 2月-2017年 5月期间，全麻下行 Standford B型主动脉夹层腔内隔绝术

的 30例病人，造影导管均使用 5F黄金标记导管,分别使用导管校准和标记点间手动校准后测

量左锁骨下动脉处的主动脉直径，结果以均值±标准差(x±s)表示。病人手术前在 GE 64 排

CT做了胸腹部 CTA扫描，图像传至 AW4.4后处理工作站作 5mm冠状面重建，测量左锁骨下动

脉处的动脉直径，结果以均值±标准差(x±s)表示。使用 SPSS 16.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采

用配对检验比较导管校准法、标记导管校准法测量值与 CTA测量值的差异。以 CTA测量值为准

确值，测量误差率=（CTA测量值-DSA测量值/CTA测量值）×100%    

结果导管校准法测量值（23.46±5.29mm）与 CTA测量值(26.81±5.01mm)存在统计学差异

（T=3.06,P<0.01）,误差率为 12.49%，标记导管校准测量值(26.46±5.41mm)与 CTA测量值不

存在统计学差异（T=0.375，P>0.05），误差率为 1.30%。                  

结论 在 Standford B型主动脉夹层的支架植入治疗中，标记导管校准较导管校准可以获得更

精准的血管直径、长度等数据,为支架、球囊的选择提供依据,在介入手术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指

导意义,也为影像技师充分利用不同造影导管的特性精准化测量提供了更多的思路和方法。 

  

 
EP-1289 

成人肝移植术后肝动脉并发症的介入治疗疗效分析 

 
龙清云 

1.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2.吴宝林 

3.周军 

4.凌公豪 

 

目的 探讨肝移植（LT）术后肝动脉并发症血管内介入治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方法 回顾

性分析 2010年 1月到 2015 年 2月我院 12例肝移植术后肝动脉并发症患者行介入治疗的临床

资料，采用介入治疗技术包括导管内溶栓（CDT），经皮腔内血管成形术（PTA）及支架植入术

（Stent placement）。结果 12例成功治疗 10例，成功率 83%（10/12）。1例在 PTA 过程中

并发破裂，并成功植入覆膜支架，1例在溶栓过程中出现少量出血，经保守治疗后好转。所有

患者术后两周血清丙氨酸转氨酶（ALT）、天冬氨酸转氨酶（AST）、总胆红素（TBil）及直接

胆红素（DBil）明显降低（P＜0.01），后逐渐恢复正常。随访 2～24个月，2例患者由于术

后再狭窄和急性血栓形成接受再次介入治疗，其余患者未出现介入相关并发症。结论 血管内

介入治疗可作为肝移植术后肝动脉并发症的一线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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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290 

髂内动脉球囊阻断联和子宫动脉栓塞在 

凶险性前置胎盘的应用 

 
叶鹏飞,赵福敏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探讨髂内动脉球囊阻断联和子宫动脉栓塞在凶险性前置胎盘的应用价值。方法 选取我

院 2014-2017间凶险性前置胎盘的 88例产妇，行髂内动脉球囊阻断联和子宫动脉栓塞的 44例

产妇为观察组，未行髂内动脉球囊阻断联和子宫动脉栓塞的 44例产妇为对照组。结果 观察

组子宫切除率（0 vs 25.17%）、术后住院时间[（5.5±1.2）VS（7.7±1.6）d]、术中出血量

[（1684.7±550.16）VS(2578.45±660.25)ml]、术后出血量[（190.76±55.48）

VS(278.45±64.13)ml]等方面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凶险性

前置胎盘在剖宫产时手术风险大，术中术后出血量多，输血量大，危及母婴安全，子宫切除率

高，经髂内动脉球囊阻断联和子宫动脉栓塞处置后，对降低手术风险，减少术后住院时间、术

中出血量、术后出血量，降低子宫切除率，保障母婴安全有重要价值。 

 

 
EP-1291 

低场 MR 引导肝癌经皮射频消融治疗的中期临床结果 

 
袁春旺

1
,郑加生

1
,金龙

2
,王振常

2
,翟仁友

3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2.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3.天津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南开医院 

 

【目的】回顾性分析低场 MR引导肝细胞癌经皮射频消融治疗的中期临床疗效。【材料与方

法】经临床及病理确诊的 67例单发肝细胞癌患者，肿瘤直径 1.4-5.2cm，接受磁兼容光学导

航辅助 0.35T开放式低场 MR引导射频消融治疗。采用射频发生器 (RITA 1500x, 

Angiodynamics, USA) 及磁兼容电极针（Star Burst 单极多尖端伸展型电极针）。直径≤2cm

的肿瘤单点消融，直径＞2cm 多点消融； 单点消融条件为 50～200瓦，温度 90℃，时间 20～

30分钟。术后即刻行 T2WI 及增强 MRI扫描评价消融疗效及有无并发症。术后 1、2、3个月及

之后间隔 3月采用 3.0TMR增强扫描或 64排螺旋 CT增强扫描进行随访，随访期为 21-49个

月。【结果】63例患者（63/67，94.0%）单次治疗实现完全消融，4例患者（4/67，6.0%）肿

瘤残余，1个月后补充消融后实现完全消融；未发生严重并发症，仅 1例（1/67，1.5%）出现

肝包膜下少-中量出血，予以肝动脉栓塞止血。在随访期内无消融部位肿瘤残余或复发，29例

（39/67，43.3%）出现新发病灶，3例（3/67，4.5%）因肿瘤进展死亡，1例（1/67，1.5%）

因消化道出血死亡。【结论】开放式低场 MR引导经皮射频消融治疗原发性肝细胞癌有效的局

部治疗方法。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1266 

 

EP-1292 

iFlow 彩色编码技术实时定量测定肝癌 TACE 前后血流动力学

改变的可行性研究 

 
王宇喆,尹化斌 

复旦大学附属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 200240 

 

目的 探讨使用 iFlow彩色血流编码技术在肝癌经导管动脉化疗栓塞前后血流动力学改变的实

时量化分析中的价值。初步明确可用于评价肝癌 TACE术中栓塞程度的量化指标及测量方法。

方法 对我院 31例确诊为肝细胞肝癌，并且未接受过外科手术、消融等治疗的患者，采用经

导管动脉化疗栓塞术治疗，使用同样的对比剂、高压注射器参数、造影导管位置造影，用

iFlow技术生成患者术前、术后的二维彩色编码图像及时间-密度曲线（time density 

curve，TDC），测量造影导管口、肿瘤主要供血动脉起点及终点的达峰时间（time to peak，

TTP）及肿瘤组织与导管口 TDC下面积（area under curve，AUC）的比值。对栓塞前、后测得

的计量数据采用均数±标准差表示，并使用配对 t检验进行统计学比较，P≤0.05 认为有统计

学意义。结果 栓塞前、后的肿瘤主要供血动脉终点 TTP值分别为（4.64±0.49）s和

（5.97±0.84）s ，肿瘤组织与导管口 AUC值的比值分别为 0.53±0.15 和 0.16±0.12,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造影导管口的 TTP值分别为（4.00±0.29）s和（3.90±0.45）s ， 肿瘤

主要供血动脉起点的 TTP值分别为（4.18±0.32）s和（4.32±0.56）s ，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肿瘤供血动脉 TDC图栓塞前大致呈“速升-速降”形，斜率、峰值较高；栓塞后呈“上升-

平缓-下降”形，并且斜率、峰值均较术前下降。结论 iFlow可术中实时测量感兴趣区的 TTP

值与 TDC图，定量评价肝癌的血流动力学变化，为判断肿瘤栓塞程度提供客观的定量指标。 

  

 

 
EP-1293 

进展期非小细胞肺癌 125I 粒子植入前后 CEA、 CYFRA21-1 变

化与临床疗效评估 

 
陆健,陈志瑾,刘琳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卢湾分院 200020 

 

目的观察 CT引导下
125
I 放射性粒子组织间植入治疗进展期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的临床疗效及
125
I粒子植入前后血清肿瘤标志物癌胚抗原

（carcinoembryonic antigen, CEA）和细胞角质素片断抗原（cytokeratin fragment 

antigen, CYFRA21-1）的动态水平。方法  对 28例不能手术切除的进展期 NSCLC患者施行

CT引导下植入
125
I 放射性粒子，并用放射免疫方法测定

125
I 放射性粒子植入治疗 NSCLC前后

的患者血清肿瘤标志物 CEA 和 CYFRA21-1浓度。结果  治疗后随访 1-37个月，全组中位生存

时间为 17个月，1年、2年、3年生存率分别为 71.95%、30.84%、6.17%。中位局部控制时间

为 15.5个月，1年、2年的年局部控制率分别为 58.04%、20.31%。
125
I 粒子植入后 1月、3

月，NSCLC患者血清中 CEA 和 CYFRA21-1水平与植入前比较有明显下降（P<0.05）。治疗后

CEA降低组 53.85%的死亡率，升高组 86.67%的死亡率（P=0.055）；治疗后 CYFRA21降低组

36.36%的死亡率，升高组 94.12%的死亡率（P=0.001）。结论 CT引导下植入
125
I 放射性粒子

治疗进展期 NSCLC，临床近期疗效确切，是一种安全、有效、并发症少的介入治疗方法；且能

有效降低肿瘤标志物水平，肿瘤标志物水平的监测有助于预测患者的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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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294 

床旁数字摄片引导 PICC 植入及定位在重症患者中的应用 

 
吴训华,孔令煜,找皆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410008 

 

 

目的：经外周静脉穿刺中心静脉置管， 是利用导管从外周手臂静脉为主进行穿刺， 使导管

直达靠近心脏的大静脉， 从而避免药物对四肢远端静脉直接接触， 防止药物对血管壁刺激损

伤； 能够有效保护远端静脉， 减少静脉炎的发生， 减少患者的庝痛， 提高患者的生活质

量； 在外周静脉穿刺中心静脉置管术中由于病人个体差异导管需要床旁数字摄片引导导管的

走向及定位。 而床旁数字摄片引导方便精确， 可以为临床提供准确的信息。 

方法：选取 2009-2017年在湘雅医院重症病房进行经外周静脉穿刺中心静脉置管术的病友， 

由于病情重只能行床旁数字摄片引导并定位的患者 1200例。 

结果：经床旁数字摄片定位发现 8 例患者中心静脉置管由右贵要静脉植入直接插入右颈部静

脉， 2例患者中心静脉置管由右肘正中静脉直接插入上腔静脉后终端扭转， 1例患者中心静

脉置管由左肘正中静脉插入右颈部静脉， 11例患者中心静脉置管由左肘正中静脉插入左颈部

静脉， 2例中心静脉置管由右贵要静脉植入左侧颈部血管， 6例由下肢静脉植入患者中心静

脉置管位于下腔静脉中， 1170例患者中心静脉置管终端均位于上腔静脉中。 

结论：外周静脉穿刺中心静脉置管术中由于患者个体差异， 经床旁数字摄片定位准确可为临

床提供有效的医学影像资料。 

 

 
EP-1295 

125I 放射性粒子组织间近距离放射治疗转移瘤硬膜外脊髓压

迫症的研究 

 
陆健,王忠敏,贡桔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卢湾分院 200020 

 

目的：探讨
125
I放射性粒子组织间植入治疗转移瘤硬膜外脊髓压迫症（MESCC）的疗效及患者

的生存质量。方法：16例无法手术或放疗的 MESCC患者，在 CT引导下行病灶内放射性粒子
125
I粒子植入术。根据肿瘤大小植入粒子数范围 6-45颗，粒子活度范围 0.50-0.80mCi，肿瘤

匹配周缘剂量（MPD）为 80-140Gy。术后测量治疗前后肿瘤体积，应用 VAS评价患者治疗前、

后疼痛情况，应用 ASIA标准评价患者治疗前、后神经功能，卡氏评分评估患者治疗前、后身

体功能状态。结果：16例患者疼痛明显缓解。 VAS评分由治疗前（4.19±2.10）分下降至治

疗后 1个月（2.06±1.34）分，卡氏评分由治疗前（66.25±16.28）分提高至治疗后 3个月时

的（74.69±17.56）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神经功能保留率和恢复率分别为

81.25%和 50%。肿瘤体积由治疗前（8.40±11.04）cm
3
缩小为治疗后（3.43±4.90）cm

3
 。治

疗后生存时间平均（10.69±3.65）个月（5-20个月）。随访期间均未出现严重并发症。结

论：
125
I放射性粒子组织间植入治疗转移瘤硬膜外脊髓压迫症可减小肿瘤体积，减轻患者疼

痛，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和生存时间，是一种可选择性的姑息性治疗转移瘤硬膜外脊髓压迫症的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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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296 

雷替曲赛介入治疗结直肠癌肝转移的近期疗效和安全性评价 

 
魏宁 

安徽省立医院 230001 

 

目的：探讨雷替曲塞在介入治疗结直肠癌肝转移中的疗效和安全性。方法：回顾性分析 2013

年 1月至 2016年 12月结直肠癌肝转移患者 31例，按用药方案将患者分为观察组（n=18）和

对照组（n=13）行 TACE治疗。观察组术中用药：雷替曲塞+奥沙利铂+吡柔比星+碘化油；对照

组术中用药：替加氟+亚叶酸钙+奥沙利铂+吡柔比星+碘化油。术后一月复查 CT，采用 RECIST

进行疗效评价。主要分析客观有效率（RR）、疾病控制率（DCR）、疾病无进展生存期（PFS）

和不良反应发生率。结果：观察组和对照组的 RR分别为 61.1%和 30.8%（P＞0.05）；DCR分

别为 88.9%和 76.9%（P＞0.05）；观察组和对照组的平均 PFS分别为 13.74个月和 8.39个月

（P＜0.05）；两组术后不良反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各组无手术相关死亡事件

发生。结论：雷体曲塞和替加氟在 TACE治疗结直肠癌肝转移中近期疗效良好且安全性可靠，

雷替曲塞与替加氟相比可以一定程度上延长患者疾病无进展生存期，相关问题值得进一步研

究。 

 

 
EP-1297 

AMD 3100 联合 SDF-1 促进介入术后血管损伤修复的研究 

 
蒋春雨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200233 

 

目的：血管损伤修复可以抑制血管介入术后血管再狭窄，本研究目的探究一种促进血管内皮化

的有效方法。方法：建立糖尿病大鼠血管损伤模型，将其分为三组：对照组，动员组及动员归

巢组，动员组使用 AMD 3100 进行治疗，动员归巢组使用 AMD3100以及 SDF-1进行治疗，对照

组使用生理盐水替代治疗，观察内皮祖细胞动员以及内皮损伤修复情况。结果：AMD3100 可以

有效的动员内皮祖细胞，动员组相较于对照组内皮祖细胞明显增多（217.8±34.3 VS 

126.1±24.8，p=0.03），而动员组和动员归巢组之间的内皮组细胞数量无明显差异

（217.8±34.3 VS 236.3±35.8，p=0.58）。而动员归巢组的修复情况明显优于其他两组

（97.5%±5.7% VS 82.6%±6.3%, P=0.041， 97.5%±5.7% VS 76.6%±4.9%, P=0.041）。结

论：联合使用 AMD3100及 SDF-1可以有效的动员内皮祖细胞，并促进血管内皮修复。 

 

 
EP-1298 

转化生长因子 β1（ TGF-β1）及其受体 

对血管损伤修复的作用 

 
蒋春雨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200233 

 

目的：探讨转化生长因子β1（ TGF-β1）及其受体对血管损伤后内膜增殖的作用及机制。方

法培养 SD大鼠正常及损伤颈动脉血管平滑肌细胞，应用逆转录 PCR（RT-PCR）及蛋白印迹

（Western印迹）方法分别检测血管平滑肌细胞（VSMCs）生物学标记物 SM22α，Matr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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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a，Os-teopontin；TGF-β1，纤维连结蛋白（FN）及 TGF-β1Ⅰ型和Ⅱ型受体（TGF-β1-

RⅠ，TGF-β1-RⅡ）mRNA和蛋白质的表达。结果①TGF-β1 呈浓度依赖性刺激损伤颈动脉

VSMCs增殖；但在 0.2％血清条件下，TGF-β1浓度依赖性抑制正常颈动脉 VSMCs增殖；②正

常组 VSMCs SM22αmRNA 表达水平明显高于损伤组 VSMCs；而 Matrix Gla及 Osteopontin 损伤

组 VSMCs的表达水平则显著升高；③损伤组 VSMCs TGF-β1 mRNA 和蛋白质的表达水平显著高

于正常组，且 FN的合成也较正常组显著增高；④损伤组 TGF-β1-RⅠ mRNA 和蛋白质的表达与

正常组并无明显差别；但 TGF-β1-RⅡ的表达水平损伤组却显著高于正常组。结论血管损伤

后，VSMCs表型发生改变，呈现异常增殖，合成和分泌 TGF-β1及 FN明显增多；TGF-β1 对损

伤后 VSMCs有显著促增殖效应；同时血管损伤后 VSMCs TGF-β1不同受体亚型的表达也发生了

变化。 

 

 
EP-1299 

小动脉瘤的血管内治疗 

 
陈蓦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 200233 

 

目的：颅内小动脉瘤（最大直径≤3 mm）仍是神经放射介入学家们面临的一个巨大的挑战，它

的长期稳定性是未知的。本研究报告了我们的长期随访结果，以评估破裂的小动脉瘤的血管内

治疗的有效性。 

方法：73位患者的 73个经血管内治疗的破裂的小动脉瘤在过去的 6年中经过回顾性评估。这

些患者接受了长达 1-78个月的多血管造影和临床随访。 

结果：所有的已破裂小动脉瘤经血管内治疗均治疗成功。27个（37.0%）小动脉瘤达到最初的

完全闭塞，39个（53.4%）残存动脉瘤颈，7个（9.6%）残存动脉瘤。4个（5.5%）小动脉瘤

发生过程中破裂，2个小动脉瘤发生血栓事件。59个（80.8%）已破裂小动脉瘤在最初的血管

内治疗后经过至少 12个月的血管造影随访。有 10个（16.9%）小动脉瘤经过再治疗，其中包

括 9个（15.3%）再通的小动脉瘤。最后完全闭塞的小动脉瘤有 43个（72.9%），残存瘤颈的

有 15个（25.4%），残留动脉瘤的有 1个（1.7%），渐进性闭塞的有 12个（20.3%）。没有与

手术相关的死亡率或远期再出血。 

结论：长期随访血管造影结果表明血管内治疗对已破裂小动脉瘤有效，且相关的手术过程中破

裂和再通发生率低，渐进性闭塞率高，尤其是支架辅助弹簧圈技术。 

 

 
EP-1300 

射频消融术联合经皮骨成形术治疗椎外转移性骨肿瘤 

的临床应用 

 
田庆华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200233 

 

  

目的 探讨 DSA引导下射频消融术（Radiofrequency ablation，RFA）联合经皮骨成形术

（Pecutaneous Osteoplasty , POP）治疗椎体外转移性骨肿瘤的手术方法及临床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 38例（54 个病灶）行 RFA联合 POP治疗的椎外骨转移性肿瘤患者资料，年

龄 23~75岁，平均(52.6±12.2)岁。共 54个转移灶得到治疗，其中髂骨 24处、髋臼 21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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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骨 7处、坐骨 1处、胫骨 1处。所有病人至少随访 3个月，通过术前、术后视觉模拟评分

（Visual Analog Scale，VAS）、止痛药服用剂量的变化以及运动功能的改善情况评价临床效

果。 

结果 38例手术均获得成功。术后 24小时 VAS评分由术前平均（7.1±1.5）分降至术后

（2.2±2.0）分，术后 3个月降至（1.6±1.8）分，术后 6个月降至（1.3±1.8）分。术后 7

例(18.4%)疼痛完全缓解，25例(65.8%)完全不需止痛药，10例(26.3%)止痛药用量减少或止痛

药级别降级，2例(5.3%)维持原剂量，1例(2.6%)使用止痛药级别升级。33例行走困难的患者

中 20例（61%）术后行动功能改善，其中 4例完全可以正常行走；12（36.4%）仍然行走困

难；1例（3%）行动不便加重，稍微活动即疼痛难忍。术后患者中位生存时间为 15个月，一

年生存率为 68.9%，两年生存率为 27.3%。8例(21.1%)发生肿瘤周围软组织骨水泥渗漏，但无

明显临床症状，1例(2.6%)发生皮肤灼伤。 

结论 DSA引导下行 RFA联合 POP治疗椎外转移性骨肿瘤临床效果良好、创伤小、并发症少，

可以明显提供患者生存质量。 

 

 
EP-1301 

探讨 ADC 值直方图分析在胰腺腺癌和神经内分泌 

肿瘤中的鉴别诊断价值  

 
卢莹莹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200233 

 

  

摘要： 

研究目的：探讨磁共振弥散加权成像 ADC值直方图分析在胰腺腺癌和神经内分泌肿瘤中的鉴别

诊断价值。 

材料与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5年 5月至 2015年 12月 36例胰腺原发肿瘤患者的临床资

料，根据病理分为两组，1 组（24例）病理类型为腺癌，2组（12例）病理类型为神经内分泌

肿瘤，对所有患者进行胰腺 DW-MRI检查，b值取 0和 400 s / mm
2
，分析病灶 ADC值直方图，

计算并比较两组的 ADC平均值、偏斜度、峰度和熵。 

结果：比较 1、2组的 ADC平均值（1.77×10
-3
mm

2
/s vs. 1.99×10

-3
mm

2
/s, p<0.05）、偏斜度

（0.69 vs. 0.18, p<0.05）、峰度（1.36 vs. -0.11, p<0.05）及熵（2.71 vs. 2.45, 

p<0.05），2组的 ADC平均值较 1组要高，1组 ADC值直方图偏斜度、峰度和熵较 2组要高。

绘制 ROC后，ADC平均值、偏斜度、峰度和熵的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69，0.72，0.76，0.77。 

结论：通过磁共振弥散加权成像，分析 ADC值直方图，有助于鉴别腺腺癌和神经内分泌肿瘤。 

  

 

 

EP-1302 

肺小结节术前 CT 引导穿刺定位的临床应用 

 
姚明荣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201203 

 

目的：探讨胸腔镜术前，在 CT引导下对肺小结节进行穿刺定位的临床价值。方法：因肺小结

节拟行胸腔镜手术者，术前采用 GE-VCT进行胸部扫描，体表定位后利用德国宝雅 Hook-w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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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刺定位系统进行穿刺，确定金属线位置后，剪断体外金属线。结果：总共 37例肺小结节患

者，结节平均直径 9.6mm。其中 36例穿刺定位成功，成功率 97.3%。13例患者刺中结节，23

例定位线位于结节周围，距结节平均最短距离约 5.4mm。穿刺平均时间 13分钟。并发症主要

是气胸和病灶周围出血，发生率 30%。 

结论：CT引导下穿刺，埋置金属定位线，成功率高，操作时间短，并发症少，可为胸腔镜术

前提供精确定位。 

 

 

EP-1303 

思维导图联合情景模拟演练在培养介入手术室 

护士岗位胜任力中的应用 

 
钟雯,李颐,祝玲娟,王任红,谭辜钰,周亮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30006 

 

目的  探讨应用思维导图联合情景模拟演练在培养介入手术室护士岗位胜任力的效果。方

法  选取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脏介入手术室护士 12名，进行思维导图联合情景模拟演

练，对培训前后护士的理论知识、操作技能成绩、工作质量考核以及介入医生对护士工作满意

度等指标进行对比。结果  通过培训，心脏介入手术室护士的专业知识、操作技能、工作质

量及介入医生对护士工作满意度较培训前均有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

论  思维导图联合情景模拟演练应用了图文并茂、条理清晰的思维导图总结归纳重点知识，

通过情景模拟演练与实际工作相结合的优点，激发了护士的学习积极性，增强了团队沟通协作

能力，提高了全科护士的岗位胜任力，取得了良好效果，值得推广。 

 

 
EP-1304 

抗血小板治疗对经皮肾造瘘术后出血风险的影响 

 
高钦宗

1,2
,金征宇

1,2
 

1.中国医学科学院 北京协和医学院 北京协和医院 

2.北京协和医院 

 

目的：评价抗血小板药物的应用是否增加 PCN术后出血事件的发生以及初步探索可能影响 PCN

术后出血的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自 2014年 6月至 2016年 12月在我院行 CT引导下 PCN治疗 197例患者，共

244例次 PCN的临床和手术资料，统计可能与 PCN术后出血相关的因素，对可能的出血分先因

素行单因素分析，对存在差异的因素行二元 logistic回归检验，以分析可能影响 PCN 术后出

血的高危因素。 

结果 在研究的 244个肾脏 PCN中，术后发现了 27个肾脏出血(11.07%)。在 PCN前 7天内双药

抗血小板组为 60.00%(6/10)，单药阿司匹林组的出血发生率为 7.69%(2/26)，未服用抗血小板

组为 9.13%(19/208)，单因素分析显示：应用抗血小板药物、PT、INR、APTT、Scr以及 Bun在

出血组与非出血组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logistic回归检验分析显示双药抗血小板

（OR=12.35，P=0.001）出血风险呈正相关可能影响 PCN 术后出血的高危因素。 

结论 单药阿司匹林抗血小板治疗并未增加 PCN术后出血风险，而双药抗血小板治疗 PCN出血

风险显著增加，同时严重的血肌酐升高也可能是 PCN术后出血风险增加的因素。相对正常的凝

血功能也是预防术后出血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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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305 

流程管理用于急诊冠状动脉介入治疗中的价值分析 

 
李颐,祝玲娟,王任红,钟雯,周亮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30006 

 

目的：对流程管理用于急诊冠状动脉介入治疗中的临床价值进行有效探讨。方法：随机抽取在

2016年 2月至 2016年 10月期间于我院接受急诊冠状动脉介入治疗的急性心肌梗死患者 250

例，根据患者护理方式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125例，分别给予患者护理流程管理和常规护

理。结果：观察组患者术前准备时间、转运时间、住 CCU时间及住院时间较对照组明显缩短，

观察组心血管事件发生率 0.8%，未发生护理缺陷；对照组对照组心血管事件发生率为 4.0%，

护理缺陷发生率 3.2%，两组比较差异显著，P<0.05。结论：在急诊冠状动脉介入治疗中采用

护理流程管理，能够缩短患者抢救时间，临床价值显著。 

  

 

 

EP-1306 

利用 3.0T 磁共振成像动态观察肺部肿瘤氩氦刀术后的变化 

 
李靖,黎海亮,曲金荣 

河南省肿瘤医院 450008 

 

目的：初步探讨肺部恶性肿瘤氩氦刀术后多个时间点消融区 MRI表现及变化趋势，提高对消融

区 MRI影像学特点及其变化的认识。方法：2014年 7月至 2016年 1月间在河南省肿瘤医院住

院并接受氩氦刀治疗共 23例（26个病灶）的肺部恶性肿瘤患者纳入本研究。所有患者分别于

治疗前、术后 1天、1周、1个月、3个月、6个月和 12个月进行胸部 MRI平扫和动态增强扫

描，两名阅片者独立双盲法对图像进行分析，采用 5分制评价消融区 T1WI和 T2WI上信号强

度，并采用 Kappa检验比较结果的一致性。测量消融区最大径，并分析消融区最大径和信号强

度随时间的变化趋势。同时绘制消融区动态增强时间-信号曲线并分类。结果：术后 1 天，26

个消融区呈高低混杂信号；术后 1周表现为 T1WI高（22/26，84.6%）、T2WI高信号（17/26，

65.4%）并边缘低信号环（22/26，84.6%）；术后 1个月 17个（65.4%）为 T1WI高信号，两名

阅片者分别评价 22（84.6%）和 21（80.7%）为 T2WI高信号；术后 3个月，大多呈 T1WI

（18/26，69.2%）及 T2WI（19/26，73.1%）等信号，19个消融区（73.1%）呈楔形影；术后 6

个月和 12个月，消融区大小和信号强度变化不大。术后 1天消融区最大径最大并逐渐缩小，

信号强度术后 1周最大并逐渐下降至等信号。术后 1天-1个月消融区时间-信号曲线为无明确

强化的直线型，术后 3-12个月呈轻度延迟强化的流入型。随访周期内 22个病灶（84.6%）未

见复发，4例复发病灶均发生在术后 3个月，且术后 1周消融区边缘低信号环不完整。结论：

肺部肿瘤氩氦刀术后 MRI表现具有一定的特征性，术后 1周消融区边缘低信号环是否完整是有

助于判断复发，术后 1周至 3个月观察是消融区发生较大改变的重要时间窗，MRI在识别消融

区及动态反映其变化方面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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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307 

HCC 肝外侧支发生供血的规律及 TACE 治疗频次   

 
HCC 肝外侧支发生供血的规律及 TACE 治疗频次 

解放军 309 医院 100091 

 

目的：回顾性分析每一种肝外侧支动脉发生肝癌供血的规律及治疗频次。材料与方法：随访

2002-2008期间 182例做 TACE 且生存期超过 3年的患者，回顾性分析其肝癌侧支动脉血管造

影、侧支动脉的发生率和治疗频次，并分析侧支发生的数量与 TACE治疗频次的关系。结果：

162例患者共行 795次 TACE， 共 647支侧支动脉发生供血。在 TACE中最早出现供血的是右膈

下动脉(RIPA, n = 150)、左膈下动脉(LIPA, n = 8)、右内乳动脉 (RIMA, n = 4)、右肾上腺

动脉 (RAA, n = 2)、胃左动脉 (LGA, n = 5)。在 1-11 次 TACE中，肝外侧支动脉的发生率分

别为 51.1%、68.1%、50.0%、50.0%、42.3%、34.6%、29.1%、19.8%、6.6%、3.3%、0.6%。

RIPA发生数量占肝外侧支动脉的 62.5%，RIPA栓塞后其他侧支动脉才发生供血。TACE的次数

与侧支的总数(r = −0.961;p < 0.001)、RIPA (r = −0.948; p < 0.001)和 LGA( r = −0.670; 

p = 0.024) 的总数均有关。TACE的平均治疗频次为：右膈下动脉 2.6次、左膈下动脉 1.5

次、右内乳动脉 1.6次、左内乳动脉 1.3次、网膜动脉 1.5次、胃左动脉 1.2次、右肋间动脉

3.3次、右肾上腺动脉 1.1 次、右肾包膜动脉 1.0次、结肠动脉 7.0次。结论：右膈下动脉应

该和肝动脉一样在每一次 TACE中均做血管造影。肝外侧支动脉在 TACE中的寻找次序应该为：

右膈下动脉、右内乳动脉、左侧膈下动脉、其他侧支动脉。 

 

 

EP-1308 

载药微球经动脉化疗栓塞术后炎症反应是否促进了 

肝癌的复发转移？ 

 
应世红,彭志毅,周先勇,龚绍林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310009 

 

目的 载药微球经动脉化疗栓塞（DEB-TACE）治疗后病灶周围炎症的发生率较常规 TACE明显增

加，这是否促进了肝癌的转移转移，因而降低了患者的生存时间？ 

材料与方法 本研究回顾性分析了 65例肝细胞肝癌患者资料，他们均接受了 DEB-TACE 治疗，

这些患者术前均至少有一次 MRI增强扫描，术后至少 2次 MRI增强扫描。DEB-TACE治疗中栓

塞材料为 calispheres100-300微米的微球，加载 60mg表阿霉素。若术中载药微球不足以使肿

瘤染色消失，则加用空白微球栓塞，少部分患者加用明胶海绵颗粒。DEB-TACE治疗中栓塞的

终点为肿瘤染色消失，但载瘤动脉依然显示呈现枯树枝征。术后第一天血液中性粒细胞和淋巴

细胞的比值为术后炎症的判断指标之一。术后第一次 MRI检查肿瘤周围是否出现环状或斑片状

异常灌注，作为术后炎症的另一个判断指标。依据术后最后一次增强 MRI检查，将 65个病例

分为 3个组：无复发转移、复发转移灶少于 10个和复发转移灶多于 10个。用 SPSS软件分析

DEB-TACE治疗后肿瘤周围炎症与肿瘤复发转移有无相关性。 

结果 术后第一天患者中性粒细胞和淋巴细胞比值在无转移组、转移灶少于 10个的患者组、转

移灶多于 10个的患者组分别是 7.05（4.58-11.91）、10.12（6.35-16.27）、8.28（5.91-

14.37），其 P值为 0.214，即血液学检查的炎症指标与肿瘤复发转移无相关性。术后第一次

增强 MRI显示发生炎症的患者 40例（61.5%），其中无转移 14例，转移灶少于 10个的 9例，

转移灶多于 10个的 17例。MRI显示无炎症患者 25例（38.5%），其中无转移 12例，转移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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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于 10个 5例，转移灶多于 10个的 8例。统计显示两者之间相关性检验的 P值为 0.567，即

MRI显示的炎症反应与肿瘤复发转移无相关性。 

结论 DEB-TACE治疗后肿瘤周围炎症发生与肿瘤复发转移无相关性。 

 

 
EP-1309 

兔肝 VX2 肿瘤射频消融后不同区带 VEGF 表达和细胞凋亡 

 
刘 亚，吕维富，朱先海，施长杲，王亚光，刘开才，成德雷，周春泽，鲁 东 

安徽省立医院 230001 

 

目的  分析兔肝 VX2肿瘤射频消融（RFA）后不同区带血管内皮细胞生长因子（VEGF）的表达

和肿瘤细胞凋亡情况。方法  将 48只兔肝移植 VX2肿瘤，建立动物模型，分为对照组

（n=6）和实验组（n=42）。实验组行 RFA，分别在术后即刻、1天、2天、1周、2周、3周各

处死 7只实验兔，留存肿瘤标本，进行 HE染色、VEGF检测、Annexin V-FITC/PI标记和流式

细胞仪检测，观察不同时间段、不同区带的 VEGF变化及细胞凋亡情况。结果  实验组 RFA术

后针道炭化区、热凝固区和消融边界区平均 VEGF值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针道

炭化区、热凝固区及边界区术后即刻与其他时间点间两两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

<0.05）；针道炭化区及热凝固区 VEGF在术后即刻达高峰，术后 1天～3周呈整体下降趋势，

消融边界区 VEGF在术后即刻到 1周呈上升趋势，2周后下降。术后针道炭化区、热凝固区和

消融边界区平均肿瘤细胞凋亡率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各区带细胞

凋亡率均在术后 1天达高峰，后呈下降趋势。结论  RFA后针道区和热凝固区内肿瘤细胞

VEGF下降和肿瘤凋亡显著，而消融交界区细胞仍可能有存活的肿瘤细胞；在 RFA后第 3周

时，残留的肿瘤细胞的增殖能力可恢复到术前状态，此时宜进一步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 

 

 

EP-1310 

MR 弥散加权成像在兔 VX2 肝癌射频消融早期疗效 

评价中的应用 

 
胡博 李青云 吕维富 柏亚 王亚光 朱先海 施长杲 鲁东 周春泽 

安徽省立医院 230001 

 

目的 探讨磁共振弥散加权成像（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DWI）在评价兔 VX2肝癌模型

射频消融术（radiofrequency ablation，RFA）早期疗效中诊断价值。方法 使用兔 VX2 模型

28只，随机分成 4组，每组 7只。分别于 RFA术前、术后第 1 d、3 d、5 d行 MRI常规、DWI

扫描，记录 RFA后中心区与周边区的表观扩散系数(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ADC)

值的变化。并于检查后取肿瘤组织行 HE染色对比观察。结果 肿瘤中心区在 RFA术后表现为

DWI图像上低信号。而在肿瘤的周围区则在 DWI表现为高信号，肿瘤境界不清楚。各组动物中

心区的 ADC值在 RFA后明显高于其相应的术前值（P＜0.05)；与之类似，术后第 5 d的 ADC值

与术后当天相比也显著升高(P＜0.05)。但是，将术后当天组与术后第 3 d组相比，以及将术

后第 3 d组与术后第 5 d组相比未发现二者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P＞0.05)。周边区各组术后的

ADC值与术前相比升高有显著性差异(P＜0.05)；将术后 3 d和 5 d的 ADC值与与术后当天相

比均有明显升高(P＜0.05)，而术后第 3 d与术后第 5 d 相比无明显差异(P＞0.05)。病理学检

查显示：RFA后病灶中心区表现为肿瘤细胞碎解和坏死，而病灶周边区主要表现为水肿和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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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浸润。结论 磁共振 DWI 成像在评价 RFA术后疗效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有较高的临床应

用价值。 

 

 

EP-1311 

The construction of arsenic trioxide- hollow ZrO2 

nanoparticle and mechanism in destruction of tummer 

stem cells 

 
Wang Yaqin,Xu Xu,Niu Meng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110000 

 

The main obstacle for cancer treatment is resistance of tumor cells, cancer stem 

cells are thought to be main reason for tumor resistance, recurrence and 

metastasis, from the view of reversal of multidrug resistance,we explore the 

cancer treatment may bring hope for the eradication of the tumor. We found in 

previous work the killing effect of arsenic trioxide on breast and colorectal 

cancer stem cell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doxorubicin, paclitaxel and 

cisplatin. Arsenic trioxide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cancer stem cell content 

in the tumor-bearing mouse model of breast cancer stem cells, with few side 

effects.The BRCP, ABC is greatly decreased after the arsenic trioxide intervention 

in breast cancer stem cells. This greatly encouraged us the reversal of arsenic 

trioxide on multidrug resistance of cancer stem cells to explore the role and 

mechanism for the treatment of cancer. Nanomaterials as carrier biomedical 

materials can be prepared both targeted and controlled release performance of the 

new formulation of the cancer drug, hollow ZrO2 is recognized as a good composite 

multifunctional nanoparticles medium. We first propose to build a sandwich silica 

loading arsenic trioxide nano pharmaceutical preparations, new drug targeting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its anti-cancer stem cells were identified, to explore the 

anti-tumor drug resistance drug. 

 

 
EP-1312 

肝细胞癌介入化疗栓塞术后重度肝功能损伤的独立预测因素

——血清总胆汁酸 

 
李军飞,刘兆玉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无 

 

目的：血清总胆汁酸水平为评价肝功能储备的敏感指标，本研究旨在探讨其对于肝细胞癌介入

化疗栓塞术（TACE）后重度肝功能损伤的预测价值。方法：回顾性收集 2015年 1月-2017 年 1

月于我院介入病房收治肝细胞癌并行 TACE患者的术前及术后肝功能检查指标、最大肿瘤病灶

直径、肝内动脉门脉瘘、病毒性肝炎、肝硬化、术前血清总胆汁酸水平、肝癌 BCLC分期、栓

塞剂（碘油）用量。TACE术前肝功能 Child-Pugh A级，术后肝功能 Child-Pugh C级定义

为重度肝功能损伤。根据患者是否发生重度肝功能损伤分为两组，采用二元 Logistic回归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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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分析 TACE术后重度肝功能损伤的影响因素，包括肝内动脉门脉瘘、病毒性肝炎、肝硬化、

术前血清总胆汁酸水平、肝癌 BCLC分期、栓塞剂（碘油）用量，明确肝细胞癌 TACE术后重度

肝功能损伤的影响因素。采用 ROC曲线分析术前血清总胆汁酸水平对于 TACE术后重度肝功能

损伤的预测价值。结果：共纳入 147例肝癌患者，两组患者基线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两组患者术前血清总胆汁酸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7.14,P＜0.05)。术前血清总胆

汁酸升高、最大肿瘤病灶直径、肝内动门脉瘘、栓塞剂（碘油）用量、肝细胞癌 BCLC分期为

肝癌 TACE术后重度肝功能损伤的危险因素，其 OR值依次为 1.70、1.46、1.31、1.27、

1.24，P＜0.05。术前血清总胆汁酸水平对于预测肝癌 TACE 术后重度肝功能损伤的界值为

24.2umol/l，AUC[0.83(95%CI 0.75-0.88)]。结论：术前血清总胆汁酸水平、最大肿瘤病灶直

径、肝内动门脉瘘、栓塞剂（碘油）用量、肝细胞癌 BCLC 分期为肝癌 TACE术后重度肝功能损

伤的影响因素，而术前血清总胆汁酸水平＞24.2umol/l是肝细胞癌 TACE术后发生重度肝功能

损伤的独立预测因素。 

 

 

EP-1313 

鼻咽癌放疗后颈内动脉或颈总动脉破裂出血介入治疗 

 
朱彬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528000 

 

目的：探讨鼻咽癌放疗后颈总动脉或颈内动脉破裂出血介入治疗方法。方法：对 9例鼻咽癌放

疗后颈内动脉出血脑底动脉环沟通良好患者采用弹簧圈或可脱球囊栓塞治疗；3例颈总动脉破

裂出血采用覆膜支架置入治疗。结果：9例颈内动脉栓塞与 3例颈总动脉覆膜支架置入均一次

手术成功。颈内动脉栓塞者术后造影出血消失，球囊或钢圈位置正常，Willis环沟通良好；

覆膜支架植入者支架位置正常，无对比剂外溢。术后随访，1例术后第 4天死亡，该患者术前

双侧大脑颞叶已有严重放射性脑病，术后第二天出现对侧肢体肌力下降，MR检查示“双侧颞

叶放射性脑病、脑水肿，合并多发脑梗塞”；1例术后第二天出现脑梗塞症状，CT检查示：枕

叶局部脑梗塞；2例出现对侧肢体短暂性肌力下降；8例无脑梗塞与明显脑缺血症状。截止至

统计资料时为止（2017年 4月）8例死亡患者，除 1例术后 4天死于严重放射性脑病、多发脑

梗塞外，其余 7例死亡病例中最长术后生存期达 30个月，最短存活时间 8个月，该 7 例患者

平均存活时间 18.1个月。4例至总结分析资料时仍存活，该 4例最长存活期已有 41个月。结

论：经动脉造影证实脑底动脉环沟通良好患者，可行颈内动脉栓塞治疗出血。覆膜支架置入术

是鼻咽癌放疗后颈总动脉破裂出血治疗的首选治疗方法。 

  

 

 
EP-1314 

非肌层浸润性膀胱癌 TURBT 术后行双侧髂 

内动脉灌注化疗疗效分析 

 
申龙,王于,范文哲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510080 

 

摘要  目的  评价非肌层浸润性膀胱癌患者 TURBT术联合双侧髂内动脉灌注化疗后肿瘤复发

及进展情况，并探讨肿瘤复发和进展的危险因素。方法  回顾性分析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005年 6月至 2016年 6月 99例非肌层浸润性膀胱癌患者 TURBT联合髂内动脉灌注化疗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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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及病理资料，统计患者复发及进展情况，并找出复发及进展的危险因素。结果 99例

NMIBC患者，男性 92人，女性 7人，中位随访时间 29.13±17.32m，复发率为 23.2%

（23/99），进展率 9.1%(9/99)；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显示患者年龄及肿瘤分级为 NMIBC患者

术后复发影响因素，肿瘤分期为 NMIBC患者术后进展的影响因素。年龄小于 60及大于等于 60

岁复发率分别为 34.7%、14%，p=0.033；低级别和高级别患者复发率分别为 10.2%、31.7%，

p=0.006 。肿瘤分期 Ta和 T1进展率分别为 3.2%、19.4%，p=0.006。 结论   NMIBC 患者

TURBT术后行双侧髂内动脉灌注化疗术可以显著降低肿瘤复发率，但并未能降低肿瘤进展率；

肿瘤高级别及年龄小于 60y 患者是 NMIBC患者 TURBT术联合双侧髂内动脉灌注化疗后复发的独

立危险因素，肿瘤分期 T1是肿瘤进展的独立危险因素。 

  

 

 
EP-1315 

CT 四维电磁导航引导下 125I 放射性粒子治疗肺癌的临床应用 

 
张丽云,陆健,王忠敏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卢湾分院 200020 

 

目的：通过对 CT四维电磁导航引导下
125
I和传统 CT引导下放射性粒子植入治疗进展期非小细

胞肺癌的对照研究,初步探索二种方法在操作技术和临床疗效的差异。 

方法：2013年 12月至 2015 年 3月对 28例手术不能切除的进展期 NSCLC患者进行
125
I 粒子植

入治疗。随机分为 2组，每组 14例。一组采用单纯 CT引导下植入
125
I放射性粒子治疗

NSCLC，一组采用 CT四维电磁导航引导下经皮穿刺
125
I放射性粒子植入治疗 NSCLC。记录两种

引导方法下穿刺针到达靶点的时间、穿刺针调整次数、CT 扫描次数及 CT辐射剂量。术后采用

视觉疼痛模拟评分对患者治疗前、治疗后 1个月疼痛情况进行评定，卡氏评分评估患者治疗

前、后身体功能状态，根据 2000年新修订实体瘤疗效评估标准进行肿瘤疗效评估。并以放射

免疫方法测定
125
I 放射性粒子植入治疗 NSCLC前后的患者血清肿瘤标志物 CEA和 CYFRA21-1的

浓度。 

结果：两组
125
I粒子植入针置入均操作成功。经统计分析，两组引导方式下的扫描次数、穿刺

针调整次数、引导穿刺针置入到位时间、辐射剂量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为 P<0.0001)，导

航组的穿刺次数、调整次数、扫描次数均较 CT组少，辐射剂量也小于 CT组。治疗后随访

1~37个月。术后患者疼痛症状明显缓解(P<0.05)，Karnofsky评分显著提高(P<0.05)。CT组

中位生存时间为 17个月（95%CI：12%-22%），导航组中位生存时间为 16个月；CT组中位局

部控制时间为 15.5个月，导航组中位局部控制时间为 13.5 个月，P＞0.05，两组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术后 1个月、3个月的肿瘤标志物 CEA、 CYFRA21-1水平与植入前比较明显降低，有

统计学差异（P＜0.05）。两组手术穿刺及随访过程中均未出现大出血、咯血、气管瘘、放射

性肺炎等相关严重并发症。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1278 

 

EP-1316 

CT 四维电磁导航在引导 125I 放射性粒子 植入脊柱转移瘤术

中的作用研究 

 
陈志瑾,陆健,张丽云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卢湾分院 200020 

 

目的：通过对 CT四维电磁导航和传统 CT在引导
125
I放射性粒子植入治疗脊柱转移瘤术中的对

照研究，记录并分析两种影像引导方法下穿刺靶目标的时间、辐射剂量等方面的差异, 从而对

两种引导技术的优劣做出初步评价。 

方法：共收治 45例椎体转移性肿瘤伴脊髓压迫的患者，其中男性 22例，女性 23例，年龄

52-76岁，平均年龄 62岁。随机分为两组, 其中 20例患者行 CT四维电磁导航引导下经皮穿

刺
125
I放射性粒子植入脊柱转移瘤, 对照组 25例患者行常规 CT引导下经皮穿刺

125
I放射性粒

子植入脊柱转移瘤。记录两种引导方法下穿刺靶目标时间、穿刺针调整次数、CT扫描次数及

CT辐射剂量（剂量长度乘积）等进行对比分析。 

结果：两组
125
I粒子植入针穿刺操作均获得成功。经统计分析，两组引导方式下的扫描次数、

穿刺针调整次数、穿刺靶目标时间、辐射剂量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为 P<0.0001)，导航组

的穿刺靶目标时间、调整次数、扫描次数均较 CT组少，辐射剂量也小于 CT组。电磁导航图像

瞄准精度（以电磁导航图像与实际 CT扫描图像中穿刺针位置之间的相对位移表示）<5 mm 为

18例，5～10 mm为 2例，未出现>10 mm的情况。两组手术过程中均未出现大出血、脊髓损伤

等相关严重并发症。 

结论：在引导
125
I放射性粒子穿刺针置入脊柱转移瘤的过程中，CT四维电磁导航较传统 CT引

导能有效减少穿刺调整次数、缩短手术时间、减少扫描次数、降低辐射剂量，穿刺精确度较

高。两组引导方法均具有较好的安全性。 

 

 
EP-1317 

红色荧光蛋白转染 BxPC3 胰腺癌细胞及体外荧光成像 

 
夏宁,贡桔,陈志瑾,王忠敏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200025 

 

目的 通过制备红色荧光蛋白报告基因 mKate2慢病毒，用于标记人胰腺癌细胞系 BxPC3，利用

活体成像技术监测稳定高表达荧光素酶报告基因的肿瘤细胞，通过原位种植的方法，在裸鼠胰

腺内种植，建立胰腺癌原位模型。 

方法 采用 Lipofectamine 2000介导的基因转染方法，以 pmKate2-N质粒为模板，将 mKate2

基因克隆到慢病毒表达载体 pLnti6.3/V5-DEST；pLenti6.3-mKate2表达质粒和包装质粒共转

染 293T细胞进行病毒包装，并测定慢病毒的活性滴度；mKate2慢病毒以病毒感染复数

(MOI)=6感染 BxPC3 96 h后，通过荧光显微镜观察和流式细胞分析法(FACS)检测感染效率；

收集 2×10
6
个 mKate2- BxPC3 细胞，通过光学成像系统进行荧光成像，确定最佳成像参数。将

细胞稳定传达后，种植于在裸鼠胰腺种植，采用活体成像的方法检测转染细胞在裸鼠体内的成

瘤情况。 

结果  测序结果显示，mKate2基因序列正确，无突变或缺失；mKate2慢病毒的活性滴度为

1.6×10
6
 TU/ml；mKate2慢病毒感染 BxPC3 96 h后，荧光显微镜下观察到大量红色荧光蛋白

的表达，FACS检测显示 mKate2的阳性率为 93.8％±0.4％；激发光(530±15)nm 和发射光

(7l0±28)nm 为对 mKate2- BxPC3细胞进行荧光成像的最佳参数。获得了可稳定高表达荧光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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酶基因的单克隆细胞株，将单克隆细胞株植入裸鼠胰腺内，活体荧光成像可见裸鼠体内高强度

红色荧光显影。 

结论 慢病毒能够介导红色荧光蛋白报告基因 mKate2对人胰腺癌细胞系 BxPC3的高效标记，并

且 mKate2标记的 BxPC3能够进行体外细胞荧光成像，采用活体成像技术构建的肿瘤动物模型

是拓展肿瘤体内生长、转移及治疗相关研究的理想模型。 

 

 
EP-1318 

血管内栓塞治疗下肢动脉动脉瘤 

 
杨净松,赵卫,黄建强,姜永能 

昆明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650000 

 

【摘要】 

目的：探讨血管内栓塞治疗盆部及下肢血管动脉瘤的安全性、疗效、方法。 

方法:收集 2010年 1月至 2017年 7月在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介入室行髂动脉及其分支

血管动脉瘤栓塞的患者共计 10例，其中来源于髂内动脉假性动脉瘤 3例,动脉瘤 1例，臀下动

脉假性动脉瘤 1例，臀上动脉假性动脉瘤 1例，髂外动脉假性动脉瘤 1例，股动脉及其分支假

性动脉瘤 3例，在行责任血管 2D-DSA造影后明确出血责任动脉、出血量、假性动脉瘤范围、

血供丰富程度后，采用超选择插管至病变责任血管或假性动脉瘤瘤腔内，根据责任血管重要程

度及其周围侧枝循环的丰富程度，选择栓塞方法、栓塞剂种类、栓塞量等。 

结果：10例患者均通过动脉造影明确诊断，DSA造影假性动脉瘤呈现类不规则形状或类圆形造

影剂充填影像，3例合并有造影剂外溢，表现为动脉瘤腔搏动样状突起伴造影剂溢出，符合假

性动脉瘤造影表现。1例由于责任血管为股深动脉穿支血管，导管未能到达假性动脉瘤瘤腔

内，后于外科行手术治疗，所有接受介入治疗的患者在假性动脉瘤栓塞后再次造影，其供血责

任血管末梢及假性动脉瘤瘤腔均消失，9例介入治疗均获成功。随访 1～24个月 ，均未复

发，均未发生异位栓塞导致下肢血管闭塞、下肢组织如肌肉、皮肤等缺血坏死形成。 

结论：血管内栓塞治疗下肢动脉假性动脉瘤是安全、有效的，且在治疗前应根据造影结果预先

评估所需导管型号、长度等，以保证手术成功率。 

 

  

 

 

EP-1319 

气管药物支架治疗良恶性气管狭窄的研究进展 

 
宋健,向述天 

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650021 

 

目的 总结气管支架的临床应用以及动物基础研究、发展现状以及未来发展方向。 

方法 回顾性探讨总结五年之内影响因子为 1.0以上的期刊杂志关于气管支架的相关文献。 

结果 气管狭窄是一个常见且棘手的临床问题，各类良恶性气管狭窄引起的阻塞性肺炎、肺不

张、呼吸困难等多种临床症状，若不及时解除，致使症状加剧，可致患者窒息死亡。内科保守

治疗收效甚微，传统的外科治疗一般采用袖式切除和端端吻合的方法，但仅适用于局限性气管

狭窄，且容易形成再狭窄，多数患者来医院就诊时，气管狭窄的情况已经很重，一般情况较

差，外科治疗一时难以施展，对于气道支架置入解除气道梗阻相对较为容易。金属支架的置入

可在 DSA或内镜引导下通过介入方法完成，操作时间短，置入方便并且成功率高、安全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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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病人的创伤性小，能够迅速解除气道狭窄，较快缓解呼吸困难及缺氧状态，因而受到临床医

生的高度认可并被普遍使用。从临床工作中发现随着支架置入时间的延长就会引发管腔再狭

窄，严重影响支架置入后的临床长期疗效，因此气管支架置入后组织增生导致管腔再狭窄这一

问题亟待解决。 

冠脉药物涂层支架在冠心病的成功应用为解决气管支架置入后再狭窄的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冠状动脉支架置入后再狭窄的机制主要是支架置入造成血管内皮的损伤，刺激平滑肌细胞增

生，导致新生内膜形成。涂层支架主要选用抗平滑肌细胞增殖药，如紫杉醇、丝裂霉素、雷帕

霉素等，这些药物支架已被临床研究验证，可安全有效抑制冠脉支架置入术后的再狭窄。气道

支架置入术后再狭窄机制与之相似，即气道黏膜受损后触发成纤维细胞异常增生，导致肉芽组

织形成。 

结论 气道药物涂层支架存在很大前景，但目前关于此类的研究尚少，主要其涉及临床、药物

学、生物材料学等多学科交叉，制备复杂，需要大量深入研究。以生物可降解聚合物作为载体

的洗脱支架将成为今后研究的方向，但要实现其理想的降解动力学还需进一步的探讨。 

  

 

 
EP-1320 

肺隔离综合症经皮导管血管栓塞术一例 

 
王鹏,吴启润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0001 

 

【摘要】 目的 对一例应用经皮导管介入血管栓塞术治疗肺隔离症患者进行回顾性描述及分

析。方法 2017年 5月 18日收治一例叶内型肺隔离症患者，血管造影示胸主动脉下端发出一

直粗大、迂曲的异常供血动脉，巧妙地采用以弹簧圈作为栓塞剂进行介入栓塞治疗。术后观察

疗效并评价。 结果 该例患者术后造影示栓塞效果良好，无任何术后并发症，临床症状好转。

结论 经皮导管弹簧圈血管栓塞治疗该肺隔离综合征安全、有效，并具有很广泛的临床应用前

景。 

 

 
EP-1321 

引流导管在各类型淋巴管畸形硬化治疗中的应用及疗效分析 

 
陈昆山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20 

 

目的 探讨引流导管在各类型淋巴管畸形硬化治疗中的应用及疗效。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1

年 1月至 2014年 1月我院确诊的各类型淋巴管畸形引流导管置入治疗的 16例患儿的临床资

料。所有患儿术前均行彩色多普勒超声、CT或 MRI扫描诊断为淋巴管畸形，结合临床特征及

术中穿刺液进一步确诊。全麻下在彩超或 CT引导下穿刺淋巴管畸形并置入引流导管，术后予

多西环素溶液冲洗及硬化治疗，拔管后 4周后未达到治愈标准，行多西环素局部注射治疗，4

周后再评估是否继续注射，术后随访 6~18月。结果 本组 12例患儿治疗后，影像学检查未见

瘤体或仅有少量残余硬化病灶，随访无复发，达到治愈标准，本组其余 4例瘤体缩小 50%以

上，影像学检查仍有少量囊性病灶残余，达好转标准，建议继续随访。总体有效率达

100%。 结论 引流导管可应用于各类型淋巴管畸形硬化治疗，并具有安全有效、创伤小、治

疗周期短及复发率低的特点，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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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322 

 CT 引导下穿刺置管引流并臭氧脓腔灌注治疗 

肝脓肿的临床应用 

 
杨茂江

1
,琼仙

2
,徐晓雪

1
 

1.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2.川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对比研究常规穿刺置管引流、穿刺置管引流并臭氧脓腔灌注治疗肝脓肿临床疗效,为临

床进一步提高肝脓肿的微创治疗疗效提供参考.方法 将 194 例肝脓肿患者随机分为 A、B 两组,

均在 CT导向下进行手术;A 组常规行穿刺置管引流术，以甲硝唑或庆大霉素对脓腔进行冲洗;B

组患者在 A组的基础上，再以臭氧行脓腔灌注，保留 4小时后再行引流。术后随访 1周、1个

月，根据患者临床症状及生化指标、影像表现对患者的临床疗效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A、B

两组于治疗后 1周、1个月.组内比较,两组治疗前、后临床症状及生化指标、影像表现均有统

计学差异(P＜0.05)；组间比较,A组有效率在术后均高低于 B组 P＜0.05).A组术后 1周有效

率为 77.1％ (74/96),术后 1个月为 85.4%(82/96);B组有效率术后 1周为 87.8％ (86/98),术

后 1个月为 93.9％ (92/98).4、两组均未出现出血、气胸、肠瘘等并发症.结论 两种方法临

床治疗肝脓肿均安全有效.CT 导向下穿刺置管引流并臭氧脓腔灌注治疗肝脓肿较常规的穿刺置

管引流疗效好。 

 

 
EP-1323 

Cerabral infarct after bronchial artery embolization 

 
gao feng 

renji hospital，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chool medicine 10144684 

 

Bronchial artery embolization is an effective and widely used procedure for 

controlling hemoptysis, cerebral infarct after bronchial artery embolization is 

a rare and severe complication. We report two cases of cerebral infarct after the 

right bronchial artery embolization which is associated with anastomoses with the 

ipsilateral subclavian artery.the mechanism of cerebral infarction in both our 

cases is possibly that the embolization material entered the right subclavian 

artery and the right vertebral  artery through the rami communicans when the 

embolization was performed, as the infarct of the case 1 located in the posterior 

circulation, and the other case’s infarct located in the right side of the 

cerebrum and cerebellar hemisphere (there may be laminar flow). Whether the rami 

communicans between the bronchial artery and the subclavian artery were easily 

formed when the right bronchial artery originated directly from the thoracic aorta 

and accompanied by the right third posterior intercostal artery, or a coincidence, 

which requires further large sample study. But the risk of subclavian artery 

anastomosis is required when the BAE was perfor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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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324 

应用彩色编码 DSA 预测急性 B 型主动脉夹层血管腔内修复术

后即刻内漏变化和主动脉重构情况 

 
王嵇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200127 

 

目的： 

通过胸主动脉腔内修复术（TEVAR）后由彩色编码 DSA（color-coded DSA）提供的即刻内漏血

液动力学信息，回顾性评估其对急性 B型主动脉夹层（TBAD）术后即刻内漏的进展、主动脉重

构，真假腔变化的影响因素 

材料与方法： 

在 2015年 2月至 2017年 2月期间， 本中心共收治了 83名接受 TEVAR治疗的急性 TBAD的患

者。回顾所有患者血管造影检查，确认其中二十三名（27.7%）患者存在术后即刻内漏。为了

研究 TEVAR后即刻内漏进展、主动脉重构和真假腔变化，收集并测量所有患者的 DSA和随访

CT数据。将 ccDSA测量内漏和真腔所得的时间密度曲线导出的血流动力学参数达峰时间

（TTP）、曲线下面积（AUC）、最大强化值（MIP）与 CT测量所得的术前和随访真假腔面积变

化进行比较，分析其相关性。 

结果： 

二十三位存在即刻内漏患者中有一位在术后第七天死于急性主动脉夹层逆行性破裂，其余二十

二位情况良好，于术后一周出院。三个月后的 CT随访显示真腔由术前的 226 ± 141mm
2 
增大

至 530 ± 189 mm
2
，而假腔由术前的 507±236 mm

2
 萎缩至 300±307mm

2
。八名患者（36.4%）

在三个月的随访中假腔消失，已经完全血栓化。五名患者（22.7%）在三个月随访中假腔依然

检出少量造影剂，在随后六个月随访中消失，没有患者行再次介入治疗或转开放手术。线性回

归相关性分析显示，主动脉真腔增长跟 AUCi (ρ = 0.538) 和 MIPi (ρ = 0.612) 呈显著正

相关，而跟真假腔达峰时间的差别ΔTTP (ρ = - 0.160)呈较弱的负相关。这意味着 AUCi和

MIPi较大时较易血栓化，真腔修复快；ΔTTP 较小时，不易形成血栓，真腔修复慢。 

结论：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TEVAR 后即刻内漏的血流动力学参数会影响主动脉重构、真假腔变化，通

过分析这些参数可以帮助术者判断是否对即刻内漏进行早期治疗，避免过度治疗或持续内漏。 

 

 
EP-1325 

磁共振多参数成像引导经皮穿刺活检对伴有肺不张的肺中央

型病变诊断价值 

 
柳明

1
,李成利

1
,李培培

2
,许玉军

1
,何祥萌

1
 

1.山东省医学影像学研究所 

2.山东省聊城市肿瘤医院 

 

 

目的：前瞻性评估 1.0-T开放式磁共振多参数成像引导经皮穿刺活检诊断伴有肺不张的肺中央

型病变的可行性、安全性及准确性。 

方法：2015年 1月-2016年 12月，32例伴有肺不张的肺中央型病变患者在 1.0T开放式磁共

振引导下行经皮穿刺活检，患者平均年龄 51±7 岁。病灶直径为 1.5cm-5.3cm，平均直径

3.1±1.2cm。快速 T2WI序列在穿刺中被用于作为引导序列及区分肺中央型病变与肺不张的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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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序列，弥散加权成像（DWI）及增强 T1WI序列作为补充扫描序列。穿刺活检的病理学与手术

后病理或临床随访至少 6个月以上的结果进行对照，计算磁共振引导经皮穿刺活检诊断伴有肺

不张肺中央型病变的诊断准确率、敏感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及阴性预测值。记录气胸、咯

血等穿刺术中及术后的并发症。 

结果：所有 32例病灶均成功取材。29例病变行 T2WI序列扫描能够清晰区分中央型病变与肺不

张（29/32，90.6%），另外 3例应用 DWI及增强 T1WI序列补充扫描后清晰区分。磁共振引导

穿刺活检诊断中央型病变结果：恶性病变 27例、良性病变 5例；手术后病理或临床随访至少

6个月以上的结果：恶性病变 29例、良性病变 3例。2例假阴性病例，穿刺病理皆为肺慢性炎

并肺泡上皮细胞不典型增生，手术后病理分别为鳞癌与腺鳞癌。磁共振引导经皮穿刺活检诊断

伴有肺不张肺中央型病变的诊断准确率：93.8%（30/32）、敏感度：93.1%（27/29）、特异

度：100%（3/3）、阳性预测值：100%（27/27）、阴性预测值：60%（3/5）。术后气胸 3例

（9.4%，3/32）、自限性咯血 1例（3.1%，1/32），无严重并发症发生。 

结论：1.0-T高场磁共振多参数成像能够清晰分辨肺中央型病变与肺不张的关系，其引导经皮

穿刺活检诊断伴有肺不张的肺中央型病变准确、安全、可行。 

  

 

 
EP-1326 

CT 引导下经皮肺穿刺活检并发体循环空气栓 

塞危险因素的初步探讨 

 
刘世合,张传玉,于华龙,张亮 

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266000 

 

目的：探讨经皮肺穿刺并发体循环空气栓塞的危险因素，总结发生该并发症时的临床表现及处

理经验。 

方法：回顾性分析 1121例经皮肺穿刺活检患者的病例资料，通过穿刺过程中及穿刺结束后复

查的胸部 CT观察是否伴发体循环空气栓塞，将所有病例分为并发空气栓塞组（试验组）与无

空气栓塞并发症组（对照组），记录空气栓子的发生位置，患者当时的症状及处理过程。对所

列可能的危险因素进行两组之间的统计学比较，对于数值变量资料如年龄、病灶大小、病灶深

度、手术时间、取样次数等数值变量资料采用 t检验进行比较，对于患者性别、是否肺气肿、

病灶位置、病灶类型、穿刺体位，穿刺时病灶实际位置是否高于左心房水平及穿刺过程中是否

应用套管针，是否咳嗽、穿刺后是否气胸、是否伴周围出血等分类变量资料采用费舍尔精确检

验进行比较，P<0.05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所有 1121例肺穿刺患者中共检出并发空气栓塞 12例（12/1121），发生率约 1.1%，高

于早期报道的发生率。气栓最常检出的部位是左心室（11/12，92%），气栓进入脑血管循环者

2例（2/12，17%），进入冠状动脉者 1例（1/12，8%）。12例患者仅 2例（17%）出现明显症

状，表现为失语、偏瘫、意识丧失、心律失常、心脏骤停、血压下降甚至休克等心脑血管意外

症状，该 2例患者经积极处理后恢复良好。多因素分析显示穿刺时病灶实际位置高于左心房位

置及穿刺过程中咳嗽与对照组相比较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0.016，p=0.038）。 

结论：穿刺时病灶实际位置高于左心房位置及穿刺过程中咳嗽可能是并发空气栓塞的危险因

素。穿刺过程中或穿刺结束后病人出现失语、偏瘫、意识丧失、心律失常、心脏骤停、血压下

降甚至休克等症状时应警惕空气栓塞并发症的发生。早期持续吸入纯氧及积极的急救处理配合

高压氧治疗对改善病人的预后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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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327 

介入导管直接溶栓治疗下肢深静脉栓塞疗效、安全及术 

后 1 年内血栓再发情况的临床观察 

 
王晓燕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0001 

 

目的：探索介入导管直接溶栓治疗下肢深静脉栓塞疗效、安全及术后 1年内血栓再发情况。方

法：纳入 287名患者（包括双侧病变及再施术，共涉及 312例患肢）进行观察。收集患者人口

统计学信息、患者症状的急慢性分类、静脉血栓部位。于术前、术后、术后 1个月、3个月、

6个月、12个月分别收集患者的静脉造影信息，对溶栓比进行半定量评价。结果：所有病例

中，主要发病部位为髂股部（n=221）和股腘部（n=79）。术后，83%（II度+III度）的病例

取得了显著溶栓效果（溶栓比＞50%）。急性症状病例相对于 I度溶栓比，更容易出现 II度溶

栓比（P<0.05）；相对于急性病例，I度溶栓（溶栓效果不佳）更容易发生在慢性病例中

(P<0.05)。另外，是否有 DVT病史也与溶栓比情况显著相关。术后一年，累计静脉通畅率为

60%。溶栓比分级能够较好第预测术后一年静脉通畅情况。结论：介入导管直接溶栓治疗深静

脉血栓疗效好、安全性高。患者发作期若只出现急性症状能够预测较好预后与较持久疗效。大

出血是该疗法的重要并发症。 

  

 

 
EP-1328 

非小细胞肺癌诱导化疗联合 DSA 引导下射频消融治疗 10 例临

床分析 

 
冯一鸣,郑传胜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430022 

 

摘要: 目的观察非小细胞肺癌全身化疗联合 DSA引导下射频消融治疗的疗效、安全性及其并发

症。方法:对 10 例非小细胞类型的肺癌先给予吉西他滨联合顺铂方案化疗 2周期后复查病灶

情况后，在 DSA引导下进行多极射频消融治疗。随访观察患者病灶在 CT检查下的改变、术后

并发症及患者生活质量。结果：治疗 3个月后 CT 检查示肿瘤体积缩小、无明显强化、CT 值

降低，2例患者出现并发症有疼痛、气胸及部分肺实变，无围术期死亡。结论诱导化疗后给予

DSA引导下的肺癌射频消融治疗微创、安全、效果较好，可作为非小细胞肺癌局部治疗的治疗

手段之一。 

 

 

 
EP-1329 

CT 引导下介入治疗胰腺炎并发脓肿的临床应用 

 
李超平 

丰城市人民医院 33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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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探讨 CT引导下经皮穿刺抽液和外引流在诊治急性胰腺炎继发胰周脓肿的临床应用。方

法：回顾分析 2015年 1月至 2017年 7月在我院行 CT引导下经皮穿刺诊治的急性胰腺炎继发

胰周脓肿的 16 例患者的临床资料。结果：共穿刺 20 次，穿刺成功率 100％，14/16 例(87.5％)

穿刺抽出积液后感局部胀痛缓解，并可及时确诊感染性坏死程度。15／16例(93.75％)胰周脓

肿穿刺引流后治愈，1例引流管脱落重置引流管。结论：CT引导穿刺检查和外引流成功率高，

并发症少，可安全用于诊断和治疗急性胰腺炎胰周脓肿。 

  

 

 
EP-1330 

Iodine-125 brachytherapy can prolong progression free 

survival of patients with locoregional recurrence 

and/or residual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after 

radiofrequency ablation  

 
Ying xihui 

Lishui Central Hospital 323000 

 

Abstract 

Background: Radiofrequency ablation (RFA) remains unsatisfactory in the treatment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because of locoregional recurrence and/or 

residual tumors due to incomplete ablate. Iodine-125 brachytherapy can get high 

local control rate in the treatment of malignant tumors. 

Aims: To assess the utility of iodine-125 brachytherapy for locoregional 

recurrence and/or residual HCC after RFA. 

Methods: From February 2009 to September 2014, all patients who were identified 

locoregional recurrence and/or residual HCC by abdominal image one month after RFA 

were included.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without any treatment 

until the tumor progressed) and treatment group (recieved iodine-125 

brachytherapy). The progression free survival (PFS), overall survival (OS), and 

complications of iodine-125 brachytherapy were evaluated. 

Results: A total of 42 patients were included in the final analysis, including 29 

patients of control group and 13 patients of treatment group. A total of 457 

iodine-125 particles were used, with a mean 32.8± 21.3 mCi per case. The median 

follow-up was 25 months, the median PFS of control and treatment groups were 9 vs 
18 months (P=0.026), and the median OS of control and treatment groups were 28 vs 
33 months (P=0.441).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serum levels of 
immunities changes pre- and two months post-125 brachytherapy (p=0.875). There was 
no major complications. 

Conclusions: Iodine-125 brachytherapy can prolong PFS of patients with 

locoregional recurrence and/or residual HCC after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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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331 

Iodine-125 Brachytherapy Prophylaxis After 

Radiofrequency Ablation Cannot Benefit Patients in 

High Risk of Locoregional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Recurrence 

 
dengke zhang 

Lishui Central Hospital 323000 

 

This study evaluated if iodine-125 brachytherapy prophylaxis after radiofrequency 

ablation (RFA) prolongs time to recurrence (TTR) and overall survival (OS) of 

patients in high risk of locoregional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recurrence. A 

total of 116 HCC patients with total tumor necrosis after RFA were divided into 

iodine-125 brachytherapy prophylaxis treatment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The 

primary endpoint was TTR, and the secondary endpoints were OS and treatment-

related adverse events.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mong the baseline 

characteristics of two subgroups patients. The mean iodine-125 particles were 29.8 

(26.59 ± 12.51 mCi) perTreatment group patients used 1223 iodine-125 particles 

(29.8 iodine-125 particles and 26.59 ± 12.51 mCi per-case). The mean follow-up 

was 25 months, and the mean TTR of treatment and control groups were 21.7 and 15.9 

months (P = 0.733); the mean OS of two subgroups were 41.7 and 40.9 months (P = 
0.316).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f 1-, 2-, 3-, 4-and 5-years TTR and 

OS (P > 0.05) and patients’ immunity pre- and 1 month post-treatment. 

Extrahepatic metastasis was found to have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TR (P = 0.036), and AFP (P < 0.001), extrahepatic metastasis (P = 0.009) were 
found to have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OS by multivariate analysis. 

There was no major complications and procedure related death. Iodine-125 

brachytherapy prophylaxis after RFA can’t improve TTR and OS of HCC patients who 

were in high risk of locoregional tumor recurrence. 

  

 

 
EP-1332 

CT 引导下经皮肺穿刺微波消融治疗非小细胞肺癌 36 例 

临床疗效分析 

 
李君君,邓克学 

安徽省立医院 230001 

 

探讨 CT 引导下经皮肺穿刺微波消融（PMAT）治疗非小细胞肺癌（NSCLC）的临床疗效和安全

性。方法:回顾性分析在我科行 PMAT的 36例 NSCLC患者，分为直径≤3cm 组，直径 3-5cm组

和直径>5cm组，按照 RECIST 标准对肿瘤的局部疗效进行评价，随访 3-50个月，采用

Kaplan-Meier法计算生存期，并比较不同肿瘤直径患者微波消融术后 1年、2年、3年、4年

生存率差异。结果：36例患者均成功完成微波消融术，所有均未出现严重并发症。中位随访

24个月内，患者肿瘤局部进展率为 27.8%，肿瘤直径≤3cm 者和 3-5cm者局部进展率无统计学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1287 

 

差异；直径>5cm者局部进展率明显高于直径≤5cm 患者. 全组患者中位生存时间(MST) 27.0 

个月，1-4 年生存率分别为 83.3%、55.6%、36.1%和 19.4%；直径≤3.0cm 者与直径 3～5cm者

MST均为 36个月，1-4年生存率比较无明显统计学差异；直径>5cm者，MST 为 15个月，其 1 

年、2 年生存率明显低于直径≤5.0cm 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CT 引导下经皮肺穿刺

微波消融术治疗 NSCLC疗效确切、安全可靠，有望成为肿瘤直径≤5cm 的不可手术患者的一线

治疗手段。 

  

 

 
EP-1333 

腹主动脉不全阻断在凶险性前置胎盘剖宫产中的应用体会 

 
吴正阳,张建好,王艳丽,韩新巍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000 

 

 

摘要：目的 回顾性分析腹主动脉不全阻断在凶险性前置胎盘中的应用体会 

方法 收集我院 2015年 10月至 2016年 11月的凶险性前置胎盘剖宫产患者，共 83例，术前腹

主动脉预置球囊，选择较腹主动脉直径小 2mm球囊，主要观察术中出血量、有无输血及右侧髂

动脉血栓 

结果 术中平均出血量 910±569ml，无 1例子宫切除，其中 8例患者输血，无一例右侧髂动脉

血栓形成 

结论 腹主动脉不全阻断在凶险性前置胎盘中安全、有效，且降低了右侧髂动脉血栓的发生率 

 

 
EP-1334 

超声联合 CT 双导向在射频消融治疗肝脏膈顶部肝癌的应用 

 
阚雪锋,郑传胜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430022 

 

目的：探讨超声联合 CT双导向在射频消融治疗肝脏膈顶部肝癌的应用价值。 

方法：收集 2013年 1月至 2017年 3月我院 63例肝脏膈顶部肝癌患者行射频消融治疗的临床

资料。其中 32例患者的 33 个肝癌病灶行在超声联合 CT导向下的射频消融治疗，31例患者的

35个肝癌病灶行在单独 CT 导向下的射频消融治疗。回顾性分析两组患者的临床资料，比较两

组患者的消融时间、疗效及消融术后综合征及并发症的发生率。 

结果：两组患者的基本情况相似。两组患者的肿瘤复发率及无肿瘤复发生存率无显著差异。单

独 CT导向组的消融时间显著长于超声联合 CT双导向组。虽然两组患者的并发症发生率无显著

差异，但在超声联合 CT导向组无任何消融相关的并发症发生。消融术后综合征中的右上腹痛

的发生率在超声联合 CT导向组显著低于单独 CT导向组。 

结论：对于肝脏膈顶部的肝癌，超声联合 CT双导向下的射频消融治疗安全、有效，同时较单

独 CT导向下的射频消融治疗更加省时，并发症发生率可能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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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335 

Effects of trans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 plus 

radiofrequency ablation on liver tumor in rats 

 
Qian Jun,Qian Kun,Wang Qi,Zheng Chuansheng,Han Ping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Union Hospital， Tongji Medical College，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430022 

 

PURPOSE: To assess the effect of trans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 (TACE) plus 

radiofrequency (RF) ablation o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in Wistar rats. 

MATERIALS AND METHODS: After subcapsular liver implantation of Walker 256 tumor in 

30 Wistar rats, the animals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one of three treatment 

groups. In Group A, TACE was performed on Day 13 and RF ablation on Day16 (n=10); 

in Group B, TACE alone was performed on Day 13 (n=10); and in Group C, RF ablation 

alone was performed on Day 13 (n=10). At Days 12 and 25, tumor volume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respectively, were assessed by magnetic resonance (MR) imaging, 

and the tumor growth ratio (volume after treatment/volume before treatment) was 

calculated. Animals were sacrificed at Day 26, and immunohistochemical analysis 

was performed to assess the expression of MMP-9 and VEGF in tumor cells. 

RESULTS: Groups A and C demonstrated a significant suppression of tumor growth 

versus Group B (P<0.01), although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Groups A and C (P>0.05). Lower expression of MMP-9 and VEGF was 
observed in Group A than in Groups B and C (P<0.05). 
CONCLUSION: TACE plus RF ablation and RF ablation alone both resulted in 

significant suppression of liver tumor growth compared with TACE alone, but this 

inhibitory effect on tumor growth and metastasis was enhanced when both modalities 

were used in this animal model.  

 

 
EP-1336 

超声导航下一种基于模糊增强和 hough 变换 

的穿刺针快速检测算法 

 
任金霞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430071 

 

介入式超声医学影像是目前超声医学影像的主要发展方向之一，由于其具有创伤小、恢复快、

效果好的优势，广泛应用于不能手术或不宜手术的肝脏、肺部、乳腺、肾脏与软组织等实体脏

器的恶性肿瘤等的治疗以及早期肿瘤的发现和诊断。介入式手术成功与否的关键点是医生能否

准确判断手术器械与病灶间的位置，将手术器械精确地放置到病人的病灶区域[1,2]。 

超声导航下的前列腺穿刺手术，穿刺针检测的难点在于以下两点：一是超声图像对比度较低，

穿刺针与周围组织混淆在一起难以准确找出穿刺针的针尖位置；二是：导航图像中有可能出现

类似穿刺针的细长、高亮的物体(比如组织边缘)会对检测起到干扰作用，使其检测结果误差较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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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刺针在导引图像中是以一条高亮的直线形式呈现，因此人们通常采用线状结构的分割、检测

算法来处理。比较常见的是基于 Hough变换的直线检测算法[3,4],相位编组法[5],启发式连接

法[6],但是这些方法在实际临床应用中难以满足检测结果精度和检测时间上的要求。 

针对超声图像对比度低及前列腺穿刺图像背景复杂这一特点，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模糊增强[7]

和 Hough变换的穿刺针快速检测算法，以期能快速准确的检测出穿刺针。该算法包括图像增

强，图像细化和检测三部分。首先通过改进的模糊增强算法提高图像的对比度；其次利用细化

算法提取直线骨架以提高直线角度检测的精度；然后通过 Hough变换检测直线；最后，利用图

像块之间的相关性对 Hough 变换检测到的直线端点进行修正，以进一步提高直线端点的检测精

度。 

对一组 32张前列腺穿刺超声图像进行实验，实验结果表明本算法检测准确率达到 93.3%、平

均检测时间 25ms、平均角度误差 0.98°、平均端点位置 8.8像素，同时将本文提出的算法的

实验结果与其他算法的实验结果进行了对比。实验结果表明，本文提出的算法较其它算法具有

更优的检测精度，能快速准确地检测出穿刺针，检测结果精度满足实际临床需求。 

  

 

 
EP-1337 

布-加综合征肝静脉、下腔静脉联合病变的介入治疗 

 
梁惠民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430022 

 

布-加综合征基本的病变包括：1、肝静脉的狭窄闭塞；2、下腔静脉的狭窄闭塞；3、两者的各

种混合表现。布-加氏综合征介入治疗手段：闭塞的穿通术、球囊扩张及内支架成形术、血栓

清除和溶栓治疗等。具有微创、成功率高、疗效显著的特点，目前成为首选的治疗方法。 

下腔静脉闭塞开通的要点：术前了解下腔静脉解剖；对端造影，从上向下穿刺，多角度观察；

注意穿刺阻力和方向；建立导丝轨道；逐级扩张和造影等。 

肝静脉闭塞的开通要点：肝功能受损较重，多合并腹水，治疗更必要；术前影像检查的重要

性；肝静脉穿刺造影（超声导向穿刺）。要求开通至少一个足够大肝静脉出口。开通方法包

括：肝静脉侧操作；腔静脉侧操作；经皮肝穿—经股或颈静脉导丝轨道法等。 

肝静脉合并下腔静脉病变：一般先行下腔静脉开通，再开通肝静脉；肝静脉开口于腔静脉闭塞

段：先腔静脉开通；肝静脉不开口于腔静脉闭塞段：也可先行肝静脉处理 

肝静脉广泛闭塞的超声和造影检查征象：a、肝静脉主干完全闭塞，小静脉呈网状；b、小肝静

脉内广泛血栓，肝静脉主干无血流信号或极缓慢。治疗手段为：TIPS或外科分流 

肝静脉闭塞合并大量腹水特点：膈面和肝脏位置改变；穿刺困难易出血；病人危重。介入技

巧：a、术前减少腹水；b、经皮肝穿慎重（细针标记为主）；c、腔静脉操作为主。 

腔静脉支架导致肝静脉闭塞原因：a、遗漏肝静脉病变；b、支架压迫肝静脉开口，影响血流导

致血栓。注意应使用大网眼 Z型支架。 

总结：1、肝静脉合并下腔静脉病变常见；2、肝静脉的处理更加重要；3、同时处理才能保证

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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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338 

介入治疗动脉导管未闭中两种浓度对比剂的显像分析 

 
刘先凡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探讨高低浓度对比剂在动脉导管未闭的介入治疗中造影的显像效果 

材料与方法：1、回顾性收集 2016年 100例动脉导管未闭行介入治疗的造影影像资料，使用对

比例浓度分别为 370mg/ml和 320mg/ml各 50例，单次注射量为 1.5ml/kg，注射速度为

1ml/kg，分别对不同浓度对比剂的造影影像进行主观评价，指标为动脉导管显示满意度、清晰

度、对比度，并测量造影影像中动脉导管的长度、宽度和基底部的宽度，与封堵后堵闭器的宽

度、长度、堵闭器基底宽度的测量值进行比较分析，比较两者测量差异的百分率 

2、应用 spss18统计分析软件对两组测量数据进行分析，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P＜0.05有

统计学意义。 

结果：两组病例的影像均能满足临床介入诊疗要求，动脉导管显示满意度、清晰度、对比度无

显著差别，对比剂造影影像的测量数据与堵闭后封堵器测量数据误差 370mg/ml为

5%, 320mg/ml为 5.5%，无统计学意义（P＞0.5） 

结论：动脉导管未闭的介入治疗中，使用低浓度对比剂进行造影检查的成像质量满足诊疗需

求，对比剂碘浓度的降低能显著降低对比剂的副反应的发生，特别是对肝肾功能不佳的病人有

益 

  

 

 
EP-1339 

乳果糖联合凝结芽孢杆菌活菌片治疗肝癌化疗栓塞术后 

便秘的疗效观察 

 
蔡玲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430000 

 

摘要： 目的 观察口服乳果糖联合凝结芽孢杆菌活菌片治疗肝癌化疗栓塞术后便秘的疗效与安

全性。方法 将 62例肝癌介入栓塞术后便秘的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31例。

对照组予以常规治疗（不给予任何通便药物，仅通过调理饮食，适当活动，训练良好的排便习

惯等），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予以乳果糖 20ml/次，2次/天，凝结芽孢杆菌活菌片 3片/

次，3次/天，疗程一周。观察并记录排便效果和腹胀缓解情况。结果 口服乳果糖一周，试验

组在治疗肝癌栓塞术后便秘的总有效率 90.3%明显高于对照组 54.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1），观察者干预期间出现腹胀 1例，腹泻 1例，反应均轻微，指导患者调整乳果糖用量

后，症状好转。结论 乳果糖可改善肝癌 TACE术后患者肠道功能，缓解腹胀症状，肠道益生

菌联合乳果糖有协同作用，可促进肠道有益菌生长，减轻炎症反应，改善便秘症状，效果显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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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340 

栓塞微粒球联合 TACE 治疗肝癌的护理 

 
孙巧琳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0001 

 

目的 总结肝癌患者应用栓塞微粒球联合肝动脉化疗栓塞术（TACE）的护理方法及体会。 

方法 回顾 2016年 1月至 2016年 5月内应用栓塞微粒球联合肝动脉化疗栓塞术治疗原发性肝

癌的患者 17例，归纳其术后并发症的护理，总结并分享新的护理经验。 

结果 通过护理中不断总结经验， 17例患者中术后发热 8例，发生率为 47.06%。疼痛 7例，

发生率为 41.18%。腹胀 3例，恶心呕吐 1例，术后发生肝脓肿 1例，患者均好转出院。 

结论 应用微球联合 TACE治疗原发性肝癌效果确切，通过对 17例患者的护理，更加深入的掌

握了对此种治疗方法的护理方法，对今后的护理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运用于栓塞微粒

球联合 TACE治疗的预见性护理。 

  

 

 
EP-1341 

超选择性肾动脉栓塞术在治疗急性肾出血中的应用 

 
魏宇 

第三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重庆市西南医院 400038 

 

目的: 超选择性肾动脉栓塞术在治疗急性肾脏出血中的应用。方法: 收集本院 2015-2016 年部

分急性肾脏出血 15例，均行肾动脉造影及超选择性肾动脉栓塞术。其中肾挫裂伤 7例，肾穿

刺活检术后出血 6例，肾外伤外科手术后出血 1例，肾错构瘤自发破裂出血 1例。均采用医用

明胶海绵，PV栓塞颗粒或弹簧圈行肾动脉栓塞。结果: 15例急性肾出血患者行超选择性肾动

脉栓塞术后 1～3天后肉眼血尿消失，门诊随访 6个月无肾出血复发，血尿肌酐，尿素氮及血

压正常。结论: 超选择性肾动脉栓塞术在治疗急性肾出血中安全、快速、有效。 

 

 
EP-1342 

盆腔淤血综合征的介入治疗分析 

 
董祥军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430022 

 

【摘要】目的 探讨盆腔淤血综合征（PCS）介入治疗的应用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年 5

月至 2016年 12月在本院就诊并行介入治疗的 10例盆腔淤血综合征患者的临床资料，分析总

结其临床表现及卵巢静脉介入栓塞治疗的方法与疗效。结果 10例患者经影像学检查结合临床

症状诊断为盆腔淤血综合征，全部患者均经影像学检查提示盆腔静脉迂曲扩张，卵巢静脉曲

张，其中 6例患者左侧卵巢静脉曲张，4例患者双侧卵巢静脉曲张。所有患者均成功行卵巢静

脉栓塞治疗，其中 7例患者临床症状逐渐好转，3例患者症状得到缓解，所有患者介入卵巢静

脉栓塞治疗成功率 100%，术后均未发生严重并发症。结论 采用介入栓塞卵巢静脉治疗盆腔淤

血综合征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治疗手段，有着较高的成功率和令人满意的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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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343 

胆道闭锁患儿肝移植术后门静脉狭窄的血管腔内治疗 

 
张致远,金龙,陈广,苏天昊,王振常,朱志军,魏林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100050 

 

[摘  要] 目的 探讨血管腔内治疗在胆道闭锁患儿肝移植术后门静脉狭窄（PVS）治疗中的应

用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原发病为胆道闭锁的肝移植术后 PVS 14例患者资料，均经门静脉造

影证实，并行经皮血管成形术和（或）经皮血管内支架成形术治疗。分析 14例患儿血管腔内

介入治疗的效果。结果  14例患儿共进行 23次血管内腔内介入治疗，技术成功率 82.61%

（19/23）。10例患者于两次及两次以下球囊扩张治疗后治愈，4例患者球囊扩张治疗后，行

血管腔内支架成形术，支架植入后未狭窄。14例患儿均未出现治疗相关并发症。结论 胆道闭

锁患儿肝移植术后 PVS的血管腔内介入治疗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 

 

  

 

 
EP-1344 

术前针对性的护理对于血管介入术后排尿困难的影响 

 
冯豆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430022 

 

目的：探讨术前针对性的护理措施对于经股动脉、股静脉穿刺行介入治疗患者术后排尿困的影

响。方法：将 62例接受经股动脉、股静脉介入治疗的患者分为两组，试验组在术前 1 天做实

施包括心理指导、诱导排尿训练、会阴部肌肉收缩训练、改变排尿体位等有效的针对性地护理

干预,对照组则按照常规护理。 结果：两组患者自身感受情况比较,排尿困难和尿潴留发生例

数比较差异均有显著性。结论： 对经股动脉、股静脉行血管性介入治疗的患者进行个性化护

理干预,可降低术后排尿困难的发生率,提高患者舒适度.从而减少护理工作量，提高满意度。 

  

 

 
EP-1345 

KPI 指标在介入中心精细化管理中的实践研究 

 
周林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400042 

 

【摘要】：目的：通过优化设定的 KPI指标，不断提升介入中心的服务质量，进而更好的为临

床科室服务。 

方法：依据医院及科室推行的关键绩效指标（KPI）考核，总结管理介入中心相关经验特建立

以下 KPI指标：急诊手术到位的及时性、设备完好率、质量保证、手卫生依从性、手术预约变

更率 5个 KPI指标，收集 2015年 5月至 2016年 5月的数据资料，进行统计分析以达到持续改

进的目的；结果：1、急诊手术到位的及时性     、设备完好率    、质量保

证     、手卫生依从性     、手术预约变更率     ；2、根据实际情况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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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对 KPI指标进行不断优化，使其能更好地帮助我们解决实际工作中的问题，实现精细化管

理的长远发展；结论：通过 KPI指标的不断完善，进一步加强介入中心与临床的沟通与协助，

让介入中心的管理工作做的更加精细化，切实提高临床满意度。 

  

 

 

EP-1346 

双侧髂外动脉造影及其子宫供血动脉支栓塞在剖宫产术中大

出血中的应用 

 
张凯,赵鑫,张小安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河南省妇幼保健院 450052 

 

目的：探讨剖宫产术中大出血介入栓塞手术中行双侧髂外动脉造影的必要性及其子宫动脉供血

分支栓塞的临床意义。方法：回顾性分析 2016年 1月—2017年 4月于腹主动脉球囊暂时阻断

下行剖宫产患者 296例，所有患者术前超声及磁共振均提示胎盘植入。其中 92例患者因胎盘

植入严重致子宫创面广泛缝合后仍有活动性出血，后给予患者行双侧髂内动脉子宫供血动脉支

造影并栓塞术，栓塞完成后 27例患者仍存在宫腔内新鲜出血，后导管插管至双侧髂外动脉造

影探查子宫供血动脉支并给予栓塞。结果：27例患者均于双侧髂外动脉腹壁动脉起源处可见

盆腔走向迂曲血管，共 54支。微导管成功超选择插管 51支，目标血管插管成功后造影显示为

子宫供血动脉，造影证实无误后均应用明胶海绵颗粒给予栓塞。24例患者双侧髂外动脉分支

均完成双侧，术后探查宫腔内出血停止；3例患者右侧髂外动脉分支未能成功插管，其中 2例

仍存在宫腔内出血而后行子宫切除。27例患者中栓塞技术成功率为 88.9%，子宫保留率为

92.6%。结论：胎盘植入患者血供来源丰富，在行栓塞治疗以期彻底止血的患者中行双侧髂外

动脉造影及其子宫供血动脉支栓塞极有必要。 

  

 

 

EP-1347 

球囊阻断下经对侧穿刺行子宫动脉栓塞在胎盘植入致大出血

患者中的应用 

 
张凯,赵鑫,张小安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河南省妇幼保健院 450052 

 

目的：探讨球囊阻断下经对侧穿刺行子宫动脉栓塞在胎盘植入大出血患者中应用的可行性及减

少剖宫产术中出血量的意义。方法：纳入 2016年 12月—2017年 4月胎盘植入患者 26例为试

验组。26例患者术前超声及磁共振均提示前置胎盘伴胎盘植入，腹主动脉球囊暂时阻断下行

剖宫产术，胎盘剥离后呈破碎状，患者胎盘植入严重，宫腔广泛缝合后仍有新鲜出血，故需应

用子宫动脉栓塞以彻底止血。保持球囊封堵腹主动脉状态，经左侧穿刺股总动脉并置入鞘管，

经鞘管引入导丝导管，二者配合下逐一超选择性插管栓塞子宫出血责任动脉。回顾性纳入

2016年 6月—2016年 11月撤出球囊后经原通路进行栓塞的 31例胎盘植入患者为对照组。收

集两组患者术中出血量并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两组共 57例患者，所有患者均成功完成栓

塞手术，术后患者宫腔内无新鲜出血。患者出血量为 1429.3±1212.2ml，对照组出血量

1915.5±1157.3ml。两组组内样本较小(n＜50)，对两组数据行正态性检验 Kolmogorov-

Smirnov检验，均不满足正态性(p＜0.05)，故采用非参数检验方法的 Mann-Whitney U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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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有统计学意义。结论：球囊阻断下经对侧穿刺行子宫动脉栓塞可明显减少胎盘植入

患者出血量，可在胎盘植入患者中推广应用。 

  

 

 
EP-1348 

肝动脉假性动脉瘤的造影诊断与介入栓塞治疗 

 
张海龙,刘希胜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10029 

 

目的  探讨肝动脉造影联合介入栓塞诊断和治疗肝动脉假性动脉瘤的临床价值。方法  回

顾性分析 2009年 1月至 2017 年 3月本院收治的 19例肝动脉假性动脉瘤患者的临床及影像学

资料，其中 13例发生于腹部肿瘤术后，3例发生于胆系结石术后，2例发生于外伤后，1例有

肾移植术病史。所有患者均行选择性肝动脉造影检查。结果  18例患者行经导管动脉栓塞

治疗，1例患者因载瘤动脉痉挛伴夹层而行保守治疗。术后随访中 1例患者于栓塞术后第 21

天因弹簧圈移位导致假性动脉瘤复发，再次行介入栓塞治疗。4例患者失访。其余 13例患者

均未出现介入栓塞术后相关并发症。结论  选择性肝动脉造影联合经导管动脉栓塞是诊断和

治疗肝动脉假性动脉瘤的首选方案。 

  

 

 

EP-1349 

症状性内脏动脉夹层行介入治疗后的护理 

 
赵一,徐阳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0001 

 

目的:探讨症状性内脏动脉夹层行介入治疗后的护理方法，进而提高护理质量，减少术后并发

症，缩短患者平均住院日。材料与方法：本研究回顾分析 2006年至 2014年我院 19例症状性

内脏动脉夹层患者的临床资料，男 18例，女 1例，平均年龄（52.0±4.8）岁。患者入院时均

有急性、持续性腹痛症状，平均发病时间 5.2 d（1～21 d），7例伴呕吐，4例有便血，1例

伴有腹泻。所有患者均进行腹部增强 CT和 CTA检查。总结症状性内脏动脉夹层治疗中及治疗

后的护理经验，并分析护理并发症的预防措施。结果：19 例患者均行血管造影进一步评估血

流动力学情况。5例患者转为保守治疗，14例患者行介入治疗，2例肠系膜上动脉夹层患者，

因肠缺血症状较重且伴有血便，经会诊后先行腔内支架治疗恢复主干真腔血流，再行开腹探查

及部分肠切除术；12例均直接行覆膜支架置入术，术后每名患者均注意饮食护理、生命体征

观察、心理护理、穿刺部位的观察和护理、抗凝和血小板制剂应用后的观察、疼痛护理、常见

并发症的预防和护理，如缺血性肠坏死和栓塞。患者临床症状均缓解出院，平均住院日 8 d。

结论：本研究中对每例患者进行充分的术前评估，制定合理而有效的术后护理方法和措施，通

过频繁的对患者巡视，尽量避免并发症产生的因素，降低了并发症的发生；严格按照医嘱去实

施和配合，加大护理宣教，使患者具有良好的心理状态，提高了患者遵医依从性，导致积极配

合治疗，从而减少了患者并发症的发生，缩短了患者的平均住院时间。因此认为，术后护理的

加强对患者的疾病转归尤为重要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1295 

 

 
EP-1350 

Correlation of Aggressive Intracranial Lesions and 

Venous Reflux Patterns in Dural Arteriovenous 

Fistulas  

 
Huang Lei,Cao Wenjie,Lu Gang,Ge Liang,Zhang Xiaolong,Geng Daoying 

Hua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200040 

 

Objectiv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venous reflux patterns with aggressive 
intracranial lesions (AILs) including intracranial edema (IE), intraparenphymal 

hemorrhage (IPH) and subarachnoid hemorrhage (SAH) has not been well established 

in cranial dural arteriovenous fistulas (DAVFs). We aimed to propose an updated 

classification system using venous drainage. 

Materials and methods: We retrospectively assessed the catheter angiographic 
findings of venous drainage patterns. Cranial DAVFs with no reflux flow, reflux 

flow drainage into sinus only, bridge vein only, bridge vein and pial vein, and 

sinus, bridge vein and pial vein were designated as types 1, 2, 3, 4 and 5, 

respectively. The associations between venous reflux patterns with AILs in 73 

DAVFs patients were analyzed. 

Results: AILs was found in 43 (58.9%) patients, of those, 8 (11%) were SAH, 8 (11%) 
were IPH and 27(36.9%) were IE. Our proposed classification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AILs (p<.001). SAH was found in type 3 (62.5%) and type 4 (37.5%), 

while IPH was mostly seen in type 4 (87.5%). The percent of IE was gradually 

increased from type 3 to type 5 (11.1%, 29.6%, 59.2%).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found among each type between complete resolution and uncompleted resolution after 

endovascular treatment (p=.034), which also demonstrated a gradually increasing 

percent of uncompleted resolution from type 1 to type 5 (4.5%, 4.5%, 9.1%, 31.8%, 

50%). 

Conclusion: Our proposed classification system is effective to demonstrate the 
correlation of venous reflux patterns with AILs and resolution outcome of 

endovascular treatment in patients with DAVFs. 

  

 

 

EP-1351 

冷冻消融治疗中央型肺癌 104 例分析 

 
牛立志 

暨南大学医学院附属复大肿瘤医院（广州复大肿瘤医院） 510000 

 

目的 探讨冷冻消融治疗中央型肺癌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0 年 10月至 2016年 12月收治 104例不能手术切除的中央型肺癌

患者（39个气管内肿瘤、42个气管壁肿瘤和 34个气管外肿瘤），115个病灶行冷冻消融治

疗，部分联合支气管气道支架置入术。年龄 31岁～82岁，平均年龄为 57岁。所有的肺部肿

瘤均为孤立性，气管外肿瘤长径均小于 5 cm。病理活检非小细胞肺癌(NSCLC) 79例，小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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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癌（SCLC）25例。1044例患者进行经皮或经气管镜引导下腔内冷冻消融治疗 (其中 59例患

者行 1次冷冻治疗，25例患者重复冷冻治疗 2次，18例患者重复冷冻治疗 3次，2例患者重

复冷冻治疗 4次)，19例气管外肿瘤经过气管扩张后气管内径仍小于 50％辅以气道支架置入

术。术后统计无进展生存期(PFS)，分析冷冻治疗后的 PFS与肿瘤生长部位、病理类型及分化

程度关系。 

结果 所有患者的冷冻消融治疗均成功完成，无治疗相关性死亡及改行化疗病例。治疗 3天

后，患者肺通气量明显增加，咳嗽、呼吸困难、咯血、肺不张等症状明显改善，但部分患者出

现气胸和胸腔积液。2周后，所有的并发症及咳嗽消失。气管内肿瘤的无进展生存期（PFS）

明显小于气管壁肿瘤（8±2 月 vs 13±7 月，P＜0.05）和气管外肿瘤（8±2 月 vs 14±6 

月，P＜0.01）。NSCLC患者的 PFS明显大于 SCLC（11±1 月 vs 4±3 月，P＜0.0001）。

中、高分化中央型肺癌患者 PFS显著大于低分化中央型肺癌（15±7 月 vs 7±2 月，P＜
0.0001）。 

结论 冷冻消融联合支气管气道支架置入治疗中央型肺癌是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案。患者冷冻治

疗后的 PFS与肿瘤生长部位、病理类型及分化程度明显相关。由于低分化中央型肺癌、小细胞

肺癌及气管内肿瘤患者的 PFS相对较低，因此联合其他治疗如 125碘粒子植入治疗或化疗将可

能延长患者的生存期。 

  

 

 
EP-1352 

CTA/MRA 与 DSA 三维影像融合技术及在神经介入手术中的实

时引导 

 
张强

1
,赵浩

1
,孙琦

1,2
 

1.陆军总医院 

2.西门子医疗系统有限公司 

 

目的：探索应用融合技术将头颈 CTA或头部 MRA图像融合于血管造影机上，用于脑血管病人介

入治疗的实时引导。 

方法：2015年 3月至至今，55例脑血管疾病患者，需要做全脑 DSA检查或介入治疗，术前均

进行了头颈 CTA检查或头部 MRA检查。在导管室应用血管机先对患者颈部或头部进行扫描，将

患者 CTA或 MRA图像与 DSA 扫描数据融合后，血管机透视下即能将三维 CTA或 MRA图像实时显

现于被检患者头颈部。21例脑血管造影术应用头颈 CTA与 DSA融合技术，利用头颈 CTA三维

图像导引造影导管插管的过程，寻找脑血管病变的不同角度 。20例全脑血管造影应用头部

MRA与 DSA融合技术，验证头部 MRA与全脑 DSA图像匹配程度。14例脑血管病介入治疗患者，

其中颈动脉支架 5例，椎动脉支架 2例，锁骨下动脉支架 1例，大脑中动脉支架 1例、基底动

脉支架 1例，基底动脉闭塞 1例，颈内动脉动脉瘤 1例。前交通动脉瘤 1例，椎动脉动脉瘤 1

例，应用上述融合技术，利用三维 CTA/MRA图像实时引导神经介入手术。 

结果：将头颈 CTA/MRA与 DSA融合后，其与脑血管 DSA图像高度吻合，融合于血管机的三维

CTA/MRA图像实时引导全脑血管造影术及神经介入手术，均顺利完成，造影剂用量减少 1/2-

2/3，放射线剂量减少 1/2-1/3，造影疗检查时间 1/3。 

结论：将头颈 CTA/MRA三维图像融合于 DSA，用于实时引导全脑血管造影检查或脑血管病介入

治疗，能明显节省造影剂，减轻肾脏损害，减少放射线剂量，而且简化脑血管造影检查及神经

介入治疗流程，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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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353 

超选择血管造影 CT 在胰岛细胞瘤术前诊断中的价值 

 
付金鑫,王茂强,刘凤永,张金龙,王燕,阎洁羽,袁凯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100853 

 

目的 探究超选择血管造影 CT（SSCTA）在胰岛细胞瘤术前诊断中的敏感性及定位准确性。方

法 我院 2013-2015年收治的 54例术后病理回报确诊为胰岛细胞瘤的患者，所有患者均进行超

选择血管造影 CT检查，对其术前不同影像学检查方法的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行经腹部超声

检查 42例；超声内镜检查 48例；超声造影检查 51例；增强 CT检查 30例；增强 MRI检查 48

例；血管造影检查 54例，分析各检查方法的灵敏度及定位准确率。结果 各种检查方法的诊断

灵敏度及定位准确率：经腹部超声为 21.42%，14.28%；超声造影为 82.35%，58.82%；超声内

镜为 87.50 %，68.75%；增强 CT为 70.00%，60.00%；增强 MRI为 87.5%，81.25%；血管造影

为 72.22%，44.44%；SSCTA 为 94.44%，88.89%；SSCTA的诊断灵敏度及定位准确率明显高于其

它诊断方法（P<0.05），54 例患者行 SSCTA检查后均未出现任何严重并发症。结论 超选择性

血管造影 CT对胰岛细胞瘤的术前诊断具有重要价值，且安全可靠。 

 

 
EP-1354 

CT 引导下经皮肺穿刺活检术肺出血并发症的危险因素分析 

 
朱建彬,温志波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510282 

 

目的 探讨 CT引导下经皮肺穿刺活检术肺出血并发症的发生率和严重程度及其相关的危险因

素。材料和方法: 回顾性分析本院 172例肺部病变并行 CT引导下经皮肺穿刺活检术病人的临

床及影像资料，主要记录肺出血、咯血和需要干预的肺出血。肺出血分级如下：0级：无；1

级：出血范围为针道周围小于或等于 2厘米；2级：出血范围超过 2厘米并局限于叶；3级：

出血范围至少达叶；4级:血胸；并定义低级别肺出血为 0级和 1级，高级别肺出血为 2级及

以上。病人相关变量、病变相关变量和穿刺技术为评估发生肺出血的危险因素。病人相关变量

包括年龄、性别、在肺 CT测量的主肺动脉直径（mPAD）、同层升主动脉直径（AOD）、主肺动

脉直径与升主动脉直径的比值（mPAD / AOD）及有无慢阻肺、高血压、糖尿病病史等。病变相

关变量包括病变大小、位置、形态、距胸壁距离、有无灶周肺气肿及病理结果。穿刺技术包括

针距、进针角度、穿刺次数及穿刺方法。统计学方法采用 x2检验，Fisher精确和 t检验。结

果：172例中有 39例发生肺出血（22.67%）、2例咯血（1.16%）及仅 1例肺出血需手术干

预。低级别肺出血有 154例，高级别肺出血有 18例。肺出血更容易发生在老年人（P 

=0.024）, 小病灶（≤3cm）（P=0.027），病变距胸壁距离远（P =0.00），位置位于右下肺

（P=0.028）, 穿刺次数两次及以上（P=0.003）。高级别出血更容易发生在老年人（P = 

003），有灶周肺气肿（P =0.012），病变距胸壁距离远（P =0.00），小病灶（≤3cm）

（P=0.001）。而肺出血与增宽的 mPAD（≥2.95cm）、同层 AOD以及较大比值的 mPAD / AOD

（≥1）没有显著相关性。结论：肺出血在 CT引导下经皮肺穿刺活检术较常见但很少需要干

预。增宽的 mPAD和 mPAD / AOD（≥1）不是高级别肺出血的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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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355 

Endovascular management for spontaneously isolated 

superior mesenteric artery dissection 

 
Gao Long,Feng Duiping 

The First Hospital of Shanxi Medical University 030001 

 

Objective: spontaneously isolated superior mesenteric artery dissection (SISMAD) 

was a rare but life-threatening vascular disease and we knew very litter about it. 

This paper aimed to elucidate the conceivable pathogenesis of SISMAD and evaluate 

the safety and efficacy of endovascular management for patients failing with 

conservative treatment and suffering persistently unrelieved abdominal pain. 

Material and Methods: Patients from March 2014 to July 2017 were retrospectively 

investigated and 14 patients were eventually enrolled in our cohort. All included 

cases were definitely diagnosed by clinical symptoms and/or imageological 

examinations after excluding patients with Marfan’s syndrome. Demographic data, 

computed tomography angiography images, digital subtraction angiography images and 

clinical symptoms were collected. All patients were periodically followed up with 

phone call reviews with or without computed tomography angiography reexaminations. 

Results: 13 patients achieved postoperative pain relief observably, except only 

one case improved gradually with constant conservative treatment within one month. 

Type B SMA arch seemed be more common in our study (11 patients) compared to Type 

A (1 patient) and Type C (2 patients). For SMA dissection classification, Type Ⅱ 

occupied most of the proportion comprising 5 Type Ⅱa and 6 Type Ⅱb with respect 

to 3 Type Ⅰ dissections. In addition, no Type Ⅲ dissection was identified. All 

patients got symptom relief and no procedure related complications occurred. 

During the whole follow-up (26.6±11.5 months), no recurrence of abdominal pain 

was supervised and all patients experienced normal feed and excretion except one 

died of stroke 7 months postoperative. Despite the lack of statistical evidence, 

we still tended to regard that SISMAD was more prevalent in male patients (95.8%) 

aged 40 to 60 years old (95.8%), with hypertension (62.5%) and smoke (75%) as 

crucial risk factors according to our single center experiences, which were also 

consistent with previous literature results. 

Conclusion: Although the specific pathogenesis of SISMAD remained ambiguous, 

vessel wall pathology and abnormal hemodynamic forces might serve as the causative 

inducements in the development of disease. Endovascular management, however, was 

preferentially recommended for patients failing with conservative treatment and 

suffering persistently unrelieved abdominal pain. Nevertheless, further studies 

involving long-term follow-up result and advanced evidence were warra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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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356 

支架成形术治疗横窦狭窄继发颅高压及搏动性耳鸣 1 例 

 
韩燕京,金龙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100050 

 

目的 

回顾性分析应用支架成形术治疗横窦狭窄继发颅高压及搏动性耳鸣 1例，探讨横窦狭窄与颅高

压及搏动性耳鸣的关系，为应用支架成形术治疗血管源性搏动性耳鸣提供了新思路。 

材料与方法 

1、临床资料 患者男，45岁。主诉左耳耳鸣 15年余，加重 2年余。耳鸣与心跳同步，安静时

明显，按压患侧经静脉时可消失，自觉不影响听力，偶伴头痛、头晕。否认高血压、贫血、甲

亢、颅内肿物等其他相关病史。耳鸣残疾评估量表（THI）评分：96分。体格检查：腰椎穿刺

脑脊液压力：27.0cmH20(1 cm H20=0．098 kPa)。颞骨双期增强扫描（DPCT）：左侧横窦狭

窄，左侧乙状窦憩室形成并周围部分骨质缺损。 

2、手术操作 局麻下经左侧股动脉及股静脉入路，以 5F导管行左侧颈内动脉插管，正、侧位

及旋转 3D血管造影示：右侧横窦及乙状窦发育不良，左侧静脉窦优势引流，左侧横窦狭窄，

狭窄率大于 70%，同侧下游乙状窦局部憩室形成。先经导管于左侧颈内动脉内缓慢泵入（约 1

小时）尿激酶 50万 Iu，再次造影显示横窦狭窄部位形态无明显变化。经 8F Guiding送入微

导管跨越左侧横窦狭窄段，测量狭窄段两端压力差为 12.2cmH2O。 先以球囊导管

（8mm×20mm）扩张横窦狭窄段，再沿导丝送入支架推送系统，于狭窄段放置自膨式血管支架

一枚（8mm×40mm，Cordis 公司）。支架置入后即刻复查造影示支架膨胀良好，横窦狭窄消

失，局部血流通畅，复测狭窄段两侧的压力差降至 2.6cmH2O。 

结果 

术后患者耳鸣即刻消失。复测脑脊液压力 18.5cmH20，复查 THI评分为 0分。术后第 3 天患者

痊愈出院，围手术期患者无介入相关并发症发生。术后至今 8月余，患者门诊随访耳鸣无复

发。 

结论 

1、本病例中颅高压为横窦狭窄所致，支架成形术可有效解除； 

2、憩室上游静脉窦狭窄是搏动性耳鸣的重要病因，此病例的成功治疗，为搏动性耳鸣的治疗

提供了新思路。 

  

 

 
EP-1357 

大肝癌的综合性微创介入治疗研究及预后分析 

 
冀春亮,陈正光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 100700 

 

摘 要 目的：回顾性分析比较 TACE和 TACE+RFA二种介入方案对原发性大肝癌的疗效，综合分

析预后影响因素。旨在合作探索出一套规范化的介入治疗模式，提高大肝癌治疗的效果，推动

肝癌介入治疗规范化的实施，以及为预后的评估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方法：回顾性分析 50

例住院进行 TACE、TACE+RFA 介入方案治疗的原发性大肝癌病例，记录患者一般资料、治疗情

况、肿瘤情况、检查情况等，并观察患者病情的变化情况。对影响肝癌治疗及预后的相关因素

行 Cox回归分析。结果：TACE+RFA 组肿瘤缩小率为 70%，单纯 TACE组肿瘤缩小率为 33.33%，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前后 AFP差值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2.020，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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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 TACE组与 TACE+RFA 组术后半年、1年、和 2年的生存率分别为 83.33%、56.67%、

30.00%和 90.00%、75.00%、55.00%，其中位生存期分别为 13个月和 17个月，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X
2
=4.059，P＜0.05）。Cox回归多因素分析显示：治疗方式、治疗后肿瘤有效缩小率、

HbsAg(+)和治疗前主瘤直径对预后有重要意义。结论：两组相比，TACE+RFA组疗效显著优于

单纯 TACE组。影响大肝癌介入治疗预后的重要因素是：治疗方式、治疗后肿瘤有效缩小率、

HbsAg(+)和治疗前主瘤直径。 

  

 

 
EP-1358 

新型国产改良同轴输卵管导管在输卵管再通术的临床应用 

 
龙运祥,杨星桥,李立群,帅永忠,邹成林 

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 610091 

 

   不孕症作为妇科疑难疾病,由于社会、文化及生活方式因素影响，近 30年来呈逐渐增加

趋势。输卵管梗阻是不孕症的主要病因之一，约占不孕因素的 40%，是造成女性不孕的重要因

素，多为输卵管因炎症、黏连、组织碎片、粘液栓所致输卵管梗阻等有关。研究证明，对输卵

管峡部及近端梗阻采用 X线引导下经阴道宫颈插管行介入法输卵管再通术，效果较好。 

   X线引导下经宫颈插入改良同轴导管行输卵管再通，具有导管到位瞬时精准性高，疏通

导丝可控性好等优点。 

在 X线引导下．用非离子型造影剂先行子宫、输卵管造影。观察宫腔形态、宫角位置以及输卵

管峡部阻塞情况。造影后，将改良的 5F输卵管导管及软头导丝送至宫角，轻柔推送导丝，对

输卵管内阻塞予以疏通，并推注辅助治疗抗炎类药物及行造影剂行输卵管造影了解疏通情况；

可于术中及时评估治疗效果。 

   综合各采用新型改良同轴导管技术的医疗机构近年来报告数据，采用此技术治疗的不孕

症患者已逾数万例，该技术选择软头导丝，对子宫及输卵管伤较小。操作在 x射线透视观察下

进行，较 B超显示子宫输卵管整体结构更清晰直观，因此 X线导引下插管发生插管意外风险较

小。与宫腔镜下插管比较，通过 X线导引送入导管和导丝，不需扩张宫颈、宫腔，病人痛苦

小；且该技术不需住院和麻醉，较宫腔镜下治疗有效降低了费用。     

选择国产新型改良同轴输卵管导管，其介入治疗总费用较使用进口器械有明显降低（器材费用

降低约 50%）。可进一步显著降低患者医疗费用。 

  

 
EP-1359 

Imaging Endothelial Dysfunction in Dyslipidemia with 

CT Perfusion 

 
jiang nanchuan

1
,Desjardins Lise

2,3
,Hadway Jennifer

2,3
,Lee Ting-Yim

2,3
 

1.Union Hospital， Tongji Medical College，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Lawson Health Research Institute 

3.Robarts Research Institute and the 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 

 

PURPOSE  

Endothelial dysfunction, associated with dyslipidemia from fatty diet, is an 

important contributing factor to many negative cardiovascular events. Sinc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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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sfunction invariably leads to blunted vascular response to vasodilating stimuli, 

we investigate if endothelial dysfunction can be imaged with CT Perfusion (CTP). 

METHOD AND MATERIALS  

Twelve New Zealand White rabbits were used in the study. The experimental group of 

9 rabbits were fed a fatty diet consisting of 5% fat (w/w) (2.4% lard, 2% 

cholesterol, and 2% dextrin)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of 3 rabbits were fed regular 

chow. The experimental group had four CTP study sessions at 2-4 weeks intervals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two sessions 2-week apart. In each study session brain 

perfusion was measured with and without injection of Diamox, a vasodilating agent. 

The first session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completed before the initiation of 

the fatty diet. Each CTP study comprised of dynamic contrast enhanced imaging with 

a two-phase scanning protocol on a GE Healthcare (GE) Revolution scanner: 59 

images at 0.5 s intervals followed by 14 images at 10 s intervals acquired using 

80 kV and 100 mAs each image. The CTP images were analyzed with CT Perfusion (GE) 

to calculate blood flow (BF), blood volume and mean transit time maps. BF reserve 

(BFR) was calculated as the ratio of whole brain BF with to without diamox. 

Changes in BFR in subsequent study session relative to the first were calculated 

as percentages. 

RESULTS  

For the experimental group the changes in BFR was 0.67±16.4%, -5.0±13.6% and -

4.9±12.5% respectively at 4, 8 and 10-12 weeks after initiation of fatty diet. 

In contrast, the change in BFR in the control group was -2.86±0.42%. 

CONCLUSION  

This study shows that it is feasible to use CTP on the cerebrovascular bed to 

investigate endothelial dysfunction from dyslipidemia. Wide variation in BFR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but not the control group could be related to poor health 

of the rabbits in the former group leading to inadequate spontaneous respiration 

under anesthesia inducing varying levels of hypercapnia which affected BFR. CT 

Perfusion could be a possible alternative to catheter-based angiography in the 

investigation of endothelial dysfunction from dyslipidemia.  

 

 
EP-1360 

Stanford B 型主动脉夹层对远端分支血管灌注不良影响 

的初步研究 

 
韩晓峰,郭曦,李铁铮,刘光锐,黄连军 

北京安贞医院 100029 

 

目的：探讨 Stanford B 型主动脉夹层远端重要分支血管血流灌注的改变。方法：回顾性分析

2015年 9月至 2016年 8月间我中心收治的 Stanford B型主动脉夹层患者 81例（男 65 例，

平均年龄 53.0±10.6，32~77 岁），收集所有患者术前 CTA 影像学资料。基于 Nagamine 分支

血管灌注不良细化分型，对主动脉夹层累及腹腔五分支血管（腹腔干动脉、肠系膜上动脉、左

/右肾动脉、肠系膜下动脉）及远端髂、股动脉进行血流灌注不良细化分型并统计分析。结

果：腹腔五分支血管共 421 支（包括副肾动脉 16支），其中，235支分支血管（55.8%）属于

I类灌注不良，包括 I-a亚型 220例（52.3%），I-b亚型 4例（0.9%），I-c亚型 11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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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8支分支血管（4.3%）属于 II类灌注不良，包括 II-a亚型 2例（0.5%），II-b-

1亚型 6例（1.4%）， II-b-2亚型 10例（2.4%）；81支分支血管（19.2%）属于 III类灌注

不良，包括 III-a亚型 64例（15.2%），III-c亚型 17例（4%），无 III-b亚型受累）；余

87支（20.7%）分支血管未受累。夹层累及双侧髂、股动脉血流灌注不良中，左下肢：4支左

股总动脉血流灌注受损（4.9%）、17支左髂外动脉血流灌注受损（21.0%）、34支左髂总动脉

血流灌注受损（42%）；右下肢： 4支右股总动脉血流灌注受损（4.9%）、15支右髂外动脉血

流灌注受损（18.5%）、28 支右髂总动脉血流灌注受损（34.6%）。结论：Stanford B型主动

脉夹层受累远端分支血管血流灌注不良中，血流灌注明显受损的分支血管所占比例较低。推广

Nagamine分支血管灌注不良细化分型，对判断远端分支血管灌注不良情况及指导分支血管腔

内重建意义巨大。 

 

 
EP-1361 

Hepatic arterial embolization for the treatment of 

bleeding hepatic pseudoaneurysm after abdominal 

surgery: safety and complications 

 
Wang Qi,Su Yangbo,Pan Feng,Fu Xiong,Liang Huimin,Zhou Guofeng,Zheng Chuansheng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Union Hospital， Tongji Medical College，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1277 Jiefang Avenue， Wuhan 430022， China 430022 

 

Abstract 

Purpose: To investigate the safety and complications of hepatic arterial 

emboliza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bleeding hepatic pseudoaneurysm after abdominal 

surgery. 

Materials and method: The proper hepatic arterial and/or common hepatic arterial 

embolization was performed in 20 patients from April 1
st
, 2010 to April 1

st
, 2016 

due to bleeding hepatic arterial pseudoaneurysm complicate with abdominal surgery. 

The cohort included 12 males and 8 females (age ranges from 30 to 71, average 58). 

These patients had the operation due to the primary diseases: pancreatic cancer 

(n=4), gallbladder cancer (n=4), gastric cancer (n=3), duodenal cancer (n=3), 

cholangiocarcinoma (n=3), gastric diffuse large B-cell lymphoma involving the 

pancreas (n=1), duodenal ulcer (n=1), cardiac cancer (n=1). The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of the bleeding were digestive tract bleeding (n=8) and drainage 

tube bleeding (n=12, 4 had shock). The interval of bleeding between the hemorrhage 

and the abdominal operations varied from 1 day to five months (median time = 14 

days). 

All the procedures were performed with the standard embolization technique for 

visceral bleeding. A 5-F Yashiro (Terumo Corporation, Tokyo, Japan) catheter and 

3-F Progreat coaxial catheter (Terumo Corporation, Tokyo, Japan) were used for the 

diagnostic angiography and embolic therapy via femoral artery access. Celiac and 

superior mesenteric angiographies were performed to confirm the resource of the 

bleeding. Two embolic methods were used in the patients. In the setting that the 

bleeding was from the branches of the hepatic artery or in the proper hepatic 

artery (PHA) but the catheter could not pass the PHA, the embolic agents gelatin 

sponge (Alicon, Hangzhou, Zhengjiang, China) was used for the periph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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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bolization. Then the micro coils were used to embolize the proximal of the 

bleeding site. In the setting that the bleeding site in the PHA/CHA and the 

microcatheter can pass the bleeding site, the standard embolization technique was 

used. The distal and proximal of the bleeding arteries was embolize with coils 

(Cook Medical, Bloomington, IN, USA). The embolization endpoint is the stasis of 

the PHA/CHA. The celiac and superior mesenteric angiography was repeated to 

confirm the absence of collateral arteries. Abdominal enhanced CT scan was 

performed in some of the patients. The collateral circulations were assumed in the 

arterial phase and multiplane reformation. The patients were followed up at least 

30 days after discharge. 

Results 

A total of 22 procedures were performed in 20 patients with 2 repeat embolization 

in 2patients because of recurrent bleeding. The coils embolization was applied in 

16 procedures in 16 patients. Gelatin sponge plus coils was used in 4 patients 

with 6 procedures. Contrast extravasation and pseudoaneurysm were the main 

findings of angiography performance in the 18 patients and hepatic artery 

interruption in 2 patients. The collateral circulations before the embolization 

were not evaluated in most patients. Since 2014, the collateral circulations were 

evaluated before the embolization. In the patients with short interval between the 

operation and bleeding, the collateral circulations were not found. But in the 

patients with long interval, the angiography demonstrated well developed 

collateral circulations. In the patient 17, the gelatin sponge was used to promote 

the thrombosis after coils were released. 

Five patients died within 30 days after embolization and the 30-day mortality is 

20% (4/20). Four of these five patients had other organ failure before the 

embolization including renal failure in two patients and multiple organ failure in 

two patients. The other patient of these five patients had metabolic acidosis died 

in 3 days after the embolization. 

In the following-up imaging, the liver infarction was confirmed in 2 patients in 

the enhanced CT imaging. In patient 9, the infarction was localized in both right 

and left lobe with segmental infarction. In patient 19, the infarction was only 

localized in the left lobe and the gelatin sponge was used to embolize the left 

hepatic artery. Collateral circulations after the embolization could be found in 

patients with following-up CT imaging. The right inferior phrenic artery, left 

gastric artery and right gastric artery are the most common collateral 

circulations 

Conclusion: Hepatic arterial embolization is safe for the bleeding hepatic 

pseudoaneurysm with the embolization of proper hepatic artery. Transient hepatic 

injury is common after embolization but recover within two weeks. Extrahepatic 

arterial collateral circulation would develop after the embolization. The 

preexisting hepatic liver failure and other organ failure increase the risk of 

death after embolization. Liver infarction was the serious complication but not in 

the patients with preexisting collateral circulations.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1304 

 

EP-1362 

原发性肝癌患者行肝动脉化疗栓塞治疗术后疗效及预后的不

利因素-D –二聚体升高 

 
陈旭姣,刘兆玉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探究 D-二聚体在原发性肝癌（PLC）患者行肝动脉化疗栓塞（TACE）治疗中的临床价

值。方法 收集 2015年 1月-2017年 1月于我院行 TACE治疗的 86例 PLC患者的临床资料，包

括术前（D0）、术后（D1）及疾病进展时（D2）的 D-二聚体水平，首次 TACE治疗后，按

mRecist标准将患者分为病情控制组（CR+PR+SD）及病情进展组（PD），记录每个患者的无进

展生存期（PFS)。比较病情控制组与病情进展组的 D0、D1，采用 ROC曲线分析 D0、D1判断

TACE疗效的效能；采用 Spearman 相关系数分析 D0、D1、D2与 PFS间的相关性，采用 Kaplan-

Meier法判断 D-二聚体与 PFS的关系。结果 病情控制组 D0、D1差异不显著(P>0.05)，病情进

展组 D1较 D0高，差异显著（P<0.05）；病情进展组 D0、D1均比病情控制组高，差异显著

（P<0.05）。D0、D1判断术后疗效的 ROC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635、0.761，D0取界值

188.0ug/L时，判断术后疗效的灵敏度为 67.5%,特异度为 63.0%；D1取界值 411.5 ug/L 时，

判断术后疗效的灵敏度为 67.5%,特异度为 89.1%，后者判断术后疗效准确度高于前者。D0、

D1、D2均与 PFS负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567，-0.754，-0.768，P均<0.05），D0、D1、

D2阴性者较阳性者拥有更长的 PFS，但前者无统计学意义（P=0.064），后两者有统计学意义

（P=0.012、0.004）。D0、D1均为阴性者（组 1）较术后转阳性者（组 2）及 D0、D1均为阳

性者（组 3）拥有更长的 PFS（P<0.05），但组 2与组 3 生存期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152）。结论 血浆 D-二聚体变化可作为评估 PLC患者的病情、TACE疗效及预后的生物

学指标， D-二聚体升高是其不利因素。 

 

 
EP-1363 

FAL 医用胶栓塞肝假性动脉瘤的临床价值 

 
李鑫,张祖建 

德阳市人民医院 618000 

 

[摘  要]  目的  探讨 FAL医用胶经微导管肝动脉栓塞治疗肝假性动脉瘤（HAPA）的技术

安全性和临床疗效。方法  回顾性分析从 2014年 2月至 2016年 9月行肝动脉造影确诊为肝

假性动脉瘤并行 FAL医用胶栓塞治疗的 16例患者，均经微导管超选至靶血管后，匀速注入

FAL胶-碘化油的混合液进行栓塞治疗。术中观察出血血管栓塞成功率，手术时间，术后第 1

天、第 7天及第 14天肝功能情况（AST、ALT、IBIL、TBIL、ALB）。结果  16例患者靶血管

均栓塞成功，手术成功率 100%（16/16）， FLA-碘化油混合剂平均用量为 0.9ml（0.5 

~1.8ml）。术后瘤体及造影剂外溢均消失，责任动脉呈残根状，无异位栓塞。8例患者 12小

时内出现不同程度的栓塞后综合征表现，予以对症处理后，症状缓解。与术前比较，患者肝功

能评价指标术后第 1天较术无明显变化（P＞0.5），术后第 14天和第 30天较术前明显减低

（P＜0.5＝。出院前行肝血管彩超检查，均未发现假性动脉瘤血流信号显示。结论  用 FAL

医用胶超选择栓塞治疗肝假性动脉瘤迅速、安全有效、花费少、并发症少，并最大程度的保护

肝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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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364 

小儿肝母细胞瘤术前 TACE 介入 治疗与非介入治疗 

的临床比较研究 

 
周斌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武汉儿童医院 430017 

 

目的：肝母细胞瘤(Hepatoblastoma, HB)是一种发生在儿童时间的肝脏组织恶性肿瘤性疾病，

但多数肝母细胞患儿到医院确诊时，常无法完全切除肿瘤病灶组织，同时由于全身化疗治疗期

间可产生各种药物毒副作用，采用 TACE可使得肿瘤病灶组织的体积明显缩小，经导管动脉化

疗栓塞术是一种安全可靠，疗效显著的治疗措施。本研究拟比较小儿肝母细胞瘤术前 TACE介

入治疗与非介入治疗的临床资料，为术前 TACE介入治疗的广泛应用提供临床依据。 

方法：选择本院 2008年 2月-2013年 8月期间住院拟行外科手术治疗的 37例肝母细胞瘤患儿

作为研究对象，根据术前是否采取 TACE治疗将患儿分为 2组，A组(n=17例)：初次诊断为肝

母细胞瘤后立即实施外科手术切除治疗，B组(n=20例)：初次诊断为肝母细胞瘤后首先实施

TACE术治疗，待肝脏病灶组织体积明显缩小，直至容易切除后再行外科手术切除治疗。观察

肝母细胞瘤的临床及病理表现及肝母细胞瘤的影像学表现，并比较 A、B两组疗效，手术操作

时间、手术出血量、切除肝脏组织重量及血清 AFP表达水平等相关指标变化，TACE术前术后

血红蛋白、白蛋白、AFP表达水平及肿瘤直径等相关指标，TACE毒副作用及并发症，并进行随

访，比较两组患儿术后 1年生存率、3年生存率及术后 1年无瘤生存率、3年无瘤生存率。 

结果：7例肝母细胞瘤患儿均随访 3年，B组术后 1年生存率(85.5%)、3年生存率(65.5%)及

术后 1 年无瘤生存率(75.5%)、3 年无瘤生存率(55.5%)均明显高于 A 组(58.8%, 35.3%, 47.1%, 

23.5%)(P<0.05)。 

结论：肝母细胞瘤患儿术前行 TACE治疗可明显提高临床疗效，改善手术相关指标及临床相关

指标，提高生存率及无瘤生存率，且安全性较高，值得临床广泛应用。 

 

 
EP-1365 

多模态医学影像融合技术与肝移植术后肝静脉流出道梗阻 

 
杨开兰,金龙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100050 

 

 

目的：探讨多模态医学影像融合技术应用于肝移植术后肝静脉流出道梗阻（hepatic venous 

outflow obstruction，HVO）临床诊疗决策中的可行性及必要性。 

方法：首先对多模态医学影像融合技术的研究及现状进行分析、总结，其次在分析各模态成像

技术特点的基础上，从配准、多模态医学图像融合方法及肝移植术后肝静脉流出道梗阻诊疗决

策融合应用等方面分别进行综述，最后推论出多模态医学影像融合技术应用于肝移植术后 HVO

临床诊疗决策的可行性及必要性，并指出未来需要研究的问题。 

结果：不同成像原理及成像特征的单模态医学影像检查，从不同侧面反映病变的解剖、病理和

代谢的改变，有共同的形态基础，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与此同时，由于各有偏重，不可避免地

存在一定的缺陷和不足。多模态医学影像融合技术将不同模态的影像融合在一起，实现了影像

检查的信息互补、交叉认证，为临床诊断及治疗方案的选择提供了更为可靠的依据。HVO 是肝

移植术后少见却危害严重的并发症，患者临床表现无特异性，需借助多种医学影像检查进行诊

断、治疗方案决择及疗效评估。肝静脉血管造影是诊断 HVO的金标准，可明确病变部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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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测定病灶两端静脉压力梯度变化，但因有创性不能作为常规检查方法；超声多普勒简便、

无创，可提供血管内径及血流速度的定量信息，但受人为因素影响大；多层螺旋 CT动态增强

扫描显示肝脏淤血有一定的特征性，但不能给出定量诊断。采集超声多普勒和多螺旋 CT 的影

像资料，利用多模态医学影像融合技术，进行影像预处理、配准、特征提取及融合识别，其中

融合识别优选特征级融合识别级决策级融合识别，可较全面、立体地反映病灶的定位、定性及

定量信息，为临床诊疗决策提供更可靠的依据。 

结论：多模态医学影像融合技术应用于肝移植术后肝静脉流出道梗阻临床诊疗决策中具有一定

的可行性及必要性，但特征级融合识别和决策级融合识别的实现过程仍有很多实际问题需要关

注解决。 

 

 
EP-1366 

经导管动脉注射 SPIO-NS/doxorubicin/PVA 治疗兔移植性肝

肿瘤 VX2 疗效研究 

 
李臻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410013 

 

目的：观察 SPIO-NS/doxorubicin/PVA 复合物治疗兔 VX2 肝肿瘤的疗效，并与常规碘油化疗栓

塞比较抗肝癌治疗效果。 

方法：60只新西兰瘤兔随机分 A、B、C、D、E、F6组，分别经导管注入 SPIO-

NS/doxorubicin/PVA 复合物组 10只、吡柔比星+超液化碘油混悬液组 10只、灌注吡柔比星

（doxorubicin）后行颗粒（superparamagnetic iron oxide,SPIO）栓塞 10只、化疗药物组

吡柔比星 10只、注入 SPIO-NS/doxorubicin/PVA 组 10只和对照组注入生理盐水组 10 只。术

后 7、14天各组行 CT灌注对比观察包括肿瘤大小、生长情况，计算瘤体积、生长率，行 MRI

观察 SPIO在肿瘤组织分布情况，并与普通对比剂进行比较肝脏肿瘤显影情况。术后 14天内观

察各组药物毒副反应情况，在术后 14天各组均处死 5只动物取材行镜下观察并随机检测普鲁

士兰、HE染色、VEGF、CD34、肿瘤细胞凋亡及肿瘤内药物浓度检测情况，各组剩余 5只实验

动物均记录治疗后的生存天数。 

结果：治疗前及治疗后行 CT检查比较，A组术后 7、14天体积生长率均小于其他各组，肿瘤

倍增时间比其他各组长，均具有显著差异(P<0.05)；MRI观察反应 SPIO具有示踪性；病理观

察普鲁士兰清楚显示 SPIO显影及分布情况，SPIO复合物组治疗效果最明显，呈大片凝固坏

死，瘤细胞碎裂，电镜见均质化无结构。肿瘤增殖指标复合物组肿瘤细胞增殖指数低于其他组

(P<0.05)；A组瘤内、瘤周药物浓度均明显高于其他 5组，正常肝组织内的药物浓度低于其他

各组，具有显著统计差异(P<0.05)。 

结论：A组 SPIO复合物疗效优于其他各组，具有明显栓塞、化疗作用具有明显的 MRI示踪

性，毒副反轻微、生存期长，间接推断具有持久缓释效应，F组无效、B、C、D、E组有治疗效

果。 

 

 

EP-1367 

经皮穿刺活检在纵膈肿瘤病理诊断中的临床价值 

 
吴巍 

吉林省肿瘤医院 13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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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探讨 CT引导穿刺活检对纵膈肿瘤病理诊断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 172 例纵膈肿瘤穿刺的病理结果、影像资料。分析纵膈肿瘤穿刺活检的

诊断效能。总结纵膈肿瘤穿刺的常用路径，主要并发症及处理方法。 

结果：①穿刺设备：172例应用 18GBioPince同轴穿刺活检针，CT引导完成穿刺活检。②肿瘤

部位：前纵膈 97例，中纵膈 45例，后纵膈 30例。（大小平均 5.49cm）。③进针路径：胸骨

旁入路 98例，椎旁入路 30 例，经肺入路 42例，直接入路 2例。（平均扫描 5.6次、平均时

间 11.6分钟、平均深度 5.0cm、平均经肺长度 3.6cm）④组织标本：均获得满意组织学标本

（长 1-2cm，直径 0.9mm，取材 1-4条）。⑤病理结果：明确病理诊断 160例。良性 17例（结

节病 5例、结核 8例、神经鞘瘤 1例、炎症 1例、胸腺增生 2例，1例术后证实为结节硬化型

胸腺瘤）。恶性肿瘤 144例（小细胞癌 48例、腺癌 26例、胸腺瘤 21例、鳞癌 17例、淋巴瘤

13例、转移癌 1例、无法明确分型恶性肿瘤 18例）。可疑病理诊断 3例（可疑癌 2例、不排

除间叶组织肿瘤 1例）。不确定病理诊断 9例（上皮增生 1例、坏死组织 2例、淋巴组织 2

例、肌肉脂肪 2例、大量角化物 1例）。⑥统计分析：穿刺病理诊断敏感性为 94.7%

（163/172）、特异性 92.4%（159/172）。恶性肿瘤假阴性率 5.88%（1/17）。⑦并发症：气

胸率 19%（8/42），其中 3 例患者置管引流。气胸发生率与经肺深度、是否患有慢性阻塞性肺

病、调针次数、胸膜角度具有相关性（P<0.05）。纵膈血肿 2例、胸腔出血 1例。 

结论：CT引导穿刺活检技术是纵膈肿瘤获得病理学诊断的重要方法，具有敏感性高、特异性

高、假阴性率低、并发症少等特点。胸骨旁入路、椎旁入路、经肺入路为主要的进针路线。并

发症主要为气胸、肺内、纵膈及胸腔出血。正确的掌握穿刺技术可以有效降低并发症的发生

率。 

 

 
EP-1368 

急性期及亚急性期 Stanford B 型主动脉夹层腔内修复术后主

动脉重塑临床研究 

 
周奕,杨林 

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637000 

 

目的：探讨急性期及亚急性期主动脉夹层腔内修复术（TEVAR）后主动脉重塑的特点。 

方法：收集整理 2012年 7月至 2017年 3月间在我院接受 TEVAR治疗的 37例 Stanford B型主

动脉夹层患者资料，并按首次发病至 TEVAR手术间隔分为急性期组（n=20例），亚急性期

（n=17例），分析两组患者术前临床和影像学资料、术后随访结果。通过 CTA测量 TEVAR 术

治疗前后夹层主动脉的最大直径、最大假腔、夹层近段 1/3、中段 1/3及远段 1/3真假腔径

线。使用配对 t检验进行同组 TEVAR术治疗前后数据的比较，使用独立样本 t检验进行两组间

数据的比较，计数资料使用ⅹ²检验或 Fisher精确检验。P <0.05被认为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37例患者术前临床资料显示，急性期(n=20)及亚急性期(n=17)患者自发病起至 TEVAR

术时间间隔分别为 8.45±3.56 天、26.71±12.01 天，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B型主

动脉夹层急性期行 TEVAR术患者的平均年龄较亚急性期组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全组患者 TEVAR术前和术后末次 CTA测量结果显示，在主动脉夹层近段 1/3，两组均表现出显

著的真腔增大及假腔减小（P<0.05）；中段 1/3，急性组真腔及假腔的变化明显，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而亚急性组仅真腔变化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假腔变化不

明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远段 1/3，急性组和亚急性组真假腔的变化均较小，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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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主动脉夹层患者在急性期和亚急性期行 TEVAR术，术后都能获得一定程度的主动脉重

塑，夹层近段重塑效果最好，中段次之，远段主动脉重塑缓慢。亚急性组假腔变化仅在夹层近

段较明显，因此急性组主动脉重塑效果可能优于亚急性组。 

 

 
EP-1369 

中西医结合介入法治疗难治性输卵管阻塞性不孕 3852 例分析 

 
谭一清 

武汉市第三医院 430000 

 

目的：研究中西医结合介入法（FTR联合医用臭氧灌注治疗）对治疗输卵管堵塞性不孕临床症

状的改善作用。 

材料与方法：回顾性分析 2008年 3月-2015年 5月笔者进行输卵管堵塞性不孕介入治疗的

3852例患者，继发性不孕 3162例，原发性不孕 690例，输卵管中近段堵塞者 1782例，通而

不畅者 1295例，轻中度积水者 775例。 

手术选择在 DSA机器下进行，手术时间选择在患者月经干净后 3-7天。患者取截石位，常规消

毒铺巾后，将一次性通水导管插至子宫腔，灌注浓度为 30μg/ml 的 O3 10ml，进行杀菌消

炎，预判输卵管阻塞情况，在屏幕导向下经导管注入 320mgI/m1 欧乃派克 10-15ml，以确定子

宫大小形态及输卵管的阻塞部位、程度，需要疏通者，撤出造影导管，换用输卵管再通导管，

在电视监视下选择性插至输卵管开口，后将微导管插至输卵管近段，引入导丝，轻柔渐进地将

微导管、导丝推入输卵管腔，并与选择性注药、O3灌注交替进行，手感克服阻力后撤除，再

次造影证实动态观察输卵管的走行和伞端的情况，如造影剂弥散进入盆腔，遂摄片，后由导管

进行其它药物灌注，两侧输卵管分别注入丹参注射液各 5ml、庆大霉素、α-糜蛋白酶、地塞

米松及生理盐水 5ml。 

术后图像阅读，资料汇总，统计疏通成功率；6月后随访，统计宫内妊娠率及其他临床症状改

善情况。临床症状包括：痛经、月经稀少、月经颜色黑暗、非经期腹痛、腰酸、白带增多、白

带异味、宫内妊娠率。 

结果：输卵管插管成功率 100%，无一例发生输卵管穿孔等严重并发症；疏通成功率平均

92.55%，6月内的宫内妊娠率 46.88%，12月内的宫内妊娠率 68%，均高于文献报道。症状改善

方面：痛经改善者 90%，月经稀少改善者 89%，月经颜色改善者 90.5%，白带改善者 86%，腰酸

改善者 87.8%。 

结论：中西医结合介入法对输卵管堵塞性不孕患者临床症状的改善作用明显，疗效显著，值得

进一步推广。 

  

 

 

EP-1370 

血管内介入治疗基底动脉顶端分叉部动脉瘤的疗效分析 

 
李安,赵卫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650032 

 

【摘要】目的 探讨血管内介入治疗基底动脉顶端分叉部动脉瘤的疗效。方法 回顾性分析血

管内栓塞治疗的 16例基底动脉顶端分叉部动脉瘤患者的影像学及临床资料、手术治疗经过、

治疗效果及术后随访结果。结果 单纯栓塞 5例，单支架辅助弹簧圈栓塞 7例，“Y”型支架技

术辅助弹簧圈栓塞 2例，双微导管技术栓塞 2例。术后即刻 DSA 造影显示，12例完全栓塞，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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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近全栓塞，术中未发生动脉瘤破裂情况。格拉斯哥预后评分（GOS）示 5分 11 例，4 分 4

例,1例患者术中支架塌陷致左侧大脑后动脉闭塞，术后因脑梗塞死亡，为 1分。对 15例患者

均随访 3～41个月，无术后再出血及新发神经功能障碍病例。结论 血管内栓塞治疗基底动脉

顶端分叉部动脉瘤是一种微创、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选择适宜的血管内介入治疗技术个体化

治疗很重要。 

 

 

 

EP-1371 

基于 DSA 的非急性期颅内椎基底动脉闭塞的 

侧枝循环评估方法：NAVAS 评分 

 
贺迎坤,李天晓,王子亮 

河南省人民医院 450003 

 

目的：基于数字减影血管造影技术（DSA Digital Subtraction Angiography）对脑动脉闭塞

侧枝循环的评估价值，提出侧枝代偿评分方法，用于预测非急性期颅内椎基底动脉闭塞患者的

预后。 

方法：基于前瞻性数据回顾性分析 2014年 1月～2015年 12月在河南省介入治疗中心经 DSA

确诊的非急性期颅内椎基底动脉闭塞的患者 103例。6分法量化侧枝循环代偿能力，运用泊松

回归分析侧枝循环与预后不良的相关性。定义预后不良是 90天 mRS（modified Rankin 

Scale）为 4，5或死亡。危险因素包括性别，年龄，合并症，既往卒中史，入院 NIHSS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Stroke Scale score），责任闭塞部位，治疗方案等。 

结果：21例代偿差（0～3分），48例代偿中（4分），34例代偿好（5～6分）。代偿好组预

后不良风险低于代偿差组，RR值：0.19，95%置信区间：（0.06～0.63）；代偿中组预后不良

风险低于代偿差组，RR值：0.29，95%置信区间：（0.13～0.66）。 

结论：该侧枝循环评分可用于预测非急性期颅内椎基底动脉的 90天不良预后。 

 

 
EP-1372 

CT 引导下氩氦刀冷冻消融治疗平滑肌肉瘤临床疗效观察 

 
申玉鑫,周志刚,王猛,高剑波,潘元威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 探讨 CT引导下经皮穿刺氩氦刀冷冻消融术治疗平滑肌肉瘤的安全性及临床疗效。 方

法  选取 2012年 1月至 2016年 1月于我科就诊的平滑肌肉瘤患者 25例，采用 CT引导下氩

氦刀冷冻消融治疗，对治疗后局部靶病灶变化、术后无进展时间、生存率等进行动态随访观

察，并记录并发症情况。 结果  本组 27例患者，术后即刻 CT扫描根治冷冻融 13例

（52%），显著减瘤冷冻 11 例（44%），有效减瘤冷冻 1 例（4%），无效减瘤冷冻 0例

（0%）。术后 3个月复查 CT，按实体瘤评价标准，其中完全缓解(CR)14例，部分缓解(PR)8

例，病灶稳定(5D)1例，缓解率(CR+PR)为 88％。局部 PFS9.4±6.2 月，1年生存率 64%，2年

生存率 48%，3年生存率 32%。本组病例未见出血、肿瘤溶解综合征等严重并发症，无手术相

关死亡病例发生，术后出现发热、皮肤冻伤、术后即刻局部疼痛加重、神经损伤，对症处理后

均消失或缓解。  结论  CT引导下经皮穿刺氩氮刀冷冻消融术治疗平滑肌肉瘤近期疗效肯

定。是一种安全可靠、值得推广的微创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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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373 

自制定位器在 CT 引导下经皮穿刺消融术中的应用 

 
张永远,周志刚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CT引导下经皮穿刺术因创伤性小、使用简便快捷，现临床已广泛应用。此种技术不但能为

疾病提供组织细胞学检查标本，而且是经皮局部消融的基础。根据临床观察及经验，穿刺的准

确率及并发症一直是消融术的两大课题。消融术对进针有较高要求，尤其是多根针消融，要求

垂直或平行进针方能达到预期疗效。最佳进针点选择后，穿刺的准确率是由进针深度与角度两

个因素决定的。进针深度可由 CT机随带的软件进行准确测量，而目前很多医院在进行穿刺过

程中仍然依靠徒手盲穿，这须凭借操作者对规划角度的主观判断来大概确定穿刺角度，然而在

对体积较小且离进针点距离较远的病灶进行穿刺时，角度稍有偏差即会使穿刺失败，治疗更无

从谈起。再加上消融针自身的重力，操作者离开时，患者的体位和呼吸均可影响进针时的状

态，需要把消融针适当固定。如果在进针时光凭操作者感觉来判断进针角度将很难保证进针方

向的准确性，多次穿刺不成功将造成操作医师心理负担增加和导致患者术中出现气胸等并发

症。 

   查阅国内外文献报道，一些学者研制的机械定位器，如自制栅栏定位器，辅助角度仪等

只局限进针点的定位和选择，而且国外的定位器价格不菲，设计较为复杂，但进针角度的导航

及消融针固定仍属空白。 

   综上原因对定位器进行技术攻关，设计出角度定位准确、持针牢固，穿刺一次性成功率

高，且制作成本低廉，有较高推广价值的定位器。 

 

 
EP-1374 

IVIM-DWI 在肝细胞癌 TACE 治疗反应评价中的价值 

 
彭娟

1,2
,杨林

1
,张小明

1
 

1.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2.四川省人民医院金牛医院 

 

目的：探讨体素内不相干运动扩散加权成像（IVIM-DWI）评价肝细胞癌（HCC）经导管动脉化

学栓塞（TACE）治疗反应的价值。 

材料与方法：收集 2015年 1月至 2016年 12月在我院接受 TACE治疗的 HCC患者共 20例(共

31个病灶)。所有患者在首次 TACE术前 1~3天及术后 30~40 天运用 GE3.0TMRI仪，行常规 MRI

平扫、IVIM-DWI扫描及动态增强扫描。分别测得 ADC, Dslow, Dfast 和 f值。TACE前后各参

数采用配对 t检验；肿瘤区及非瘤区间各参数使用独立样本 t检验；反应组和无反应组各参数

使用独立样本 t检验；并运用 ROC曲线比较各参数预测 TACE治疗反应的效能。 

结果：瘤区的 ADC、Dslow和 Dfast值在治疗前后均有统计学差异；非瘤区各参数在治疗前后

均无统计学差异。TACE治疗前后反应组和无反应组间 ADC、Dslow、Dfast值有统计学差异。

ADC、Dslow、Dfast预测患者 TACE治疗反应的 AUC分别为 0.783、0.797、0.847。 

结论：IVIM-DWI成像参数能够作为定量指标评价 HCC患者 TACE治疗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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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375 

Minimizing errors in CT guided biopsy with dual 

energy Spectral images 

 
duan haifeng,Jiā Yongjun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haanx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712000 

 

 

To evaluate the values of using monochromatic images in dual-energy Spectral CT to 

improve image contrast for better avoiding necrotic and vascular areas when 

selecting the target in CT guided biopsy. 

METHOD AND MATERIALS 

Methods: 40 cases with pulmonary tumor mass were imaged by dual-energy spectral CT 

imaging including a non-contrast and contrast-enhanced scan before biopsy. Two 

types of images: 120kVp polychromatic and monochromatic image sets from 40keV-

140keV were reconstructed and analyzed using the Gemstone Spectral Imaging (GSI) 

viewer on an AW4.6. CT value and standard deviation of artery and tumor were 

measured to calculate their contrast-to-noise ratio (CNR). The optimal energy 

level for obtaining the best CNR for the artery (A) and the solid component of 

tumor mass (B) were automatically obtained. A 3-score classification system was 

used by two observers to evaluate the performance of the 120kVp images and optimal 

energy images in visualizing arteries and tumors, and the CT value difference 

between solid component of tumor and the necrosis in 120kVp images and optimal 

energy images (B) were compared by single factor variance analysis. Biopsy 

pathology and clinical follow-up were used to validate the performance of using 

the optimal energy images. 

RESULTS 

The optimal energy levels for obtaining the best CNR were 62.58±2.74keV for 

arteries (A) and 64.11±1.91 keV for tumors (B). Images at the optimal energies 

had higher classification scores (2.72±0.61 vs. 2.38±0.69 for Reviewer 1, and 

2.72±0.51 vs. 2.42±0.73 for Reviewer 2, all p<0.05). The CT number difference 

between the solid component of tumor mass and the necrosis area was increased to 

52.34±13.15HU with the optimal energy spectral image from the 41.22±16.17HU with 

120kVp image (p<0.001). Compliance rate of biopsy pathology and clinical follow-up 

was 100%. Only 1 patient coughed blood after biopsy. 

CONCLUSION 

Monochromatic images at approximately 63keV in dual-energy spectral CT pulmonary 

angiography for imaging tumors yielded the best CNR for display arteries and tumor 

structures for more precise biopsy lo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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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376 

Aortic remodelling after thoracic endovascular aortic 

repair for acute and subacute type B aortic 

dissection 

 
Zhou Yi,Yang Lin,Zhang Xiaoming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orth Sichuan Medical College 637000 

 

Purpose: To investigate aortic remodelling after thoracic endovascular aortic 

repair (TEVAR) for acute and subacute Stanford type B aortic dissection (AD) 

patients. 

Methods: Clinical data of 37 Stanford type B aortic dissection patients who 

received TEVAR treatment in our hospital between July 2012 and February 2017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sed. These 37 patients were 31-82 years old with a mean age 

of 57.6 ± 10.9 years, and the group included 31 men and six women, with 20 cases 

in the acute phase and 17 cases in the subacute phase. The maximum diameter of the 

aorta, the maximum diameter of the false lumens (FLs) of the dissection, and the 

diameters of the true lumens (TLs) and FLs in the middle plane of the proximal-

third, middle-third, and distal-third segments of the aorta in the dissection 

range before and after TEVAR treatment were measured. Comparisons of measurement 

data before and after TEVAR treatment were performed using t test. Count data were 

examined using the ⅹ² test. A value of α=0.05 indicated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Results: Among the 37 patients included in this study, six patients had endoleak 

(16.2%). No perioperative deaths occurred. Analyses of CTA measurement results 

before TEVAR and the final evaluation after TEVAR showed that the maximum 

diameters of the aorta and FLs in the 37 dissection patients after TEVAR treatment 

all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The diameters of TLs in the middle plane of the proximal-third and the middle-

third segments of the aorta in the dissection rang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while 

the diameters of the FLs significant decreased. The diameters of TLs and FLs in 

the middle plane of the distal-third segment did not change significantly.  

After TEVAR treatment, except for the diameters of FLs in the middle plane of the 

distal-third segment in the acute group, which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the trend 

of changes of the other diameters in the acute group and the subacute group was 

consistent with that of all diameters of the total group. None of the changes in 

the diameters after TEVAR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the acute group and 

the subacute group (all P˃0.05).   

Conclusion: TEVAR is an ideal method for treating type B AD. Acute and subacute 

ADs can both achieve better aortic remodelling after TEVAR; thoracic aorta 

remodelling in the stent segment showed the best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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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377 

无水乙醇治疗肾血管平滑肌脂肪瘤的经验探讨 

 
张冀云,赵云秋 

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 650000 

 

摘要：目的 总结无水乙醇在治疗肾血管平滑肌脂肪瘤中的临床应用价值，探讨该治疗方法的

操作经验，并对其疗效进行评估。  

方法  收集我院 2012年至 2016间介入治疗肾血管平滑肌脂肪瘤共计 48例：男性 15 例，女

性 33例。年龄 12~57岁。其中血尿表现 6例，腹部疼痛 29例，3例行患肾切除术后孤肾病灶

新发。48例患者中双肾多发病灶 14例，单肾多发病灶 17例，单肾单发病灶 17例。病灶直径

>5cm且<10cm者 6例，病灶直径>10cm者 2例。病灶内合并假性动脉瘤 13例。根据术中造影

情况及病灶大小性质选用不同比例混合栓塞剂（无水乙醇、碘化油、对比剂）对病灶进行栓塞

治疗，术中严密监视栓塞范围及混合栓塞剂流向，避免栓塞剂反流导致正常肾组织损伤。如采

用单纯栓塞效果不理想，可加用弹簧圈对病灶供血动脉进行栓塞。23例采用单纯栓塞剂进行

栓塞，25例采用栓塞剂加弹簧圈综合治疗方法对病灶进行栓塞。13例病灶内合并假性动脉瘤

患者先使用单纯栓塞剂对病灶栓塞，待病灶供血动脉血流减缓，再加以弹簧圈对病灶责任动脉

进行永久栓塞。 

结果  48例患者经行无水乙醇栓塞治疗术均获得成功。术后 11例患者出现不同程度发热，

采取对症支持治疗后情况改善。6例患者经栓塞后血尿症状逐步改善消失。术后三天对肾功能

进行检测（血肌酐、尿素氮水平趋于正常）。术后 1月、3月 CT扫描观察病灶无增大，增强

扫描病灶无强化。 随访观察 6月、12月，2例患者出现复发，复发率 4.2%。对新发病灶采用

栓塞治疗后继续回访观察未出现异常情况。 

结论  无水乙醇超选择性肾动脉介入栓塞治疗肾血管平滑肌脂肪瘤，术中应严格操作，避免

栓塞剂反流，最大限度保护正常肾组织不被破坏，该治疗方法疗效好、创伤小、复发率低，值

得应用推广。 

  

 

 
EP-1378 

甲状腺动脉栓塞联合气道支架置入治疗难治性甲亢及其所致

气道狭窄 

 
石潆,赵卫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650032 

 

目的 探讨同时行甲状腺动脉栓塞及气道支架置入对临床难治性 Graves病的疗效，及其对甲状

腺肿大所致气道狭窄的改善情况。分析其临床应用价值及总结治疗经验。 

方法 收集我科 2015年 10月至 2017年 5月 5例 Graves 患者，均为无外科手术切除指征及甲

肿压迫致气道狭窄患者，年龄 62~88岁，均为女性。5例患者均于同一天先行气道狭窄支架置

入术，观察 1小时呼吸困难有效改善后行双侧甲状腺上动脉及下动脉栓塞，栓塞材料

Embosphere栓塞微球 100-300μ或 300-500μ。比较栓塞前后各时段甲状腺体积，T3、T4、

TSH、TGA及 TMA的变化。 

结果 支架置入即刻呼吸困难明显改善 4例，1例 1周内有效改善。栓塞后 1周、1月及 3月内

甲状腺体积逐渐缩小（P＜0.05、P＜0.01、P＜0.01）。T3、T4 1月内达正常水平（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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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TSH、TGA、TMA无明显变化。一次性栓塞成功率 100%，有效率 77%。无异位栓塞，无

血管神经损伤，。术后发生甲亢危象 0例，周期性麻痹 1例，经积极治疗后痊愈。 

结论 甲状腺动脉栓塞联合气道支架置入治疗难治性甲亢及其所致气道狭窄有效解决了传统方

法难以实施治疗的临床难题，为病人争取了时间、有效率高。但手术操作需精细、严谨，严防

严重手术并发症发生。 

  

 

 

EP-1379 

射频消融联合 TACE 治疗原发性肝癌例疗效分析 

 
柳永红,吴军 

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730046 

 

目的：评价 CT引导下经皮射频消融治疗原发性肝癌的疗效。 

方法：术前全部患者均经 B超、MRI、CT、甲胎蛋白、病理等检查并结合病史确诊原发性肝癌

患者 60例。全部病例均选择直径小于 5cm，单个或不超过三个的原发性肝癌进行治疗，根据

病灶位置及范围初步设计穿刺部位及路径、需消融范围、治疗需要功率、时间等。 

结 果:60 例患者 68病灶中直径大于 3m的 19个( 占 33.9 % ) 能经一次射频消融损毁,CT或

MRI随访 1一 6个月,CT平扫和增强扫描均为低密度形,MRIT1加权为略高信号,T2加权为等信

号或略低信号,二者均提示肿痛无血供完全坏死。小于 3 c m的 37个( 占 66.0%)。68 例患者

中单个肿瘤 58例，两个肿瘤 6例、的、三个肿瘤 2例。术后 1-6个月 CT或 MRI随访，68个

肿瘤中 60个病灶血供完全坏死,5个病灶术后复查 CT增强仍有少量血供，3例术后 6个月原位

有复发。射频消融治疗后半年随访瘤体平均减小 2.3 cm。AFP阳性人数 42例,术后转阴 37例

(占 83.9% );CEA阳性人数 6例,术后 CEA转阴 l例(占 17 % );CA199 阳性人数 23例,术后均有

不同程度下降。 

结论：① TACE 可以阻断大部分的肿瘤血供,减少了“热沉积效应”（流经射频热源旁的血管

可能因为流动的液体带走了热量而导致活体靶组织不能有效升温 ）。② TACE 引起的缺血和

炎症反应可导致癌组织及周边组织水肿,使肿瘤组织局部吸收消融能力增强。③TACE 可以使较

大的病灶缩小,有利于射频消融治疗。另外,对于较大肿瘤多针多点的射频消融可以更好的杀伤

栓塞不完全或残留病灶,提高了较大肝癌的完全坏死率。④射频消融有利于化疗药物进入肿瘤

细胞内,增强化疗药物对肿瘤细胞的杀伤作用。 

总之,射频消融联合 TACE治疗肝癌具有协同作用,在延长原发性肝癌患者的生存期方面优于单

纯 TACE治疗,而且不良反应较少,这为治疗原发性肝癌提供了一条新的有效的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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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380 

Balloon dilatation for hepatic venous outflow 

obstruction following pediatric liver transplantation 

 
Zhang Zhi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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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 Tian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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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u Zhij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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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i 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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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 Li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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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 

Zhenc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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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ao Guow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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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epartment of Interventional Radiology， Beijing Friendship Hos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2.Department of Transplantation Surgery， Beijing Friendship Hos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3.Department of Radiology， Beijing Friendship Hos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Objective: It remains controversial whether balloon dilatation should be adapted 

in children with hepatic venous outflow obstruction (HVOO). This retrospective 

study was conducted to evaluate the data of pediatric patients who underwent 

endovascular angioplasty for HVOO following liver transplantation in our institute 

since 2013. This study presents our successful treatment of HVOO in a series of 

five children using balloon angioplasty. 

Methods: A total of 246 pediatric patients, who were <18 years old, underwent 

liver transplantation in our institute between June 2013 and September 2016. Among 

these patients, five patients were finally diagnosed with HVOO. The clinical 

features of these five children were analyzed, including demography, type of donor 

and liver transplant, interventional examination, and treatment outcomes. 

Results: Five children (seven procedures for six stenotic lesions) were treated 

successfully with balloon angioplasty without stent placement. All patients 

received percutaneous interventional management successfully. In the total of 

seven episodes of balloon angioplasty across the stenosis, the mean pressure 

gradient was 12.0 ± 8.8 mmHg before balloon dilatation and 1.1 ± 1.5 mmHg after 

the procedures, achieving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05). There were no major 

procedural complications and procedure-related deaths during the subsequent 

follow-up period. 

Conclusion: Balloon dilatation is an effective and safe treatment for HVOO in 

young patients subjected to pediatric liver transplantation, and re-venoplasty is 

recommended even in patients with recurrent HVOO. 

 

 
EP-1381 

影响难治性产后出血介入治疗疗效的相关危险因素分析 

 
庞宁东,赵超,谢春明,杨敏玲,冯对平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030000 

 

【摘要】目的：探讨影响难治性产后出血介入治疗效果的危险因素。方法： 2012年 1月

~2014年 9月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共收治难治性产后出血行介入治疗患者 64例，其中止血

成功 57例，失败 7例，观察止血成功及失败两组患者的临床资料，对止血失败的可能原因行

多因素分析。结果：对止血失败的各可疑因素行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瘢痕子宫史、宫缩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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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使用、宫缩乏力及胎盘因素在两组中的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其行多因素

logistics回归分析显示瘢痕子宫史、宫缩剂的联合使用是难治性产后出血介入失败的危险因

素，OR值分别为 11.23（95%CI为 1.26~100.22）、12.83（95%CI为 1.05~156.34）。结论：

瘢痕子宫史及宫缩剂的联合使用是难治性产后出血介入失败的危险因素。 

 

 

EP-1382 

基于真实世界 TACE 联合槐耳颗粒治疗 HCC 临床研究 

 
董德硕,刘兆玉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观察 TACE联合槐耳颗粒治疗 HCC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探索影响预后的相关因素。方法:

采用真实世界研究，2014年 9月至 2016年 12月共 751例 HCC患者入组，实验组行 TACE 联合

槐耳颗粒治疗，对照组行 TACE治疗。观察指标为 PFS、药物不良反应。结果：截止 2017年 6

月，678例患者可评估，总体中位随访时间 282d，实验组 330例 mPFS 381d，对照组 348例

mPFS 237d，Kaplan-Meier 法分析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003)。COX回归显示 BCLC A 期、

ECOG 0分、Child-Pugh A级、AST/ALT＜2、无 PVTT者 mPFS更长，其中 ECOG、Child-Pugh

分级、AST/ALT和有无 PVTT 是此类患者的独立风险预测因子。随访期间 31例患者出现不良反

应，其中以恶心、呕吐多见，均可自行缓解。结论：TACE联合槐耳颗粒治疗 HCC具有良好的

临床疗效和安全性，尤其是 ECOG 0分、Child-Pugh A级、AST/ALT＜2、无 PVTT者获益更

大。 

 

 
EP-1383 

经胃左动脉注入 VX2 瘤粒建立兔胃癌模型 

 
冯国栋

1
,余辉、席玮、武贝、陈骏

1
,冯建防

2
 

1.江苏省肿瘤医院 

2.河南省济源市中医院 

 

 

目的 探讨经胃左动脉注入 VX2瘤粒建立兔胃癌模型的可行性。 方法 18只新西兰大白兔，经

股动脉行胃左动脉造影，再经导管输注 VX2瘤粒（0.5×0.5mm）。术后第 2、4天分别随机取

3只实验兔获取胃大体标本并行病理学检测，术后 1周给剩余实验兔行食管胃消化道钡餐造影

及 DSA胃左动脉造影，随机取 3只实验兔处死行病理学检查。余 9只实验兔待其自然死亡，记

录生存时间并获取标本进行病理学检查。结果 术后第 2、4天大体标本可见胃底近大弯侧局部

粘膜水肿和溃疡形成。镜下见局部粘膜缺失，呈溃疡改变，粘膜下水肿明显，局部动脉血管内

可见癌栓，未见明显粘膜及肌层肿瘤侵犯。剩余实验兔接种后 1周全部存活，钡餐造影见胃底

贲门处粘膜紊乱，病灶区域见压迹及双边征。DSA造影见胃底贲门处富血供病灶，染色明显。

1周后大体标本见胃底部病灶呈火山口样溃疡，周边粘膜明显充血、紊乱。镜下见肿瘤主要位

于肌层并向粘膜层及浆膜层侵犯。余 9只实验兔术后中位生存时间为 12天，大体标本见胃病

灶穿孔，周边区域粘膜紊乱，明显充血水肿。镜下见肿瘤侵犯胃壁全层。本组实验兔胃癌建模

成功率为 100%（18/18）。结论 DSA引导下经胃左动脉输注 VX2瘤粒可成功建立兔胃癌模型，

可用于介入动脉化疗栓塞、影像诊断学及外科学等相关方面的实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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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384 

中晚期肺癌不同血供来源与介入灌注化疗栓塞治疗评价 

 
郭元星,李向东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 510010 

 

目的：总结中晚期肺癌的不同血供来源，为介入治疗提供依据，同时研究与探讨供血动脉化疗

栓塞治疗中晚期肺癌的安全性和临床应用价值。材料与方法：（1）采用 Seldinger技术股动

脉穿刺以 5－F Cobra造影管行支气管动脉造影，回顾性分析 26例中晚期肺癌供血动脉造影征

象；（2）明确支气管动脉分支及肿瘤血供情况后,超选至靶血管进行供血动脉化疗灌注

（BAI）或合并栓塞（PAI），本组 BAI 18例，BAI+PAI 8例，间隔 3～4周。结果：所有中晚

期肺癌均以支气管动脉供血，其中 2例起源于锁骨下动脉。10例异常的供血动脉，其中 2例

由甲状颈干参与，3例由肋间动脉发出，3例由胸廓内动脉参与供血，2例由膈动脉参与供

血。疗效判定：完全缓解 2例，症状明显改善、肿瘤缩小 15例，症状稳定减轻 7例，无改善

2例。未发生严重并发症。结论：对中晚期肺癌进行 BAI 治疗时 ,应详细了解肿瘤的供血情

况 ,明确有无多支供血。中晚期肺癌除支气管动脉供血外，依据其部位可能还有肋间动脉、锁

骨下动脉、胸廓内动脉、膈动脉参与，提出要对以上每条供血动脉支常规化疗灌注，从而达到

立体灌注的疗效。支气管动脉栓塞治疗中晚期肺癌是一种安全、有效、操作简便、损伤小的治

疗方法。能明显延长患者寿命，改善患者生活质量。 

  

 

 

EP-1385 

Uterine Artery Embolization vs. Myomectomy for 

Symptomatic Uterine Fibroid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Wang Zhongmin,Gong Ju,Xia Ning 

Rui Jin Hospital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00020 

 

Objective 

 Uterine fibroids are the most common benign gynecologic tumors. Uterine artery 

embolization (UA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method of non-surgical treatment for 

symptomatic uterine fibroids. 

Methods 

A search was conducted in the Cochrane Library, PubMed, Embase and Web of Science 

databases to collect studies that compared UAE with MY for the treatment of 

symptomatic uterine fibroids, with publication dates from database inception to 

April 2015. Two reviewers independently screened the studies and extracted the 

data. The meta-analysis was conducted using RevMan 5.3 software. 

Results 

A total of 12 studies involving 1339 patients were included. The results of the 

meta-analysis showed that recovery time and length of stay were reduced for UAE 

compared with MY. In contrast,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minor 

post-procedural complications within 1 year, major post-procedural complications 

within 1 year, patient satisfaction after 1-2 years of follow-up, the recur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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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fibroids, or the need for further interventions within 2 years of follow-up or 

in health-related quality of life (HR-QOL). However, for patients undergoing UAE, 

the serum levels of follicle-stimulating hormone (FSH) after the procedure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Both UAE and MY could preserve potential fertility, but MY 

was better than UAE in this respect. 

Conclusions 

Generally speaking, compared with MY, UAE is a safe and effective method for 

treating uterine fibroids. And UAE has the advantages of the shorter hospital stay 

and recovery time compared with surgery. However, UAE has a lower chance of 

success in women who plan to get pregnant. 

 

 
EP-1386 

CT-guided 125Iradioactive seeds implantation in 

treatment of spinal metastatic tumors 

 
Chen Zhijin,Lu Jian,Zhang Liyun 

Luwan branch of Ruijin Hospital Affiliated to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00020 

 

Objectiv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amine the safety and clinical 

efficacy of CT-guided radioactive 
125
I radioactive seed implantation treatment in 

spinal metastatic tumors with spinal compression. Methods: W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20 cases of spinal metastatic tumors. All the patients suffered severe 

pain, 12 of them accompanied with nerve function impairment .All patients were 

planned using treating planning system (TPS). Twenty-four spinal metastatic tumors 

were treated by CT -guided radioactive
 125

I seed implantation. A median of 19  
125
I 

seeds were implanted. Numerical rating scale was used to evaluate pain relief. 

ASIA criteria was used to evaluate nerve function. WHO efficacy evaluation 

criteria was used to evaluate efficacy for treating spinal metastatic tumors. 

Results: Twenty cases were followed for a median of 15.3 months. The rate of pain 

relief was 95%. The median survival time for all of the patients was 16 months. 

The cumulative 6- and 12-month survival rates were 100% and 78.81%, respectively. 

The median control time for all of the patients was 12.5 months. The 3-, 6-, and 

12-month cumulative local control rates were 100%, 95%, and 60%, respectively. 

The neural function recovery rate was 50% (6/12) three months after
 125

I seeds 

implantation. No major complications were observed. No 
125
I seeds were lost or 

migrated to other tissues or organs. Conclusions: CT-guided radioactive 
125
I seed 

implantation is a safe, effective, and minimally invasive method for the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spinal metastatic tumors with spinal compression. It is a 

possible alternative therapy for the treatment of spinal metastases. 

 

 

 

 

 

 

http://dict.cnki.net/dict_result.aspx?searchword=%e4%bc%b4%e6%9c%89&tjType=sentence&&t=accompanied+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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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387 

Preliminary effect and safety of image-guided 

irreversible electroporation abla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renal cell carcinoma 

 
lu jian,Gong Ju,Xia Ning 

Luwan branch of Ruijin Hospital Affiliated to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00020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preliminary effect and safety of irreversible 

electroporation (IRE) for renal-cell carcinoma. Methods 4 patients with renal-cell 

carcinoma having no indication of operation were enrolled. Operations were 

performed under genetal anesthesia. The therapeutic efficacy was evaluated 

according to response evaluation criteria in solid tumors of WHO. Results All the 

procedures were completed successfully. The tumour volume was (16.84±16.45) cm3 

(0.9-40.8 cm3). The procedure time were (76.40±19.40) minutes (42-88 minutes). 

The total procedure rounds were (7.00±0.71) times (6-8) times. The total number 

of pulses were (1706.00±587.78) times (750-2240) times. No obvious complications 

occurred during and after IRE. Enhanced CT and/or MRI scans were performed 

immediate postoperative, 1month and 3 months after operation. All lesions showed 

hypodense / low signal ablation areas without enhancement and the peritumoral 

tissue were undamaged. The postoperative 3 months dynamic imaging showed complete 

response (CR) in all 5 lesions. Conclusion CT-guided percutaneous IRE is safe and 

effective in patients with renal-cell carcinoma and can be a promising alternative 

way to treat renal-cell carcinoma with no indication of operation. 

 

 

EP-1388 

Prognostic Value of Glypican-1 for Patients with 

Advanced Pancreatic Adenocarcinoma after 

Interventional Therapy   

 
钱 景瑜,Tan Yulin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bengbu medical college 233000 

 

Objective 

Interventional therapy is a potential alternative treatment for advanced 

pancreatic adenocarcinoma with less systemic adverse effects, while specific 

biomarker to determine its prognosis is still extremely lacking. Emerging 

evidences has shown that Glypican-1 (GPC1) in extracellular vesicles (EVs) 

represents a novel diagnostic or prognostic biomarker for pancreatic cancer.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whether GPC1 in EVs could serve as a 

predictor of interventional therapy outcome in patients with advanced pancreatic 

carcin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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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A total of 23 patients with advanced unresectable pancreatic adenocarcinoma were 

recruited. Evs in circulation were isolated and then GPC1
+
 EVs were detected 

using flow cytometry. 

Results 

Compared to healthy donors, GPC1+ EV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patients with 

pancreatic adenocarcinoma. After interventional therapy, GPC1+ EVs 

was slightly decreased and Kaplan-Meier survival analysis showed that pancreatic 

adenocarcinoma patients with greater decreased GPC1+ EVs after interventional 

therapy increased survival. 

Conclusions 

GPC1+ EVs is increased in patients with pancreatic cancer, but downregulated 

after interventional therapy. Moreover, GPC1+ EVs high expression are associated 

with poor prognosis, suggesting its potential clinical values to evaluate the 

outcome of interventional therapy.  

  

 

 

EP-1389 

海藻酸钠微球联合碘化油栓塞治疗乏血供肝癌的疗效及安全

性分析 

 
钱景瑜,谭玉林 

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233000 

 

[摘要]目的 探讨海藻酸钠微球（KMG）栓塞剂联合碘化油（LP）在乏血供肝癌患者行肝动脉

化疗栓塞术（TACE）中的应用效果及安全性。方法 选取我院 2011年 3月～2013年 3月间经

病理结果证实的 82例乏血供肝癌患者，按照随机对照原则将患者分为观察组及对照组，每组

各 41例，观察组患者应用 KMG联合 LP行 TACE治疗，对照组患者行常规 TACE治疗，观察两组

患者治疗 4周后的生化指标，治疗后对患者进行 3个月、6个月及 15个月的随访，观察近期

疗效、远期疗效、生存率及不良反应情况。结果 治疗 4 周后，观察组患者的 ALT、AST及 AFP

水平均低于对照组患者，而 ALB水平高于对照组患者，四项指标的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观察组患者治疗有效率为 56.1%，高于对照组患者的 43.9%，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两组患者在不良反应发生率方面的差异未见统计学意义（P＞0.05），未发生

肝功能衰竭、肝破裂出血、异位栓塞等严重并发症。观察组患者治疗后 3个月生存率为

92.7%，高于对照组患者的 80.5%，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在治疗后 6

个月和 15个月内生存率之间的差异未见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KMG联合 LP在乏血供

肝癌患者的 TACE治疗中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临床疗效较为可靠，安全性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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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390 

不同栓塞剂治疗急性大咯血的疗效 

 
陶钧,李子林,张勇 

湖北省肿瘤医院 430079 

 

目的：对比研究不同栓塞剂在治疗急性大咯血的疗效。 

方法：选取我院 2014年 9月至 2016年 9月共计 43例急性大咳血患者。根据栓塞材料不同分

为明胶海绵颗粒（明胶组）与栓塞微球（微球组）。超选择性支气管动脉插管造影后，微导管

至病变区域供血动脉行栓塞治疗，其中 15例患者注入 300-500μm明胶海绵颗粒，28例患者

注入 300-500μm 空白栓塞微球。观察对比两组治疗有效率及并发症情况。 

结果：明胶组共栓塞 15支靶血管，10名（66.7%）患者 24小时内止血，5名（33.3%）患者

48小时内止血。随访 1-2年，中位时间 1.6年，3个月复发出血 5例（33.3%），6个月复发

出血 8例（53.3%）；微球组共栓塞 30支靶血管，25名（89.3%）患者 24小时内止血，3名

（10.7%）患者 48小时内止血。随访 1-2年，中位时间 1.5年，3个月复发出血 2例（7%）；

6个月复发出血 5例（17.9%）。7例（28.6%）患者出现胸痛，次日缓解恢复，明胶组 4例，

微球组 3名。两组均无无严重并发症发生。两组 6个月内止血效果存在差异（P<0.05）,并发

症发生率无明显差异（P>0.05）。 

结论：支气管动脉栓塞微球治疗急性大咳血出血是安全、有效的方法，复发出血率较低。 

 

 
EP-1391 

栓塞术在经皮肾镜术后出血中的应用价值 

 
杜恩辅,徐霖 

十堰市太和医院 442000 

 

目的：分析肾微创手术（经皮肾镜取石术，腹腔镜肾部分切除术）术后出血原因，并探讨血管

内栓塞治疗在微创手术后出血中的应用价值。 

材料和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0～2015年期间 552例经皮肾镜取石术（PCNL）及 125例腹

腔镜肾部分切除（LPN）病例，12例术后迟发性出血。12例迟发性出血病例的临床资料及影像

学资料均回顾性分析，对患者信息（性别、年龄、病因、出血倾向因素、临床症状、影像学资

料、DSA造影及栓塞治疗预后等情况）进行总结及评估。 

结果：552例经皮肾镜取石术（PCNL）病例中，8例术后迟发性出血，术后出血率为 1.45%，8

例术后出血原因：肋间动脉假性动脉瘤 1例，肾动脉假性动脉瘤 5例，肾动脉出血伴肾动静脉

瘘 2例；125例腹腔镜肾部分切除病例中，4例术后迟发性出血，术后出血率 3.2%，4例术后

出血原因均为肾动脉假性动脉瘤。12例肾微创手术后出血病例均经血管造影（DSA）证实，且

全部行血管内栓塞治疗。栓塞材料选择：弹簧圈栓塞 11例；PVA颗粒栓塞 1例；栓塞方式选

择：损伤血管近、远端栓塞 3例，损伤血管近端栓塞 9例。12例患者均成功栓塞，术后经 4～

22月随访，所有病例未见再次出血，且随访期间未见与栓塞治疗相关的严重并发症发生。 

结论：肾微创手术后出血目前已成为临床上较常见且严重的并发症，主要为假性动脉瘤所致。

超选择性血管内栓塞治疗作为一种安全、有效的治疗手段，值得作为肾微创手术后出血治疗的

首要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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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392 

125I 放射粒子植入与伽玛刀治疗原发性肝癌 

门静脉癌栓的临床观察 

 
李海伟 

辽宁省肿瘤医院 110042 

 

目的:比较
125
I放射粒子植入与伽玛刀治疗门静脉癌栓的有效性,探讨其临床应用价值。方

法:2009年 1月至 2013年 5月的原发性肝癌合并门静脉癌栓的患者分为两组，30例采用伽玛

刀治疗，计划设计 3-10个靶点，单次剂量 3-6Gy, 2-5F/wk，照射总量 30-50Gy。治疗计划中

50%~70%的等剂量曲线包绕计划靶区(PTV)。另 30例采用
125
I放射粒子植入治疗，观察治疗后

门静脉癌栓的变化。结果:治疗后 3个月评价疗效，伽玛刀组癌栓完全消失(CR)0例(0% )，部

分缓解(PR)8例(26.6% )，无变化(SD)17例(56.7% )，进展（PD）5例（16.7%）;粒子植入组

完全消失 3例(10.0% )，部分缓解 19例(63.4% )，无变化（SD）7例(23.3% )，进展（PD）1

例（3.3%）。两组比较具有显著差异性(P<0.05)。结论:
 125

I放射粒子植入治疗门静脉癌栓近

期疗效优于伽玛刀，远期疗效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EP-1393 

CT 引导下经皮肺穿刺活检术后肺出血的发生率 

与危险因素分析 

 
张重明 

北京大学深圳医院 518036 

 

 

【摘要】：目的 评价 CT引导下经皮肺穿刺活检术后肺出血的发生率，分析肺出血的相关危

险因素。方法 选取 2013年 5月～2017年 5月于我院行 CT引导下经皮肺穿刺活检术的 347

例患者，对患者病历资料、术中 CT图像进行回顾性分析。分析可能引起肺出血的相关危险因

素，其中患者相关因素包括：年龄，性别，是否合并肺气肿，主肺动脉直径，是否服用抗血小

板药物；手术及病变相关因素包括：穿刺次数，进针角度，病变大小、形态，病变与胸膜间距

离。单因素分析使用 c
2
检验和 t检验。结果 347例患者中，168例（48.4%）术后发生肺出

血，其中咯血 25例（7.2%），1例（0.3%）发生血气胸，行胸腔闭式引流。术后肺出血危险

因素包括：女性（P=0.010）、非胸膜下病灶（P＜0.001）、小病灶（P=0.003）及亚实性病灶

（P=0.036）。CT测量主肺动脉直径增宽（≥2.9cm）与术后发生肺出血无相关性。结论 CT

引导下经皮肺穿刺活检术后发生肺出血常见，但极少需要临床干预。CT测量主肺动脉直径增

宽并不是术后发生肺出血的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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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394 

CT 引导下经皮肾镜钬激光碎石通道建立术 

 
刘希胜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10029 

 

目的：探讨 CT引导下经皮肾镜钬激光碎石通道建立手术的技术路线、方法及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32例肾盂结石患者，其中 3例患者为双侧肾盂结石，男性 21例，女性 11例，年龄 24-

56岁，其中无明显肾积水肾盂 25个，有肾积水患者 10个。在 CT引导下经皮肾穿刺，将导管

放入中后盏内，先尿液引流，待引流液中无感染征象后，利用该通道进行经皮肾镜碎石取石。

结果：35个肾盂穿刺，成功 34个，1个肾周出血而停止，穿刺成功率为 97%，并发症肾周血

肿 6例。期间 2例患者引流管脱出，重新进行穿刺，其中 30例患者进行了经皮肾镜钬激光碎

石取石术，获得良好的治疗效果。结论：CT引导下经皮肾穿刺造瘘术并发症少，疗效明显，

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EP-1395 

尾状叶肝癌 CT 联合超声引导下微波消融治疗 3 例 

 
陈嵩 

1.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摘要：【目的】为增加尾状叶肝癌治疗的可能性，评估 CT联合超声引导下微波消融治疗尾状

叶肝癌的可行性及临床效果。【方法】3例确诊为尾状叶肝癌患者经 CT联合超声引导下行微

波消融术，均术后 2个月返院复查上腹部增强 CT，观察消融后病灶内是否仍有血供，AFP 值是

否下降，并通过 RECIST标准评估肿瘤进展情况。【结果】3例患者中消融病灶内均未见血

供；1例患者 AFP术前为阴性，2例患者 AFP术前为阳性，术后均下降至阴性；2例患者肿瘤

长径缩小大于 30%，按 RECIST 标准定为部分缓解（PR），1例患者肿瘤缩小，但长径缩小小于

30%，按 RECIST标准定为稳定（SD）。【结论】CT联合超声引导下对尾状叶肝癌进行微波消

融增加了尾状叶肝癌治疗的可行性，并且短期治疗效果良好，为以后尾状叶肝癌的治疗提供了

新的途径。 

 

 
EP-1396 

IVUS 在 Stanford B 型主动脉夹层腔内修复术中的 

应用价值与 CT 和 DSA 对照研究 

 
李铁铮,韩晓峰,刘光锐,郭曦 

北京安贞医院 100029 

 

目的：对比术前 CTA和术中 DSA，探讨血管内超声(Intravascular Ultrasound, IVUS)辅助腔

内修复术(thoracic endovascular aortic repair, TEVAR) 治疗 Stanford B型主动脉夹层中

的应用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 2015年 8月~12月我科共完成 11例血管内超声（IVUS）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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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TEVAR术，入组患者均为男性，年龄 65±3.6 岁。收集术前临床及影像学信息，基于不同主

动脉层面测量值，如原发破口、气管分叉、腹腔干动脉、肠系膜上动脉和肾动脉，对比 IVUS

与 CTA和 DSA形态学上的差异，并进行统计学分析。术前观察主动脉夹层管腔受累准确范围、

锚钉区、真/假腔、破口、头颈部分支及腹腔分支；术后观察支架隔绝效果、贴壁情况、分支

血管供血变化等。结果：全部 11例患者，1例（9.1%）壁间血肿伴穿通性溃疡，10例

Stanford B型主动脉夹层（其中 7例腹腔分支受累 63.6%）。手术成功率 100%，全部进行了

术中观测，取得精准数据。对比主动脉 5个不同层面的测量值，IVUS与 CTA和 DSA无明显统

计学差异，但 IVUS术中评价假腔累及范围、原发破口位置、分辨其他破口位置、夹层逆撕方

面具有明显优势。结论：对比术前 CTA和术中 DSA，IVUS 可以帮助术者获得即刻术中直观精准

信息，值得于 TEVAR术中推广使用。 

 

 
EP-1397 

TACE 联合门脉癌栓粒子植入放疗改善肝癌合并门 

静脉癌栓患者的生存质量 

 
蒋洪春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溪山医院/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二人民医院 541002 

 

目的：探讨 TACE联合门脉癌栓粒子植入放疗治疗肝癌合并门静脉癌栓对患者生存情况的影

响。材料与方法：回顾性分析中山大学附属三院收治的原发性肝癌合并门静脉癌栓患者 35例

作为观察组，我院收治的原发性肝癌合并门静脉部分癌栓患者 42例作为对照组；所有患者的

诊断符合肝癌临床诊断标准或病理结果；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child分级及肿瘤直径等方

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 35例全部采用 TACE联合门脉癌栓粒子植入放疗治

疗；对照组 42例单纯采用 TACE治疗；两组 TACE治疗方法经导管灌注化疗药物和栓塞剂，化

疗药表柔比星、洛铂；栓塞剂采用碘油、明胶海绵、Embospheve微粒球。两组 TACE治疗方法

及治疗次数差异无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比较两组患者的近期疗效，分为完全缓解、

部分缓解、稳定和进展，完全缓解、部分缓解为总有效率、生存状况、治疗期间不良反应及生

存质量 Karnofsky。治疗结束后 1年内 1-2月随访 1次，第二年 3个月随访 1次，随访期间 6-

33个月）评分情况。结果：经过相应的治疗后观察组的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 1年生存率为 54.28%，2年生存率为 34.28%，平均生存期为

（14.87+2.12）月，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治疗期

间骨髓抑制、肝功能损害、消化道反应及放射性肝炎等不良反应的发生率比较差异无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对症处理后或治疗结束后缓解，均未出现严重不良反

应。治疗后 3个月观察组 Karnofsky评分升高明显，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结论：TACE 联合门脉癌栓粒子植入放疗治疗肝癌合并门静脉癌栓可显著提高临

床疗效，延长生存时间，改善生存质量，是治疗肝癌合并门静脉癌栓的有效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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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398 

胸骨旁入路胸腔及心包腔穿刺相关的内乳血管 CT 影像 

解剖研究 

 
倪建明,陈万海,刘君,张追阳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第二医院） 214002 

 

 

目的：探讨内乳血管的解剖类型及内乳动脉(IMA)与胸骨边缘的距离为胸骨旁入路经皮胸穿及

心包腔穿刺的穿刺路径设计提供信息。方法：采用冠状位薄块曲面最大密度投影法回顾性分析

224例胸部增强 CT的容积数据，参照修订的 Schwabegger分类法记录内乳血管的解剖类型，

并测量第 1~5肋间隙，IMA 与胸骨缘的距离。结果：单根动脉伴单根静脉是最常见的内乳血管

解剖类型（II型和 IV型，左侧占 93.3%，右侧为 75.9%），其次为 I型、III型和 V型（左侧

分别为 2.2%、2.7%和 2.2%，右侧分别为 12.5%、6.7%和 3.6%）。左右两侧 IMA与胸骨缘的距

离均没有显著性差异，第 1肋间隙距离最窄(两侧平均为(9.4±3.5) mm)，其次为第 3、第 2

和第 4肋间隙(依次为：(12.9±2.8) mm、(13.5±2.7) mm 和(14.5±3.5) mm)，最宽为第 5

肋间隙((17.4±4.2) mm) (P <0.001)。在左侧第 2、3、5肋间隙和右侧第 2肋间隙，女性

IMA到胸骨缘的距离显著小于男性（P <0.05）。不同的 IMA类型间，IMA与胸骨缘的距离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结论：多排 CT可以显示内乳血管的解剖类型，并能够准确测量 IMA与胸骨边

缘的距离，为胸骨旁胸腔及心包腔穿刺的手术路径设计提供了精确的解剖学信息。 

 

 
EP-1399 

胆道支架位置对治疗恶性梗阻性黄疸的影响 

 
张金星 

江苏省人民医院 210029 

 

【摘要】 目的  探讨胆道支架跨与不跨十二指肠壶腹部治疗恶性梗阻性黄疸患者的临床预后

差异。 方法  分析我院 2010年 1月至 2016年 3月不能手术切除且符合条件的 61例恶性梗

阻性黄疸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支架跨十二指肠壶腹部 37例，支架不跨十二指肠壶腹部 24

例，比较两组患者间支架置入术后的总胆红素下降率、支架再阻塞率、并发症发生率等方面的

差异。 结果  跨壶腹部组与不跨壶腹部组的生存期分别为：187.1±139.9 天、

179.5±133.3 天，(P = 0.730)。两组患者术后 4-7天总胆红素下降率为 53.6±23.3%、

50.9±19.1%，(P = 0.633)；术后 1个月总胆红素下降率为 84.5±13.8%、82.0±17.5%，(P 
= 0.536)。跨壶腹部组术后胆道感染 9例（24.3%），不跨壶腹部组术后胆道感染 5例

（20.8%），P = 0.751。两组患者术后临床成功率分别为：94.6%、95.8%,（P = 1.0）；支架

再阻塞率分别为：24.3%、29.2%，（P = 0.647）。 结论  两种支架置入方式均是治疗低位

胆道梗阻的安全、有效的方法，支架跨壶腹部放置未增加支架再狭窄及胆道感染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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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400 

Initial experience with real-time hybrid single-

photon emission computed tomography/computed 

tomography-guided percutaneous transthoracic needle 

biopsy. 

 
Ni Jianming,Hua Qian,Zhang Zhuiyang 

Departments of Radiolofy， Wuxi Second Hospital Affiliated to Nanjing University， China. 214002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a technique that uses real-time fusion image 

of single-photon emission computed tomography/computed tomography (SPECT/CT) to 

guide percutaneous transthoracic needle biopsy (PTNB) and test its feasibility and 

safety in patients. Twelve patients with intrathoracic lesions suspicious for 

malignancy underwent real-time 99m-technetium sestamibi SPECT/CT-guided PTNB. 

Chest SPECT/CT fusion images were used for biopsy planning and intraprocedure 

fusion of SPECT with guiding CT was used to adjust the puncture angle and 

direction. Tissues were sampled when the tip of needle was placed on the margin of 

the hyperactive area within the mass. Postoperation CT scan was performed to 

exclude acute complications. The technical success rate, complications, and 

histological results were recorded. Room time and operation time were calculated. 

All biopsy procedures fulfilled the primary endpoint of yielding diagnostic 

results: lung adenocarcinoma (n=5), lung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n=4), lung small 

cell carcinoma (n=1), mediastinum lymphoma (n=1), and pleura inflammation (n=1). 

There were no major complications. The mean room time was 74.3±10.4 (range: 57-91) 

min, and the mean operation time was 33.5±9.1 (range: 15-45) min. The average 

number of CT guiding scans was 3.2 (range: 1-4). The pilot study explored a new 

technique of real-time guidance of PTNB using SPECT/CT and verified its 

feasibility and safety. 

 

 
EP-1401 

基于激光闭塞大隐静脉主干、泡沫硬化闭塞溃疡周围的手术

联合臭氧气浴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性溃疡临床分析 

 
王鹏 

无锡市第三人民医院 214041 

 

目的:探讨基于激光闭塞大隐静脉主干、泡沫硬化闭塞溃疡周围的杂交手术联合臭氧气浴治疗

下肢静脉曲张性溃疡的临床疗效.方法:2009年 1 月—2016 年 12 月无锡市第三人民医院收治

548 例(620 条患肢)原发性下肢静脉曲张并发静脉性溃疡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两组,A 组

260 例(302 条患肢)为对照组,应用泡沫硬化溃疡周围闭塞术联合臭氧气浴换药;B 组 288 例(318

条患肢)为观察组,应用激光闭塞大隐静脉主干、泡沫硬化闭塞溃疡周围联合臭氧气浴换药治疗.

术后随访 6~48 个月,对比分析各组患肢生活质量评分、静脉性溃疡愈合时间以及并发症情况.结

果:全部患者都成功耐受手术,手术治疗技术成功率 100%.与 A 组相比,B 组的单肢平均手术时

间、溃疡愈合时间较短,治疗有效率提高,术后出院时及 6 个月后复查生活质量评分明显提高,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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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性溃疡复发减少(均 P<0.05).两组均无深静脉血栓形成、肺栓塞等严重并发症发生;一般并发

症分别为隐神经损伤、软组织感染、皮下血肿、水肿、局部条索状斑块状硬结等.B 组一般并发

症较 A 组显著减少(P<0.05),但有 8 例小腿皮肤灼伤.结论:基于激光闭塞大隐静脉主干、泡沫硬

化闭塞溃疡周围的手术联合臭氧气浴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性溃疡具有较高的治愈率,溃疡愈合时

间短,并发症少,效果显著. 

 

 
EP-1402 

金属支架治疗胰腺癌合并梗阻性黄疸患者的预后分析 

 
张金星 

江苏省人民医院 210029 

 

【摘要】 目的  探讨经皮肝穿刺途径金属支架引流治疗不可切除胰腺癌合并梗阻性黄疸患者

与预后相关的危险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2 年 1月至 2016年 9月接受胆道支架置

入术治疗的胰腺癌合并胆道梗阻患者 42例，选择性别、年龄、肿瘤直径、TNM分期、CA19-

9、血清总胆红素、胆管狭窄长度及术后是否化疗作为研究参数，评估影响该类患者生存期的

相关危险因素。 结果  单因素 Cox回归分析显示肿瘤直径、TNM分期、CA19-9及胆管狭窄长

度 4个因素是影响该类患者生存期的相关因素；多因素 Cox回归分析显示 TNM分期和 CA19-9

是影响该类患者生存期的重要因素。 结论  在对金属支架置入术治疗胰腺癌合并梗阻性黄疸

时，TNM分期和 CA19-9可能是影响患者生存期的相关因素，对评估该类患者预后有重要的参

考意义。 

  

 

 
EP-1403 

Onyx 胶栓塞治疗复杂肾动静脉畸形 

 
杨利,陈自谦,杨熙章,林志勇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 350025 

 

目的  评价经肾动脉超选择插管，注入 Onyx-18胶栓塞治疗复杂肾动静脉畸形所致血尿的安

全性和有效性。 

方法：回顾性分析了因肉眼血尿行 CT血管成像及肾动脉造影确诊的复杂肾动静脉畸形 5例。

每例均采用 Seldinger技术行右侧股动脉穿刺插管，将 5F-Cobra导管超选择到病变肾动脉行

造影检查，检出畸形血管后，分析畸形血管血供特征，辨识主要供血动脉后，将 1.5F、1.7F 

ev3微导管超选择至供血动脉，造影证实后，路径图透视下缓慢注入 Onyx-18胶，待胶填满血

管团内及供血动脉开始出现轻度反流时停止注射，造影复查畸形血管栓塞效果。 

结果：5例病例均栓塞成功，术后 4例术中尿色转淡，1-3天临床肉眼血尿消失，1例术中尿

色转清。无严重并发症，随访 2年无复发病例。 

结论：经肾动脉注入 Onyx-18胶治疗复杂肾动静脉畸形是安全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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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404 

应用 PDCA 环节质控电子护理文书持续质量改进 

 
张桂芳 

河南省人民医院 450003 

 

目的：探讨电子护理文书出现的问题及应用 PDCA环节质控持续质量改进。方法：应用 PDCA环

节质控持续质量改进模式对在院护理文件进行质量管理 8个月, 2016年 5 月 ~ 2016年 12月

实施持续质量改进模式后的质控在院护理文件。结果：应用 PDCA环节质控持续质量改进模式

后,各种电子护理文件的总体质量明显提高。 结论: 应用 PDCA环节质控持续质量改进模式不

仅能有效规范电子护理文书书写,提高护理文件书写质量,更利于培养护理人员法律意识、维护

护理人员的合法权益,值得临床推广。 

  

 

 
EP-1405 

Regional arterial infusion chemotherapy performs as 

the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for the advance gastric 

cancer: Report of three cases 

 
feng guodong

1
,Chen Jun

1
,Yu Hui

1
,Xi Wei

1
,Wu Bei

1
,Feng Jianfang

1,2
 

1.Jiangsu Cancer Hospital and Cancer Hospit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NMU) 

2. Jiyuan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ackground: Patients with advanced gastric cancer usually get a chemotherapy 

before the operation to have a high rate of R0 resection and a long-term survival. 

Recently intravenous chemotherapy was seemed as the most common approach to 

perform the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in advanced gastric cancer.  

Case summary: We herein present three patients with advance gastric cancer who got 

regional arterial infusion with oxaliplatin, etoposide and epirubicin before the 

operation as a new strategy for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Two cases received a D2 

lymph node dissection and total gastrectomy, the other got a D2 lymph node 

dissection and Roux-en-Y sophagojejunostomy. two cases got a R0 gastrectomy, the 

other was a R1 gastrectomy. All cases was free for the lymph nodes metastasis 

after the inter arterial infusion.  

Conclusion: Regional arterial infusion chemotherapy can sever as an administration 

approach to chemo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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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406 

CT 引导下经皮穿刺置管引流脓肿、局部药物灌注冲洗 联合臭

氧吹注治疗脊柱结核的临床应用研究 

 
彭勇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01 

 

目的：探讨 CT引导下经皮穿刺置管引流脓肿、局部持续异烟肼灌注冲洗联合臭氧(O3)吹注治

疗脊柱结核的临床疗效。方法：69例脊柱结核并脓肿的患者均给予全身化疗并随机分为三

组。21例患者进行 CT引导下经皮穿刺置管引流脓肿，作为对照组。23例患者行 CT引导下经

皮穿刺置管引流脓肿，术后原结核病灶部位及脓肿部位放置灌注冲洗管进行灌注冲洗和持续局

部异烟肼化疗，作为治疗 A组。25例患者在 CT引导下经皮穿刺置管引流脓肿、局部持续异烟

肼灌注冲洗的同时给予臭氧(O3)吹注治疗，作为治疗 B组。治疗后 CT复查，观察所有患者的

脓肿吸收情况。结果：相同时间治疗后(90±20d)，对照组中脓肿完全吸收者 1例，显效者 3

例，有效者 7例，有效率约为 52%，治疗 A组中脓肿完全吸收者 2例，显效者 6例，有效者 8

例，有效率约为 70%。治疗 B组中，脓肿完全吸收者 5例，显效者 9例，有效者 7例，有效率

约为 84%。三组的治疗有效率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治疗 A组和 B组的有效

率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 < 0.05)，而治疗 B组的有效率显著高于治疗 A组(P < 0.05)。结论：

CT引导下经皮病灶清除、局部持续异烟肼灌注冲洗联合臭氧(O3)吹注治疗脊柱结核脓肿疗效显

著、痛苦小，无明显副作用，具有在临床上广泛应用的前景。 

  

 

 

EP-1407 

肝动脉化疗栓塞术治疗原发性肝癌预后影响因素分析 

 
廖玉波 

河南省肿瘤医院 450003 

 

[摘要] 目的 评价肝动脉化疗栓塞术治疗原发性肝癌患者的预后影响因素。 方法 回顾性

分析本院 2012年 1月至 2014 年 12月 326例 TACE治疗的原发性肝癌患者临床资料，采取

Kaplan-Meier法计算累积生存率，Log-rank检验组间差异，Cox模型多因素分析。 结

果 本组患者 1、2、3 年累积生存率分别为 73.9%、40.2%、22.2%，中位生存期为 21.0 个

月。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甲胎蛋白(AFP)、γ-谷氨酰转肽酶(GGT)、肿瘤大小、肿瘤数目、

肝功能 Child-Pugh分级、巴塞罗那(BCLC)分期、门脉癌栓、动静脉瘘、远处转移是影响 HCC

患者生存的预后因素(p<0.05)。多因素 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AFP、GGT、肿瘤大小、肿瘤数

目、BCLC分期、动静脉瘘是 HCC患者预后的独立因素(p<0.05)。 结论 影响 HCC患者预后

的独立因素是 AFP、GGT、肿瘤大小、肿瘤数目、BCLC分期及动静脉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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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408 

奥沙利铂甘露醇注射液介入治疗不可切除 

原发性肝癌患者的疗效评价 

 
武贝 

江苏省肿瘤医院 210009 

 

目的 评价奥沙利铂甘露醇注射液介入治疗不可切除原发性肝癌患者的临床疗效和安全性。方

法 回顾分析经病理证实或临床诊断的不可手术切除原发性肝癌患者 52例，分为观察组

（n=18，2015年 3月-2016 年 4 月），予奥沙利铂甘露醇注射液（85 mg/m2 ）联合雷替曲塞

（3 mg/m2）、表柔比星 20mg行 TACE治疗；对照组（n=34，2014年 1月-2015年 2月），

予雷替曲塞（3 mg/m2）、表柔比星 20 mg行 TACE治疗。末次随访时间为 2017年 4月 30

日。结果  观察组和对照组的疾病有效率（RR）分别为 77.8%、77.1%（P<0.05），疾病控

制率（DCR） 分别为 94.4%、97.1%（P<0.05）；观察组治疗后 AFP水平（14.397 ± 5.463) 

ng /ml，明显低于对照组（22. 974 ± 5.673）ng /ml，与治疗前（23.147 ± 5.793）ng 

/ml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两组的主要不良反应为发热、恶心呕吐、肝区

疼痛、骨髓抑制及转氨酶升高等，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奥沙利铂甘露醇

注射液应用到 TACE治疗中安全有效，可以提高治疗有效率，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EP-1409 

双能 CT 定量参数在评估细针穿刺周围型肺占 

位性病变出血风险的应用价值 

 
马娅琼 

甘肃省人民医院 730030 

 

摘要：探讨双能 CT定量参数在评估细针穿刺周围型肺占位性病变出血风险的应用价值。方

法：收集 2017 年 1月-2017 年 7 月在本院行 CT引导下周围型肺占位性病变穿刺活检的病

人。采用德国西门子 CT（第二代 SOMATOM Definition Flash） 进行检查，双能扫描参数设

置： A 球管电压 100Kv， B 球管电压 Sn140kV，对应参考管电流为 200mAs；170mAs，扫描

时开启 CARE Dose 4D 技术。 应用双能后处理软件测量病变的 CT值、Rho值、 Zeff 及 DEI,

记录各个病变穿刺过程中出血情况（包括病灶内及周围出血），统计分析术中出血与未出血病

变的各相关参数值的差异。结果：术中未出血病变与出血病变的 CT值（100Kv）、CT值

（140Kv）、DEI值有明显统计学差异（p值为 0.040,0.048,0.000）。结论：双能 CT参数[CT

值（100Kv）、CT值（140Kv）、DEI值]可在一定程度上评估细针穿刺周围型肺占位性病变出

血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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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410 

封堵器联合弹簧圈治疗多发性肺动静脉瘘研究探讨 

 
张冀云

1
,石潆

2
,姜永能

2
,赵卫

2
 

1.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 

2.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利用动脉导管未闭封堵器联合外周可解脱弹簧圈治疗临床难治性多发肺动静脉瘘的

技术方法，分析临床应用价值及总结治疗经验。 方法  收集我院介入中心 2015年 1 月-2017

年 5月治疗的 5例多发性肺动静脉瘘患者资料，年龄 10-18岁，4女 1男，5例患者均为多发

病灶，其中最多者双肺共计 5个病灶，最少者双肺共 3个病灶。所有患者术前术后均行胸部

CT平扫加增强及肺动静脉血管三维成像检查。5例患者术前术后均行动脉血气分析，随机监测

血氧饱和度。  结果  5 例患者中，5个病灶患者 1例，4个病灶患者 1例，3个病灶患者 3

例。5例患者均采用封堵器联合栓塞方法进行病灶治疗。3例 3个病灶患者行全部病灶治疗；1

例 5个病灶患者治疗其中 4个病灶；1例 4个病灶患者治疗其中 3个病灶。5例患者动脉血气

分析术前氧分压（PO2）71±2mmHg；术后氧分压（PO2）93±2mmHg，两者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P＜0.01）。术前术中进行血氧饱和度（SpO2）实时监测，血氧饱和度（SpO2）数值术前

均低于 90%，术中逐渐上升高于 95%。术后 1月、3月随访观察动脉血气分析：氧分压（PO2）

95±2mmHg，达到正常标准；随机监测血氧饱和度（SpO2）均为 95%以上。结论  多发性肺动

静脉瘘为临床难治性疾病，外科手术及原单纯栓塞治疗都有一定局限性，随着多种方法的联合

应用，该病可达到临床治愈效果。封堵器联合弹簧圈治疗多发性肺动静脉瘘是一种值得广泛推

广的技术方法。 

  

 

 

EP-1411 

颅内动脉瘤介入治疗的观察与护理 

 
瞿会竹,赵卫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650032 

 

颅内动脉瘤是由于颅内动脉管腔的局限性异常扩张而形成，颅内动脉瘤出血，仅次于脑血栓和

高血压脑出血，以隐匿性发生为主，可见于任何年龄，其死亡率和致残率高，且发生再出血和

脑血管痉挛等并发症的发生率高。近年来，动脉瘤血管内治疗取得很大发展，特别是药物栓塞

治疗具有微创安全、患者恢复好等优点。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影像科介入室于 2015年

1月～2017年 6月收治颅内动脉瘤患者 110例，进行栓塞治疗取得满意效果。上述患者其中男

70例，女 40例，年龄 32～65岁，平均年龄 59岁，所有患者存在颅内高压症状（头痛、恶

心、呕吐等），部分患者出现肢体活动障碍，经股动脉插管全脑血管造影术证实动脉瘤，其大

小为 0.06cm～1.2cm，采用 Seldinger 技术经皮股动脉穿刺插管选用 4F-6F导引导管 Excel -

14微导管，10、14微导丝，进口可电解脱弹簧圈栓塞术。通过对患者术前、术中、术后的护

理配合，可有效减少或预防并发症的发生，提高患者的生命质量。上述护理内容包括：观察患

者意识情况、瞳孔变化、体位变化、生命体征变化、饮食情况、药物治疗、穿刺点局部情况、

下肢静脉血栓观察等等。其中 82例术后无并发症康复出院；有 12例术后出现不同程度肢体功

活动障碍，9例经肢体康复训练后完全康复出院，6例出院时肢体仍有轻微活动障碍；有 1例

死亡。平均住院天数为 28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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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412 

Association between PDE4D rs966221 Polymorphism and 

Risk of Ischemic stroke 

 
Wang Peng 

Wuxi No.3 People's Hospital 214041 

 

Abstract:PDE4D polymorphism (SNP83/rs966221) was reported to be associated with 

the susceptibility to ischemic stroke (IS), however, the results were inconclusive. 

An electronic search of Embase, PubMed, CNKI and Wan Fang Date was performed to 

identify relevant studies published throughout April 2017. A total of 26 studies 

were enrolled in the analysis. No significant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rs9662221 

polymorphism and IS was observed in the overall analysis. Nevertheless, in the 

subgroup analysis, our results showed a significant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SNP83 

polymorphism and IS in CC+ CT vs. TT (OR=1.19, 95% CI: 1.02-1.38), CT vs.TT 

(OR=1.14, 95% CI: 1.01-1.29) and C vs. T (OR=1.25, 95% CI: 1.06-1.48) in Asian 

population. But we did not found any association in CC vs. CT+TT (OR=1.2, 95% CI: 

0.9-1.61) and CC vs. TT (OR=1.26, 95% CI: 0.91-1.75) in the Asian populations. 

Meantime,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s were observed under the five genetic model 

in Caucasian population (p>0.05). In conclusion, our meta-analysis demonstrated 

that 

the SNP83 polymorphism in the PDE4D gene might contribute to IS susceptibility 

especially in Asian populations. Whereas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polymorphism to 

the disease in Caucasian population was still in controversial. In future, 

additional well designed studies with larger sample sizes are still required to 

further elucidate this association. 

 

 

EP-1413 

Explore the Experience of Absolute Ethyl Alcohol in 

the Treatment for Renal Angiomyolipoma 

 
zhang jiyun

1
,Jiang Yongneng

2
,Shi Ying

2
,Zhao Wei

2
 

1.First People Hospital of Kunming 

2.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Kunming Medical University 

 

Abstract: Objective To summarize the clinical value and curative effect of 

absolute ethyl alcohol in the treatment of renal 

angiomyolipoma. Methods  Interventional treatment for a total of 48 cases of 

renal angiomyolipomas in our hospital from 2012 to 2017 were collected: 

including 15 males, 33 females. Age from 12~57 years old.There were 6 cases of 

hematuria and 29 cases of abdominal pain before operation. The 3 cases which 

adopted nephrectomy in other hospitals recurred. Preoperative diagnosis combined 

with clinical data(general medical history, imaging examination, laboratory 

examination). Results  48 patients with renal artery angiography showed that 14 

cases were multiple lesions in two kidneys,17 cases were multiple lesions in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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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dney,and the other 17 cases were solitary lesion in one kidney. Focal diameter 

>5cm but <10cm were 6 cases,and focal diameter >5cm were 2 

cases. 13 cases associated with pseudoaneurysm. Pseudoaneurysms occured in 

superior anterior segmental renal arterial branches were 4 cases. 

Pseudoaneurysms occured in inferior segment branches were 2 

cases.Pseudoaneurysms occured in anterior segmental arterial branches were 1 

case,anterior segmental arterial branches and superior segment branches were 4 

cases, and anterior segmental arterial branches and inferior segment branches were 

2 cases.48 patients with super selective catheterization to focal 

arteries interventional embolization were successfully treated. According to the 

intraoperative angiography using different embolic agents (absolute ethyl 

alcohol, Lipiodol, and contrast agent medium mixed in proportion) embolization 

was carried out on the lesions.When it is necessary, the blood supply artery of 

the lesion was embolised with metal coils.After the operation, 11 patients 

appeared different degree of fever,and adopted symptomatic treatment the 

situation improvement.The symptom of hematuria in 6 cases gradually disappeared 

after embolization.Three days after the operation,the renal function was 

detected (the levels of serum creatinine and urea nitrogen tended to be 

normal).Followed up for half a year and one year,recurrence occurred in 2 

patients,and the recurrence rate was 4.2%. After adopting embolization for new 

lesions, continuing to visit observation does not appear abnormal situation. 

Conclusion  Absolute ethyl alcohol super selective renal artery embolization 

for renal angiomyolipoma has a curative effect good, small trauma,and low 

recurrence rate, and can maximum protect normal renal tissue from being 

damaged.This is a worthy of treatment to be promoted. 

  

 

 
EP-1414 

Spectral CT imaging of splenic venography using a low 

injection velocity and low dose contrast medium 

protocol before laparoscopic gastrectomy during the 

patients of gastric carcinoma with poor vascular 

condition 

 
wei jin 

Fujian Medical University Union Hospital 350001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value of splenic venography using spectral CT 

imaging with a low injection velocity and low dose contrast medium protocol before 

laparoscopic gastrectomy during the gastric cancer patients who had relatively 

poor vascular condition and could not afford high injection velocity and high dose 

contrast medium. 

Methods  Totally eighty patients of gastric carcinoma weighing between 50 to 70 

kg with poor vascular condition in our hospital referred to upper abdomi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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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utine contrast-enhanced CT scans（50 mL of 320mgI and 30 mL of saline at 2 

mL/s） were selected in this study. Forty cases were used GSI mode(single source 

dual energy fast 80/140kVp switching) and the other forties were used 120KVp scan 

with automatic mA modulation. All the data of portal phase were transmitted to 

AW4.5 workstation and optimal KeV of splenic vein was selected by using optimal 

CNR tool. CT value and SD value of proximal splenic vein and erector spinae were 

measured in every data set of keV and 120KVp images. CT values and CNRs of splenic 

vein were calculated and compared by independent-sample t test. CTA images in the 

portal phase (3D CT venography) were reconstructed using the volume-rendering 

technique. The VR(volume rendering, VR) images quality of optimal KeV and 120 KVp 

data sets were evaluated by two experienced CT radiologists independently. The 

visibility of the splenic vein were evaluated and recorded on a five-point scale 

( 1 for poor and 5 for excellent). And then average image score at optimal keV and 

120KVp were calculated and compared by independent-sample t test. 

Results  The optimal keV of splenic vein enhancement similar  with routine 

120KVp upper abdominal contrast-enhanced CT was 49.40±5.08keV. The CT value and 

CNRs of images from optimal keV were both significant higher than those of 120KVp 

scan CT values were 279.22±106.86 HU(optimal keV) vs 279.22±106.86HU(120KVp) 

(t=7.52,P=0.00<0.05) and CNR were 8.05±3.12 (optimal keV) vs 5.80±2.72HU(120KVp) 

(t=6.63,P=0.00<0.05). The VR image score of visibility of splenic vein at optimal 

keV (3.45±0.76) was significant higher than 120KVp(1.65±0.88), (t=11.57,P=0.00 

<0.05). 

Conclusion  Monochromatic images at 49.40±5.08 keV provided  the best 

visibility of splenic vein than conventional 120 KVp in upper abdominal contrast-

enhanced CT scan during the patients with poor vascular condition before 

laparoscopic gastrectomy. 50keV monochromatic images could be used routinely for 

reconstruction of splenic vein. 

 

 

EP-1415 

Utility of 3D histogram analysis of pharmacokinetics 

parameters using DCE-MRI for differentiating renal 

clear cell carcinomas from renal harmatomas 

 
Miao Yanping,Gao Yang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Inner Mongolia Medical Univercity 010050 

 

Synopsis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assess if the histogram analysis[1-2] of DCE-MRI 

phamocokinetics parameters (Ktrans) can differentiate renal tumors: renal clear 

cell carcinomas (RCCs) and renal harmatoma with minimal fat. Based on an 3D 

entire-tumour measurement, the following histogram parameters of Ktrans were 

derived from histogram analysis, skewness, Energy, Entropy,Uniformity, quartile5, 

quartile50, Frequency size and kurtosis respectively. We concluded that frequency 

size had showed good diagnostic performance by analyzing these data. 

Purp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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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assess if the histogram analysis[1-2] of Dynamic 

Contrast Enhance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DCE-MRI)phamocokinetics parameters 

(Ktrans) can differentiate renal tumors: renal clear cell carcinomas (RCCs) and 

renal harmatoma with minimal fat. 

Methods 

Forty-nine patients with renal tumors were included in this study(including 39 

renal clear cell carcinomas and 10 renal harmatomas with minimal fat).All the 

patients underwent abdomen MR examination (GE Healthcare, Milwaukee, USA)including 

DCE-MRI sequence prior to the treatment. Pharmokokinetics parameter of Ktrans was 

obtained after post-processing stepusingOmni kinetics software(GEHealthcare, 

China). Histogram analysis was performed by outlining 3D entire-tumor regions of 

interest (ROIs) . Based on an entire-tumour measurement, the following histogram 

parameters of Ktrans were derived from histogram analysis: skewness, kurtosis, 

quartile Energy, Entropy,Uniformity, quartile5, quartile50, and frequency size etc. 

The SPSS20.0 statistical software was used for data analysis in this study, P 

value less than 0.05 was considere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The RHs and RCCs 

were compared using independent sample t test. Areas under ROC curve between two 

groups were assessed. 

Results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RCCs and RHsin in Uniformity、

FrequencySize of Ktrans (p<0.05)(Table.1) Representative cases of renal harmatomas 

and renal clear cell carcinomas are presented in Figs.1and2, respectively. ROC 

analysis results indicated that when Frequency size=1732 was set as the threshold 

value, the best diagnostic performance in predicting malignant tumors was 

achieved(AUC, 0.964; sensitivity, 84.6%; specifcity, 100%), followed by skewness, 

Energy, Entropy, Uniformity, quartile5, quartile50, and kurtosis(Table 2). ROC 

curve of using Frequency size to differentiate benign and malignant renal tumors is 

shown in Fig. 3. 

Conclusion 

Histogram analysis of DCE-MRI holds promise for differentiating benign and 

malignant renal tumors. Frequency size was the most significant parameter for 

predicting renal clear cell carcin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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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416 

Gemstone spectral imaging Assist technique combining 

iterative reconstruction in typical hepatic 

hemangioma dual-energy spectral computed tomography 

with reduced iodine load: preliminary study 

 
Li Wei 

Qianfoshan Hospital Affiliated to Shandong University 250014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both radiation dose and total iodine intake 

reduction to the image quality and lesion performance in typical hepatic 

hemangioma (HH) dual-energy spectral CT(DEsCT) with reduced iodine load using 

Gemstone spectral imaging (GSI) Assist and adaptive statistical iterative 

reconstruction (ASiR) technique. 

Materials and Methods: Sixty-two consecutive patients with known or suspected HH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group A, using conventional 120-kVp CT 

protocol with standard iodine load (450mgI/kg); group B, using DEsCT protocol with 

GSI Assist and reduced iodine load (270mgI/kg). 120-kVp CT images with FBP (group 

A), the monochromatic images with filtered back projection (FBP) algorithm at 69 

keV(group B1) and with 50%ASiR at 52keV level (group B2) were obtained. The 

radiation dose, total iodine intake,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image analysis 

were evaluated.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SD values of the hepatic 

parenchyma , the subjective image noise and the diagnostic acceptability among the 

three groups(p﹥0.05). The lesions CT values, CNR, contrast enhancement ratio(CER) 

and the lesion conspicuity for group B2 was higher than those in group A and B1(p﹤
0.001). Compared with group A, the mean reduction rate for CTDIvol, DLP, estimated 

effective radiation dose(ED) were 42%, 30%, 30% and 41% in group B,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By applying GSI Assist technique combining Iterative reconstruction, 

the radiation dose and total iodine intake in DEsCT with reduced iodine load could 

be dramatically reduced without compromising image quality and deteriorating 

diagnostic performance for the typical HH. 

 

 
EP-1417 

肝左叶一过性灌注异常与肝动脉变异相关性的 MSCT 研究 

 
关键,李子平,孙灿辉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510080 

 

目的：探究肝左叶一过性灌注异常与肝动脉变异之间的相关性，以提高对肝动脉变异的认识。 

方法：筛查 2015年 6月-2015 年 12月上腹部双期增强 CT检查的连续性病例 1275例，所有病

例均按照统一扫描方案行动脉期、门静脉期双期扫描。收集表现为肝左叶按照肝叶或肝段分布

的一过性灌注异常者，并记录是否存在肝动脉变异；按 Hiatt分型进行分类，分析肝动脉变异

与肝左叶一过性灌注异常的相关性。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1337 

 

结果：1275例连续性病例中 33例符合纳入标准，肝左叶一过性灌注异常均呈肝叶或肝段分

布，以多个肝段同时出现居多（30/33）。MSCT 表现为动脉期肝左叶或 1~2个肝段均匀性密度

增高，平扫及门静脉期为等密度；其中肝 S3分布 2例（对应血管变异为 Hiatt Ⅳ型、腹腔干

与肠系膜上动脉共干各 1例），肝 S4分布 1例（对应血管变异为 Hiatt Ⅱ型 1例），肝 S2

加 S3分布 15例（对应血管变异为 Hiatt Ⅱ型 9例，Hiatt Ⅴ型 1例，肝左动脉粗大 2例，

无血管变异 3例），肝 S2、S3 及 S4分布 15例（对应血管变异为 Hiatt Ⅱ型 6 例，Hiatt 

Ⅲ型 4例，Hiatt Ⅴ型 2例，Hiatt Ⅳ型、肝左动脉粗大、肝右动脉起自于腹腔干各 1例）。

本组 3例肝左动脉粗大分别表现为直径超过肝右动脉 17%、28%、40%。肝左叶一过性灌注异常

与肝动脉变异存在显著相关性（χ
2
=35.9，P=0.022），以肝左动脉变异为主（64%）。 

结论：肝左叶表现为叶段性分布的一过性灌注异常者常存在肝动脉变异，该征象对 CT诊断肝

动脉变异有提示作用。 

 

 
EP-1418 

MR 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 of testes for 

evaluation of spermatogenic function: preliminary 

study 

 
GUAN JIAN,WANG HUAN-JUN,GUO YAN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510080 

 

Objective：To assess the value of MR 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 (DWI) applied in 

testicular spermatogenic function evaluation. 

Methods：There were case group (group A) and three control groups in different age 

(group B, C and D). There were 18 males in group A with a mean age of (28.1±3.7) 

years (range 20-40 years) and testicular spermatogenesis hypofunction confirmed by 

percutaneous testes biopsy. Males in all control groups were proved by normal 

semen analysis. There were 18 males in group B with a mean age of (25.4±3.1) 

years (range 20-30 years), 22 males in group C with a mean age of (35.4±3.3) 

years (range 31-40 years), and 16 males in group D with a mean age of 

(43.4±4.3)years (range 41-50 years). All subjects underwent a 3.0T MR examination 

including routine and DWI using EPI sequence (b=0, 900, 4000 s/mm
2
). ADC map were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ADC values were manually measured by a same radiologist. 

Testicular ADC values in each group were compared, respectively (independent- 

sample t test). ROC curve of the ADC value was analyzed to find the cutoff value 

in diagnosis of testicular spermatogenesis hypofunction. 

Results: Average testicular ADC value in group A, group B, group C and group D 

were（478.51±25.23）×10−
3
, （446.43±18.12）×10−

3
, （457.64±32.59）×10−

3
, and

（468.04±33.28）×1
0−3 mm

2
/s, respectively.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average ADC value of three control groups (P＜0.001). Average ADC values increased 

with age according to the data of three control groups, though testicular 

spermatogenic functions of all subjects in control groups were still normal. The 

average ADC values of case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each 

control group (P＜0.001). The cutoff value of testicular ADC values in diagnosis 

of testicular spermatogenesis hypofunction by ROC analysis was 472.70×10−
3 
mm

2
/s. 

The diagnostic sensitivity was 84.1%, and specificity was 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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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iusion: According to the testicular ADC values, we can effectively evaluate 

testicular spermatogenesis function by MR DWI. 

 

 

EP-1419 

术前磁共振扩散张量成像评价子宫肌瘤高强度 

聚焦超声消融疗效的价值 

 
李佳,肖智博,吕富荣,吕发金,盛波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目的 探讨术前磁共振扩散张量成像评价子宫肌瘤 HIFU疗效的价值，分析不同 HIFU疗效肌瘤

DTI参数特点的差异。资料与方法 2015年 3月~2016年 3月于本院欲行 USgHIFU治疗的子宫

肌瘤患者 106例，共 119个子宫肌瘤，所有患者均于术前 1-2天行常规盆腔磁共振平扫、增强

及 DTI扫描，其中易消融组肌瘤 65个，难消融组肌瘤 54个。比较两组肌瘤的 MD值、FA值的

差异，绘制 ROC曲线。结果 易治型肌瘤组 MD值显著低于难治型肌瘤组（P＜0.001）。易治

型肌瘤组 FA值则明显高于难治型肌瘤（P＜0.001）。分别绘制 MD值及 FA值的 ROC曲线，MD

值曲线下面积为 0.836，约登指数为 0.609，临界值为 1.4740×10
-3
mm

2
/s；FA值的曲线下面积

为 0.761，约登指数为 0.497，临界值为 0.3985。结论 两组子宫肌瘤 DTI相关参数存在差

异，且 DTI可以在术前对子宫肌瘤 USgHIFU疗效进行预判。 

  

 

 

EP-1420 

多层螺旋 CT 小肠造影在克罗恩病临床诊断中的应用研究 

 
谢辉,程静云,徐国斌,吴光耀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430071 

 

目的 探讨多层螺旋 CT 小肠造影（multidetector computed tomography enterography，

MDCTE）在克罗恩病（Crohn's disease，CD）临床诊断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收集武汉大学中

南医院临床出院确诊的 32例 CD 患者，回顾性分析其 CT成像指数（Crohn's Disease 

Imaging Index，CDII）及其他 CT征象与红细胞沉降率（erythrocyte sedimentation rate，

ESR）、C反应蛋白（C-reactive protein，CRP）等反映病变活动性和严重程度指标间的相关

关系；比较 MDCTE和肠镜对 CD病变的显示效能。结果  1）CDII与 ESR、CRP明显相关（r

分别为 0.571、0.451，P值分别为 0.003、0.012）；CT强化值与 CRP有较好相关性（r为

0.485，P值为 0.012)； CT强化率及ΔCT 值与 ESR及 CRP的相关性不显著。2）MDCTE 发现

病变部位与后者完全吻合 19 例（59.4%），前者发现空回肠病变而后者无发现 7例（约

21.9%）。结论 MDCTE能更全面显示 CD回结肠病变，基于 CT增强参数（尤其 CDII）能定量

评估 CD病变的严重程度和活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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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421 

磁共振纹理分析在预测肝内胆管细胞癌术后复发中的价值 

 
赵丽,赵心明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00021 

 

目的 探讨磁共振纹理分析在预测肝内胆管细胞癌术后复发中的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我院

手术病理证实的肝内胆管细胞癌病人 47例，其中 33例在术后一年内发生复发或转移，14例

未复发或转移。测量术前 1个月内的核磁纹理参数，包括灰度共生矩阵总频率、能量、熵、惯

量、相关、逆差距、阴暗聚类、突出聚类。复发转移组及无复发转移组纹理参数比较用独立样

本 t 检验或 Mann-Whitney U 检验，并对有统计学意义的纹理参数进行受试者操作特征

（ROC）曲线分析，确定诊断阈值。结果 无复发转移组灰度共生矩阵总频率、能量、熵、惯

量、相关、逆差距、阴暗聚类、突出聚类分别为 3609.00（1405.00，9644.50）、3.05×10
-4

（1.53×10
-4
，7.83×10

-4
）、10.77（8.50，11.88）、3369.40±1768.57、（6.14±2.18）

×10
-5
、（3.90±1.64）×10

-2
、（3.79±7.35）×10

6
、9.28×10

9
（7.18×10

9
,1.67×10

10
）；

复发转移组分别为 7462.00（3717.00，11144.00）、1.04×10
-4
（0，2.27×10

-4
）、11.73

（4.15，12.06）、1894.00（1727.70，2851.74）、4.67×10
-5
（4.25×10

-5
，5.00×10

-5
）、

2.85×10
-2
（0，4.89×10

-2
）、1.19×10

7
（3.07×10

5
，1.50×10

7
）、1.70×10

10

（1.41×10
10
，1.99×10

10
）。能量、相关、突出聚类在是否复发转移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其他参数无统计学意义。ROC曲线分析显示，突出聚类的 AUC最大（0.793），

其阈值、敏感度、特异度分别为 1.22×10
10
、93.9％、71.4％。结论 核磁纹理参数能预测肝

内胆管细胞癌术后复发。 

 

 

 
EP-1422 

Value of whole-tumor histogram and texture analysis 

of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ADC) for 

differentiating different histopathologic grade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Zhao Ying,Liu Ailian,Li Ye,Song Qingwei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Dalian Medical University 116011 

 

Objective：To evaluate the value of whole-tumor histogram and texture analysis 

based on ADC maps of 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DWI) in differentiating different 

histopathologic grade of HCC. 

Material and Methods：IRB approval was secured for this retrospective study with a 

waiver of informed consent. 25 well&moderately differentiated HCCs(group A) and 

10 poorly differentiated HCCs(group B) underwent conventional MR and DWI-MR 

examination from January 2014 to March 2017 were enrolled from histopathology 

database. All scans were performed on a 1.5T MR (GE-Signa HDXT) with routine T1WI, 

T2WI and DWI (b value=0, 600 s/mm
2
). ADC maps were derived from Functool software 

on the GE AW4.6 workstation and then transferred to Omni-Kinetics software(GE 

Healthcare). Histogram and texture features based on ADC values, including minim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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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imum, median, mean, standard deviation, variance, skewness, kurtosis, 

uniformity, percentiles(5th, 10th, 25th, 50th, 75th, 90th and 95th), 

inertia and correlation were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after 3D Regions of 

interest (ROIs) which covered the whole tumor were sketched by readers. All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was conducted with SPSS 22.0 software. Nonparametric Wilcoxon 

test was used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nd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curves were plotted to assess diagnostic efficiency 

of them. 

Results：The standard deviation, variance, 75th, 90th, 95th percentile and 

inertia of ADC of group A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group B(P＜0.05) with value 

of 11.78(8.27,15.23) vs 5.56(4.05,10.54), 138.70(69.97,233.51) vs 

31.90(16.60,111.12), 204.11(194.66,214.19) vs 191.41(191.06,200.94), 

212.48(200.95,224.40) vs 194.60(193.06,209.87), 220.50(203.56,228.89) vs 

197.95(195.25,215.38) and 11.78(6.39,27.96) vs 4.35(2.59,12.59), while 

uniformity and correlation of ADC of group A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group B(P
＜0.05) with value of 0.94(0.93,0.96) vs 0.97(0.95,0.98) and 

0.017(0.001,0.721) vs 0.089(0.029,0.176). The area under ROC curve (AUC) 

of standard deviation, variance, uniformity, 75th, 90th, 95th percentile, 

inertia and correlation of ADC were 0.752, 0.752, 0.748, 0.736, 0.760, 0.772, 

0.752 and 0.756, respectively. When the 95th ADC≤216.09×10
-5
mm

2
/s,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of the diagnosis of poorly differentiated HCC were 90% and 72%. 

Conclusion：Whole-tumor histogram and texture analysis of ADC can supply mutiple-

parameter method for differentiating well&moderately differentiated HCC and 

poorly differentiated HCC. 

 

 

 
EP-1423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Hepatic Cancerous Nodules 

and Cirrhosis Nodules by Spectral CT  

 
Gao Lu,Zhang Jiawen,Yao Zhenwei 

Hua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Department of Radiology 200040 

 

Purpose 

To discussion the value of spectral CT quantitative analysis in hepatic cancerous 

nodules and cirrhosis nodules. 

Materials and Methods 

Forty-six patients with hepatic nodules underwent three phases spectral CT 

enhanced scan in our hospital from October 2015 to February 2017. The Gemstone 

Spectral Imaging (GSI) viewer was used for data analysis and image presentation. 

Region-of- interest was placed on the entity area of the nodule to measure iodine 

concentration and water concentration on the iodine-based material decomposition 

images, water-base material decomposition respectively. CT number at 70keV was 

also obtained. Normalized iodine concentration (NIC),slope of the spectral HU 

curve ( λHU),lesions and liver parenchyma iodine concentration ratio (LNR),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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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ce of CT value in arterial phase and venous phase (△CT1), arterial phase 

and portal phase (△CT2) were calculated. The paired-samples T test  was used to 

compare quantitative parameters.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s were 

also generated to calculat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Result 

There were 46 nodules, with 23 hepatic cancerous nodules and 23 cirrhosis nodules. 

Most parameters of cancerous nodules were greater than cirrhosis nodules, while 

NIC in venous phase was less than cirrhosis nodules .The  LNR in arterial phase 

(ALNR) had the highest representations to differentiate hepatic cancerous nodules 

from cirrhosis nodules with the areas under curve of 0.94. Using 1.99 as a 

threshold value for ALNR we could obtain sensitivity of 95.65% and specificity of 

91.30% for differentiating cancerous nodules from cirrhosis nodules. 

Conclusions 

Spectral CT imaging with GSI mode can provide more quantified parameters for 

distinguishing cancerous nodules from cirrhosis nodules than conventional CT. 

 

 
EP-1424 

Clear Cell Renal Cell Carcinoma (ccRCC): Combined 

Histogram Analysis and 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 

(DWI) for Assessment of Tumor Grade 

 
Xu Mingzhe,Liu Ailian,Song Qingwei,Li Y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Dalian Medical University 116011 

 

Purpose: To investigate the application of magnetic resonance (MR) histogram 

analysis to assess the value of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cient (ADC) from DWI for 

prediction of tumor grade. 

Methods and Materials: Forty-eight patients (28 male and 20 female) with 

histopathologically proven ccRCC (n=48), including grades I (n=8), II (n=29), III 

(n=7), and IV (n=4), who underwent abdominal MRI exams on a 1.5T scanner (GE 1.5T 

Signa HDXT, US) were retrospectively enrolled. The scan protocol included routine 

T1WI, T2WI and DWI (b=0, 600s/mm
2
). For statistical analysis, grade I and grade II 

ccRCC were classified as low-grade ccRCC (A), and grade III and grade IV ccRCC 

were grouped as high-grade ccRCC (B). The DICOM format ADC maps derived on a GE 

ADW4.4 workstation were imported into Omni-Kinetics software and ADC values of the 

entire tumor were assessed with histogram algorithm. Mean skewness, kurtosis, 

5th–95th percentiles, mean, and standard deviation (SD) were calculated. All 

histogram parameters were compared between A and B by Mann-Whitney U test. The ROC 

curves of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arameters were used to analyze and compare 

their diagnostic value,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and threshold. 

Results: The skewness of A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B [(-0.29±1.26) 

vs. (1.06±1.30), p=0.002]. The SD of A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B 

[(24.08±13.94) vs. (11.33±3.25), p=0.004]. There was no signifcant difference in 

kurtosis, 5th–95th percentiles, mean between A and B (p>0.05). The area under the 

ROC curve of skewness (AUC=0.808) was larger than that of SD at a threshold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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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6, and there were a sensitivity of 81.8% and a specificity of 81.1%. The AUC, 

the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and threshold of SD were 0.789, 100%, 5.4% and 5.41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Distribution of ADC values from DWI characterized by histogram 

analysis may help to effectively distinguish tumor grades of ccRCC. Among them, 

the skewness of ADC value has a nic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and the SD of 

ADC value has a high sensitivity but a low specificity. 

 

 
EP-1425 

Endometrial carcinoma: 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 

diagnostic accuracy and correlation with Ki-67 

expression 

 
jiang jingxuan,Wu Xianhua,Zhao Jinli,Zhang Qing,Qin Jufeng,Zhang Siqi,Zhang Yanman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tong University 226001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role of 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 (DWI) in the 

detection of endometrial carcinoma and to correlate the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ADC) value with Ki-67 expression. Methods: Fifty-two patients with 

invasive cancer who underwent pelvic MRI were prospectively evaluated using DWI 

with b values of 0 and 1000 s/mm
2
. The ADC values from standard DWI were measured. 

The expression of Ki-67 in histological specimens was analyzed by 

immunohistochemistry. The ADC values of endometrial carcinoma and normal 

endometrial parenchyma were compared. Relationships between ADC values and Ki-67 

expression were determined using Wilcoxon signed rank test and Kruskal-Wallis test. 

Results: DWI detected endometrial carcinoma as a hyperintense area in 92.3% (48/52) 

of patients.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mean ADC values between 

endometrial carcinoma and normal endometrial parenchyma (1.39±0.27×10
-5
mm

2
/s vs. 

0.93±0.21×10
-5
mm

2
/s, P<0.001). The mean ADC values of Grade 1 patient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Grade 3 patients (1.01±0.16×10
-5
mm

2
/s 

vs.0.83±0.21×10
-5
mm

2
/s, P<0.05). The mean ADC values of stage IB patient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stage IA patients (0.86±0.16×10
-5
mm

2
/s vs. 

1.04±0.21×10
-5
mm

2
/s, P<0.01). The mean ADC values of high Ki-67 expression 

patient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low Ki-67 expression patients 

(0.82±0.12×10
-5
mm

2
/s vs. 1.16±0.12×10

-5
mm

2
/s, P<0.001).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mean ADC value and Ki-67 expression (r=-0.82, 

P<0.001). Conclusion: The ADC value was a helpful parameter for detecting the 

tumor grade, stage and proliferation of endometrial carcinoma and may further 

improve patient prognosis and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more effective 

treatment progr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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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426 

The differential diagnosis value of texture analysis 

and histogram parameters in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of diffusion weighted images for uterine 

sarcoma and degenerated hysteromyoma 

 
Niu Miao,Liu Ailian,Zhang Qinhe,Yang Weiping,Tian Shifeng,Xu Mingzhe,Zhao Ying,Guo Yan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Dalian Medical University 116011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value of texture analysis(TA) and 

histogram parameters in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ADC) of diffusion 

weighted images (DWI) for differential diagnosing uterine sarcoma (US) and 

degenerated hysteromyoma (DH). Method Sixteen cases of US and Thirty-one cases 

of DH including hyaline and mucinous degeneration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from January 2010 to February 2017 in our hospital that were proven by 

operative histopathology. The age of patiens ranged from 27 to 85 

years old, the average age was 52 years old. All patients 

underwent 1.5TMRI T1W1, T2W1, LEVE and DWI sequence scan. Applying Functool 

in ADW 4.6 workstation to reprocessed the DWI images into ADC images, next 

exported the ADC images and inputed it into Omni-

Kinetics software. Placed one region of interest (ROI) in the substantial 

parts of lesion in ADC images of US and DH respectively, in which the area of 

ROI was greater than 1/3 of the lesion. Then used the double blind method to 

analyze and measure the images by two radiologists. The measured 

parameters were tested by 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ICC). If the 

values agreed well each other, the average datas from them were calculated for 

further statistical analysis. The ROC curves of all parameters were used to 

analyze and compare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TA and histogram parameters in 

differentiating US and DH.  

Result The consistency of TA and histgram parameters measured by two observers 

is well(mean ICC>0.75). The TA energy value of US is higher than DH，

0.087(0.031,0.126)vs 0.010(0.008,0.017), P=0.000. The TA entropy of US is 

lower than DH，4.353(3.581,5.284) vs 7.049(6.256,7.409), P=0.000. Both of 

90
th
 and 95

th 
in histgram of US are lower than DH，

193.304(109.061,195.503) vs 193.770(190.439,195.990) ；193.770（190.439，

195.990）vs 213.464（200.257,226.72）, P=0.000. The area under curve(AUC) of 

energy is 0.974, threshold value is 0.034,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are 75% and 96.8%. The AUC of entropy is 0.944, threshold value is 

5.413,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are 81.2% and 96.8% respectively. The AUC of 

90
th
 and 95

th 
are 0.839 and 0.883 respectively, threshold 

value is 195.564 and 199.834 respectively, sensitivity is 81.2% and 

93.7% respectively, specificity is 80.7% and 77.5%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TA and histogram parameters in ADC of DWI can effectively identify 

US and DH, in which the energy value of TA has a high diagnostic efficacy for the 

two diseases.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1344 

 

EP-1427 

Noninvasive Predictors for Evaluating Portal 

Hypertension in Patients with HBV-related Cirrhosis 

 
Liu Changchun,Dong Jinghui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Beijing 302 Hospital 100039 

 

 

Correspondence to: 

ABSTRACT 

Purpose: To compare the performance of noninvasive parameters in predicting 

degree of portal hypertension in cirrhotic patients. 

Materials and Methods: A total of ** consecutive compensated and decompensated 

cirrhotic patients were retrospectively included between August 2016 and March 

2017 in a single center in China. The performance of imaging-based models 

(FibroScan, CT-based hepatic venous pressure gradient 

[HVPG] score [HVPGCT score], Portal diameter) and serum-based models (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 [AST] to alanine aminotransferase [ALT] ratio [AAR], AST to 

platelet count [PLT] ratio index [APRI], fibrosis index based on 4 factors [FIB-4]) 

in predicting HVPG ≥ 10 mmHg and HVPG ≥ 12 mmHg were assessed using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s (ROC) curves. 

Results: Among the included six noninvasive 

parameters, FibroScan demonstrated best diagnostic accuracy for HVPG ≥ 10 mmHg 

with an area under ROC curve (AUC) of 0.885 (0.757-0.952), and AUC values 

for HVPGCT score, Portal diameter, AAR, APRI, and FIB-4 were 0.570 (0.394-

0.746), 0.539 (0.335-0.743), 0.578 (0.419-0.737), 0.538 (0.353-0.723), and 0.475 

(0.398-0.652), respectively [Figure 1A]. For HVPG ≥ 12 mmHg, diagnostic 

accuracy of FibroScan was relatively lower than that for HVPG ≥ 

10 mmHg, with an AUC of 0.814 (0.687-0.941). However, FibroScan remained the 

best predictor than the aforementioned parameters with AUCs values of 0.496 

(0.339-0.652), 0.573 (0.412-0.733), and 0.461 (0.293-0.630), 0.611 (0.451-0.770), 

and 0.563 (0.398-0.727) respectively [Figure 1B]. 

Conclusion: FibroScan remained the best noninvasive predictors for degree of 

portal hypertension in cirrhotic patients. Combing FibroScan with other portal 

pressure related parameter such as PLT and spleen stiffness could help to improve 

its accuracy for identifying degree of portal hypert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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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428 

The Features of CT Manifestations of Hepatic 

Hereditary Hemorrhagic Telangiectasia  

 
ruan zhibing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uizhou medical university 550004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features and CT findings of hepatic hereditary 

hemorrhagic telangiectasia (HHH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understanding and 

efficacy of early diagnosis for this disease. Methods Clinical data and imaging 

findings of 19 patients（8 males and 11 females with an average age of 52） with 

HHHT confirmed by clinic from September 2005 to March 2017 were analyzed 

retrospectively and related literatures were reviewed. All cases underwent 

multidetector computed tomography (MDCT) scan, including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in 3 cases. The images were reviewed independently by two expert 

radiologists. Results  CT plain scan showed negative in all the patients. Dynamic 

contrast-enhanced CT scan manifestations were as follows which were characterized 

by diffuse vascular abnormalities: ①hepatic arteriovenous malformations (HAVMs) 

in 15/19 (78.95%) , which showed dilated and tortuous hepatic artery and early 

enhancement of hepatic vein, liver parenchyma was obviously and unevenly enhanced 

with lots of significantly enhanced nodule and patchy region in hepatic arterial 

phase, and there were no obvious abnormal in portal venous phase and delayed phase. 

②Arteriovenous shunts in 8/19 (42.11%) , which showed dilated and tortuous 

hepatic artery and early enhancement of hepatic vein. ③arterioportal shunts in 

13/19 (68.42%) ,which showed dilated and tortuous hepatic artery and early 

enhancement ,blood flow increase and dilation （n=12） of the portal vein in 

arterial phase. ④mixed shunts 6/19 (31.58%), which showed dilated and tortuous 

hepatic artery and early enhancement hepatic vein and  the portal vein in 

arterial phase. ⑤portalvenous shuts in 2/19 (10.53%), which showed dilated portal 

vein and its branches ,significantly enhanced region between the hepatic vein and 

portal vein in portal vein phase and delay phase ,and without obvious abnormality 

in artery phase. ⑥telangiectases in 14/19(73.68%), which showed dilated and 

tortuous hepatic artery and significantly enhanced nodule with little or diffuse 

distribution in artery phase and without obvious abnormality in portal vein and 

delay phase. Dilated and tortuous hepatic artery were found in 16/19 (84.21%，mean 

diameter of 7.37mm ranged from 5.1 to 13.5 ).Besides,13（68.42%） cases displayed 

focal liver lesions or transient hepatic attenuation differences (THADs) with the 

similar typical image findings of significantly enhanced and uneven distribution 

in hepatic arterial phase and without obvious abnormity in Portal venous phase and 

delay phase. Conclusion  HHHT can be clearly diagnosed by dynamic contrast-

enhanced CT scan with certain characteristic findings, to increase awareness and 

familiar with its CT features have leading significance in cli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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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429 

肝内胆管囊腺瘤和囊腺癌的 MRI 诊断和鉴别诊断 

 
于泳

1
,丁玉芹

2
,花村

1
,杜敏

2
,曾蒙苏

2
 

1.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盐城市中医院 

2.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目的：探讨 MRI常规形态学分析结合多期增强强化率和表观扩散系数（ADC）直方图定量分析

对肝内胆管囊腺瘤（HBCA）和肝内胆管囊腺癌(HBCAC)的诊断和鉴别诊断价值。  

材料与方法：回顾性分析了 25例经病理证实为肝内胆管囊腺肿瘤患者的临床及 MRI资料，术

前均行常规 MRI平扫、DWI 和多期增强扫描，分析内容包括一般形态学特征、多期增强强化率

以及 ADC图直方图定量分析。统计学分析采用 Fisher's精确检验、Mann-Whitney U检验、独

立样本 t检验和受试者工作特性曲线（ROC）分析。 

结果：16例 HBCA中，男性 1 例，女性 15例，平均年龄（44.8±14.6）岁； 9例 HBCAC中，

男性 4例，女性 5例，平均年龄（60.0±8.3）岁。两组之间在患者性别、年龄及是否有周围

胆管扩张方面均具有统计学差异（P值分别为 0.040,0.009,0.031）。HBCAC组 MR增强后动脉

期、门脉期及延迟期的强化率均高于 HBCA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值分别为

0.005,0.002,0.002）。HBCAC 组的 ADC值标准差高于 HBCA 组，峰度系数及第 10百分位数值

均低于 HBCA组，两组之间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值分别为 0.006,0.033,0.002）；ADC图

第 10百分位数值对鉴别 HBCA 及 HBCAC的曲线下面积最大（AUC=0.861），当 10th界值取

≤2.06×10
-3
mm

2
/s时，诊断敏感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值分别为 77.9%、

87.5%、77.8%和 87.5%。 

结论：常规形态学分析结合 MRI多期增强的强化率和 ADC图直方图定量分析对 HBCA及 HBCAC

的诊断及鉴别诊断有一定的价值。 

  

 

 

EP-1430 

Comparison of Two Commercial Adaptive Statistical 

Iterative Reconstruction (ASiR, ASiR-V) on Routine 

Liver CT: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Image Quality 

Evaluation 

 
Pan Ning,Chen Lihong,Yang Jian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710061 

 

 

PURPOSE 

To compare image quality for routine liver CT reconstructed with adaptive 

statistical iterative reconstruction (ASiR) and ASIR-V. 

  

METHOD AND MATERIALS 

This IRB-approved study included 46 patients clinically suspected hepatic 

metastases. Patients were divided equally into ASiR group (GE HD750 CT) and ASiR-V 

group (GE Revolution CT). Scan parameters were the same on both systems (120 kV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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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 mA for Noise Index of 12HU, detector collimation 0.625*64mm). Images were 

reconstructed with ASiR and ASiR-V from 0%-100% at 10% interval. Mean and standard 

deviation of CT numbers within regions of interest placed on 3 locations at the 

level of the right portal vein (erector muscle of spine, anterior abdominal fat 

and liver parenchyma) was recorded, and SNR was calculated. Two experienced 

radiologists independently graded image noise, visual sharpness of liver boundary, 

conspicuity of the hepatic veins within liver, visualization of the extrahepatic 

duct and diagnostic acceptability, using a 1-5 grading score. Statistical analysis 

was performed using Mann-Whitney U test for subjective image quality assessment. 

  

RESULTS 

The average effective dose of ASiR and ASiR-V group were 3.15±6.2mSv and 

3.01±562mSv respectively with no difference. Objectively, Compared with FBP, as 

the percentage of ASiR and ASiR-V increased from 10% to 100%, image noise reduced 

by 8.6% to 57.9% and 8.9% to 81.6% respectively, and the SNR increased 

accordingly. For subjective evaluation, substantial inter-observer agreement was 

obtained for determination of image quality for reconstruction with ASiR as well 

as with ASiR-V. Compared with FBP reconstruction, subjective image quality score 

of ASiR and ASiR-V groups improved significantly as percentage increased from 10% 

to 70% for ASIR (42% noise reduction compared with FBP) and 60% (52% noise 

reduction compared with FBP) for ASIR-V, and declined afterwards due to waxy 

artifacts. 

  

CONCLUSION 

ASiR-V algorithm considerably improved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image quality of 

routine liver CT images compared with those of FBP or ASiR. ASiR-V60% was the most 

appropriate strength for keeping a best balance between the noise and waxy 

artifacts of routine liver images in Revolution CT. 

 

 

 

EP-1431 

多 b 值三指数模型在膀胱癌分期及分级中的应用探索 

 
王艳春,余浩,李震,胡道予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探讨多 b值中单指数、双指数及拉伸指数模型在膀胱癌分期及分级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40例膀胱癌患者进行了多 b值 DWI扫描（b值分别为 0、50、80、100、150、200、

300、500、800、1000、1300、1700s/mm
2
）。两位测量者分别通过单指数模型获取了 ADC值，

通过双指数模型获取了 D、D*及 f值，通过拉伸指数模型获取了α和 DDC值。首先对两位测

量者进行了阅读者相关系数分析（ICC，intrareader correlation coefficient），用 Mann-

Whitney U 检验对所有参数在膀胱癌不同分期及分级中进行了比较，并获得了各个参数的曲线

下面积（ROC，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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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非肌层浸润性膀胱癌的 ADC、D、f和 DDC值明显高于肌层浸润性膀胱癌（P值分别为

0.005、0.005、0.02 和 0.004）。低级别膀胱癌的 ADC、D、DDC 和α值分别明显高于高级别

膀胱癌的（P值分别为 0.002、0.001、0.008 和 0.024）。低级别膀胱癌的 f值较高级别膀胱

癌的稍增高，但无统计学差异（p值为 0.068）。在膀胱癌的分期中，DDC的 ROC值较 ADC稍

高；在膀胱癌分级中，D值的 ROC值较 ADC稍高。 

结论：双指数和拉伸指数模型在膀胱癌的分期及分级中可以提供更多有用的信息。因此，多 b

值序列可能在临床可以为膀胱癌的分期及分级提供更多有利的信息，具有一定的应用前景。 

  

 

 

EP-1432 

Comparing renal function preservation after 

laparoscopic radio frequency ablation assisted tumor 

enucleation and laparoscopic partial nephrectomy for 

clinical T1a renal tumor: using a 3D parenchyma 

measurement system 

 
Zhang Jianjian 

Renji Hospital， School of Medicine，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200127 

 

Purpose To compare the renal function preservation between laparoscopic radio 

frequency ablation assisted tumor enucleation and laparoscopic partial 

nephrectomy. Methods Data were analyzed from 246 patients who underwent 

laparoscopic radio frequency ablation assisted tumor enucleation and laparoscopic 

partial nephrectomy for solitary cT1a renal cell carcinoma from January 2013 to 

July 2015. To reduce the intergroup difference, we used a 1:1 propensity matching 

analysis. The functional renal parenchyma volume preservation were measured 

preoperative and 12 months after surgery. The total renal function recovery and 

spilt GFR was compared. Multivariable logistic analysis was used for predictive 

factors for renal function decline. Results After 1:1 propensity matching, each 

group including 100 patients. Patients in the laparoscopic radio frequency 

ablation assisted tumor enucleation had a smaller decrease in estimate glomerular 

filtration rate at 1 day (−7.88 vs −20.01%, p<0.001), 3 months (−2.31 vs −10.39%, 

p<0.001), 6 months (−2.16 vs −7.99%, p=0.015), 12 months (−3.26 vs −8.03%, 

p=0.012) and latest test (−3.24 vs −8.02%, p=0.040), also had better functional 

renal parenchyma volume preservation (89.19 vs 84.27%, p<0.001), lower decrease of 

the spilt glomerular filtration rate (−9.41 vs −17.13%, p<0.001) at 12 months. 

The functional renal parenchyma volume preservation, warm ischemia time and 

baseline renal function were the important independent factors in determining 

long-term functional recovery. Conclusions The laparoscopic radio frequency 

ablation assisted tumor enucleation technology has unique advantage and potential 

in preserving renal parenchyma without ischemia damage compared to conventional 

laparoscopic partial nephrectomy, and had a better outcome, thus we recommend this 

technique in selected T1a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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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433 

肝脏假性淋巴瘤的 DWI 和动态增强 MRI 表现 

 
周洋

1,2
,徐鹏举

1,2
,王小林

1,2
,曾蒙苏

1,2
 

1.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上海市影像医学研究所 

3.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介入科 

 

目的：描述和分析肝脏假性淋巴瘤 DWI和动态增强 MR影像特征 

方法：对 14例病人共 20个经穿刺活检或手术病理证实的肝脏假性淋巴瘤 MR资料进行回顾性

分析，包括病灶的大小，位置，形态，平扫信号特点（包括 T1WI 、T2WI及 DWI），动态增强

的特征，有无假包膜，周围肝实质有无肝硬化背景，测量并比较动脉期病灶与周围正常肝实

质、门静脉的信号强度， b=500mm
2
/s时病灶与周围正常肝实质、脾脏的 DWI信号强度及 ADC

值，应用配对 Wilcoxon秩和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20个病灶大小 0.7~2.8cm（平均 1.3±0.5cm ）；肝右叶病灶 15个，肝左叶 3个，尾

状叶 2个；所有病灶形态规则（圆形或椭圆形）；所有病灶 T1WI均为低信号，T2WI高信号；

动态增强显示病灶均为富血供，12个为“快进快出”， 7个为“快进慢出”， 1个为持续强

化，7个显示假包膜征象；动脉期病灶强化程度低于门静脉（p<0.05）;b=500时，DWI信号强

度高于周围正常肝实质（p<0.05），与脾脏信号强度无差异（p=0.445）；病灶的 ADC平均值

（0.76 ±0.40）×10
-3 
mm

2
/s，低于脾脏(1.01±0.21) ×10

-3 
mm

2
/s（P<0.05）和肝

（1.47±0.29）×10
-3 
mm

2
/s（P<0.05）；MR显示 1个病例周围肝实质有肝硬化。 

结论：富血供，动脉期病灶强化程度低于门静脉，病灶 DWI信号强度与脾脏相仿，ADC值低于

脾脏是肝假性淋巴瘤一定特征的 MR征象。 

 

 

 
EP-1434 

碘对比剂诱导家兔肾脏损伤具有注射路径依赖性 

 
王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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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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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北华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评估肾动脉、耳缘静脉、股动脉三种不同路径注射碘对比剂诱导急性肾损伤（AKI）的

风险。 

材料与方法： 18只家兔通过肾动脉、耳缘静脉、股动脉注射路径随机分成 A、B、C三组，碘

克沙醇按照 1g iodine/kg的剂量和 1ml/s的流速进行注射，在注射前 24h、注射后 1h、24h、

48h、72h行肾脏 3.0T磁共振 BOLD扫描，测量肾脏皮质、外髓、内髓 R2*值。 

结果：三种注射路径诱导皮质、外髓、内髓的时间-R2*值曲线变化(A vs B: 皮质 P=0.001, 

外髓 P=0.003, 内髓 P=0.015; A vs C: 皮质 P<0.001, 外髓 P<0.001, 内髓 P=0.001; B vs C: 

皮质 P=0.089, 外髓 P=0.035, 内髓 P=0.245)。 R2*值在对比剂注射后 1h迅速升高，24h达到

峰值，然后降低。肾脏外髓峰值最高，肾组织氧合减少。不同注射路径诱导 R2*值升高程度由

高到低依次为 A、B、C。 

结论：对比剂对肾脏影响呈现注射路径依赖的特点，注射后 24h肾脏外髓缺氧损伤最明显。肾

动脉注射对肾脏损伤风险大，股动脉注射对肾脏损伤风险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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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435 

CT 多平面重建对诊断食管癌转移淋巴结的价值探讨 

 
杨守鑫,王铸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00021 

 

目的：研究横断面淋巴结二维形态特征与多平面重建后淋巴结横、冠、矢状面三维形态特征对

淋巴结转移诊断效能的优劣性。 

方法：回顾性分析 47例于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行手术根治性切除的食管癌病人，影像共

检出 256例淋巴结，以短径≥1cm 作为判断淋巴结转移的标准和以短径≥0.8cm、淋巴结短径/

淋巴结长径比值≥0.7 作为诊断淋巴结转移的标准，然后分别以横断面淋巴结特征及多平面重

建后淋巴结形态特征进行诊断。 

结果：256例淋巴结中，转移淋巴结为 26例，淋巴结转移率为 10.2％。当仅以短径≥1cm 为

淋巴结转移标准时，二维淋巴结特征与三维淋巴结特征判断淋巴结转移之间存在差异性（P＜

0.05），且三维淋巴结特征准确度好于二维特征（93.3%＞89.9%），二维特征和三维特征诊断

淋巴结敏感度分别为 61.5%、50.0%，特异度分别为 93.0%、98.2%，阳性预测值分别为 50%、

76.4%，阴性预测值分别为 95.5%、94.5%；当以短径≥0.8cm、淋巴结短径/淋巴结长径比值

≥0.7作为诊断标准时，二维淋巴结特征与三维淋巴结特征判断淋巴结转移之间存在差异性

（P＜0.05），且三维淋巴结特征准确度明显好于二维淋巴结特征（91.4%＞75.7%），二维特

征和三维特征诊断淋巴结敏感度分别为 92.3%、50%，特异度分别为 73.9%、96.1%，阳性预测

值分别为 28.6%、59.1%，阴性预测值分别为 98.8%、94.4%。 

结论：CT多平面重建后三维淋巴结特征的诊断效能要优于仅通过横断面二维淋巴结特征的诊

断效能，因此，多平面重建对于转移淋巴结的诊断非常重要。 

 

 

 

EP-1436 

IgG4 相关性疾病胆胰系统病变的影像学表现 

 
张芳,孙俊杰 

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 300170 

 

目的：探讨 IgG4相关性疾病(IgG4-related disease,IgG4-RD)腹部病变的影像学表现。 

方法：回顾性分析 20例经病理证实或激素治疗有效的累及胰腺及胆道系统的 IgG4-RD 患者影

像学检查资料，其中男性 18例，女性 2例，平均年龄 61.4 岁。20例均行 CT增强检查，其中

5例同时进行了 MRI增强检查，分析其影像学特征。 

结果：20例患者 19例病变累及胰腺，胰腺呈弥漫性肿大（16例）或局限性肿大（3例），CT

平扫呈稍低密度，MR平扫 T1WI呈稍低信号，T2WI呈稍高信号，增强扫描胰腺实质呈渐进性延

迟强化，胰周见"胶囊样"包壳（15例）；其中 12例同时累及胆总管胰腺段，表现为胆总管胰

腺段管壁增厚并延迟强化，伴其近端胆管不同程度扩张；1例病变同时累及胰腺、胆管及胆

囊，同时可见胆总管管壁环形增厚并延迟均质强化伴肝内胆管扩张，胆囊壁局限性增厚并延迟

强化；1例合并腹膜后纤维化，同时可见腹膜后腹主动脉周围不规则软组织影，不均匀强化。

1例病变仅累及胆总管，表现为胆总管管壁环形增厚并延迟强化，伴肝内胆管及肝门区胆管扩

张。所有患者均接受皮质激素规律治疗，复查实验室指标或（及）影像学检查，可见不同程度

改善。 

结论：IgG4-RD患者腹部病变具有相对特征性的 CT和 MRI影像表现，正确的诊断对于临床治

疗方案的选择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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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437 

Contribution of Susceptibility-weighted Imaging to 

Dynamic MRI Similar to 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 for 

Detection of Small HCC (≤2cm) in Cirrh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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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epartmen of Radiology， Jin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2.Departmen of Radiology， Zhong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value of susceptibility-weighted Imaging (SWI) for 

the detection of small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2 cm) as compared to 

dynamic MRI and 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 (DWI). 

Methods: Sixty-three patients with 76 small HCC underwent dynamic MRI, DWI and SWI. 

Two radiologists independently and blindly reviewed four image sets: (1) dynamic 

MRI, (2) dynamic MRI plus DWI, (3) dynamic MRI plus SWI, (4) dynamic MRI plus DWI 

and SWI using a five-point rating scale on a lesion-by-lesion basis. Diagnostic 

performance was assessed using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s (ROC) analysis. 

Results: The sensitivity of set 3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set 1 for 

both reviewers (93.7% vs. 66.7%, p=0.001; 92.1% vs. 69.8%, p=0.008). The area 

under ROC curve (Az) of set 3 was also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set 1 for 

both reviewers (0.930 vs. 0.795, p=0.329; 0.922 vs. 0.795, p=0.353).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set 2, set 3 and set 4.   

Conclusions: SWI can provide additional value to dynamic MRI equivalent to DWI for 

detection of small HCC in cirrhosis.  

  

 

 

EP-1438 

T2-3D SPACE MRI 及 DTI 评估剖宫产后瘢痕及子宫变化 

 
戚亚菲

1
,丁宁

1
,何泳蓝

1
,马良坤

1
,薛华丹

1
,金征宇

1
,钱天翼

2
,石清磊

2
 

1.北京协和医院 

2.德国西门子北京公司 

 

目的:通过 T2-3D SPACE MRI 序列评估产后一年瘢痕及子宫形态，MRI弥散张量成像

（Diffusion tensor imaging, DTI）定量评估产后一年瘢痕及子宫 FA、 ADC值，产后两年随

访瘢痕及子宫形态、瘢痕及子宫各层 FA、ADC值，比较各变量与产后一年测量值的差异。 

方法：招募 20-45岁剖宫产后 1年±1月志愿者，在围排卵期进行盆腔磁共振（MRI）检查，

盆腔扫描使用德国西门子公司的 3.0T Skyra扫描仪，磁共振扫描仪序列包 T2-3D SPACE、

resolve DTI。产后 2年±1 月在围排卵期进行第二次盆腔磁共振扫描，仪器、序列、参数同

第一次扫描。于子宫正中矢状位进行测量子宫瘢痕高度、厚度、前壁正常肌层厚度、瘢痕相对

厚度、子宫长径、前后径，于瘢痕水平轴位测量瘢痕横径、于子宫双侧宫角的冠状位测量子宫

左右径。瘢痕相对厚度由瘢痕厚度/子宫前壁肌层厚度得到，在 DTI tensor序列的 b=0 图像上

勾画瘢痕及子宫结构，FA、ADC图同步生成 FA、ADC值。变量符合正太分布，统计方法选用方

差分析、配对样本 T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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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入组 15位志愿者，产后两年瘢痕三径、瘢痕相对厚度与产后一年瘢痕三径、瘢痕相对

厚度无显着差异。产后两年子宫前壁肌层厚度大于产后一年子宫前壁肌层厚度（P=0.034）；

产后两年子宫长径大于产后一年子宫长径（P=0.049），子宫左右径无显着差异。产后两年子

宫后壁结合带 FA值大于产后一年子宫后壁结合带 FA值（P<0.05）；余结构 FA、ADC值产后两

年及一年无显着差异。 

结论：产后两年的瘢痕三径与产后一年无显着差异，子宫前壁厚度及长径较一年增大，瘢痕及

子宫 FA、ADC值大致无差异。 

  

 

 

EP-1439 

CT 纹理分析在鉴别胰腺浆液性囊腺瘤 

与黏液性囊性肿瘤中的价值 

 
梁萌,赵心明,王慧慧,赵丽 

国家癌症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 北京协和医学院 肿瘤医院 100021 

 

目的 探讨 CT纹理分析技术在鉴别胰腺浆液性囊腺瘤与黏液性囊性肿瘤中的价值。 材料与方

法 回顾性分析 32例经手术切除、病理证实的胰腺囊性肿瘤患者的临床病历资料及术前增强

CT图像，将显示最大囊性病灶的胰腺期增强 CT图像导入 CT Kinetics软件内，手动勾画

ROI，由软件自动提取 ROI内的基于灰度直方图及灰度共生矩阵的纹理参数，非定量参数组间

比较采用卡方检验；定量参数的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或 Mann-Whitney U检验，P＜
0.05认为两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对以上检验得出的具有统计学差异的参数进行 ROC曲线

分析，确定诊断阈值，并分析其诊断效能。 结果 本研究包括胰腺浆液性囊腺瘤 20例、黏液

性囊性肿瘤 12例，对以上临床病历资料、肿瘤增强 CT特征及 CT纹理参数进行统计分析，其

中最大囊腔长径（P=0.013）、囊液 CT值（P=0.044）、偏度（P=0.025）、总体素值

（P=0.020）、熵（P=0.032）在两组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与浆液性囊腺瘤相比，黏液性

囊性肿瘤的最大囊腔长径、囊液 CT值、偏度、总体素值和熵值均较高。通过对以上连续性变

量绘制 ROC曲线得出，以最大囊腔长径 2.95cm（AUC=0.765）、囊液 CT值 8.5HU

（AUC=0.702）、偏度-0.028（AUC=0.733）、总像素值 11596.50（AUC=0.750）和熵值 9.36

（AUC=0.721）作为鉴别两者的最佳阈值，有助于提高诊断准确性。 结论 胰腺浆液性囊腺瘤

与黏液性囊性肿瘤的囊性成分在 CT纹理参数上有一定的差异，应用 CT纹理分析技术有助于提

高胰腺囊性肿瘤的诊断准确性，对寡囊型浆液性囊腺瘤与黏液性囊性肿瘤的鉴别诊断有一定的

帮助。 

 

 

EP-1440 

单发肿块型原发肝脏淋巴瘤的临床、病理及影像特点 

 
张建新,樊鹏,张俊杰,侯丽娜,杜笑松,张瑞平,杨晓棠 

山西省肿瘤医院 30013 

 

目的：探讨原发单发肿块型肝脏淋巴瘤(primary hepatic lymphoma,PHL)的 CT、MRI影像特点

及临床特征。方法：回顾性分析 8 例原发单发肿块型 PHL的 CT、MRI影像资料及临床病理资

料，总结临床及 MRI、CT影像特点。结果：8例患者中，5例为弥漫大 B细胞淋巴瘤，2例为

粘膜相关细胞淋巴瘤,1例 T细胞淋巴瘤。实验室检查：8例 AFP、CEA 检查（-）。2例 HB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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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例 HCV（+），6例血清乳酸脱氢酶（LDH）明显升高（75%）。所有患者外周血象及

骨髓象正常。8例均行 CT三期动态增强扫描，其中 2例行 MRI扫描。在影像上均呈单发肿块

型，直径 3.5cm-13.5cm。累及一个肝叶者 3例（S2、S5、S6段者各 1例）（37.5%）。跨叶生

长者 5例（62.5%），其中 3例同时累及 S4、S8、S1；1例累及 S5、S6；1例累及 S7、S8。CT

特点：平扫表现为不均匀较低密度，增强扫描 5例（62.5%）呈均匀低密度并未见明显强化，3

例（37.5%）呈边缘环状轻度强化，内部可见大片状低密度区；5例（62.5%）出现“血管漂浮

征”。MRI特点：平扫 T1WI 均呈低信号，1例 T2WI呈不均匀高信号，DWI边缘高信号中心低

信号，增强扫描呈环状不均匀低强化、中心低信号区未见强化；1例 T2WI及 DWI呈均匀高信

号，增强扫描呈均匀未强化低信号，并可见“血管漂浮征”。结论：原发单发肿块型 PHL 发病

率低，具有一定临床及影像特点，CT、MRI能够显示肿瘤的形态、大小、位置、内部结构及血

供情况等。 

  

 

 

EP-1441 

宫颈绒毛管状腺癌的影像学表现及临床因素分析 

 
张毅,黄波,罗娅红,于韬,董越,牛微 

辽宁省肿瘤医院 110042 

 

目的：系统分析宫颈绒毛管状腺癌（VGA）影像图像上的表现，并分析临床相关因素特点。方

法：宫颈绒毛管状腺癌 34例,其中 20例 US、16例 CT、13例 MRI。结果：宫颈绒毛管状腺癌

患者较年轻，临床症状多为阴道不规则流血，多伴有 HPV感染。宫颈绒毛管状腺癌 US上表现

为低回声或混合回声肿块，形态较规则，边界清晰，偶可见少许血流信号。CT上，宫颈绒毛

管状腺癌患者多表现为宫颈形态的改变，平扫时宫颈绒毛管状腺癌患者宫颈平均 CT值比正常

宫颈、普通型宫颈腺癌、鳞癌患者小，与正常宫颈及宫颈鳞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0.025＜P＜

0.05），与普通型宫颈腺癌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MRI上，宫颈绒毛管状腺癌患者

肿块的平均体积比普通型腺癌、鳞癌小，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宫颈间质及宫旁浸

润情况较普通型腺癌、鳞癌好。结论：宫颈绒毛管状腺癌临床表现缺乏特征性，US、CT、MRI

能提供形态学、解剖学信息，MRI可准确判断宫颈病灶及宫旁受累情况，提高术前诊断准确

性，优化治疗。 

  

 

 
EP-1442 

基于 Bosniak 分级系统的肾脏囊性占位 MR 和 

CT 分类对照研究 

 
钟建国 

浙江省人民医院 310014 

 

【摘要】目的 探讨磁共振检查在肾囊性占位 Bosniak分级诊断中的应用价值，提高对肾脏囊

性占位 Bosniak分级的 MR影像学特点的认识。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和浙江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从 2013年 1月至 2016年 6月诊断为囊性肾脏占位（BosniakⅠ-Ⅳ级）的 48例患者的 49个病

灶的资料（男 32例，女 16 例；平均年龄 51.1岁，范围 20-81岁）。所有病例均在半年内同

时进行 CT和 MRI检查（平均 12天，范围 1-135天），并接受手术治疗或 3年以上的随访。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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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49个肾脏囊性占位的 Bosniak 分级为：Ⅰ级囊肿 1例，Ⅱ级囊肿 10例，Ⅱf级囊肿 13

例、Ⅲ级囊肿 10例、Ⅳ级囊肿 15 例。MR对 49个肾脏囊性占位的分级为：Ⅰ级囊肿 2 例，Ⅱ

级囊肿 6例，Ⅱf级囊肿 12 例、Ⅲ级囊肿 13例、Ⅳ级囊肿 16例。结果 40例肾脏囊性占位的

CT和 MR的 Bosniak分级相符，有 9例 CT和 MR的分级不相符，其中，1例由Ⅱ级（CT 分级）

降为Ⅰ级（MR分级），3例由Ⅱ级（CT分级）上升为Ⅱf级（MR分级），4例Ⅱf级（CT分

级）上升为Ⅲ级（MR分级），1例Ⅲ级（CT分级）上升为Ⅳ级（MR分级）。手术病例中 CT分

级为Ⅱf级囊肿恶性病例为 1例(7.6％)，Ⅲ级 5例(50％)，Ⅳ级 15例( 100％)。MR分级为

Ⅱf级囊肿恶性病例为 1例(8.3％)，Ⅲ级 5例(38.4％)，Ⅳ级 16例( 100％)。结论：磁共振

对肾脏囊性占位的 Bosniak 分级与 CT基本相符，但在 BosniakⅡ~Ⅲ的分级中部分病例的评估

可能存在过度，综合 MSCT、MR评估和临床病史，有助于肾脏囊性占位的诊断和鉴别诊断以及

临床治疗方案的决策。 

 

 

 

 
EP-1443 

CT 在腹部闭合性损伤诊断中的研究分析 

 
张亚栋,李杰,陈雁卉,张杰,乔志渊,秦晓峰 

山西晋城煤业集团总医院 048006 

 

目的：腹部闭合性损伤因病患病情发展程度迅速，危害很大，可能会造成病患的生命受到侵

害。组织脏器器官的微小损伤或是不完全破裂，由于症状不明显，在临床诊治中很容易形成漏

诊、误诊等显现，本研究旨在探究 CT应用于腹部闭合性损伤的诊断中的作用效果。 

材料与方法：随机选取 2012 年 6月-2013年 8月本院诊治的腹部闭合性损伤病患 70例，将其

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平均每组 35例。研究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实施 CT扫描检测，病患取仰

卧位，选择层距 5毫米，层厚 5毫米持续扫描，对于可疑位置行薄层扫描。其次要使用静脉团

注射方式实施加强扫描，注射 25秒后，对研究部位实施动脉期薄层检测。对照组进行超声、X

线等基本检测。比较两组的检出率和死亡率。组间比较采用 X2分析，P<0.05认为有统计学意

义。 

结果：研究组中，病因检出率为 97.14%，最终死亡例数检出率 2.86%。对照组中病因检出率为

85.71%，最终死亡例数 14.29%。两组在病因检出率和最终死亡率具有显著统计学 差异

（P<0.05）。在研究组中，脾破裂检出率 45.71%，肝破裂检出率 25.71%，胰腺损伤检出率

17.14%，其他检出率 11.43%。在对比组中，脾破裂检出率 31.43%，肝破裂检出率 22.86%，胰

腺损伤检出率 7%，其他检出率 9%。两组在各种病因检出率中具有显著统计学差异

（P<0.05）。 

结论：CT对于腹部闭合性损伤的诊治有较高的可靠性、准确性，能够作为临床医治的重要参

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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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444 

MDCT 腹膜转移癌的 CT 腹膜癌指数对术前评估作用 

 
梅列军,刘骏方,胡金香,张在鹏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430071 

 

目的:研究多层螺旋 CT 增强扫描加多平面重建技术对腹膜转移癌(Peritoneal carcinomatosis, 

PC)的诊断效能，分析 PC的典型 CT征象，对腹膜转移癌进行腹膜癌指数评分。方法: 筛选 54

例 PC患者，男 22例，女 32例，年龄 22 ~ 76岁(中位年龄 56岁)。原发肿瘤来源于胃癌 34

例，结直肠癌 10例，卵巢癌 4例，腹腔假性粘液瘤 1例，阑尾粘液癌 2例，胆囊癌 1 例，乳

腺癌 1例，肺癌 1例。评估 CT-腹膜癌指数（CT-PCI），与术中探查所见进行比较。腹膜癌指

数(Peritoneal carcinomatosis index, PCI)评价标准：根据 PC病灶直径大小(Lesion size, 

LS)按下述标准进行术中 PCI 评分：LS 0：无肉眼可见病灶；LS 1：病灶< 0.5 cm；LS 2：病

灶 0.5 ~ 5 cm；LS 3：病灶> 5 cm；相应 PCI评分分别为 0分、1分、2分、3分。各区域

PCI分值之和即为患者的总 PCI分值，范围 0 ~ 39。CT-PCI参照术中 PCI的病灶大小标准进

行评分。结果:54例 PC患者 MDCT增强扫描检测出 356个病灶，每例患者检测出病灶平均数为

6.5 ± 3.4(范围：1 ~ 13)。常见转移部位是大网膜、左半膈、脾包膜、盆腔、右半膈、胃周

韧带等。转移病灶密度以实性为主，病灶直径为 0.5 ~ 13 cm。总体敏感度为 78.1% 

(356/456)，特异度为 92.3% (277/300)；病灶≥ 0.5 cm 时，敏感度为 90.0% (307/341)，病

灶< 0.5 cm时，敏感度为 42.6% (49/115)。CT-腹膜癌指数 PCI与术中 PCI的吻合度为 0.384 

~ 0.640 (P<0.05)。结论: MDCT增强扫描加 MPR技术可较准确评估 CT-PCI，与术中 PCI有较

高的吻合度，可为临床制定治疗计划提供依据。 

 

 
EP-1445 

基于 PI-RADSv2 对 DTI 参数 FA 值诊断 PCa 应用价值探究 

 
熊志 

咸宁市中心医院 437100 

 

【摘要】 

目的：本研究借鉴 PI-RADSv2[1]中 DWI评分标准，尝试对各向异性分数值( fractional 

anisotropy，FA)进行评分，探讨扩散张量成像( Diffusion Tensor Imaging DTI)对外周带前

列腺癌（PCa）的诊断价值。 

方法：采用我院 GE Discovery 750w 3.0T MR仪，心脏相控线圈，行常规 T2WI、DWI、DTI及

DCE-MRI扫描，后经穿刺病理证实的 30例外周带 PCa患者（恶性组），48例良性前列腺增生

（BPH）和/或慢性前列腺炎（CP）患者（良性组）影像学资料，参照第二版前列腺影像报告与

数据系统（PI-RADSv2）中 DWI评分标准对 DTI及 FA图评分，采用 ROC的曲线下面积（AUC)值

比较 T2WI、DWI、DTI、DCE-MRI及基于 PI-RADSv2的 DWI+DCE-MRI、DTI+DCE-MRI诊断 PCa的

诊断效能。 

结果：T2WI、DWI、DTI、DCE-MRI、DWI+DCE-MRI、DTI+DCE-MRI诊断 PCa的 AUC分别为

0.849、0.867、0.845、0.758、0.884、0.851，95％置信区间分别为 0.750～0.920、0.771～

0.933、0.745～0.917、0.648～0.848、0.792～0.946、0.752～0.922。 

结论：DWI、DTI对外周带 PCa的诊断都具有较高效能，基于 PI-RADSv2的 DWI+DCE-MRI较

DTI+DCE-MRI对外周带 PCa 的诊断效能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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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446 

CT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fat-poor angiomyolipoma 

and clear cell renal carcinoma  

 
zhang yaqin 

the Fifth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519000 

 

【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clinical value of CT plain scan and dynamic contrast-

enhanced scan in the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renal angiomyolipoma and renal 

clear cell carcinoma. Methods: CT scan and dynamic enhancement scan data were 

collected from 30 patients with renal clear cell carcinoma and 16 cases of renal 

angiomyolipoma which were misdiagnosed as RCC.Two radiologists retrospectively 

evaluated the morphological features (i.e. split sign, beak sign, with or without 

pseudocapsule and calcification) and enhancement features (i.e. CT value of ROI in 

each phase, the enhancement index of each phase. For the parameters that ha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e calculated the p values by 

using the independent sample t test. p value less than 0.05 for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Results: The CT value of fpAML tumor was 44.40±8.60Hu, 

and the CT value of renal clear cell carcinoma was 30.89±4.38Hu.The p value was 

less than 0.05,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The enhancement 

index of fpAML was less than ccRCC in cortical phase, nephrographic phase and 

excretory phase. The p-value was less than 0.05. In nephrographic phase 75% of 

fpAML showed a homogeneous enhancement, while 93.3% of ccRCC showed heterogeneous 

enhancement. Also among 16 cases of fpAML，7 cases(43.8%) had the splitting sign, 

6 cases (37.5%) had the beak sign. In the 30 cases of ccRCC, 18 cases (60%) had 

pseudocapsule, 5 cases (16.7%) had split sign, 8 cases (26.7%) had beak sign and 1 

case had calcification. Conclusion: In this study, we confirmed common imaging 

features of fpAML different with ccRCC :higher attenuation on unenhanced CT 

sequences；less enhancement in cortical phase, nephrographic phase and excretory 

phase; homogeneous enhancement in nephrographic phase. 

  

 

 

EP-1447 

腹腔脏器外淋巴管瘤的影像学特征 

 
王玉涛

1
,王小平

2
,张建

3
,汪建华

1
,邓生德

1
 

1.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2.宁波市北仑区第二人民医院 

3.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目的  总结腹腔脏器外淋巴管瘤的 CT、MRI及 18F-FDG PET/CT 影像学特征。方法 收集 2009

年 1月至 2015年 17例腹腔脏器外淋巴管瘤患者的临床资料。患者行 CT、MRI、PET/CT检查。

结果 （1） 16例患者中，①淋巴管瘤的分型：单房型淋巴管瘤 6例，多房型淋巴管瘤 9

例，淋巴管瘤病 1例。②淋巴管瘤的部位： 9例淋巴管瘤位于一个区域内，7例淋巴管瘤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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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个及以上区域。③淋巴管瘤的直径：病变直径为 4～25 cm，平均 12 cm。④淋巴管瘤的形

状： 3例淋巴管瘤形态规则，呈类圆形改变；13例淋巴管瘤形态不规则，具有“塑形” 性改

变。⑤淋巴管瘤的内部结构， 内容物： 12例行 CT平扫检查的淋巴管瘤患者，病变呈液性低

密度，CT值为-10～19 HU；7例行 MRI检查 T1WI呈低信号、T2WI呈高亮信号。16例患者腹腔

脏器外淋巴管瘤内均未见出血。囊壁及间隔：15例淋巴管瘤的囊壁厚度＜2 mm；1例多房型淋

巴管瘤囊壁及间隔较厚，部分厚度＞3 mm，呈等密度，T1WI、T2WI等信号。16例淋巴管瘤均

未见壁结节、钙化。⑥淋巴管瘤的边界：15例淋巴管瘤边缘光整，与毗邻组织边界清晰；1例

多房型淋巴管瘤与毗邻的十二指肠、胰头部及升结肠边界不清晰。⑦淋巴管瘤的毗邻器官关

系： 10例淋巴管瘤被反挤压而局部内凹，呈弧形压迹、“脐凹”样表现；4例淋巴管瘤包绕

血管；2例淋巴管瘤内部见脂肪密度或信号。⑧淋巴管瘤的强化模式：14例行增强扫描患者

中，13例淋巴管瘤囊壁及间隔轻度强化，1例中度强化；淋巴管瘤内容物均无强化。 （2）1

例多房型淋巴管瘤呈 FDG不均匀摄取增加，代谢活性略高于肝脏， SUVmax=3.71。结论  腹

腔脏器外淋巴管瘤的影像学表现具有一定特征性，常表现为多房、“塑形”、液性密度或信

号、囊壁及间隔菲薄、边界清晰的较大病变，多房型淋巴管瘤 可以摄取 FDG。 

  

 

 
EP-1448 

体素内不相干运动扩散加权成像在胰腺肿块 

诊断中的价值研究 

 
苗莹莹,于绍楠,代一猛 

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 130031 

 

目的:探讨体素内不相干运动（IVIM）扩散加权成像对良性和恶性胰腺肿块的鉴别诊断价值。

方法:回顾性分析经手术病理证实或经随访证实的胰腺实性肿块病变 45例（54个病灶），根

据病理学结果分为良性组病变 11例（15个病灶）和恶性病变 34例（39个病灶）。所有患者

均进行 MR常规平扫 T1WI、T2WI、多ｂ值 DWI及动态增强扫描。受试者在 3.0T飞利浦磁共振

扫描仪上分别接受 11个 b值的呼吸触发 IVIM序列扫描，（b值设定为 0,25,50,75,100,150，

200,300,400,600,800s/mm
2
），应用 IVIM模型计算 D、f 及 D*，选取 b值 0及 600拟合计算表

观弥散系数 ADC值。通过方差分析比较良性组及恶性组的差异；采用 ROC曲线分析比较 IVIM

及 ADC值对于良恶性的鉴别诊断价值。结果：①恶性组、良性组间 f、D及 ADC值存在显著统

计学差异（8.36±1.34vs 13.77±2.23，P<0.01；1.26±0.19vs0.48±0.15，P＜0.01；

0.81±0.21 vs 01.16±0.19,P＜0.05）;D*在恶性组及良性组间无统计学差异（29±8.8 

vs35±6.2,P=0.100）。②IVIM-DWI的参数中 D的诊断效能最高。结论：IVIM-DWI的参数 f、

D及 ADC值对胰腺肿块型病变的良恶性具有鉴别诊断价值，其中 D的诊断效能最高。 

  

 

 
EP-1449 

局限型腹膜间皮瘤的 CT 诊断与病理基础 

 
温祖光,龙莉玲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530021 

 

目的  探讨局限型腹膜间皮瘤 CT表现的特征，以提高影像诊断准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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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收集经我院病理证实的 5例局限型腹膜间皮瘤患者的临床及影像资料，分析病灶的大

小、密度特点、内部结构、强化特征以及与周围组织关系等征象。   

结果 CT征象：5例均表现为孤立性巨大肿块，发病部分多位于腹腔或者腹壁近浆膜面，最大

径约 8.4cm-13.3cm；其中 4例为囊实性肿块，1例为多囊性，囊性部分 CT值 13.0-27.8HU，

增强扫描未见强化；实性部分 CT值 32.6-40.8HU，增强扫描呈中度强化（△CT值27.0-

38.4HU）；3例病灶内可见丰富血管影，其中 2例病灶血管位于分隔内，1例位于实质内；其

中 3例病变边界清楚，2例病变与周围组织分界不清楚；5例患者均未见远处转移征象，1例

患者见少量腹水及盆腔积液。  病理结果：4例为恶性间皮瘤，1例为良性或惰性肿瘤。 

结论 局限型间皮瘤临床罕见，病理多为恶性，早期腹膜病变 CT检查不易发现，且不易与粘

液性纤维肉瘤、平滑肌肉瘤、肠系膜淋巴管瘤、恶性纤维组织细胞瘤等相鉴别,确诊主要依靠

病理学。CT多表现为囊实性，囊性部分密度较高，实性部分中度强化，病灶内可见分隔及分

隔内血管影，具有一定的特征性，结合发病部位有助于做出提示性诊断。 

  

 

 
EP-1450 

宽体探测器 CT 评估胃肠道癌分级的价值 

 
吕悦

1
,刘爱连

1
,刘静红

1
,李剑颖

2
,徐明哲

1
,张钦和

1
 

1.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通用电气，北京 

 

目的探讨 Revolution双能 CT GSI扫描参数评估胃肠道癌病理分级的价值。方法回顾性收集行

Revolution CT扫描并经病理证实的胃肠道癌 27例，胃癌 13例，结直肠癌 14例。扫描条

件：80和 120kVp瞬时切换，自动毫安调制，探测器宽度 80mm，螺距 0.992，ASIR-V40%或

50%，重建层厚 1.25mm。分为低分化组（A组）14例和中高分化组（B组）13例。分别测量两

组病灶平扫的有效原子序数、血（水）浓度、脂（水）浓度、40和 100keV单能量 CT值及增

强三期的碘（水）值、40和 100keV单能量 CT值、同期腹主动脉碘（水）值，3次取均值。计

算标准化碘（水）值=病灶碘（水）值/同期腹主动脉碘（水）值和能谱曲线斜率 K=（HU40keV-

HU100keV）/（100-40）。两名观察者分别测量进行一致性检验。数据正态分布使用独立样本 t检
验，非正态使用非参数检验，应用 ROC曲线分析参数的分级效能。结果两名观察者所测数据一

致性较好，ICC值＞0.75。两组平扫及动脉期参数均无统计学差异。两组静脉期标准化碘水值

为（0.62±0.15）和（0.45±0.12），A组高于 B组，有统计学差异（P＜0.05）。两组延迟

期标准化碘水值、K 分别为（0.80±0.14）和（0.57±0.15）、（2.62±0.57）和

（1.97±0.44），A组高于 B组，有统计学差异（P＜0.05）。静脉期标准化碘（水）值、延

迟期标准化碘水值和 K的 ROC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813、0.874和 0.808，当延迟期标准化碘

水值以 0.66为阈值时，诊断为低分化组的敏感度最高，为 92.9%。延迟期 K以 2.37为阈值

时，诊断为低分化组的特异度最好，为 84.6%。结论 Revolution CT 评估胃肠道癌病理分级提

供多参数定量数据的同时降低了辐射剂量，延迟期标准化碘（水）值和 K对胃肠道癌的病理分

级效能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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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451 

原发性肝癌的 AFP 表达与 MRI 诊断的相关性研究 

 
路颖 

北华大学附属医院 132013 

 

 

目的 探讨甲胎蛋白（AFP）诊断原发性肝癌（HCC）与 MRI诊断原发性肝癌的相关性，并进一

步明确 AFP不同表达在原发性肝癌的诊断价值，为临床诊断原发性肝癌提供参考。 

材料与方法 收集原发性肝癌患者 229例、肝癌高危人群 287例，均做血清 AFP和 MRI 检查，

以病理为金标准，回顾病人的 MR、病理、血清学检查和病历记录追踪病人最终结果。根据 AFP

测定值分成不同切割值并与病理金标准做对比，评价不同切割值的诊断价值。所有患者均行

MRI首次检查，选择副教授以上级别的放射医师做出诊断，观察各组 MRI诊断情况，并将其分

为两组：为 MRI首诊阴性（包括无结节型、RN结节、DN结节）和 MRI首诊阳性。评估 AFP不

同表达 MRI首诊阴性转为阳性的时间间隔。 

结果 AFP在切割值为 20ng/ml 时，其灵敏度和特异度之和最大（≈1.4554），ROC曲线下面积

最大。287例高危人群中在随访 5年中有 25例最终发展为肝癌，这 25例中有 6例

AFP>300ng/ml,19例 AFP<300ng/ml，MRI首诊为阴性含无结节 5例、RN结节 15例、DN 结节 5

例。其中 AFP阳性且持续升高而 MRI首诊阴性的患者在平均随访 118天后发展为肝癌；AFP不

高而 MRI首诊为无结节、RN 结节的患者在平均随访 622天后转变为肝癌。而 AFP不高而 MRI

首诊为 DN结节的患者在平均随访 516天后转变为肝癌。 

结论 AFP阴性的肝癌患者当癌灶<3cm时，其 AFP常不升高或轻度升高，因此 AFP以 200、

300、400作为诊断标准值得商榷，而可将 AFP为 20ng/ml作为肝癌的筛查指标。

AFP>300ng/ml且持续升高而 MR首诊阴性的患者进行短期 3个月的随访是很有价值的。而 AFP

水平不高或轻度升高但 MR首诊为 RN、DN结节的患者进行短期 6个月的随访是很有价值的。 

 

 

 
EP-1452 

MSCT 对胰腺损伤的诊断价值及随访观察 

 
廖茜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30006 

 

【摘要】目的  总结胰腺损伤的 CT表现并通过 CT随访观察其临床预后，评价 CT检查在胰腺

损伤中的诊断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手术及临床治疗后证实为胰腺损伤的 57 例患者临床

资料和 CT 图像，其中男 48 例，女 9例，年龄在 9～73岁之间，平均年龄 40岁，根据 1990

年美国创伤外科协会脏器损伤委员会的胰腺损伤 (AAST-OIS)分级标准，对胰腺损伤进行分

级，分析各级胰腺损伤 CT 表现及其他脏器伴发损伤情况，并随访观察其临床预后。 结果 4

例首诊时 CT平扫漏诊，后行 CT增强确诊，1例首诊 CT增强漏诊。Ⅰ级损伤 17例(29. 

82%)，CT表现为胰腺局部密度稍减低或稍高（小血肿）和/或表现为急性间质水肿性胰腺炎改

变；Ⅱ级损伤 15例(26.32%)，CT表现为胰腺内裂隙状、片状低密度或高密度血肿影，但创伤

深度小于胰腺厚度的 50%；Ⅲ级损伤 19例(33.33%)，CT表现为胰腺远端裂伤或横断，可伴血

肿形成，创伤深度大于胰腺厚度的 50%（提示有主胰管损伤）；Ⅳ级损伤 2例(3.51%)，CT表

现胰腺近端（指肠系膜上静脉右侧缘腺体）横断或伴血肿形成累及壶腹部；Ⅴ级损伤 4例

(7.02%)，CT表现胰头碎裂、结构不清、密度不均并伴有十二指肠挫裂伤，可见血肿形成及十

二指肠穿孔征象；CT增强扫描能清晰显示胰腺损伤范围及低密度断裂带，断裂带超过 50%者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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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可见主胰管断裂；41例伴其他部位脏器损伤。随访复查中，14例出现包裹性坏死，位于胰

腺内或胰腺外，经保守治疗或清创引流或手术后，包裹性坏死缩小或完全消失，3例胰腺内出

现假性囊肿，且可见囊肿与主胰管相通，其中 2例随访 1年后囊肿可见增大，1例随访 1月余

无明显变化。结论 MSCT能及时发现胰腺损伤并判断损伤程度，增强扫描可明显提高胰损伤诊

断的阳性率，更准确地评估胰腺损伤程度及分级；通过 CT随访可观察胰腺损伤的演变过程，

有助于判断其临床预后，并为临床医生选择合理的治疗方案提供依据。 

 

 

EP-1453 

单源双能 CT 的纹理分析技术对鉴别肾嫌色细胞癌 

与肾嗜酸细胞腺瘤的价值初探 

 
徐明哲,刘爱连,陈安良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6011 

 

目的 初探单源双能 CT的纹理分析技术对鉴别肾嫌色细胞癌（chromophobic renal cell 

carcinoma，CRCC）与肾嗜酸细胞腺瘤（renal oncocytoma，RO）的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行

单源双能 CT（GE Discovery HD 750，USA）平扫及三期增强扫描、经手术病理证实为 CRCC与

RO的患者共 28个病灶（CRCC 12 个，RO 16个)。利用 ADW4.6工作站测量 CRCC及 RO平扫能

谱曲线斜率、平扫及三期增强 68keV时的 CT值及碘水值，并且将两者 DICOM 格式的 68keV 平

扫及三期增强图导入 Omni-Kinetics软件行纹理分析，采用 Mann-Whitney U检验进行比较，

并对有统计学差异的参数使用 ROC曲线分析其诊断效能。结果 CRCC及 RO平扫能谱曲线斜

率、平扫及三期增强 68keV 时的 CT值及碘水值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CRCC及 RO平扫

图像纹理分析各参数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两者动脉期的标准偏差、方差、第 90及

95百分位数有统计学差异（P值分别为 0.003、0.003、0.042、0.029），两者静脉期的标准

偏差、方差、第 50、第 75、第 90、第 95百分位数有统计学差异（P值分别为 0.007、

0.007、0.011、0.005、0.005、0.004），两者排泄期的标准偏差、方差、偏度、第 50、第

75、第 90、第 95百分位数有统计学差异（P值分别为 0.002、0.002、0.044、0.039、

0.026、0.009、0.008）。ROC曲线分析显示，有统计学差异的参数均有较高的诊断效能（诊

断效能范围为 ROC曲线下面积在 0.729～0.847）。结论 单源双能 CT平扫及增强扫描无法有

效鉴别 CRCC与 RO，而通过使用纹理分析技术可鉴别两者，并具有较高的诊断效能。 

 

 
EP-1454 

比较基于 ISHIM 技术的扩散加权双指数模型和单指数模型在

鉴别肝脏良恶性肿瘤的价值 

 
王立侠

1
,石清磊

1,2
,蒋涛

1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2.西门子医疗 

 

目的  比较基于层面特异性匀场技术（ISHIM）的体素内分子不相关运动（IVIM序列）双指

数模型与单指数模型在鉴别肝脏良恶性肿瘤中的价值 

材料和方法  收集我院 45 例肝脏肿瘤患者入组，其中 27例男性和 18例女性，年龄 34 - 76

岁，中位年龄为 58.72±12.35 岁。所有患者均行 MAGNETOM Prisma  3.0T MRI（德国西门

子）检查，共发现 90个肝脏肿瘤。所有患者经病理、病史及影像追随被分为恶性组(15肝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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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癌患者共 43个病灶,5个胆管癌、5转移灶)和良性组(20 个血管瘤患者的 32个病灶)。基于

iShim技术的 IVIM序列参数如下:TR / TE 4700 ms / 56.0ms; 矩阵 160 x 117 0; 体素大小

3.75×3.75×5.00 mm
3
;b值(0,20、40、80、120、160、200、400、800、1000、1500、2000)s 

/m
2
。IVIM参数值包括（Dstar、D,f）和 ADC图由西门子医疗的 body diffusion toolbox 

(V2.0)后处理软件获得。所有图像的量化参数的测量和解释由一位有 20年工作经验的放射科

医生在西门子 syngo.via VB10工作站中得到。应用独立样本量 T-检验对各参数值在鉴别肝脏

良恶性病变的诊断效能和 ROC曲线进行分析。 

结果 恶性组 D, Dstar， f, ADC值显著低于对照组 P < 0.05)。与单指数模型相比, D 值的

ROC曲线下面积高于 ADC值鉴别良恶性肿瘤的曲线下面积(0.996 vs 0.954，P<0.05)，其鉴别

良恶性病变的诊断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 85%和 97%。 

结论 基于 ISHIM技术的 IVIM 序列双指数模型与单指数模型 DWI相比，在鉴别肝脏良恶性病变

方面能够提供更高的诊断效能，可以作为肝脏病变诊断的一项重要手段。 

 

 

EP-1455 

探析胃间质瘤的 X 线、CT 诊断的临床意义 

 
王雪峰,于龙,李艳 

齐齐哈尔市第一医院 161005 

 

选取 2014年 7月到 2016年 9月我院收治的胃间质瘤患者 10例作为本次研究的对象，全部患

者均实施 X线以及 CT诊断，回顾性分析所有患者的临床资料以及影像学检查资料。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胃间质瘤患者 10例作为本次研究的对象，本次所选患者均通过手术病理予以确诊，临床表现

主要为存在程度不一的上腹部不适、胀痛、纳差以及乏力等症状。其中男性患者 6例，女性患

者 4例，患者年龄 48~78岁，平均年龄（54.6±2.7）岁，患者平均病程（5.2±0.8）个月。 

1.2 研究方法   

10例患者都实施 X线上消化道气钡双重造影检查，术前均给予腹部 CT扫描以及增强扫描，术

后实施免疫组化以及光镜病理学检查，间质瘤的诊断标准为免疫组化表现为 CD117阳性以及

CD34阳性。 

2 结果 10例患者经上消化道气钡双重造影检查显示：类圆形软组织肿块影处在贲门区的患

者有 4例，处在胃体大弯侧的患者有 4例，处在胃窦小弯侧的患者有 2例，大多数处于腔内。

肿块边缘较为整齐与光滑，周边胃粘膜存在显著的推移征兆，不存在显著中断与破坏现象，钡

剂绕流。其中可见肿块内龛影的患者 3例。 

10例患者经 CT扫描后显示：肿块阴影处在胃腔内或是腔内外生长的软组织肿块中，能和周边

正常组织与器官存在明显界限，正常组织和器官有显著推移征兆。增强扫描表现为轻度较均匀

强化，腹腔内不存在明显肿大淋巴结，其中肿块内低密度区不存在显著强化的患者有 3例。 

3 讨论 上消化道气钡双重造影检查显示为胃部类圆形或圆形充盈缺损或是软组织块影，局部

黏膜具有受压及破坏现象，但是受压或是受累位置，胃壁大多表现柔软且边缘光滑。CT 诊断

主要显示为腔内、腔外以及横跨腔内外的肿块，境界十分明显，接邻胃壁不存在破坏以及增厚

表现。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发生在胃的软组织肿块应用多种影像学检查方式实施综合评估，若肿块边

缘较为整齐与光滑，能和周边正常组织与器官存在明显界限时，则应考虑为胃间质瘤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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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456 

Analysis of portal vein variations by 64-slice spiral 

CT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  

 
guo chengwei

1
,Quan Xian-yue

1,2
 

1.Department of Radiology， The 252 Hospital of PLA 

2.The Affiliated Zhujiang Hospital ，South Medic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82，P. R.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analyze variations of main trunk of portal vein (MTPV) in 

healthy persons by MSCTP. Methods: Four hundreds and five subjects（including 200 

normal volunteers） were performed by Test Bolus to demonstrate the optimization 

of MSCTP from December 2006 to june 2007 at the Affiliated Zhujiang Hospital of 

South Medical University.The maximum intensity prejection (MIP), volume rendering 

(VR)and multiplanar reformation（MPR）were employed for three-dimensional 

reconstruction to analyze variations of  MTPV (1～3 grades).  Result: There are 

12 types of MTPV (1～3 details) with 20.74% variation rate. Conclusion: Due to 

high variation rate of portal vein among normal people, the 3-D reconstruction of 

multi-slice CT is constructive to local the focus and the decision of approaches 

for the surgical treatment in clinic. 

 

 
EP-1457 

能谱 CT 鉴别诊断囊性肾癌和复杂性肾囊肿 

 
黄晓宇,王丹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730030 

 

关键词:能谱 CT  囊性肾癌  复杂性肾囊肿 

目的：探讨能谱 CT对囊性肾癌（cystic renal cell carcinoma，CRCC）和复杂性肾囊肿

（complex cyst of kidney）的鉴别诊断价值。 

材料与方法：回顾性分析经手术病理证实的囊性肾癌和复杂性肾囊肿各 10例。所有病例均行

宝石能谱 CT双期增强扫描，于皮质期和实质期比较囊性肾癌和复杂性肾囊肿 40Kev-70Kev 单

能量 CT值、碘浓度、标准化碘浓度、水浓度、标准化水浓度，及能谱曲线斜率，其中曲线斜

率的计算根据以下公式：斜率=（CT40Kev-CT70Kev）/30,以非参数检验进行统计分析两组能谱

能谱参数。 

结果：囊性肾癌的皮质期和实质期 40Kev-70Kev能谱曲线斜率均小于复杂性肾囊肿,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另所测其他能谱参数，最佳单能量（70Kev）CT值、双期标准碘浓度

（NIC）、标准水浓度（NWC）亦有统计学意义（p˂0.05）。囊性肾癌皮质期和实质期标准碘浓

度（NIC）低于复杂性肾囊肿，而双期标准水浓度（NWC）前者均高于后者。 

结论：能谱 CT对囊性肾癌和复杂性肾囊肿的鉴别诊断有一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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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458 

DWI 能否准确反映肿瘤大小 

 
宋彦芳,尚华,耿左军,马毓梅,全冠民,蒋静雯,李晓冬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050000 

 

目的：通过影像和病理前瞻性对照研究，探讨如何应用 MR多序列图像准确测量子宫内膜癌

（Endometrial Cancer，EC）的病变大小。然后比较肿瘤不同部位的 ADC值，探讨肿瘤异质性

是否影响 DWI反映病变大小的准确性。 

 方法：对宫腔镜可疑为 EC的患者行 MR检查，分别在 T2WI、DWI上测量病变的上下径、左右

径。所有患者在 MR检查后 4天内行子宫+双附件切除术，术后在大体标本上测量病变的上下

径、左右径。排除术后病理为增生伴癌变、息肉伴癌变的患者，本实验共纳入 30例纯癌患

者。以术后径线为金标准，统计 T2WI、DWI所测径线与术后径线的相关性及差别；统计 EC癌

灶瘤中心、瘤内周、瘤外周的 ADC均值及 ADC值间距是否有差别。 

结果：T2WI显示病变的上下径、左右径与术后径线均无差别，DWI显示病变的上下径、左右径

与术后径线均有差别，均小于术后径线。EC癌灶瘤中心 ADC均值＜瘤内周 ADC均值＜瘤外周

ADC均值，瘤中心 ADC间距＜瘤内周 ADC间距＜瘤外周 ADC 间距。 

结论：EC患者行 MR多序列扫描，T2WI上可以准确测量肿瘤的大小，与术后病理对照没有差

别。DWI上不能准确反映肿瘤的大小，小于术后病理所见，考虑可能是由于肿瘤边缘的 ADC值

不够低，不能反映出 DWI上信号强度的差异所致。 

测量 EC癌灶由内至外的 ADC 均值：瘤中心 ADC均值＜瘤内周 ADC均值＜瘤外周 ADC均值，瘤

中心 ADC间距＜瘤内周 ADC 间距＜瘤外周 ADC间距。说明癌灶由内至外的微观病理特征存在差

异，可能由于 EC癌灶由内至外的细胞密集度逐渐变小导致了由内至外的 ADC均值逐渐升高。

DWI的信号强度与 ADC值大小呈负相关关系，癌灶外周的 ADC均值最高，ADC值间距最大，所

以癌灶外周的 DWI信号最低且最不均匀，从而导致在 DWI上测量病变大小时，病变外周较低

DWI信号的癌灶部分被忽略，造成 DWI径线小于术后径线。 

 

 

 
EP-1459 

经阴道分娩初产妇肛提肌损伤危险因素探究 

 
郭丽美,赵玉娇,黄黎香,沈文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300192 

 

【摘要】目的  盆腔 MR成像辅助下，探究经阴道分娩初产妇肛提肌损伤的相关危险因素。材

料与方法  收集经阴道分娩产后 6周初产妇 171例，进行回顾性研究。记录受试者基本临床

资料，包括 BMI、胎儿体重、胎儿双顶径、头围、是否合并有产科异常事件，如急产、产钳助

产等。所有受试者均行盆底 MRI检查，并由 2位具有 5年及以上盆腔影像诊断经验的影像科医

生独立双盲进行阅片，判断肛提肌肌损伤状态及测量骨盆径线。根据肛提肌情况将受试者分为

肛提肌损伤组与正常组，采用单因素分析比较两组间临床资料的差异。采用 Logistic回归分

析评价肛提肌损伤的独立危险因素。结果  171例受试者中，肛提肌损伤组 74例，肛提肌正

常组 97例，分别纳入损伤组和正常组。两组间胎儿体重、双顶径、产钳助产、出口后矢状径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将以上因素进行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产钳助产

[P=0.008，OR为 16.790，95%CI(2.114~133.362)]、出口后矢状径较小[P=0.032，OR为

0.649，95%CI(0.437~0.963)]、胎儿体重增大[P=0.004，OR为 1.119，95%CI(1.037~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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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肛提肌损伤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  产钳助产、出口后矢状径较小、胎儿体重增大是肛提

肌损伤的独立危险因素。 

 

 

EP-1460 

Diffusion-weighted MR-volumetry and high-resolution 

MR-volumetry association with lymphovascular invasion 

and N-stages in resectable rectal cancer 

 
Li Hang

1
,Xiao-li Chen

2
 

1.Affiliated Hospital of Medical School，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Sichuan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and Sichuan Provincial People's Hospital 

2.Affiliated Cancer Hospital of Medical School，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Sichuan Cancer Hospital and Institute & Cancer 

 

Purpose: To determine whether 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 (DWI)-volumetry and high-

resolution T2-weighted imaging (T2WI) MR-volumetry could predict presence of 

lymphovascular invasion (LVI) and N-stages in resectable rectal cancer. 

Materials & Methods: 50 consecutive patients with rectal cancer who underwent 

radical surgery in 1-week after DWI and high-resolution T2WI were retrospectively 

identified. Gross tumor volume (GTV) was evaluated on DWI and high-resolution T2WI. 

Univariate and multivariate analyses were performed to determine whether GTV could 

predict LVI and lymph node metastasis (LNM). Mann-Whitney U test was performed to 

compare GTV among N-stages. Cutoffs of GTV were investigated using area under the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AUC) analysis for predicting LVI and N-

stages. 

Results: DWI-GTV and high-resolution T2WI-GTV increased with the presence of LVI 

(r=0.750 and 0.710, P<0.0001, respectively) and increasing of N stage(r=0.780 and 
0.755, P<0.0001, respectively). Univariate analysis showed DWI-GTV and high-
resolution T2WI-GTVcould predict LVI (P<0.0001). Multivariate analyses indicated 
only DWI-GTV as an independent risk factor of LVI (P=0.005, odds ratio=1.207) and 
LNM (P=0.005, odds ratio=1.420). The Mann-Whitney U test showed DWI-GTV (P=0.061) 
and high-resolution T2WI-GTV (P=0.082) could not distinguish N1 from N2, but it 
could distinguish N0 from N1, N0 from N1-2, N0-1 from N2 (P<0.0001). DWI-GTV could 
predict LVI (cutoff, 11.05cm

3
; AUC, 0.899), and distinguish N0 from N1 (cutoff, 

10.86cm
3
; AUC, 0.865), N0 from N1-2 (cutoff, 10.46cm

3
; AUC, 0.934), N0-1 from N2 

(cutoff, 17.7cm
3
; AUC, 0.932). High-resolution T2WI-GTV could predict presence of 

LVI (cutoff, 13.74cm
3
; AUC, 0.877), and distinguish N0 from N1 (cutoff, 12.25cm

3
; 

AUC, 0.827), N0 from N1-2 (cutoff, 13.36cm
3
; AUC, 0.911), N0-1 from N2 (cutoff, 

20.43cm
3
; AUC, 0.927). 

Conclusion: High-resolution T2WI-GTV and DWI-GTV of resectable rectal cancer were 

correlated well with the LVI and LNM, but the latter is a potentially more 

promising non-invasive technique that can help predict the preoperative LVI and 

distinguishing N-st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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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461 

未成年人与成人急性阑尾炎的临床及 CT 表现对照研究 

 
刘洪

1
,高靳

1
,周瀚

1
,余建群

2
,彭礼清

2
 

1.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 

2.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目的  探讨未成年人急性阑尾炎（MAA）与成人急性阑尾炎（AAA）的临床及 CT表现的异同。 

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手术及病理证实的 147例 MAA与 112例 AAA的临床症状、体征、实验室

检查、病理及双源 CT表现特点，比较两者的异同。 结果  MAA与 AAA在白细胞计数，是否

有发热、呕吐和腹部肌紧张，急性阑尾炎类型，阑尾的显示，有无阑尾增粗、腔内粪石、周围

脂肪密度增高、周围脓肿、肠系膜淋巴结增大、腹腔或盆腔积液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0.05)；而在男女比例，中性粒细胞百分比，有无腹痛、压痛、反跳痛、回盲部肠壁肿胀、腹

膜增厚、阑尾腔内积气积液及腔外气体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结论 MAA相对 AAA

有更重的全身症状和体征，其阑尾在 CT图像上显示率低，但更易出现阑尾粪石、阑尾周围脓

肿、肠系膜淋巴结增大以及腹腔或盆腔积液。 

 

 

 

 
EP-1462 

磁共振弥散加权成像及高分辨率 T2 加权成像测量直肠癌肿块

体积评估淋巴血管受侵及 N 分期 

 
陈晓丽

1
,李杭

2
 

1.四川省肿瘤医院 

2.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 DWI测量直肠癌体积（DWI-GTV）和高分辨率 T2WI 直肠癌体积（T2WI-GTV）与术后

病理淋巴血管受侵（LVI）及 N分期关系。 

材料与方法 收集 50例行直肠癌根治手术患者临床病理资料和术前 MRI资料，按照第七版

AJCC分期方法进行 N分期。参考冠矢状位图像，在横断位 DWI和高分辨率 T2WI图像勾画出每

一层肿块的面积，将肿块所有层面的面积累加后乘以扫描层厚计算出 GTV。分析术前 DWI-GTV

和 T2WI-GTV大小与术后病理 LVI及 N分期关系，找出术前预测 LVI及区分 N分期的 GTV阈

值。 

结果 直肠癌 DWI-GTV和 T2WI-GTV与 LVI（r=0.750和 0.710）及 N分期（r= 0.780 和 

0.755）间存在正相关。单因素分析显示直肠癌患者有和无 LVI各组间 GTV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001）。多元逻辑回归分析显示 DWI-GTV是预测 LVI(P=0.005,OR=1.207) 和淋巴结

转移（P=0.005,OR=1.420）的独立危险因素。DWI-GTV(P=0.061)和 T2WI-GTV(P=0.082)不能区

分 N1和 N2期，但能区分 N0和 N1 期、N0和 N1-2 期、N0-1和 N2 期 (P<0.0001)。DWI-

GTV=11.05、10.86、10.46、13.36 cm
3
分别区分 LVI、N0vsN1、N0vsN1-2、N0-1vsN2，曲线下

面积（AUC）分别 0.899、0.865、0.934、0.932。T2WI-GTV=13.74、12.25、13.36、20.43cm
3

分别区分 LVI、N0vsN1、N0vsN1-2、N0-1vsN2，AUC分别 0.877、0.827、0.911、0.927。 

结论 DWI-GTV和 T2WI-GTV 与术后病理 LVI及 N分期存在正相关性，但 DWI-GTV是预测 LVI及

淋巴结转移的独立危险因素，能术前较准确的区分 LVI及 N分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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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463 

The comparison of CT/MRI manifestations with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patients with acute 

pancreatitis associated with and without diabetes 

 
chen chen

1,2
, Zhang Xiaoming

2
,Lin Wei

1
,Wang Linxia

1
 

1.The NO.1 people′s Hospital of Chengdu 

2.Sichuan key Laboratory of Medical Imaging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T/MRI manifestations and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acute pancreatitis associated with diabetes, and to compare those 

characteristics with those of acute pancreatitis associated without diabetes. 

Analyz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se two groups based on CT/MRI severity index 

(CTSI/MRSI), extrapancreatic inflammation on CT/MR (EPIC/EPIM) and classification 

for severity of acute pancreatitis in Atlanta to enhance the cognition of 

radiologist and clinician in acute pancreatitis combine with diabetes. 

Methods: A total of 340 patients with acute pancreatitis which were confirmed by 

clinical and laboratory tests were recruited in this study. Of them 62 patients 

with acute pancreatitis associated with diabetes were served as observation group 

(diabetes group) and 278 patients with acute pancreatitis associated without 

diabetes were served as control group (non-diabetes group). First of all, 

according to the CT/MRI findings, the classification and local complications in 

the two groups were identified. Then, the severity of acute pancreatitis was 

respectively graded by CTSI/MRSI (mild, 0-3 points; moderate, 4-6 points; severe, 

7-10 points), EPIC/EPIM and 2012 of Atlanta standards and compared between two 

groups. Finally, combined with the imaging features and clinical data in 2012 of 

Atlanta, the severity, pathogenesis, clinical manifestation, complication, 

prognosis were analyzed in two groups by Independent-samples t test, Chi-square 

test and Fisher exact probability test. 

Results: In the 340 patients with acute pancreatitis, according to the CT/MRI 

findings, the prevalence of hemorrhage and necrosis acute pancreatitis was 19.35% 

(12/62) in diabetes group,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9.71% 

(27/278) in non-diabetes group (P<0.05). The prevalence of local complications was 
75.80% (47/62) in diabetes group (P<0.05), which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56.12(156/278) in non-diabetes group .The CTSI/MRSI average score was 4.51±2.16 

points in diabetes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3.25±1.69 points in non-

diabetes group (P<0.05). The percentages of moderate and 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 
in diabetes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non diabetes group (P<0.05) and the 
CTSI/MRSI scores of mild, moderate and 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 in diabetes group 

were respectively higher than those in non- diabetes group (P<0.05). The average 
score of EPIC/EPIM in diabetes group was also higher than that in non-diabetes 

group(P<0.05).The leading causes of acute pancreatitis in diabetes group was 
hyperlipidemia in 46.77% (29/62) of patients and in non-diabetes group it was 

gallstone disease in 42.10% (117/278) of patients. According to the Atlan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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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ification 2012 of acute pancreatitis, the severity of acute pancreatitis 

associated with diabetes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without diabetes (P<0.05). 
Further, the diabetes group has the higher ratio in general complication, longer 

average hospital stay and more possibility of ICU treatment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 ( P<0.05). 
Conclusion: The severity of patients with acute pancreatitis associated with 

diabetes was higher than that without diabetes. In CT/MRI, the prevalence of 

hemorrhage and necrosis, and local complications were higher, and the inflammation 

outside the pancreas were heavier and more widespread in diabetes group than those 

in non- diabetes group. In the clinical evaluating, the diabetes group has the 

higher prevalence in general complication, longer average hospital stay and more 

possibility of ICU  treatment than non diabetes group. Besides, the 

hyperlipidemia is the most important pathogenesis for acute pancreatitis 

associated with diabetes. 

 

 
EP-1464 

肾脏嗜酸细胞腺瘤与嫌色细胞癌的 CT 鉴别诊断 

 
王国杰,王颖,陈秋樾,陈玉芳,李绍林 

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 519000 

 

目的  探讨 CT对肾脏嗜酸细胞腺瘤（RO）和嫌色细胞癌（CCRC）的鉴别诊断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病理证实的 10例 RO和 7例 CCRC的影像学资料，将病例分为≤3cm 组、

＞3cm组，对比分析其 CT平扫、多期增强特征。 

结果  ⑴≤3cm 组共 6例，其中 RO 5例，CCRC 1例，＞3cm组共 11例，其中 RO 5例，CCRC 

6例。⑵中央瘢痕 9例，其中≤3cm 组 1例（1/6），＞3cm 组 8例（8/11）；6例为 RO

（6/10），3例为 CCRC（3/7）。⑶强化反转 7例，其中≤3cm 组 4例（均为 RO），＞3cm组 3

例（1例 RO，2例 CCRC）。⑷5例病变内见钙化，均为＞3cm组，其中 RO 1例，钙化位于中央

瘢痕内，CCRC 4例，部分钙化位于瘢痕周围实质内。⑸皮质期强化程度，其中 7例接近（差

值≤10HU）、等于或高于肾皮质（均为 RO），10例低于肾皮质（差值＞10HU，3例 RO，7例

CCRC）。⑹实质期瘢痕周围组织强化均匀 6例（均为 RO），不均匀 3例（均为 CCRC）。⑺中

央瘢痕在≤3cm 组、＞3cm组间，RO与 CCRC间均存在统计学差异；强化反转多见于≤3cm 病

灶，其中 RO与 CCRC存在统计学差异；病灶＞3cm时，病灶内可见钙化，但 RO钙化位于瘢痕

内，而 CCRC部分钙化位于瘢痕周围实质内；皮质期 RO强化程度接近甚至高于正常肾皮质，而

CCRC强化程度均低于肾皮质；实质期 RO瘢痕周围实质强化均匀，而 CCRC多强化不均匀。 

结论  按照直径分组的基础上，观察病灶的中央瘢痕、强化反转、钙化的位置、皮质期强化

程度、实质期瘢痕周围实质强化是否均匀能够帮助鉴别诊断 RO和 CC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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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465 

肾脏少见实性占位性病变的 CT 特征 

 
沈新平,程琳,周丽莎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 518053 

 

目的： 探讨肾脏乳头状肾癌、嫌色细胞癌、 嗜酸性细胞瘤、 乏脂肪血管平滑肌脂肪瘤的 CT

特征。 

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8例乳头状肾癌、 6例嫌色细胞癌、 5 例嗜酸性细胞

瘤、 8 例乏脂肪血管平滑肌脂肪瘤的 CT 表现， 并行动态增强扫描：对病灶皮髓质期、 实

质期、 排泄期与平扫的△ＣＴ值进行比较，采用多变量方差分析（MANOVA），探讨其 CT影像

特征。 

结果： 1) 乳头状肾癌 8例,CT平扫与正常肾实质相比为不均匀密度 6/8(75%)例， 6/8 例

((75%))见囊变坏死；轻度不均匀强化 6/8(75%)例；病灶皮髓质期、 实质期、 排泄期与平扫

的 △ＣＴ值分别 13HU 、21HU、20HU。2）嫌色细胞癌 6 例，CT平扫与正常肾实质相比为密度

均匀者 4/6（66.67%）例；囊变坏死 2/6(33.33%)例；轻度均匀强化 4/6(66.67%)例；其三期

的△ＣＴ值分别 34HU 、35HU、23HU。3）嗜酸细胞瘤 6例，CT平扫与正常肾实质相比均为不

均匀等、稍低密度，6/6例（100%）病灶内见中心瘢痕，囊变坏死 2/6(33.3%)例；其三期的△

ＣＴ值分别 76HU 、56HU、28HU，8例强化形式均呈 “速升缓降”。4）乏脂肪血管平滑肌脂

肪瘤 8 例，CT平扫与正常肾实质相比均为稍高密度影，6/8(75%)例密度均匀，1/8(12.5%)例

坏死囊变；其三期的△ＣＴ值分别 56HU 、49HU、24HU ，其中呈“快进快出”强化 4/8(50%)

例, “快进持续”强化 4/8(50%)例；结果显示，不同肿瘤的排泄期△CT 值无显著差异，乳头

状肾癌与嫌色细胞癌在皮髓质期和实质期的△CT值无显著差异，与另外两种良性肿瘤的△CT

值有显著差异。 

结论： CT对于肾脏四种少见实性肿瘤的诊断有良好价值， 综合分析肿瘤的 CT表现，并结合

动态增强的△CT 值，有助于提高对这四种肿瘤的诊断与鉴别诊断。 

 

 

 
EP-1466 

能谱 CT 碘图对结肠癌的诊断价值 

 
王国蓉,王志伟,金征宇 

北京协和医院 100730 

 

目的：腹盆增强 CT是临床上常用检查方式，在图像上经常可以看到局限的结肠肠壁增厚，对

于这种肠壁增厚是否进一步做结肠镜除外结肠癌，一直存在争论。本研究旨在探讨能谱 CT碘

图对局限肠壁增厚是否为结肠癌的鉴别诊断价值。方法：研究连续纳入 2017年 3月至 2017年

6月在我院就诊且在一个月之内同时接受腹盆增强 CT及结肠镜检查患者 43例，采用能谱探测

器 CT (IQon, Philips Healthcare, Best, The Netherlands) 进行扫描，注入 90mL碘佛醇

( 320 mgI/mL)后延时 65s行静脉期扫描。将图像传至 Philips工作站，由两位医师（对结肠

镜结果不知情）共同阅片，以取得一致性意见为标准。选择碘图模式，在肠壁增厚处

（≥3mm）取感兴趣区（ROI）（面积约 30-60mm
2
）并测量该处肠壁厚度，记录 ROI内的碘浓度

值。计算每例患者所接受的有效辐射剂量（ED）。肠壁厚度及碘浓度值之间的比较采用两独立

样本 t检验，采用 ROC曲线法评价碘浓度值对良恶性肠壁增厚的判断价值。结果：43例患者

所接受的平均 ED为（9.67±1.53）mSv，结肠癌患者共 19例（4例升结肠癌、3例横结肠癌、

12例乙状结肠癌）。测得肠壁增厚区 58处，与内镜结果相符的结肠癌病灶 23处，正常肠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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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厚区 35处，肠壁厚度分别为(11.22±1.82）mm、(10.69±1.86）mm，二者之间无明显差别

（P=0.445）。结肠癌病灶处碘浓度值明显高于正常肠壁增厚处的碘浓度值[（1.66±0.09）

mg/ml vs（1.11±0.27）mg/ml,P=0.000]。ROC曲线下面积为 0.99，并有统计学意义

（P=0.000），当碘浓度临界值为 1.25mg/ml时，诊断结肠癌的敏感性及特异性各为 100％、

71.4％。 

结论：应用能谱 CT碘图对局限性肠壁增厚的良恶性可以做出较为准确的判断，能为临床诊治

提供重要的诊断依据。 

  

 

 

EP-1467 

MRI 对宫颈癌术前分期的诊断价值研究 

 
刘宁,张祥林,牛玉军 

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21001 

 

 

【摘要】目的：研究磁共振成像技术对宫颈癌术前分期的诊断价值，评估宫颈癌术前分期、盆

腔淋巴结转移与术后病理结果的符合程度。方法：收集临床资料完整而且经手术病理结果证实

的宫颈癌患者 76例，行 MRI 常规扫描、增强扫描和扩散加权成像(DWI)。由两位副主任以上职

称影像科医师进行诊断，按照 2009年国际妇产科联盟(FIGO) 分期标准对宫颈癌进行分期及判

断盆腔淋巴结的转移情况。以行术后 FIGO分期及判断盆腔淋巴结转移情况，并以术后的病理

结果作为“金标准”。对比两种结果，统计分析 MRI诊断宫颈癌 FIGO分期和盆腔淋巴结转移

的准确度、灵敏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分析ⅠB~ⅡB期病例和盆腔转移淋巴

的 MRI诊断与术后病理结果间的一致性。结果：宫颈癌在 MRI图像上的信号具有特征性：T1WI

为等或稍低信号；T2WI为不均匀高或稍高信号；T1WI Gd-DTPA增强癌灶显示不同程度强化；

DWI图上病灶呈高信号，与低信号宫颈组织呈明显对比。MRI诊断宫颈癌术前 FIGO分期总的准

确度为 88.16%，其中ⅠB期灵敏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是 92.86%、93.33%、

89.66%、95.45%，ⅡA期灵敏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是 91.18%、92.31%、

91.18%、92.31%，ⅡB期敏感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是 77.78%、95.31%、

70.00%、96.83%，ⅠB~ⅡB 期 MRI分期结果和术后分期结果相比 K值是 0.86、0.84、0.64(P

值均＜0.01)。MRI诊断Ⅲ、ⅣA期病变与术后病理比较符合率为 100%。2、MRI预测盆腔淋巴

结转移的准确度、灵敏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分别是 75.00%、60.71%、

83.33%、68.00%、78.43%，与病理结果比较的 K值 0.45，MRI预测盆腔淋巴结转移与术后病理

结果间为中度一致。 

  

 

 
EP-1468 

Role of MRI in stratifying Grade 2 of pancreas 

neuroendocrine  tumors 

 
Hu Yabin,Zeng Mengsu,Rao Shengxiang,Zhou Guofeng,Wang Mingliang 

Zhongshan Hospital Affiliated to Fudan University 200032 

 

Obj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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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evaluate the value of MR imaging features in stratifying Grade 2(G2) of 

pancreatic neuroendocrine tumors(PNETs) using the 5% cut-off value of Ki67 index. 

Material and Methods 

The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approved this retrospective study and waived the 

informed consent requirement. Between 2010 and 2017, 41 PNETs(G2) with 

preoperative MR imaging including DWI were included. Tumor grading was based on 

the 2010 WHO classification. Two radiologists independently evaluated the MR 

imaging characteristics .MR imaging features included size, shape, consistency, 

T1-w, and T2-w signal intensity, enhancement pattern,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cient (ADC) ratios (tumor / normal pancreatic parenchyma), contrast-to-noise 

ratio, and Organ or vascular invasion.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es 

were performed to identify relevant features to differentiate between Tumors (Ki-

67 index<5) and Tumors (Ki-67 index≥5). 

Results  

43 PNETs were evaluated in 41 patients (24 men, 58.5%). 16(37.2%), 27 (62.8 %) 

tumours were given in the Tumors (Ki-67 index<5) and Tumors (Ki-67 index≥5), 

separately. Group2 showed solid consistency (85% [23 of 27] vs 50% [8 of 16], P 

< .05), incomplete envelope-like reinforcement in delayed phase (74%[20 of 27] vs 

62% [10 of 16], P < .05) and liver or lymph node metastases (67%[18 of 27] vs31% 

[5of 16], P < .05)more frequently than did Tumors (Ki-67 index<5), but showed ADC 

ratios (0.85±0.23vs 1.29±0.39,p=0.001) less frequently. At multivariate analysis, 

ADC ratios was independent significant differentiators of Tumors (Ki-67 index<5) 

from Tumors (Ki-67 index≥5) (odds ratio,0.011). The AUROC of ADC ratios 

differentiating Tumors (Ki-67 index<5) from Tumors (Ki-67 index≥5) were 

0.816±0.07. Optimal cut-off value for the identification of Tumors (Ki-67 

index≥5) was 1.25´10
-3
 mm

2
/s (sensitivity 96.3 %, specificity 62.5 %). 

Conclusion  

Morphological/functional MRI features of PNETs can identify the inappropriate 

broadness of G2. ADC value may be useful in stratifying G2 of PNETs using the 5% 

cut-off value of Ki67 index. 

  

 

 

EP-1469 

T1 期肾透明细胞癌 CT 强化特征与 Fuhrman 病理分级的研究 

 
窦欣,陈光强,张伟,蔡武,范国华,郭盛仁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215004 

 

目的  探讨 T1期(≤7厘米)肾透明细胞癌 CT强化特征与其 Fuhrman分级之间的关系。方

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术后病理证实为 T1期肾透明细胞癌 92例，根据肿瘤 Fuhrman等级分为

低级别组（Fuhrman 1-2级）和高级别组（Fuhrman 3-4级）。测量并计算肿瘤最大径、肿瘤

各期绝对强化值（tumor enhancement value, TEVX）、肿瘤各期相对强化值（relative 

enhancement value, REVX），其中 X=1为动脉期，X=2为静脉期。记录患者检查用碘总量。

比较组间肿瘤最大径、肿瘤 TEV1、TEV2、REV1、REV2及用碘总量之间的差异。使用肿瘤

TEV1、TEV2、REV1、REV2 绘制 ROC曲线图对肿瘤分级的高低进行预测。结果  低级别组与高

级别组间肿瘤 TEV1、TEV2、REV1、REV2分别为（124.4±36.6）HU、（96.5±24.6）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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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0.25、0.67±0.17；（107.1±37.8）HU、（75.5±25.6）HU、0.75±0.31、

0.54±0.18。组间上述数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低级别组与高级别组间肿瘤最大

径及用碘总量分别为（42.6±15.9）毫米、（32.8±4.4）克；（46.6±15.2）毫米、

（34.0±4.3）克，组间上述数据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TEV1、TEV2、REV1、REV2 

ROC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626、0.730、0.652、0.709，其中 TEV2判别效能最高，最佳临界值

为 78HU。结论  通过测量及计算 T1期肾透明细胞癌各期强化参数值有助于在术前预测肿瘤

的 Fuhrman等级，静脉期绝对强化值小于等于 78HU的肿瘤更倾向于高级别（Fuhrman 3-4

级）肿瘤。 

 

 

EP-1470 

MSCT 结肠充气成像在结肠癌术前 T 分期与术后 

病理的对照分析 

 
张磊,栾和燕 

白山市中心医院 134300 

 

【摘要】 目的 探讨 MSCT术前诊断结肠癌及 T分期与术后病理对照分析。方法 45例经手术

后病理确诊的结肠癌患者 , 并在术前行 MSCT扫描, 分析病灶侵犯的范围与术后病理进行

对照 , 进而探讨 MSCT对结肠癌 T分期的准确性。结果 45例结肠癌 T分期的总体符合率为

91.1％（41/45）。结论 利用 MSCT腹部平扫技术，能够较为准确地进行结肠癌术前 T 分期，

有助于临床选择恰当的手术方案。 

  

 

 
EP-1471 

单源双能 CT 平扫能谱综合分析对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和卵

巢输卵管积脓积水的鉴别诊断价值 

 
李烨,刘爱连,田士峰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6011 

 

目的 探讨单源双能 CT综合分析对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和卵巢输卵管积脓积水的鉴别诊断价

值。材料及方法 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回顾性分析 2011 年 7月－2017年 4月间，在我院

应用单源双能 CT行 GSI扫描并经手术病理证实的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OE, ovarian 

endometriosis）25例；卵巢输卵管积脓或积水(OP,ovarian pyosalpinx 或 OH. ovarian 

hydrosalpinx ) 15例。两位观察者分别测量和计算各病变最大囊腔囊液的不同单能量

keV(40~140 keV)的 CT值、有效原子序数、钙（水）浓度、脂（水）浓度、血（水）浓度，并

计算能谱曲线斜率。使用独立样本 t检验进行 OE与 OP/OH 间比较，使用 ROC曲线评估以上参

数的诊断价值。结果：OE组单能量 40~60 keV时 CT值高于 OP/OH组（P<0.05）。两病变囊液

在混合能量 CT值及高能单 keV (70~140keV) CT、有效原子序数、钙（水）浓度、脂（水）浓

度、血（水）浓度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单能量 40~60 keV、K值诊断卵巢子宫内

膜异位囊肿的 AUC值别为：0.717、 0.707、0.701 、0.703。其中 40KeV的诊断效能最高，对

应的阈值为 43.74Hu时，灵敏度为 54.5%，特异度为 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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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单能量 40~60 keV、K 值对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和卵巢输卵管积脓积水的鉴别诊断具

有重要的辅助信息，CT综合分析平台为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的诊断提供了重要的辅助信

息。 

 

 

 

EP-1472 

Intersegmental hepatic veins in segmental anatomy of 

liver  

 
Liu Xuejing

1
,Zhao Fang

2
,Wu Lebin

3
 

1.Beijing Friendship Hospital，Captital Medical University 

2.Qilu Hospit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3.Shandong Medical Imaging Research Institute 

 

ABSTRACT 

Purpose： 

To evaluate the value of intersegmental or intersubsegmental hepatic veins in 

segmental anatomy of liver and propose an accurate and feasible method for 

segmental and subsegmental anatomy of liver.  

Materials and methods：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approval was obtained. 180 patients (98 men and 82 

women; age range 35-62 years, average 45 years) underwent abdomen contrast-

enhanced multi-slice computed tomography (MSCT) who had satisfactory image 

datasets of hepatic portal vein(HPV) and hepatic vein(HV) were chosen 

consecutively. The distribution of portal veins was observed retrospectively and 

it was determined that whether there were intersegmental and subsegmental hepatic 

veins coursed between corresponding portal segments and subsegments. Those hepatic 

veins were identified to mark the actual intersegmental and intersubsegmental 

boundaries in three-dimensional (volume reconstruction, VR) and two-dimensional 

images( min-MIP). 

Results： 

The intersegmental and intersubsegmental hepatic veins ,considered as the 

landmarks for liver segmental and subsegmental anatomy, were identified between 

two adjacent portal segments and 

subsegments in both  VR and min-MIP images. 

Conclusions： 

Intersegmental hepatic veins can be identified to determine the actual 

intersegmental boundaries combining with the distribution of portal veins. We 

suggest an accurate and practicable method for identifying the relevant segmental 

anatomy of the l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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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473 

腹内未降睾丸精原细胞瘤 10 例 MSCT 分析并文献复习 

 
孙羽,张祥林 

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21001 

 

目的 分析腹内未降睾丸精原细胞瘤的 MSCT表现,以提高对该肿瘤的认识。方法 回顾性分析

经病理证实的 10例腹内未降睾丸精原细胞瘤患者的影像学资料。结果 10例腹内未降睾丸精

原细胞瘤的 MSCT表现均为腹腔内孤立性实质性肿块样病变,边缘光滑，密度不均匀,其中,9例

病变内可见星芒状低密度区,增强后病变呈渐进性轻度强化,病灶周围于动脉起可清楚显示血管

蒂，其内星芒状低密度区无明显强化，MIP、CTA及 CTV可见清楚显示肿瘤供血动脉来自睾丸

动脉，引流静脉为睾丸静脉。结论 腹内未降睾丸精原细胞瘤是一种少见肿瘤,MSCT检查能为

临床诊断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EP-1474 

256 层螺旋 CTA 对腹内未降睾丸巨大精原细胞瘤的诊断价值 

 
任志豪,汪建华,丁前江,王思齐 

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315020 

 

目的  探讨 256层螺旋 CT 动脉造影（CT angiography，CTA）对腹内未降睾丸巨大精原细胞

瘤供血动脉的显示及诊断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6例巨大腹内未降睾丸精原细胞瘤及其肿瘤供血动脉的

CTA表现。 

结果  6例肿块位于右腹 4例，左腹 1例，中线区 1例。肿瘤均呈囊实性改变，境界清楚，

密度不均，实性成份位于肿块周边，中央见不规则的低密度区，1例可见点状钙化。CT 增强扫

描 6例肿块内可见条状纤维血管分隔，实性部分呈渐进性轻度强化，，动脉期 CT值

44.5±5.0（40~54HU），静脉期 CT值 52.8±2.5HU（48~56 HU），延迟期 61.8±3.7HU

（56~64HU）平均升高幅度为 22.2±4.0HU。延迟期 3例显示睾丸静脉引流。CTA显示 6例肿瘤

供血动脉均起自肾动脉开口下方 2-3cm处的腹主动脉壁，近肿瘤处迂曲增粗，全程无分支血

管。5例于肿瘤后外方进入并终止于肿瘤内部，1例从肿瘤前部进入。5例肿瘤同侧阴囊内睾

丸及精索缺如，1例肿瘤对侧阴囊内睾丸及精索缺如。2例腹主动脉旁淋巴结转移。结论： 当

男性患者 CT发现腹内包膜完整或不完整的肿块，其长轴与同侧肾下极和腹股沟内环的连线一

致，精索及睾丸缺如时，应高度怀疑腹腔内型隐睾精原细胞瘤的可能性。CTA能三维立体的显

示腹内未降睾丸精原细胞瘤的睾丸血管蒂征，对肿瘤的诊断和治疗非常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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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475 

WHO 2016 年肾癌组织学分型 

与 

常见肾肿瘤 CT、MRI 诊断 

 
韩希年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200003 

 

WHO于 2016年公布了新的肾癌组织学分型，共 14型：透明细胞性肾细胞癌、低度恶性潜能多

房囊性肾肿瘤、乳头状肾细胞癌、遗传性平滑肌瘤病肾细胞癌综合症相关性肾细胞癌)、嫌色

性肾细胞癌、集合管癌、肾髓质癌、MiT 家族易位肾细胞癌、琥珀酸脱氢酶缺陷相关性肾细胞

癌、粘液样小管状和梭形细胞癌、管状囊性肾细胞癌、获得性囊性肾疾病相关性肾细胞癌、透

明细胞乳头状肾细胞癌及未归(未分类的)类肾细胞癌。 

    其中透明细胞性肾细胞癌、低度恶性潜能多房囊性肾肿瘤、乳头状肾细胞癌、嫌色性肾

细胞癌较为常见。它们在 CT、MRI上有较为特征性的表现，透明细胞性肾细胞癌多呈不均匀而

多血供；低度恶性潜能多房囊性肾肿瘤呈囊性为主，其内有粗细不均的分隔和小壁结节，增强

扫描呈较明显强化；乳头状肾细胞癌多呈不均匀而少血供；嫌色性肾细胞癌多呈较均匀而少血

供。它们需与两种较常见的良性肾肿瘤相鉴别：嗜酸细胞瘤和少脂肪血管平滑肌脂肪瘤。嗜酸

细胞瘤多为多血供而无明显坏死、囊变，有完整包膜，肿瘤内有较多的血窦，较大的病灶中央

有车轮状疤痕；少脂肪血管平滑肌脂肪瘤多为较多血供，边界清、无包膜，多呈楔形，无明显

囊变、坏死，CT平扫呈较均匀的较高密度，MRI的 T2WI 呈较均匀的较低信号。 

    WHO于 2016年公布新的肾癌组织学分型较为复杂，但常见的肾癌亚型有较为特征性的

CT、MRI表现，多可鉴别诊断。 

 

 

 

 
EP-1476 

良性前列腺增生动脉栓塞治疗前后变化  

-磁共振成像初步研究 

 
蔡文超

1,2
,方主亭

1,2
,唐仪

1,2
,包强

1,2
 

1.福建省立医院 

2.福建医科大学 

 

目的 应用磁共振成像比较良性前列腺增生动脉栓塞治疗前后的变化。方法 纳入拟进行动脉栓

塞介入治疗的良性前列腺增生患者 15例，年龄 79±3 岁，均在治疗前、治疗后 3个月进行磁

共振成像检查。两名医师测量前列腺整体、中央腺体三个径线并计算前列腺体积，评价前列腺

T2WI信号、T1WI信号、增强后表现，有无坏死、出血。同时评估治疗前后良性前列腺增生症

状评分（IPSS）和生活质量评估（QOL）。结果治疗后症状明显改善，IPSS升高（23.8±5.6 

vs 12.3±2.3），和 QOL（3.8±0.4 vs 4.7±0.4）；治疗后前列腺整体、中央腺体的体积较

治疗前明显减小（中位 99.2ml、76.9ml vs 74.8ml、54.9ml），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治疗后 7例中央腺体发生多灶性凝固性坏死，T2WI呈低信号，T1WI呈稍高信

号，增强后未见强化；治疗后均未见新发出血。结论 良性前列腺增生动脉栓塞治疗后下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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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状明显改善，生活质量明显提高，磁共振成像可用于评估前列腺体积、信号及血供变化情

况。 

 

 

EP-1477 

成人阴囊内睾丸外肿瘤性病变的 CT 和 MRI 表现 

 
蔡文超

1,2
,罗敏

1,2
,包强

1,2
 

1.福建省立医院 

2.福建医科大学 

 

目的 探讨成人阴囊内睾丸外肿瘤性病变的 CT和 MR影像学表现。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穿刺或手

术病理证实的 11例阴囊内睾丸外病变的 CT和 MRI影像检查资料及临床病理资料。结果 囊肿

3例，脂肪瘤 2例，脂肪肉瘤 2例，乳头状间皮瘤 1例，腺瘤样瘤 1例，转移 2例。除了转移

瘤有原发肿瘤病史，其他病例临床表现及实验室检查均无明显特点。囊肿表现为单侧或双侧囊

状液体密度/信号灶，部分可有分隔，边界清楚，增强后未见强化；脂肪瘤表现为精索旁脂肪

信号灶，边界较清楚；脂肪肉瘤表现为精索旁类圆形软组织密度/信号，边界较清楚，增强后

轻或中度强化；乳头状间皮瘤表现为囊实性病灶，实性小结节呈轻度强化，并伴双侧鞘膜积

液；腺瘤样瘤表现为睾丸上方小结节状软组织密度灶，边界清楚，轻度强化；转移瘤均有肠癌

病史并经精索侵犯阴囊，一例主要表现为精索明显增粗，一例表现为囊实性病灶，实性部分明

显强化，并包绕侵犯睾丸。结论 成人阴囊内睾丸外肿瘤性病变种类繁多，部分病变具有一定

的影像学特征，有利于指导临床制定合适的治疗方案。 

 

 
EP-1478 

双能量 CT 定量参数分析对胰腺占位性病变鉴别诊断的价值 

 
赵雯

1
,韩丹

1
,柯腾飞

1,2
 

1.昆明医科大第一附属医院 

2.云南省肿瘤医院 

 

目的 探讨双能量 CT增强标准化碘浓度、标准化 CT值定量参数对胰腺癌、囊腺瘤、肿块型胰

腺炎鉴别诊断的价值。 方法 筛选双能量 CT增强扫描且经手术病理证实的胰腺占位性病例，

共 30例。其中胰腺癌 19例，囊腺瘤（包括浆液性和粘液性囊腺瘤）6例，肿块型胰腺炎 5

例。分别计算 NICnod值（Normalized Iodine Concentration, 标准化碘浓度）、标准化 CT

值，比较三种胰腺占位性病变的以上两个定量参数的差异。 结果 （1）动脉期，胰腺癌、囊

腺瘤、肿块型胰腺炎的 NICnod（标准化 CT值）分别为：0.014±0.013（0.023±0.014）、

0.161±0.021（0.106±0.023）、0.025±0.017（0.033±0.010）。胰腺癌与肿块型胰腺炎间

NICnod、标准化 CT值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胰腺癌与囊腺瘤、肿块型胰腺炎与囊

腺瘤差异均匀统计学意义（P均<0.05）。（2）静脉期胰腺癌、囊腺瘤、肿块型胰腺炎的

NICnod（标准化 CT值）分别为：0.081±0.011（0.089±0.012）、0.633±0.165

（0.559±0.132）、0.339±0.176（0.314±0.120）。三组间两两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5）。三者强化程度分别为：囊腺瘤>肿块型胰腺炎>胰腺癌。 结论 双能量 CT增强

扫描静脉期 NICnod及标准化 CT值对胰腺癌、囊腺瘤、肿块型胰腺炎的诊断有一定价值，且三

者强化程度由高到低为囊腺瘤>肿块型胰腺炎>胰腺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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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479 

多排螺旋 CT 对肠道粪石及异物致肠穿孔的研究 

 
王文静 

重庆市急救医疗中心 400014 

 

目的：研究多排螺旋 CT对肠腔内粪石或异物所致肠穿孔的影像表现及价值，异物引起穿孔的

机理。 

方法：回顾性分析 10例肠腔异物及粪石引起的肠道穿孔的影像表现，结合病人病史及年龄，

观察及总结典型征象。 

结果：在 10例粪石或异物引起的肠穿孔中，为鱼刺鸡骨所致 4例，枣核所致 2例，粪石所致

3例，假牙 1例，全部为老年人，有不慎吞入锐利边缘的异物或进食不易消化食物史，且咀嚼

不充分，或长期便秘，近期使力或用力排便病史。9例病变位于小肠，其中 7例为第 6组小

肠；1例位于结肠。10例均有腹腔游离积气征象，呈小气泡状，分布于肠壁周围、肠系膜间，

肝门及腹腔内前腹壁下，均可见肠壁不同程度增厚、渗出，肠壁周围组织密度增高、模糊，见

条状密度增高影。8例可见异物，其中高密度 4例，3例呈长条状，1例呈不规则形；稍高密

度 4例， 2例呈针刺样，2例呈纺锤样；2例未见明显异物，但可见较大粪团，边缘密度较

高。 

结论：异物致小肠穿孔通常以急腹症就诊，无明确外伤史，多因食物中混入尖锐物体，咀嚼不

细致所致，在老年人，急腹症发现有肠穿孔征象者，排除外伤或肠腔肿瘤等情况下，局部可见

尖锐高密度影，追问病史有不慎吞入锐利异物者，要考虑因尖锐异物所致穿孔。老年人由各种

因素引起胃肠功能障碍，特别是有长期便秘病史，导致粪便易形成质硬团块，不易通过相对狭

窄的远端结肠，造成肠内压增高，而粪便团块持久的压迫使血供不良的对系膜缘肠壁缺血、溃

疡，最终导致穿孔。肠道穿孔并不是都有典型腹腔游离积气、腹痛、腹膜刺激征等征象，老年

患者对痛觉迟钝，防御机能减退，压痛、肌紧张不明显，甚至体温、白细胞也不升高，所以症

状隐蔽，可以体征不典型，多排螺旋 CT诊断小肠异物穿孔较准确，CT 检查有助于消化道穿孔

的早期诊断，对穿孔本身的诊断，对穿孔原因、定位都具有很重要的价值，在仔细询问病史后

结合影像检查结果可以做出正确诊断。 

 

 
EP-1480 

低剂量全模型迭代重组 IMR 技术的肝脏体积定量研究 

 
樊荣荣,施晓雷,张天然,钱懿,陈如谭,范丽,萧毅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200003 

 

目的 讨论低剂量条件下应用全迭代重组 IMR技术测量肝脏体积的影响。方法 将 30例患者的

肝脏增强 CT延迟期图像分别采用常规剂量下 FBP重组并标记为 A组；低剂量下 IMR重组并标

记为 B组。对两组图像的肝脏边缘锐利度进行主观评价，采用 Philips星云工作站中的肝脏分

段软件 Liver Segmentation 对肝脏进行三维重建，根据 Couinaud分段测得肝脏总体积及

I~VIII段体积。两组图像主观评价比较采用 wilcoxon符号秩和检验；两组图像客观指标及辐

射剂量的比较采用配对样本 t检验。结果 B组对于 A组主观评价有统计学意义（Z=-

3.464
b
 p=0.001），A组中位数低于 B组，为 3分；B组中位数为 4分。A、B组肝脏总体积分

别为 1195.88±226.51ml、1194.77±227.20ml；肝 I段体积分别为 16.55±8.39ml、

16.80±7.94ml；肝 II段体积分别为 100.62±36.71ml、96.12±35.56ml；肝 III段体积分别

为 132.32±63.59ml、133.47±60.08ml；肝 IV段体积分别为 179.88±57.16ml、

177.98±52.21ml；肝 V段体积分别为 165.33±56.69ml、169.06±60.33ml；肝 VI段体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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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为 129.54±66.62ml、125.49±60.98ml；肝 VII段体积分别为 182.13±74.54ml、

177.04±68.71ml；肝 VIII 段体积分别为 254.42±70.23ml、251.59±68.86ml。肝脏总体积

及肝 I~VIII段体积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B组对于 A组有效剂量均降低 75%以上。结

论 低剂量条件下应用全迭代重组 IMR技术对比 FBP常规剂量扫描可以明显降低剂量，提高肝

脏边缘锐利度，可准确重建肝段图像，并且得到准确总肝体积及肝 I~VIII段体积的定量数

据。 

 

 

 
EP-1481 

DCE-MRI 双输入和单输入双室模型分析对肝细胞癌血管生成及

分化程度评价的对比研究 

 
王英伟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100853 

 

目的：对比分析 DCE-MRI双输入和单输入双室模型分析对肝细胞癌血管生成及分化程度评价能

力的差异。材料与方法：根据纳入和排除标准，纳入患者进行非连续扫描方式 DCE-MRI检查。

通过双输入及单输入双室模型分析 DCE-MR计算参数容积转移常数（Ktrans）、速率常数

（kep）、血管外细胞外间隙容积比例（ve）及血浆容积比例（vp），通过双输入模型计算参数

肝脏灌注指数（HPI）。应用 Pearson相关或 Spearman秩相关分析双输入模型参数和单输入模

型参数与微血管密度（MVD）及病理分级的相关性。应用独立 t检验或 Mann-Whitney U法评价

各参数值在病理高级别组与低级别组间的差异。应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法分析比较两种

输入模型模型所得参数评估肝细胞癌 MVD级别、病理分级组别的评价效能。结果：研究共纳入

49名肝细胞癌患者，其中病理分级Ⅱ级 20例，Ⅲ级 21例，Ⅳ级 8例，未见Ⅰ级。29例行免

疫组化 CD34染色标本中，MVD跨度为 8~94。双输入模型参数 Ktrans、kep及 vp值与肿瘤 MVD呈明

显正相关（P值分别为 0.000、0.002、0.000），单输入模型参数 Ktrans、kep值与肿瘤 MVD呈明

显正相关（P值分别为 0.000、0.032），参数 HPI、ve及单输入模型参数 vp值与肿瘤 MVD无相

关性。双输入模型 ve与肿瘤病理分级呈明显负相关（P值为 0.000），余各组参数与肿瘤病理

分级间无明显相关性。双输入模型 v e值在不同病理分级组别间存在统计学差异（P值为

0.011）。ROC分析显示两种血供输入模型参数对肝细胞癌 MVD评价效能由高到低的是双输入

模型 Ktrans＞双输入模型 vp＞单输入模型 Ktrans、双输入模型 kep＞单输入模型 kep。 

结论：双输入双室模型药代动力学参数评价肝细胞癌血管生成的能力优于单输入双室模型参

数，此外还并可对肝细胞癌的病理分级进行评价。 

 

 

EP-1482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Urothelial Carcinoma and 

Inverted Papilloma  in bladder with Spectral CT 

 
Sun qiu,Zhou Junlin 

Lanzhou University Second Hospital 730030 

 

PURPOSE 

To investigate the value of spectral CT in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urothelial 

carcinoma and inverted papilloma in bladd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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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 AND MATERIALS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20 cases of bladder tumor,including 12 urothelial 

carcinoma and 8 inverted papilloma,all of which were confirmed by pathology. All 

the patients underwent non-enhanced CT and dual-phase contrast-enhanced CT with 

spectral CT in spectral imaging mode.The CT value of monochromatic images,iodine 

concentration and water concentration were measured in all lesions, and the 

slope of spectral curve was calculated according to the formula: the 

slope=(CT50keV-CT120keV)/70.Data was compared with student  test.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of the quantitative parameters were analyzed by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RESULTS 

The slope of spectral curve of urothelial carcinoma and inverted papilloma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during arterial phase  (3.84±0.27 vs 

1.27±0.12,p<0.04) ,so did the normalized iodine concentration(NIC) 

(23.72±1.28 vs 15.56±1.74,p<0.01).There is no statistically different in the 

water concentrations between urothelial carcinoma and inverted 

papilloma (P>0.05). NIC during arterial phase indicated higher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than the slope of spectral curve in differentiating urothelial 

carcinoma from inverted papilloma. 

CONCLUSION 

Spectral CT quantitative parameters such as the slope of spectral curve,NIC may 

help increase the accuracy of differentiating urothelial carcinoma from inverted 

papilloma. 

CLINICAL RELEVANCE/APPLICATION 

Spectral CT quantitative parameters may contribute to differentiate bladder 

tumor. 

 

 
EP-1483 

Force CT Mono+单能量成像对肠系膜血管及节段性增厚肠壁

图像质量的影响 

 
杨巨顺,何伯圣,龚沈初,王林,盛美红 

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 226001 

 

目的：评估 Force CT Mono plus 技术生成的单能量图像显示肠系膜血管及节段性增厚肠壁的

图像质量。 

方法：回顾性分析在本院行 Force CT双能量小肠成像的 30例患者资料，应用新单能量软件 

（Dual energy Mono 
+
） 重建出动脉期、小肠期 45keV、50keV、55Kev、60keV、65Kev、

70keV 、75Kev、80Kev共 8组新单能量图像，与常规 120 kV图像对比，分析并比较各上述各

组图像间肠系膜上动脉、增厚肠壁的信噪比（SNR）、对比噪声比（CNR）和图像质量主观评

分。 

结果：肠系膜上动脉：120 kV 组图像 SNR最高，与其他组比有统计学意义（P＜0.05）；

60Kev、65Kev组 SNR高于其他单能量组，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是 60Kev、65Kev 组

间的 SNR无统计学意义（P＞0.05）。单能量组 CNR均高于 120Kvp组，有统计学意义，

60Kev、45Kev组 CNR最高，但两组之间无统计学意义（P＞0.05）。所有组血管主观评分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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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分以上， 无统计学意义（P＞0.05）。增厚肠壁：120 kv 组图像 SNR最高，与其他组比有统

计学意义（P＜0.05）；50Kev、55Kev、60Kev、65Kev组 SNR高于其他单能量组，有统计学意

义（P＜0.05），但是四组之间无统计学意义（P＞0.05）。单能量组 CNR均高于 120Kv 组，有

统计学意义（P＜0.05），55Kev、50Kev组最高，但两组之间无统计学意义（P＞0.05）。

45Kev、50kev组图像主观评分最高，明显高于 120kv，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120kv组图像在 SNR 方面有着明显的优势，但是单能量图像在 CNR方面优势明显；

60Kev组图像在肠系膜血管显示方面 CNR最优；在节段性增厚肠壁显示方面，50kev 组图像在

不影响诊断的同时，可以提高病变段肠壁的 CNR。 

  

 

 
EP-1484 

结构式报告在 MSCT 小肠成像中的应用价值 

 
杨巨顺,何伯圣,龚沈初,王林,盛美红 

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 226001 

 

目的：制定 MSCT小肠成像结构式报告，对不同年资影像科医师进行培训，并评价其效果。 

方法：由影像科、消化科及肿瘤科医师共同参与制定小肠成像结构式报告。选取 6名影像科诊

断医师，分为两组各 3名（A组：从事影像诊断不超过 5年；B组：从事影像诊断大于 5

年），提供 60例小肠 MSCT 病例，每位医师采用自由式报告方式书写报告。对上述医师进行小

肠结构式报告培训，经评估达到培训要求后，重新提供 60例小肠 MSCT病例，每位医师采用结

构式报告方式书写报告。分别由影像科、消化科及肿瘤科医师从报告的完整性、条理性及准确

性方面共同对上述报告进行评分，并比较两种报告方式的完成时间。 

结果：①结构式报告的报告时间明显少于自由式报告（t = -11.167，P < 0.05）；②结构式

报告的完整性、条理性评分明显高于自由式报告（Z=-3.789，P < 0.05）；③采用结构式报

告：A组医师间报告的准确性没有差异（Z=-1.801，P=0.070），B组医师间报告的准确性没有

差异（Z=-0.997，P=0.319），A、B两组医师间报告的准确性也没有差异（Z=-0.105，
P=0.916）。A、B两组医师使用结构式报告的准确性明显高于自由式报告（Z=-4.116，
P=0.000；Z=-4.117，P=0.000）。④使用结构式报告发现肠管征象（χ2 =32.132，P=0.000）

及肠外征象（χ2 =0.591，P=0.703）均高于结构式报告。 

结论：MSCT小肠结构式报告相较于自由式报告具有结构完整、条理清晰、准确性高及书写效

率高的优势，可以提高影像科诊断医师的报告水平。 

 

 

 
EP-1485 

MDCT 增强对肾脏乏脂血管平滑肌脂肪瘤与 透明细胞癌鉴别诊

断的可能性分析 

 
沈培永

1
,朱建兵

2
 

1.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2.苏州科技城医院 

 

摘要 目的 探讨增强 MDCT检查时病灶平扫及强化特征在鉴别诊断肾脏乏脂血管平滑肌脂肪瘤

(minimal fat renal angiomyolipoma，mfAML)与肾透明细胞癌 （clear c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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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al cell carcinoma,ccRCC）中的价值。 方法 收集整理同期已病理证实的 60例 ccRCC

患者、33例 mfAML患者的 CT影像资料。分别测量肾肿瘤病灶实质部分及同侧肾皮质的四期 CT

值。对比两组病灶的平扫 CT值及强化方式的差异，对不同强化模式下两组病灶的三期增强 CT

值、绝对强化 CT值及相对强化幅度分别进行分析。结果  mfAML组肿瘤实质平扫 CT值较

ccRCC组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当平扫 CT值取 43HU为阈值时，鉴别二者敏感

度达 93.3%。增强扫描后 mfAML表现为“持续强化”及“渐进强化”型比例较 ccRCC组高，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快进快出强化”型及“持续强化”型 ccRCC组肿瘤三期增强

CT值、三期绝对强化 CT值及三期相对强化幅度均高于 mfAML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当“快进快出型”病灶延迟期相对强化幅度取 0.43 为阈值、“持续强化”型病灶动脉

期相对强化幅度取 0.42为阈值时，鉴别 mfAML组与 ccRCC组的特异度达 100%、92.3%。结论 

平扫 CT值＞43HU、强化方式呈“持续型强化”及“渐进型强化”在一定程度上提示肿瘤为

mfAML可能性大。增强后不同强化方式下 mfAML与 ccRCC的最佳鉴别参数不同。    

 

 

 
EP-1486 

双能 CT 平扫 GSI 综合分析鉴别肝脓肿与肝转移瘤的囊腔成分

初探 

 
王楠

1
,刘爱连

1
,李剑颖

2
,刘义军

1
,陈安良

1
,陶奉明

1
,赵莹

1
,徐明哲

1
 

1.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通用电气 

 

目的 探讨双能 CT平扫 GSI 成像综合分析对肝脓肿和肝转移瘤囊液成分鉴别的价值。方法 回

顾性分析 2011年 9月至 2016 年 12月应用单源双能 CT行 GSI平扫的肝脓肿和肝转移瘤患者

58例（共 79个病灶），其中肝脓肿 29个（均经穿刺引流后病理证实或治疗随诊病灶缩小，

临床化验指标恢复正常而证实），转移瘤 50个（均经影像表现及随访，结合临床病史而证

实），所有入组病例均见明显的中心液化区。在 AW4.5工作站上，由两位观察者采用双盲法分

别测量病灶中心液性成分不同单能量（40keV-140keV）的平扫 CT值，脂-水浓度值、血-水浓

度值和有效原子序数，所测数据行 Mann-Whitney秩和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选择有差异指标进行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曲线）分析。计算各病灶的能谱曲线斜率

（K），将能谱曲线分为上升型（K＞0.1），平坦型（-0.1≤K≤0.1）和下降型（K＜0.1），

比较肝脓肿和肝转移瘤的能谱曲线类型。结果 在 40keV-110keV水平下，肝脓肿组的单能量

CT值在（17.79±8.17）HU~（20.54±13.28）HU之间，肝转移瘤组的单能量 CT值在

（20.09±7.48）HU~（31.04±15.29）HU之间，两者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在 40keV水平下

（P＜0.05），CT值大于 30.49HU 时，诊断为转移瘤的敏感度为 56%，特异度为 82.8%；当血

（水）浓度值＞785.95mg/cm3 时，诊断肝转移瘤的敏感度为 38%，特异度为 96.6%；当脂

（水）浓度值＞-186.51mg/cm3时，诊断肝脓肿的敏感度为 96.6%，特异度为 38%；肝脓肿组

患者中，能谱曲线类型平坦型 15个（48.3%）。肝转移瘤组患者中，能谱曲线类型下降型 26

个（50%），两组患者能谱曲线斜率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双能 CT平扫 GSI综合分析对肝脓肿

和肝转移瘤的囊性成分鉴别具有一定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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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487 

A follow-up study of pelvic organ prolapse primiparas 

after vaginal delivery using dynamic MRI 

 
Yujiao Zhao,Wen Shen 

tianjin first central hospital 300192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natural history of pelvic organ prolapse(POP) in 

postpartum women after vaginal delivery.  

Material and Methods  One hundred and fifty primiparas at six weeks after first 

vaginal delivery were prospectively collected. All the subjects underwent dynamic 

MR scan. POP was diagnosed on dynamic MRI images, the primiparas diagnosed POP 

were followed up at three and six months after delivery. Two radiologists measured 

the distances between lowest point of pelvic organs and pubococcygeal line (PCL) 

on maximum strain phase at each postpartum stage. Inter-rater reliability of two 

radiologists were evaluated using the 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ICC). A 

one-way ANOVA analysis were used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 of pelvic organs 

position among six weeks group, three months group and six months group, and then 

followed by post-hoc multiple comparison with Tukey method using IBM SPSS 

Statistics 21.0, P<0.05 indicated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Results Ninety-six 
primiparas were diagnosed POP and thirty-four accepted reexamination both at three 

and six months. The inter-rater reliability were good (ICC>0.75).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most distal portion of bladder base and PCL at six weeks, three months, 

six months were -24.01±10.37mm, -21.25±12.00mm, -20.46±11.32mm respectively 

during maximum strain phase. And uterus were -16.97±12.30mm, -15.88±12.53mm, -

13.42±14.42mm respectively at the same different postpartum stages.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pelvic organs position among the different postpartum 

follow-up stage (P value 0.649,0.711).  

Conclusion  In this follow-up study, there is no evident alteration of pelvic 

organ position in primiparas suffering from POP during a long time of postpartum 

natural recovery and perineum functional rehabilitation should be take to assist 

the recovery of abnormal organs position. 

  

 

 
EP-1488 

高、低级别胰腺神经内分泌肿瘤的 CT、MRI 表现 

及与病理对照分析 

 
徐香红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221003 

 

目的 分析高、低级别胰腺神经内分泌肿瘤的 CT、MRI表现及预测病理分级的价值。资料与方

法 回顾性收集经手术病理确诊的 32例胰腺神经内分泌肿瘤患者的临床、影像及病理资料。

32例患者均在术前行 CT或 MRI平扫及增强检查。分析肿瘤的数量、大小、形态、位置、内部

成分、钙化、强化程度、胰胆管扩张及其他脏器、淋巴结转移等特征。参照 2010年 WHO 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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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肿瘤分级标准，将神经内分泌肿瘤分为 G1、G2、G3级，其中 G1、G2为低级别，G3 为高

级别。统计分析高、低级别 PNET间影像表现差异。结果 32例患者中，单发 31例，多发 1

例。G1级 12例，G2级 9例，G3级 11例。病灶位置：胰头 10例（G3级 8例），胰颈 3例，

胰体 7例，胰尾 12例。形态：类圆形 20例，不规则形 12例。内部成分：实性 16例，囊实性

14例，囊性 2例。钙化：5例。胰、胆管扩张：3例（均为 G3级）。其他脏器或淋巴结转

移：4例（均为 G3级），其中肝转移 2例，淋巴结转移 2例。高、低级别肿瘤的大小、形

态、位置、内部成分、强化程度、胰胆管扩张及肝脏、淋巴结转移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结论 高、低级别胰腺神经内分泌肿瘤的 CT、MRI表现有一定特征性，肿瘤的大

小、形态、位置、内部成分、强化程度、胰胆管的扩张及转移等特征对术前 PNET病理分级的

预测具有重要价值。 

  

 

 
EP-1489 

Revolution CT 灌注成像评估胃癌分化程度的应用探究 

 
刘晓冬,刘爱连,刘静红,李烨,赵莹,徐明哲,陶奉明,郭丹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6011 

 

目的：探讨 Revolution CT 灌注成像对胃癌病理分期的诊断价值。 

方法：回顾性分析于经病理证实的胃腺癌患者 54例，其中高（A组）、中（B组）、低（C

组）分化腺癌各 18例。所有患者均使用 Revolution CT 机（Revolution CT，GE 

Healthcare，USA）行间隔灌注及增强扫描，根据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 BMI）采用

个体化扫描，BMI<22kg/m
2
时采用 80kVp，100mA；22kg/m

2
≤BMI≤25kg/m

2
时采用 100kVp，

70mA；BMI>25kg/m
2
时采用 120kVp，40mA。其余扫描条件相同：注射对比剂后 6s启动灌注扫

描，每 2s采集一次；在第 15s即采集 8次后进行全腹动脉期扫描，后再进行轴扫灌注扫描，

探测器宽度 16cm，共采集 21次。对比剂为双北碘海醇。所有灌注数据经运动校正后传至工作

站，采用 CT Perfusion 4D 体部灌注模型进行灌注分析计算，获得 BV、BF、MTT、TP、PS、

PEI、MSI、IRF、Tmax灌注图像。采用方差分析对比各灌注参数值的差异性。 

结果：两观察者数据一致性良好（ICC均大于 0.75），不同分化程度胃癌的 BF、PS值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p=0.026、0.028），随分化程度减低，BF及 PS值逐渐升高。高分化腺癌 BV、

MTT及 Tmax值均低于中分化腺癌，胃中分化腺癌 BF及 PS值低于低分化腺癌，胃中分化腺癌

BF、Tmax值均低于低分化腺癌，两者之间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其余灌注参数(TP、PEI、

MSI、IRF )均无统计学意义。扫描辐射剂量为 828.41 mGy·cm（12.42mSv）。 

结论：胃灌注成像具有潜在的临床应用价值，胃灌注参数值（BV、BF、MTT、PS、Tmax）在一

定程度可反映活体上的胃癌肿瘤恶性程度，可作为恶性肿瘤辅助指标指导预后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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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490 

能谱 CT 虚拟成像在女性盆腔的应用初探  

 
王新莲

1
,贺文

2
 

1.北京妇产医院 

2.北京友谊医院 

 

目的 评价女性盆腔能谱 CT 虚拟平扫(VNC)的图像质量，探讨其临床应用的可行性。 

材料与方法 对 43例女性腹盆腔行 CT扫描，常规平扫及增强扫描动脉期采用管电压 120kVp，

自动管电流调节(ATCM)技术，预设噪声指数(NI)为 11,采用适应性统计迭代重建(30%ASIR)技

术重建图像。增强扫描静脉期采用能谱扫描模式，应用能谱分析软件，重建出虚拟图像。分别

测量常规平扫时及虚拟平扫图像中子宫、宫颈、闭孔内肌，髂静脉、髂动脉、膀胱及病变的

CT值、噪声，计算信噪比（SNR）。两名医师对图像噪声、伪影、综合质量及病灶检测能力进

行主观评价。记录每次扫描的容积 CT剂量指数(CTDIvol)、剂量长度乘积(DLP),并计算有效剂

量(ED)。 

结果 常规平扫及虚拟平扫图像中不同组织及病变的 CT值相近，平均最大差值小于 3HU，虚拟

平扫图像的噪声及 SNR优于常规平扫，伪影评分及综合评分较常规平扫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图像对病变的检出数量相同；利用能谱 CT行女性盆腔扫描较传统扫描可以

使辐射剂量降低约 25.3%。 

结论 对于女性盆腔，利用宝石能谱 CT虚拟平扫可以得到和常规平扫相近的图像质量，因而可

替代常规 CT平扫。 

 

  

 

 

EP-1491 

胃间质瘤并发腺癌的临床病理特征及 MSCT 表现 

 
史曙光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222002 

 

目的：分析胃间质瘤并发腺癌的临床病理特征及影像学表现 

方法：回顾性分析 2010年-2014年在连云港市一院经手术切除的胃间质瘤并发腺癌 5例，腺

癌经病理证实是原发肿瘤，间质瘤细胞免疫组化为 CD34及 CD117阳性。影像检查采用 GE64排

螺旋 CT扫描，行平扫、动脉期、门脉期及延迟期扫描。观察指标有：病变部位、数目、形

态、大小、分型、与胃壁的夹角、密度、强化程度、黏膜及浆膜情况、胃周淋巴结及其他器官

受累情况 

结果：入组病人中男性 5例，女性 4例，发病年龄范围为 43-77岁（中位年龄为 65.4岁）。

间质瘤恶性 6例，潜在恶性 3例。免疫组化示 CD34及 CD117 阳性。病灶呈不规则型 6 例，呈

类圆形 2例，圆形 1例。胃腺癌及间质瘤的平均大小分别约为 3.268 ±2.6346cm 及

1.746±1.3890cm。病灶最大径为 16-141mm，小病灶多为圆形或类圆形或椭圆形，大病灶多为

不规则形。腔内型 7例，腔外型 1例，壁内型 1例。病变与邻近胃夹角呈锐角 3例，呈钝角 6

例。术前仅在 3例病人中发现间质瘤。平扫病灶呈均匀稍低密度或等密度 5例，不均匀等低混

杂密度 4例，其中伴有坏死 3例，钙化 1例；三期病灶呈均匀强化员 1例，不均匀明显强化 7

例，不均匀轻度强化 1例；其中 2例动脉期、门脉期、延迟期大部分或全部实性病变呈延迟强

化。所有病例均见黏膜中断、溃疡形成；所有病例浆膜完整。有 5例伴胃周淋巴结肿大；肝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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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发转移 1例。术后 3-14月随访 6例，有 2例复发或淋巴结远处转移，有 1例间质瘤表现为

腔外生长，增强 CT表现为渐进性强化。 

结论：间质瘤并发腺癌多数为偶然发现，诊断主要依靠病理，特别是免疫组化。发病机制可以

假设为胃受同种未知致癌物影响，导致胃同时发生上皮细胞及间质细胞系增生。外科手术切除

是主要治疗方法，需要进一步研究来解释同时发病机制。 

  

 

 

EP-1492 

前列腺影像报告和数据系统 2 版与 1 版比较 

 
云游,陈学军 

河南省肿瘤医院 450003 

 

【摘要】 目的  研究前列腺影像报告和数据系统 2版与 1版，对前列腺癌诊断的准确性有无

差异。方法  选取 77例经 3.0T MRI检查诊断为可疑前列腺癌患者的影像（T2WI+DWI+DCE）

资料，以 MRI检查后 2周内的病理结果作为金标准。根据病变位置（外周带、移行带）分组，

两名医师(R1;R2)分别按前列腺影像报告和数据系统 2版与 1版对所有病例进行评分。利用

ROC曲线对所有病例的两版评分进行评价，并对 ROC曲线下面积(AUC)进行比较。利用 Kappa
统计方法对两名医师的一致性进行评价。结果  77例病例中，45例被确诊为前列腺癌。在不

区分位置时（混合组），两名医师使用 2版评分的 AUC均比 1版更高(R1:v1:0.887 vs 

v2:0.945;R2:v1:0.903 vs v2:0.964)，但两者无统计学差异（R1:p=0.121;R2:p=0.064）。在

外周带，使用 1版评分的 AUC均大于 2版（R1:v1:0.944 vs v2:0.868;R2:v1:0.965 vs 

v2:0.917），但两者无统计学差异（R1：p=0.165;R2：p=0.235）。在移行带，使用 2 版 AUC

比 1版（R1:v1:0.862 vs v2:0.987;R2:v1:0.863 vs v2:0.979）高，且两者有统计学差异

（R1:p=0.023，R2:p=0.035），两名医师使用 2版和 1版的一致性均较好（v1:k=0.777，
v2:k=0.881）。结论  利用两版前列腺影像报告和数据系统诊断可行性均较好。2版和 1版

对前列腺癌的诊断准确性均较好，但在移行带，2版要比 1版准确性更高。 

  

 

 

EP-1493 

能谱 CT 小肠造影对炎症性肠病活动度评估价值的初步研究 

 
张宇,李欣,刘红冉,韩萍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430022 

 

目的:以临床肠镜评分为标准,探讨宝石能谱 CT在小肠炎症性肠病活动性分级中的作用 

方法：对 33例拟诊为炎症性肠病并行肠镜及内镜评分患者，采用宝石能谱 CT(Discovery 750 

HD,GE Healthcare)行小肠能谱 CT造影(CTE),两种检查时间间隔小于一周,每位患者行 CT平扫

及双期增强扫描(动脉期和门脉期)，使用能谱曲线及碘基图对门脉期图像进行分析。根据临床

炎症性肠病内镜活动度评分（SES-SD评分）将 33例患者分为 4组(0-2分组 5例、3-6分组 11

例、7-15分组 10例、≥16 分组 7例)。应用能谱分析软件,每位患者取三处不同节段病变区小

肠肠壁放置 ROI,获得相应能谱曲线,计算 40-70KeV下能谱曲线斜率并取均值，测量碘基图中

病变肠壁碘浓度值,将四组病人曲线斜率及碘浓度进行方差分析。 

结果：四组病人能谱曲线斜率（-1.64±0.51、-2.29±0.56、-3.56±0.78、-4.4±0.62）和

碘浓度（7.47±1.17、11.70±2.34、16.73±5.28、21.31±3.69）有统计学意义（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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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2分组与 7-15分组、≥16 分组能谱曲线斜率及碘浓度水平有统计学意义（P＜

0.05）；3-6分组与≥16分组能谱曲线斜率及碘浓度水平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能谱 CT小肠造影不同能谱曲线斜率及碘基图碘浓度能较好评价炎症性肠病临床活动度

分级。 

  

 

 
EP-1494 

宽体探测器 CT 腹部动脉能谱成像中最佳单能量的选择 

 
陈安良,刘爱连,刘静红,陶奉明,刘义军,方鑫,袁刚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6011 

 

 

目的：通过常规 CT扫描选择最佳 CT 值，获得相应的宽体探测器 CT（GE Revolution CT）能

谱成像最佳单能量，以期指导腹部动脉低辐射剂量能谱成像的应用。 

方法：收集 68例体质指数（BMI）>25kg/m
2
的患者 68例，分为两组，A 组为能谱扫描组，共

22 例，扫描参数：管电压 140/80kVp 瞬时切换，管电流 320mA，0.5s/Rot，探测器宽度 8cm，

AisR-V 50%；B 组为常规扫描组，共 46 例，扫描参数：管电压 120kVp，自动 mA，NI=10，

0.8s/Rot，探测器宽度 4cm，AisR 0%；重建层厚及层间距皆为 1.25mm。测量并计算 B组腹主

动脉平均 CT 值。将 A 组单能量图像载入能谱分析软件，使其腹主动脉 CT 值达到 B 组平均 CT

值水平，并保存此单能量图像为 C 组，记录此单能量为最佳 keV 水平。测量 B、C 组腹主动脉

分支、右侧竖脊肌 CT 值及右侧竖脊肌 SD 值，计算腹主动脉及其分支对比噪声比（CNR）。采

用独立样本 Mann-Whitney U 检验检验 B、C 两组差异。 

结果：B组腹主动脉平均 CT 值为 411HU。A 组生成的最佳单能量中位数为 63keV。腹主动脉及

其分支 CT 值两组无统计学差异。C、B 两组腹主动脉及其分支 CNR 中位数分别为 14.55 vs 

12.32、13.46 vs 11.67、13.36 vs 12.21、13.33 vs 12.24、14.38 vs 12.15，C 组腹主动脉、肝总动

脉、右肾动脉及肠系膜动脉 CNR 高于 B 组，脾动脉 CNR 无差异。C 组 CTDIvol 低于 B 组，中位

数为 7.95 mGy vs 19.15mGy，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体质指数>25kg/m
2
的患者应用宽体探测器 CT扫描时，采用能谱扫描方案可以获得较优

于或接近于常规扫描方案的腹部 CTA 图像质量，同时降低了辐射剂量，推荐使用的最佳单能量

为 63keV。 

 

 
EP-1495 

宽体探测器 CT 腹部动脉最佳 CNR 单能量成像价值 

 
陈安良

1
,刘爱连

1
,刘静红

1
,田士峰

1
,刘义军

1
,方鑫

1
,李剑颖

2
 

1.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通用电气 

 

 

目的：通过应用 CNR曲线，获得宽体探测器 CT 扫描最佳单能量图像，对比常规扫描图像，以

期指导低辐射剂量腹部动脉血管重建的应用。 

方法：收集体重指数（BMI）大于 25kg/m
2
经 Revolution CT 扫描患者共 42例，分为两组，A

组为能谱扫描组，共 22 例，管电压 140/80kVp 瞬时切换，管电流 320mA，CTDIvol 为

7.95mGy；B 组为常规扫描组，共 20 例，管电压 120kVp，自动 mA，CTDIvol 不固定；其他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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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参数相同：0.5s/rot，探测器宽度 8cm，AisR-V 50%；重建层厚及层间距为 1.25mm；对比剂

浓度为 350 mgI/ml。应用 GSI viewer 内 CNR 曲线获得 A 组腹主动脉最佳单能量图像，测量

腹主动脉及其分支、右侧竖脊肌的 CT 值，并计算对比噪声比（CNR）。采用独立样本 Mann-

Whitney U 检验比较 BMI、CNR 及 CTDIvol 差异，P<0.05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果：两组 BMI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562）。A组最佳单能量皆为 40keV。A、B 两组腹主

动脉及其分支肝总动脉、脾动脉、右肾动脉、肠系膜上动脉皆无统计学差异，中位数分别为

20.08 vs 24.51、18.54 vs 21.93、19.18 vs 22.05、17.84 vs 22.09 及 19.36 vs 23.25。而 A 组

CTDIvol 为 7.95mGy，低于 B 组 9.7mGy，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宽体探测器 CT腹部能谱扫描模式腹部动脉可以获得与常规扫描模式相仿的能力，但辐

射剂量减低，最佳单能量为 40keV。 

 

 
EP-1496 

原发性肝癌 TACE 介入应用多层螺旋 CT（MSCT） 

三维血管重建的价值 

 
何苹,闫建华 

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 300170 

 

方法 对 60例原发性肝癌患者行 MSCT增强扫描，并在 CT工作站采用最大密度投影(MIP) 、

容积成像(VR)和多平面重建（MPR） 进行动脉期三维血管重建后再进行介入 TACE治疗，观察

肝动脉起源、走行变异以及肝外供血动脉情况，并与 TACE 中造影情况进行对比。 

结果 60例患者经动脉期三维重建后均可显示肝动脉分支及走行情况，其中 VR重建对 2级肝

动脉分支以内的动脉显示良好，且可显示腹腔干的开口与胸、腰椎水平的关系及肝总动脉及固

有动脉的起源及走向；MIP 重建对肝内的 3、4级肝动脉及肿瘤供血动脉显示良好；60例患者

中肝动脉正常有 48例，其他 12例存在肝动脉变异，这包括替代左肝动脉来源于胃左动脉 4

例，替代肝右动脉来源于肠系膜上动脉 2例，副肝左动脉来源于胃左动脉 2例，副肝右动脉来

源于肠系膜上动脉 2例，替代肝右动脉+ 副肝左动脉 1例，肝右动脉来源于肝总动脉 1例；60

例患者中 14例肿瘤具有肝外供血，其中来源包括右膈动脉 7例，胃十二指肠动脉 3例，脾动

脉 2例，右肾上腺动脉 2例。 

结论 通过 MSCT三维血管重建技术可以初步了解肝癌患者的血管走行及变异，为 TACE术中超

选择插管提供一定的帮助，为超选择插管提供便利，并可减少血管造影次数，减少对比剂用

量，减少医患辐射剂量。 

 

 

 

EP-1497 

DWI 在肾脏 T2WI 低信号病变中诊断价值 

 
勾振恒

1
,闫非

2
,王海屹

2
,叶慧义

2
,郭爱桃

2
,马露

2
,钟燕

2
 

1.首都医科大学大兴教学医院 

2.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目的：分析 DWI信号特征在肾脏 T2WI低信号病变中对于良恶性病变诊断价值。方法：回顾性

分析 135例经手术、活检及随访证实肾脏 T2WI低信号病变的 DWI影像学资料，把 DWI 信号特

征归为六类，包括均匀高信号、均匀低信号、不均匀高信号、晕环状高信号、晕环结节状高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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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结节状高信号，分别计算出这些特征在肾脏 T2WI低信号病变中敏感性、特异性、准确

性、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并用卡方检验统计学方法分析这些特征在肾脏 T2WI低信号良

恶性疾病中比较有无统计学差异。结果：肾脏 T2WI低信号疾病 135例，良性 43例，恶性 92

例，共计 135个病灶。DWI 晕环结节状高信号在恶性病变中敏感性 56.5%，特异性 88.3%，准

确性 66.7%，阳性预测值 91.2%，阴性预测值 48.7%；DWI均匀高信号在恶性病变中敏感性

10.9%，特异性 95.3%，准确性 37.7%，阳性预测值 88.3%，阴性预测值 33.3%；DWI均匀低信

号在良性病变中敏感性 25.6%，特异性 100%，准确性 76.2%，阳性预测值 100%，阴性预测值

74.2%。晕环结节状高信号在恶性病变中敏感性及特异性高与均匀低信号、不均匀高信号、晕

环状高信号、结节状高信号比较有明显的统计学差异（P <0.05）；晕环结节状高信号与均匀

高信号在恶性病变中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 >0.05）；均匀低信号与其他良性病变 DWI 信号比

较有明显的统计学差异（P <0.05）。结论：DWI信号特征有助于肾脏 T2WI低信号病变的准确

定性诊断，DWI晕环结节状高信号倾向于恶性病变，DWI均匀低信号倾向于良性病变。 

  

 

 
EP-1498 

 MR Imaging Features of Pancreatic Acinar Cell 

Carcinoma 

 
Dong Honghuan

1
,Wang Zhan-bo

2
 

1.Cangzhou central hospital 

2.Chinese PLA General Hospital 

 

AIM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describe the MR imaging features of 

pancreatic acinar cell carcinoma (ACC). 

METHODS AND MATERIALS  From January 2006 to December 2016, The MR imaging 

features of seven patients with pathologically proven pancreatic ACC (two men and 

five women; median age，55 years) were retrospectively reviewed. Two radiologists 

analyzed the MR images to determine the morphological features of the masses, 

including the signal intensity of unenhanced images and the dynamic enhancement 

patterns. All masses were categorized into two groups: masses with diameters ≤2 

cm and masses with diameters>2 cm. The imaging differences between these two 

groups were analyzed. 

RESULTS  ACCs were located in any part of the pancreas. The median mass size was 

3.9 cm (range of 1.5-6.8 cm). Five (71.4%) masses were exophytic, well-defined and 

enhanced capsules. All (100%) masses were slightly hypointense on T1WI and 

slightly hyperintense on T2WI. Five (71.4%) masses were obviously hyperintense on 

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 (DWI). Five (71.4%) masses showed necrosis. One (14.3%) 

mass showed hemorrhage. Six (85.7%) masses showed progressive enhancement and 

slight or moderate enhancement in the surrounding normal pancreatic parenchyma. 

Dilatation of biliary and pancreatic ducts was observed in each (14.3%) mass. The 

masses from these two groups also presented with several different imaging 

features. 

CONCLUSIONS  On MR, ACC of the pancreas is usually an exophytic, well-defined, 

hypovascular mass with enhanced capsule, obviously hyperintense on DWI, necrosis, 

rare hemorrhage, and lacking ductal dilatation. The larger the size of ACCs, the 

more common necrosis, hemorrhage and enhanced caps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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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499 

肝脏影像报告和数据管理系统（LI-RADS）的更新 

及临床应用新进展 

 
黎金葵,雷军强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730000 

 

肝脏影像报告及数据系统（Liver Imaging Reporting and Data System，LI-RADS）是一个针

对肝硬化或有 HCC高危因素患者的 CT和 MR影像报告内容和结构诊断 HCC的标准化影像规范系

统。随着临床应用经验的积累、反馈以及 LI-RADS委员会的共同努力，LI-RADS在不断地发

展、更新和完善。2011年 3月，公开推出 LI-RADS (Version 1.0) 2011；2013年 1月更新发

布了 LI-RADS v2013，从应用范围、分级、术语、主要特征和辅助特征、影像技术和管理等方

面对 Version 1.0进行了增补和修改。很快 2014年又更新发布了 LI-RADS v2014，这一版本

进一步扩充与精炼了词汇，简化了分级程序，新增了参考文献，加大了背景资料，增加闪存卡

可供快速参考，简化了决定性规则，实现了 LR-5和美国肝病学会（AASLD）之间的统一，还增

加了肝特异性对比剂方面资料。2015年引入了 HCC影像结构式报告，与自由报告模式相比，

使用 LI-RADS结构化报告模板可使 HCC的特征和 LI-RADS类别报告得更全面和一致。2016年 6

月发布了 CEUS LI-RADS 2016，是用于对 HCC的高危患者的增强超声(CEUS)检查的一种标准化

技术、解释、报告以及数据收集，该系统目前包括一个统一术语、图解说明和诊断流程，而完

整的图例说明、报告指导和教育材料仍在发展中；随着经验的积累、知识的增加、技术的进步

及用户的反馈，CEUS LI-RADS 也将会被更新。而就在今年更新发布了 CT/MRI LI-RADS 

v2017，变更了诊断流程，提供治疗评价标准、基本的管理指导、基本的报告指导、关键的定

义、核心支持材料及常见问题的应答。目前 LI-RADS 在欧美国家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但

在国内其应用才初步展开。本文概述 LI-RADS的发展更新、新版本的介绍及 LI-RADS临床应用

的最新进展。 

 

 
EP-1500 

评估高分辨小视野 DWI 定量容积直方图及纹理分析 

在小肾脏肿瘤诊断中的价值 

 
李安琴,李浩杰,李佳丽,胡瑶,胡道予,李震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 探讨高分辨小视野(r-FOV)扩散加权成像的定量容积直方图及纹理分析在实性小肾脏肿瘤

（≤4cm）鉴别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228名肾肿瘤患者在术前进行常规肾脏 MRI及 r-FOV DWI（b = 800 s/mm
2
）检查。运用

后处理软件得到整个肿瘤的定量容积 ADC直方图及纹理参数，包括平均 ADC、中位数 ADC、第

10、第 25、第 75、第 90百分位数 ADC、标准差、偏度、峰度和熵。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最

小二乘法和 Student’s t 检验比较各亚型肾肿瘤的所有参数，同时采用受试者操作特征

（ROC）曲线分析比较诊断效能。 

结果 共有 70例经病理证实的小肾肿瘤纳入本研究，包括 38例透明细胞癌（ccRCC）、8例乳

头状细胞癌（pRCC）、6例嫌色细胞癌（chRCC）、13例乏脂性血管平滑肌脂肪瘤（MFAML）和

5例嗜酸性细胞瘤（Onc）。透明细胞癌的平均 ADC、中位数 ADC、第 75、第 90百分位数 ADC

显著高于乳头状细胞癌、嫌色细胞癌、乏脂性血管平滑肌脂肪瘤和嗜酸性细胞瘤（P值均小于

0.001）；嗜酸性细胞瘤的标准差显著低于透明细胞癌和乳头状细胞癌（P=0.015,0.025）；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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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性血管平滑肌脂肪瘤的熵显着低于透明细胞癌和乳头状细胞癌（P = 0.001，0.009）；嗜酸

性细胞瘤的熵显着低于透明细胞癌、乳头状细胞癌和嫌色细胞癌。恶性肾肿瘤的平均 ADC、中

位数 ADC、第 10、第 25、第 75、第 90百分位数 ADC、标准差和熵显著高于良性肾肿瘤 P值均

小于 0.001）。第 90百分位数 ADC在鉴别良恶性肾肿瘤中达到最大曲线下面积 AUC

（0.814）。 

结论 高分辨小视野 DWI定量容积直方图及纹理分析对鉴别包括良、恶性病变在内的不同亚型

实性小肾肿瘤具有一定价值，为临床早期干预和改善预后提供重要信息。 

 

 
EP-1501 

HASTE 序列在胎盘植入的诊断价值 

 
蒲伟 

贵州省人民医院 550002 

 

目的：探讨半傅立叶采集单次激发快速自旋回波（HASTE）序列在胎盘植入中的诊断价值。方

法：回顾性分析中晚期孕妇 29例，对比 HASTE序列和真稳态进动快速成像（Trify）序列，比

较两种序列在胎盘植入的诊断准确率、图像清晰度。结果：HASTE序列在胎盘植入的诊断准确

率、图像清晰度显著优于 Trify序列，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磁共振 HASTE序列对胎盘植入的

诊断价值可与超声媲美，可作为胎盘植入的常规序列。结论：HASTE序列图像清晰度高，成像

速度快，诊断胎盘植入较准确，可与超声结合、互相补充，提高胎盘植入的诊断率。 

  

 

 
EP-1502 

第三代双源 CT 低剂量动态 CT 成像在胰腺疾病中的应用 

 
余鑫 

贵州省人民医院 550002 

 

目的 探讨第三代双源 CT低剂量动态 CT成像在鉴别胰腺肿瘤良恶性中的价值。 方法 选取

20例手术病理证实胰腺肿瘤患者，良性组 8例( 均为肿块型胰腺炎) ，恶性组 12 例（均为胰

腺癌）。全胰腺 CT动态检查采用管电压 80kV、管电流 50mA，进行 28 次连续动态扫描，静脉

注射 40ml 碘普罗胺，速率 5ml /s，随后追加 40ml 生理盐水，速率 5ml /s。由 1 名经验丰

富的放射科医师在西门子后处理工作站上进行数据分析，测量并记录其灌注参数。  结果 ：

胰腺癌的 BF、BV及 PED的平均值分别为 32．28±10．34mL／100mL／min、4．37±1．73 mL

／lOOmL及 26．54±8．29 mL／100mL／min；肿块型胰腺炎 BF、BV及 PED的平均值分别为

41.13±18.24mL／100mL／min、9.45±3.36mL／lOOmL、 28.12±11.47mL／100mL／min。胰

腺癌较肿块型胰腺实质的 BF和 BV值明显减低(P<O．05)；而两组受检者的 FED值无统计学差

异(P>O．05)。胰腺癌的 TDC 曲线为速升-平台或缓降型，肿块型胰腺炎的 TDC曲线为速升/缓

升-速降型。选取动脉期原始图像使用 ADMIR进行后处理，得到的重建图像与常规动脉期图像

的 SNR及 CNR无统计学差异（P>O．05）；辐射剂量：全胰腺 CT灌注扫描所产生的 DLP 为

249mGy*cm，计算得出 ED为 3.74mSv。 结论：低剂量 CT动态成像可在反映胰腺肿瘤血流动力

学状况。通过分析各种灌注参数及 TDC曲线的差异，有助于胰腺肿瘤良恶性的鉴别。同时经过

后处理软件的原始图像质量，可满足临床诊断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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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503 

IVIM 在直肠腺瘤与肿块型腺癌鉴别诊断中的应用研究 

 
周静静

1,2
,李爱银

1
 

1.泰山医学院 

2.山东省千佛山医院 

 

 

目的探讨体素内不相干运动扩散加权成像在直肠腺瘤与肿块型腺癌鉴别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经病理证实并行体素内不相干运动序列扫描的直肠肿瘤患者 51例，腺瘤

21例，肿块型腺癌 30例。经 AW4.5工作站测量腺瘤组和肿块型腺癌组的慢速表观扩散系数 

( D）、快速表观扩散系数(D*)及快速扩散所占比率( f ) 值。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比较两组

间各个参数的差异。绘制受试者工作特性曲线（ROC），分析评估各个参数对肿块型腺癌的诊

断效能。  

结果腺癌组 D、f明显低于腺瘤组 （P<0.05），腺癌组 D*值高于腺瘤组（P>0.05）。以病

理为金标准，D、 f值诊断肿块型直肠腺癌的 ROC 曲线下面积( AUC) 分别为 0.866、

0.701，D与 f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D、f 值分别以 0.747× 10 
－ 

3
 mm

2
 /s 、0.299 为诊断界值，其相应的敏感度分别为 83.33 %、73.33% ， 特异度分

别为 80.95% 、66.67%。 

结论磁共振 IVIM成像对于直肠腺瘤与肿块型腺癌具有一定的鉴别诊断价值，D、f是有意义的

参数，参数 D的诊断价值较大。 

 

 

EP-1504 

脾硬化性血管瘤样结节性转化的 MRI 影像特征 

 
袁振国

1,2
,夏梦颖

1,2
,陈立光

1
,王光彬

1
 

1.山东省医学影像学研究所 

2.山东大学山东省医学影像学研究所 

 

目的：分析脾脏硬化性血管瘤样结节性转(sclerosing Angiomatoid nodular 

transformation，SANT)的 MR信号及动态增强强化特征。 

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行 MRI检查，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7例脾 SANT 影像特点，男性 5例，女性 3例，

年龄 23~56岁，平均 41岁。MRI扫描序列 T1WI、T2WI，T1WI、T2WI脂肪抑制序列，层厚

6mm，层间距 1．2mm，矩阵 256×256。用容积采集技术(VIBE)序列行多期动态增强扫描，屏气

14～21s，选用对比剂钆喷酸(Gd—DTPA)按 0．1mmol／kg，速率为 2．5ml／s。注射对比剂

l5s开始扫描，每个序列 17s，间隔 2～5s后连扫 4～5个序列，延迟 5～6min后再扫描 1次。

DWI扫描参数：TR1 213～2 500ms，TE 34～50ms，层数 12层，层厚 6mm，间隔 lmm，显示野

(FOV)250mm2，矩阵 256×256。 

分析病灶的形态、大小、平扫信号特点、扩散加权成像信号特征，以及动态增强动、静脉、平

衡各期的信号强化特征及强化方式。 

结果： 

单发 6例，5例为圆形、1例类圆形肿块，边缘呈浅分叶状；多发 1例。6例单发病例，T1WI

呈等或低信号；T2WI呈不均匀低信号；DWI(b=800)呈低信号，ADC均呈不均质低信号。动态增

强扫描均见向心性、渐进性强化。其中，辐条轮状强化 3例、结节样强化 2例、条索状强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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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内均见裂隙。1例多发病灶，T1WI呈略低信号；T2WI 呈低信号；DWI(b=800)呈略低信

号，ADC均呈低信号。 

脾脏硬化性血管瘤样结节性转化以脾内单发肿块为主，MRI 影像特征为类圆形略长 T1WI、短

T2WI信号结节，DWI(b=800)呈略低信号，ADC均呈低信号。强化特点为向心性渐进性强化及辐

条轮状强化，内可见星芒状裂隙 

 

 
EP-1505 

Usefulness of intravoxel incoherent motion (IVIM) 

derived texture parameters in prediction of 

microvascular invasion and  expression of Ki67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in patients with 

hepatitis B virus infection 

 
shan qungang 

The Thir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un Yat Sen University 510630 

 

Purpose:To investigate the performance of intravoxel incoherent motion(IVIM) 

texture parameters in predicting microvascular invasion(MVI) and expression of 

Ki67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in patients with hepatitis B virus (HBV) 

infection 

Methods: 56 patients with pathologically confirmed HCCs were enrolled in our 

study. The lesions were classified according to pathological results as following: 

HCCs with MVI(n=32) and without MVI(n=24); Ki67 positive (n=45) and Ki67 negative 

(n=11). All subjects underwent MRI exam using a 3.0T MRI scanner and 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 (DWI) were performed using 11 b values ranging from 0 to1500 

sec/mm
2
. Regions of interests (ROIs) were placed on the ADC maps with reference 

to the T2WI images by manually tracing the margin of each slice of the lesion and 

all ROIs were merged to cover the whole tumor and was copied to D, D* and f maps 

automatically.Texture parameters of ADC, D, D* and f of the whole tumor were 

calculated.The values of MVI (+) and MVI (-) group and Ki67 (+) and Ki67 (-) group 

were compared with Student t test or Mann–Whitney U test depending on the 

statistical distribution of the data.  

Results:ADC10% and variance and inertia of f of the MVI (+)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MVI (-) group(P=0.015, 0.02 and 0.013, 

respectively). D*10% and uniformity of f of the MVI (+)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MVI (-) group (P=0.03 and 0.018, 

respectively). ADC10% ,ADC25% ,D10% ,D25% and Dmedian of the Ki67(+)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Ki67(-) group (P=0.03, 0.02, 0.02, 0.03 and 

0.015, respectively).Conclusion:Texture parameters of ADC and IVIM could be useful 

for predicting MVI and expression of Ki67 of HBV-related HCCs preopera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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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506 

像素闪耀算法在提高单源双能 CT 平扫对肝脏 

转移瘤检出的价值 

 
徐明哲,刘爱连,刘义军,刘静红,田士峰,李烨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6011 

 

目的 单源双能 CT平扫肝转移瘤患者的图像，应用像素闪烁（PixelShine，PS）

（AlgoMedica，Inc，Sunnyvale，CA）算法对提高病灶检出率的价值。方法 回顾性搜集肝转

移瘤的患者 25例，共 58个病灶。入组标准：①经手术病理、穿刺活检证实或经既往影像学资

料发现肝内新出现病灶或病灶数增多而确诊；②病灶大小≤2cm；③无囊变、坏死。使用单源

双能 CT（GE Discovery HD 750，USA）扫描，对 AW4.6工作站所得的平扫 68 KeV单能量图像

进行 PS（A7模式）处理，得到 PS前后平扫 CT图像。由两位高年资主治医师分别独立对 PS前

后两组图像进行判读，仅被告知患者原发肿瘤及高度怀疑肝脏转移，不提供临床病史与既往影

像学资料。每位医师根据各自诊断的确定程度，统计各枚病灶的大小及位置，并按照 5分信度

法分别记录各病灶：①肯定没有；②可能没有；③不清楚；④可能有；⑤肯定有。使用 SPSS 

22.0进行统计，两名观察者判读结果一致性使用 Kappa检验，K值＞0.75说明一致性较好，

随后使用两者的平均数进行后续比较。采用 Wilcoxon检验比较 PS前后两组图像检出病灶评分

的差异。以记分为 4～5者为阳性结果，计算 PS前后图像的检出率。结果 两观察者一致性良

好（K值分别为 0.760、0.783）。PS前及 PS后图像检出评分有统计学差异（P=0.000），PS

后图像评分明显高于 PS前图像。PS前图像检出率为 70.69%（41/58），PS后图像检出率为

94.83%（55/58）。结论 对于单源双能 CT平扫肝转移瘤的图像，PS算法能明显提高对肝转移

瘤的检出及阳性率，与 CT平扫相比具有更好的优势。 

 

 
EP-1507 

CT 灌注扫描对肝癌射频治疗后疗效的评价 

 
王亚龙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 评价灌注扫描对于肝细胞癌射频治疗后的炎性反应带及局部肿瘤进展(残留/复发/再

发)(LTP)的鉴别诊断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自 2013年 2月至 2013年 12月于本院诊治的 30

例病理证实为 HCC且行氩氦刀手术治疗的患者 72例， 共有 72个肝癌病灶， 分别于射频

治疗后第 1天、 第 1个月、 第 3个月行 CT灌注扫描， 由 2名高年资放射科医师采用双盲

法对目标组织进行测量分析，测量灌注参数主要为： 血流量(BF)、 血容量(BV)、 平均通过

时间(MTT)、 表面通透性(PS)和肝动脉指数(HAP)。 将数据按 3个时间点分为三组， 使用两

独立样本 t检验，比较三组炎性反应带与 LTP间灌注参数的差异，采用组内相关系数（ICC）

比较不同医师测量结果间一致性。 结果 结果 2名医师的测量结果一致性较好

（ICC≥0.95）。 肝癌射频后的炎性反应带与局部肿瘤进展， 灌注扫描参数血流量(BF)、 

血容量(BV)和肝动脉灌注指数(HAP)在三个时间点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肝 LTP 的

BF、BV、 HAP明显高于炎性反应带(P＜0.05)，而 LTP的 MTT、 PS略小于炎性反应带，但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CT灌注扫描可以鉴别 RAF治疗后炎性反应带及 LTP， 

有助于早期发现肿瘤残留或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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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508 

疤痕子宫及非疤痕子宫伴胎盘植入的 MRI 诊断价值 

及比较研究 

 
胡龙,刘影 

安徽省立医院 230001 

 

目的 探讨 MRI成像对疤痕子宫及非疤痕子宫伴胎盘植入的诊断效能及影像征象分析。为提高

胎盘植入诊断及临床治疗提供依据。 

方法 收集 2016年 1月至 2017年 6月安徽省立医院就诊的临床存在胎盘植入高危因素或超声

检查怀疑胎盘植入患者 137 例为研究对象，治疗前均行 MRI 检查，追踪随访手术及病理结果，

并对照分析结果。根据有无剖宫产病史分为疤痕子宫组及非疤痕子宫组。探讨两组 MRI诊断胎

盘植入效能（准确性、差异性）。 

结果 非疤痕子宫组 31例，MRI正确诊断胎盘植入 6例，无植入 19例，漏诊 4例，误诊 2

例。灵敏度 60%(6/10)，特异度 90.5%(19/21)，准确率 80.6%(25/31)；疤痕子宫组 106例，

MRI正确诊断胎盘植入 45例，无植入 37例，漏诊 16例，误诊 8例。灵敏度 73.8%(45/61)，

特异度 82.2%(37/45)，准确率 77.4%(82/106)。两组伴胎盘植入发生存在差异，且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c
2
=6.14，P<0.05)。MRI诊断非疤痕子宫组灵敏度较疤痕子宫组低（c

2
=5.476，

P<0.05），而特异度较疤痕子宫组高（c
2
=6.909，P<0.01），两组 MRI诊断均有较高准确率，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c
2
=0.151，P=0.697）；MRI诊断胎盘植入的效能与金标准中等一致

（Kappa=0.564，μ=8.057，P<0.01）。 

结论 MRI多序列成像技术，提供多种有效参考信息，对疤痕子宫组及非疤痕子宫伴胎盘植入

均有较好的诊断效能，能为进一步的临床治疗提供可靠参考价值。 

 

 
EP-1509 

Dynamic contrast-enhanced MR imaging for the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adrenal adenoma, 

pheochromocytoma, and metastasis: A preliminary study 

in 154 adrenal tumors 

 
Pan Jingjing,Wang Haiyi,Ye Huiyi,Guo Aitao,Shi Taoping 

Chinese PLA General Hospital 100853 

 

Purpose: To investigate the use of dynamic contrast-enhance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DCE-MRI) to observe characteristics of adrenal adenoma, pheochromocytoma, 

and metastasis and to increase the diagnostic efficiency of these features in 

differential diagnosis. 

Materials and Methods: DCE-MRI data on154 histologically proven adrenal tumors (38 

adrenal pheochromocytomas, 84 adrenal adenomas, and 32 adrenal metastases) in 141 

patients (82 males and 59 females) were retrospectively reviewed. Age, maximal 

tumor size, and degree of enhancement (DE) of the tumor in corticomedullary, 

nephrographic, and excretory phases were compared by using one-way analysis of 

variance (ANOVA) among adrenal adenomas, pheochromocytomas, and metastases. These 

parameters were compared by paired-sample t-test between adrenal adenomas and n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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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enomas, pheochromocytomas and non-pheochromocytomas, and metastases and non-

metastases.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curve analysis was performed 

to test the ability of DE in different DCE-MRI phases in differentiating 

pheochromocytoma from non-pheochromocytoma, adenoma from non-adenoma, and 

metastasis from non-metastasis. 

Results: The DE of adrenal metastasis in corticomedullary and nephrographic phase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adrenal adenoma and pheochromocytoma (P=0.00). 
The DE of pheochromocytoma in excretory phase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adrenal 

adenoma and metastasis (P=0.03).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DE in 
corticomedullary (P=0.00) and nephrographic phase (P=0.01) between metastasis and 
non-metastasis. Statistical differences were observed in the DE in 

corticomedullary phase between adenoma and non-adenoma (P=0.03) and DE in 
excretory phase between pheochromocytoma and non-pheochromocytoma (P=0.03). DE in 
corticomedullary phase was more effective for distinguishing metastasis from non-

metastasis (with an area under the ROC curve of 0.740): A threshold value of 74.8% 

permitted distinction with sensitivity of 80.3% and specificity of 59.4%. 

The combination of DE in corticomedullary, nephrographic, and excretory phase 

produced the largest area under curve (AUC) in identified adrenal pheochromocytoma 

and adenoma. 

Conclusions: DCE-MRI can provide valuable information in  the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adrenal adenoma, pheochromocytoma, and metastasis. 

  

 

 
EP-1510 

I 型和 II 型上皮性卵巢癌的 MR 诊断及鉴别诊断价值 

 
王丰,刘剑羽,周延,姚智航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00191 

 

目的 初步分析 I型和 II型上皮性卵巢癌的 MR表现并探索其在两型癌鉴别诊断中的作用。 

方法 分析 52例经术后病理证实为上皮性卵巢癌的患者的术前 MR表现，按照二元分型理论将

肿瘤分为 I型和 II型，分析比较两型上皮性卵巢癌的形态学特征。观察指标包括肿瘤最大

径、T2信号强度（参考子宫外肌层信号强度分低、等、高信号）、肿瘤囊实性成分（分别对

应肿瘤所含实性成分小于三分之一、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大于三分之二分为囊性为主、囊实

性和实性为主）、单侧或双侧卵巢受累、是否伴子宫内膜异位症、腹膜转移灶及腹水。应用 

SPSS 23.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计量资料采用秩和检验对两组

卵巢癌间进行比较。计量资料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进行两组间比较。 

结果 Ⅰ型癌共 18例，Ⅱ型癌共 34例。I型癌肿瘤最大径大于 II型癌，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5）。II型癌通常表现为囊实性外观，腹膜转移灶在 II型癌中较 I型癌更为常见

（P＜0.05）。但两型癌均常表现为 T2高信号，且肿瘤分布、子宫内膜异位症及腹水对两型癌

的鉴别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I型和 II型上皮性卵巢癌的 MR特征各具代表性，部分形态学特征能够较准确地对两型

癌进行鉴别，但也存在一定的重叠性。对两型卵巢癌 MR表现进行分析和鉴别，有助于临床决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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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511 

Diagnostic Performance of gadobenate dimeglumine 

versus Multidetector CT in the Detection of 

Dysplastic nodules  

 
Zhang Yao 

The Third Affiliated Hospital， Sun Yat sen University (SYSU) 613000 

 

Purpose: To compare the diagnostic performance of gadobenate 

dimeglumine enhanced liver magnetic resonance (MR) imaging with 

that of multidetector computed tomography (CT) in the detection of Dysplastic 

nodules in patients with liver cirrhosis. 

Materials and Methods: The present study was approved by the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at our institution. 23 with pathologically proven dysplastic 

nodules (DNs) (low-grade DNs, n = 9; high-grade DNs, n = 14), underwent 

gadobenate dimeglumine enhanced MRI and multidetector CT. An additional 

8 patients without any DNs in the livers were included as control subjects. 

Two radiologists who were blinded to the histological results, 

independently reviewed the presence of liver nodules.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s (ROC) curve was used to compare the diagnostic accuracy of each 

modality in lesion detection. 

Results: ROC curves to detect Dysplastic nodules were 0.867 for MR 

imaging and 0.723 with multidetector CT (P = 0.03). The detection sensitivity 

for Dysplastic nodules with MR imaging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with 

multidetector CT (75.6% vs 48.4% [P = 0.008]). Most Dysplastic nodules (74.3%) 

presented hypointensity on hepatobiliary phase images.  

Conclusion: Gadobenate dimeglumine enhanced MRI had better diagnostic 

performance than  multidetector CT in the detection of dysplastic nodules. 

 

 
EP-1512 

T2WI 脂肪抑制序列（FS T2）低信号的卵巢疾病谱 

 
韩旭

1,2
,孙美玉

1
,王梦遥

1
,范芮

1
 

1.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大连医科大学 

 

目的 

了解在 FS T2序列呈低信号的卵巢疾病谱，以及 FS T2序列在区分卵巢疾病中的价值。 

材料和方法 

搜集自 2007年起我院临床资料完整、经手术病理证实，且在 FS T2序列上呈低信号卵巢疾病

病例。我们根据疾病在 FS T2 序列呈低信号部分的病理成分对其进行分类和总结。 

结果 

我们回顾了在 FS T2序列上以低信号为主的卵巢疾病谱。众所周知，血液成分、纤维组织成分

和混合细胞成分是可以产生 FS T2低信号原因。含有血液成分的卵巢疾病包括，子宫内膜异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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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肿和出血性囊肿等；纤维瘤，卵巢纤维卵泡膜细胞瘤和腺纤维瘤中可以见到纤维组织成分；

而 Brenner疾病，卵巢甲状腺肿，畸胎瘤及转移瘤中混合细胞成分很常见。 

结论 

加深对 FS T2序列上呈低信号的卵巢疾病谱的认识和了解，识别可引起 FS T2低信号的不同病

理成分，对准确的诊断及鉴别诊断有重要意义，且有助于术前组织学预测和临床治疗方案的制

定。 

 

 

EP-1513 

时间空间标记反转脉冲技术测量肾脏皮髓质面积比 

与年龄相互关系的研究 

 
郭晓山,张双,段庆红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550000 

 

目的：利用时间-空间标记反转脉冲技术（time-spatial labeling inversion pulse，T-

SLIP）测量肾脏皮髓质面积比，研究肾脏皮髓质面积比与年龄的相互关系。方法:选择健康志

愿者 61例，年龄 17-79岁,平均年龄（41.1±16.2）岁；其中男 21例，女 40例，分为 17-39

岁、40-59岁、60-79岁 3个年龄组。所有志愿者在东芝 1.5T磁共振设备上采用结合 T-SLIP

技术的稳态自由进动序列（steady-state free precession，SSFP）进行上腹部扫描。每位志

愿者在同等条件下分别给予 800 ms、1000 ms、1200 ms、1400 ms、1600 ms 5组不同 BBTI值

进行冠状面 T-SLIP SSFP序列扫描。采用 4分法定性分析图像质量，运用计算机通过图像训练

算法自动分割左侧肾脏皮髓质区域,计算皮髓质区域内的平均信号值，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比

较 3个年龄组的皮髓质面积比的差异。采用 Pearson相关分析法分析 3个年龄组的肾皮髓质面

积比与年龄的相关性。结果：61名受检者均成功完成所有序列磁共振扫描。肾皮髓质分界均

能清晰显示。综合定性、定量结果，显示 17-39岁、40-59岁、60-79岁 3个年龄组显示肾皮

髓质分离的最佳 BBTI值分别为 1200 ms、1000 ms、800 ms。17-39岁、40-59岁、60-79岁 3

个年龄组的肾皮髓质面积比分别为 0.3939±0.0123、0.3496±0.0142、0.3228±0.0191，组

间有统计学差异（P<0.05），且与年龄呈负相关(r= -0.496，P<0.01）。结论：T-SLIP 技术

可在不使用造影剂的情况下可使肾脏皮髓质清楚显示，肾皮髓质分离最佳的 BBTI值随着年龄

的增长而减小，宜根据年龄选择合适的 BBTI值。肾皮髓质面积比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小。 

  

 

 

EP-1514 

迭代重建技术在肝脏低 kVpCT 增强扫描中的价值 

 
袁刚,焦俊,段庆红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550004 

 

目的 探讨正弦图确定迭代重建（SAFIRE）技术在肝脏低 kVpCT增强扫描中的价值。方法 收集

本院 2015年 7月～2016年 6月行上腹部 CT增强扫描的受检者 59例，按扫描时的管电压不同

分为 A组（120kVp）和 B组（80kVp）。对 A组（n=29）动脉期原始图像进行滤波反投影重建

（FBP），对 B组(n=30)动脉期原始图像进行 SAFIRE重建，级别为 1～5级，编号为 B1～B5

组，共得到 6组重建图像，于后处理工作站进行数据分析测量。选择肝门层面图像，测量肝脏

和空气 CT值。记录扫描时的容积 CT剂量指数(CTDIvol)和剂量长度乘积(DLP)。比较 A、B两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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辐射剂量及图像质量的评价指标。辐射剂量评价指标：CTDIvol、DLP及有效剂量（ED）；图像

质量客观评价指标：肝脏 CT值、图像噪声及信噪比（SNR）；图像质量主观评价指标：对图像

噪声、血管显示、伪影及图像整体质量进行主观评分。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对 A、B两组的辐

射剂量评价指标进行比较；采用方差分析对 6组图像的客观评价指标及主观评价指标进行组间

比较，组内多重比较采用 LSD法。结果 A、B两组辐射剂量评价指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B组 ED较 A组减少约 40.33%。6组图像肝实质 CT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SD及 SNR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B1～B5组与 A组图像肝脏 CT值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P﹤0.05）；B3～B5组与 A组图像 SD及 SNR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6组图像主观评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B5组图像噪声、血管显示及硬化伪影得

分均高于其他各组（P﹤0.05），但“腊样”伪影得分均低于其他各组（P﹤0.05），B3组重

建图像的整体评分最高（P﹤0.05）。结论 80kVp肝脏 CT增强扫描结合 SAFIRE-3重建技术，

能得到较好的图像质量，同时能够降低有效辐射剂量。 

 

 

EP-1515 

64 排螺旋 CT 血管成像对腹部动脉粥样硬化的应用价值 

 
冯莹印 

天津市第四中心医院 300140 

 

目的：观察自然人群腹部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发生、分布，探讨其分布规律及临床价值。 

方法：选取在天津市第四中心医院使用 GE LightSpeed 64 层 VCT机行腹部增强扫描患者 145

例连续病例作为研究对象。将所有原始数据传送至 ADW4.4 工作站，应用 MPR、VR、MIP、TS-

MIP、VP技术对原始数据进行后处理。所有病例以性别分为男、女两组；以年龄段分为<40

岁、40～岁、50～岁、60～岁、≥70 岁五组。观察腹主动脉及 1～3级分支粥样硬化情况，检

出粥样硬化斑块。所有数据资料均采用 SPSS 19.0软件和 Microsoft Office Excel 2003 进行

统计分析和处理。 

结果： 

本组 145例患者，腹主动脉或各级分支发现粥样硬化斑块患者 124例，发生率 85.5％；未发

现粥样硬化斑块者 21例，占 14.5％。腹主动脉各级分支共发现 302处斑块，其中软斑块 49

处，发生率为 16.2％；钙化斑块 150处，发生率为 49.7％；混合斑块 103处，发生率为 34.1

％。腹主动脉 1级分支发现粥样硬化斑块患者 69例，发生率为 47.6％，共 230处斑块，占斑

块总数的 76.2％。2级分支发现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患者 22例，发生率为 15.2％。3级分支发

现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患者 13例，发生率为 9.0％，共 17处斑块，占斑块总数的 5.6％。各级

分支斑块发生率男、女之间无统计学差异。各级分支不同年龄段间斑块发生率有差异，总体上

斑块发生率随年龄增大而增加。1级分支与 2、3级分支间、2级与 3级分支间斑块发生率存在

显著差异。 

结论：自然人群腹部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发生率较高；各级分支中，粥样硬化斑块多发生于 1级

分支；粥样硬化斑块发生率有随年龄增长而增加趋势；64 层螺旋 CT具有极高的空间分辨率和

时间分辨率，可简便、无创、大范围的对腹部动脉粥样硬化斑块进行筛查和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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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516 

 CT 灌注成像在急性胰腺炎疗效观察中的价值 

 
陈小龙 

陕西省人民医院 710068 

 

目的 分析 CT灌注成像在急性胰腺炎（AP）疗效观察中的作用。方法 对 25例中、重度胰腺炎

患者(MSAP、SAP)进行 320排动态容积 CT灌注成像，于入院 48～72h行第一次 CT灌注扫描，

一周左右重复做灌注扫描，其中 14例于治疗两周左右再次重复灌注扫描，肉眼观察灌注伪彩

图的变化。灌注分析利用最大斜率法，测量胰腺灌注的时间-密度曲线（TDC）以及灌注参数组

织血流量(AF)，分析急性胰腺炎治疗前后动脉灌注量（AF 值）的变化。结果 中重度急性胰腺

炎 TDC呈缓升平坦型, 峰值低；治疗前后灌注伪彩图显示灌注逐渐升高，统计学分析显示治疗

前后 AF值之间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CT灌注成像对急性胰腺炎疗效观察具有重要

的临床意义。 

  

 

 
EP-1517 

少见肾脏肿瘤的 CT 表现分析 

 
乔英,江继成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030001 

 

 

目的：观察肾脏肿瘤的 CT表现，提高对肾脏少见肿瘤的诊断水平。方法：收集本院近三年肾

脏少见肿瘤性病变例，均经手术病理证实，均有完整平扫及多期增强 CT检查资料，以手术病

理为标准，对其进行回顾性分析观察。对照组为肾透明细胞癌 20例，均经手术病理证实。结

果：1、手术病理结果：本组肾脏少见肿瘤共例，其中肾癌亚型 3种类型，包括乳头状肾癌 6

例，嫌色细胞癌 5例，囊性肾细胞癌 3例，黏液小管及梭形细胞癌（低度恶性）1例；混合性

肾癌 1例（乳头混合透明细胞癌），肾癌肉瘤 1例，肾鳞癌 2例，肾间质瘤 1例。2、CT平扫

及多期增强表现：肾乳头状癌与嫌色平扫均表现为均匀类圆形或类椭圆形，密度多略高于正常

肾实质；乳头状癌突出度高，其中以为丝位于肾轮廓线外，嫌色突出度低，其中心线位于肾轮

廓线内；二者均表现为相对乏血供（CT值≤120HU，均低于肾透明细胞癌），低于相邻正常肾

皮质强化程度，乳头状癌三其增强趋势为缓升缓降或平坦型，嫌色为轻度速升速降型。囊性肾

细胞癌 3例均含囊性密度区，1例为厚壁多囊型，1例为双房型、伴囊壁钙化，1例为单囊，

囊内见分隔线状强化。黏液小管及梭形细胞癌（低度恶性）1例表现为类圆形近液性均匀较低

密度影，强化不明显，明显突出于肾轮廓外。混合性肾癌 1例表现为平扫均匀稍高密度软组织

影，强化近似于肾乳头状癌，形态略不规则。肾癌肉瘤形态不规则伴坏死，肾鳞癌 1例位于肾

门，形态不规则，边缘毛糙；1例表现为多囊性，内见结石，二例均见肾门淋巴结增大。肾间

质瘤表现为肾下极圆形均匀软组织肿块影，增强动脉期内可见索条样血管状强化影，延迟期弥

散实质密度增高。结论：肾少见肿瘤包括肾癌亚型及间叶组织来源的肿瘤，其表现尚有一定的

特点，根据表现对其定性诊断有一定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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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518 

Imaging characteristics and pathologic basis of solid 

pseudopapillary tumor of pancreas 

 
Huang Fangfang 

Shanghai East Hospital 200120 

 

Objective   

This study aimed to evaluate the Computed tomography (CT) an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features of solid pseudopapillary tumor of the pancreas (SPTP) with 

pathologic correlation. 

Methods   

CT and MRI findings of SPTP in 38 adults proved by clinic and operation were 

analyzed retrospectively．Among them, 35 cases were female and the other 3 were 

male with the mean age range of 31.3 years old. All of the cases had taken CT and 

MRI plain and enhanced scan. We analyz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athology 

findings and tumor’s cross-sectional imaging features including location, size, 

shape, capsule, density/signals and the way of strengthen. According to the tumor 

size, all cases were divided into group A (≤ 2.0 cm, 5 cases) , group B (2.0 cm 

～ 5.0 cm, 18 cases) and group C (≥5.0 cm, 15 cases). We compared tumor’s cross-

sectional imaging features to their pathologic findings by 3 groups of the size. 

Results    

Consistent with pathology, 15 cases were located in the pancreatic head, 3 cases 

were the neck, 7 cases were the body, 4 cases were the body and tail, 9 were the 

tail, and 31 cases were round/oval, 7 cases were lobulated/irregular. 25 cases 

with clear boundaries, 24 cases showed complete capsule and 1 case showed 

peripancreatic tissue invasion in pathology. 13 cases with unclear boundaries 

showed focal breakthrough capsule in pathology. Group A including 5 cases mostly 

showed homogeneous density/signal, 1 case with calcification on CT, and with 

homogeneously progressive enhancement. In relation to normal pancreatic parenchyma, 

5 cases all appear hypodensity on dynamic contrast-enhanced CT images, and 4 cases 

appear iso/hyperintensity on dynamic contrast-enhanced MR images. Pathology showed 

the tumors were composed of a large amount of fibrous tissue. Group B including 18 

cases mostly showed heterogeneous density/signal, 6 cases with calcification on CT, 

6 cases with hemorrhage on MRI, and with solid part progressive enhancement. In 

relation to normal pancreatic parenchyma, 18 cases all appear hypodensity on 

dynamic contrast-enhanced CT images, and 8 cases appear iso/hyperintensity on 

dynamic contrast-enhanced MR images. Pathology showed tumor tissues were mainly 

mild bleeding, variable focal necrosis, with 6 cases of calcification. Group C 

including 15 cases showed more obvious heterogeneous density/signal, suggesting 

cystic change in different level, 7 cases with calcification on CT, and 12 cases 

with hemorrhage on MRI, and with solid part progressive enhancement. In relation 

to normal pancreatic parenchyma, 15 cases appear hypodensity on dynamic contrast-

enhanced CT and MR images. Pathology showed variable focal splinter hemorrhage, 

necrosis with cystic change or with 8 cases of calcification.  

Conclusions    

app:ds:splinter
app:ds:hemorrh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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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CT and MRI manifestations of SPTP have a close relation with pathology 

especially in the lesion size. ② SPTP has its typical imaging features. Large 

SPTP is characterized by a well-encapsulated solid and cystic mass that 

demonstrates varying amounts of intratumoral hemorrhage and calcification with the 

solid part progressive enhancement. Small tumor has the features of homogeneous 

density/signal with progressive enhancement. ③ MRI is more powerful to identify 

the capsule, solid-cystic portions, hemorrhagic areas and progressive enhancement 

of SPTP, and CT is more powerful to identify calcification. Two imaging 

examination are supplement each other, and the characteristic imaging findings 

contribute to the diagnosis of the disease. 

  

 

 
EP-1519 

腹腔空腔脏器损伤的多层螺旋 CT 表现 

 
唐菲 

上海市东方医院 200120 

 

目的 探讨腹腔空腔脏器损伤的 CT表现。 

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手术证实的腹腔空腔脏器损伤患者 50例的 CT平扫表现。 

结果 50例腹腔空腔脏器损伤中，2例胃壁连续性中断。4例局限性小肠壁肿胀增厚。4例肠

壁血肿形成。30例腹腔游离气体，气体的形态多种，为小气泡或大量气体，主要位于膈肌

下、前腹壁下、肝门及右侧肾周间隙。肠系膜内血肿或肠系膜脂肪浑浊 48例。腹腔积液 50

例，积液量多少不等，多位于肝脾周边、肝肾间隙、道格拉斯凹陷等处。其他合并征象包括腹

壁肿胀、腹直肌断裂、腰椎骨折等。 

结论 根据肠壁断裂、肠壁血肿、肠壁肿胀等 CT直接征象表现，结合腹腔积气、腹腔积液及

肠系膜损伤等间接征象表现，可以快速、准确、经济地作出正确的诊断。 

  

 

 

EP-1520 

MSCT 对鉴别主胰管型胰腺导管内乳头状黏液瘤 

和慢性胰腺炎的价值 

 
盛彧,王祥辉,闫新民 

解放军第十二医院 844299 

 

 

目的：探讨 MSCT影像学表现对鉴别主胰管型胰腺导管内乳头状黏液瘤（MD-IPMN）和慢性胰腺

炎（CP）的价值。 

方法：回顾性分析 2012年 1月至 2017年 6月在我院诊治 35例 MD-IPMN和 48例 CP患者的

MSCT影像学资料。所有 MD-IPMNs患者均经术后病理证实。两名高年资放射科医师观察所有患

者的主胰管形态、囊腔形状、胆总管扩张及胰腺实质的改变。采用 Bland-Altman分析评价两

名医师测量结果的一致性。计算每种影像学表现对鉴别两种疾病的敏感性、特异性、准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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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计算曲线下面积（AUC），评价各个 MSCT影像学特征对鉴

别两种疾病的价值。 

结果：两名医师测量结果一致性很好。MD-IPMN较 CP患者的 MSCT影像学特点相比：主胰管扩

张无明显狭窄（特异性 96.3%，敏感性 78.5%，P＜0.0001），胆总管扩张（特异性 97.6%，敏

感性 37.5%，P＜0.0001），病灶多囊样扩张（特异性 98.6%，敏感性 80.1%，P＜0.0001），

可见附壁结节（特异性 100%，敏感性 25.5%，P＜0.0001）。CP较 MD-IPMN患者的 MSCT影像

学特点相比：主胰管扩张合并狭窄（特异性 93.9%，敏感性 95.1%，P＜0.0001），出现胰管结

石或实质钙化（特异性 97.0%，敏感性 56.1%，P＜0.0001），病灶单囊样扩张（特异性

93.3%，敏感性 34.1%，P＜0.0001）。 

结论：MSCT对 MD-IPMN及 CP的鉴别诊断具有较高的临床价值。当出现主胰管扩张无明显狭

窄、胆总管扩张、附壁结节、多囊样扩张倾向诊断 MD-IPMN；当出现主胰管扩张合并狭窄、胰

管结石或钙化、单囊样扩张考虑为 CP。 

 

 

EP-1521 

结节性硬化多器官侵犯的影像表现 

 
袁怀平,朱赤,阚宏 

安徽医科大学附属阜阳医院 236000 

 

   

目的  探讨结节性硬化侵犯全身多器官的影像表现，以提高对该病的诊断水平。方法  回顾性分

析 91 例结节性硬化患者的临床及影像资料，全部患者均行螺旋 CT 扫描或 MR 检查，其中 18

例行 CT 增强扫描。结果：91 例结节硬化的患者中，76 例表现为双侧侧脑室管膜下或皮层下

多发结节状钙化灶；21 例双肾多发错构瘤（5 例伴破裂出血）；表现为双肾错构瘤患者中有

20 例全身骨质多发高密度结节影，以双侧髂骨及胸腰骶椎为著；7 例双肺表现为淋巴管肌瘤

病；5 例肝脏多发错构瘤；2 例双眼视网膜错构瘤。 

结论：结节性 硬化可以侵犯脑、肾、骨骼、肺、肝脏、眼等多个器官，表现为具有较为特征

性的影像改变，并且脑以外的各器官侵犯病变范围、数目、大小具有正相关性。 

 

 

EP-1522 

急性胰腺炎腹膜后隙的 CT 炎性浸润程度与 

临床严重程度的相关性分析 

 
金晶,郑穗生,王龙胜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30601 

 

【摘要】 目的 探讨急性胰腺炎腹膜后隙的 CT炎性浸润程度与临床严重程度的相关性。资料

与方法资料回顾性分析 51例 AP患者的临床和影像学资料,按照亚特兰大 AP临床分类标准及

AP腹膜后间隙扩散 CT表现范围分级评分。分析腹膜后间隙扩散 CT表现范围分级评分与临床

严重程度分级评分的相关性。结果  80例中,肾旁前间隙、肾周间隙及肾旁后间隙受累发生

率分别是 49%(39/80)、26%(21/80)及 25%(20/80)。轻症 AP27例,其中肾旁前间隙受累 21例,

肾周间隙受累 5例,肾旁后间隙受累 1例;重症 AP53例,其中肾旁前间隙受累 19例,肾周间隙受

累 14例,肾旁后间隙受累 20例。腹膜后间隙扩散 CT表现范围分级评分与临床严重程度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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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相关(r=0.547,P=0.000)。结论 AP腹膜后间隙扩散 CT表现范围分级评分与临床严重程度密

切相关,影像学检查能够为 AP的严重程度及预后提供重要的信息。 

 

 

 
EP-1523 

磁共振扩散加权成像对肝脏占位性病变的诊断价值 

 
李珊玫 

湖北省肿瘤医院 430079 

 

目的 探讨经量化的扩散加权成像(DWI)在肝脏占位性疾病影像诊断中的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

析 206例肝脏占位性病变患者及 35例正常肝脏 MR资料。共检出 298个病灶(肝癌 59个、转移

瘤 67个、胆管细胞癌 14个、肝腺瘤 15个、局灶性结节性增生 11个、肝血管瘤 44个、肝包

虫 26个、肝囊肿 42个及肝脓肿 20个)，分析各自病灶与正常肝实质的 DWI及表观弥散系数

(ADC)图，并测量其 ADC值。结果 b值选择 800s/mm
2
。DWI图，57个肝癌、60个肝转移瘤、14

个胆管细胞癌、15个肝腺瘤、10个局灶性结节性增生、44个肝血管瘤、21个肝包虫、18个

肝脓肿及 5个肝囊肿呈高信号，恶性病灶组的 DWI信号强度总体上高于良性病灶组，与其有显

著性差异(p<0.05)。肝癌、肝转移瘤、胆管细胞癌及肝脓肿 ADC伪彩图大体呈冷色系表现，肝

囊肿、肝血管瘤及肝包虫 ADC伪彩图大体呈暖色系表现，肝腺瘤与局灶性结节性增生接近正常

肝实质。9类肝占位性病变及正常肝实质平均 ADC值总体上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其中肝

囊肿，肝包虫，肝血管瘤或肝脓肿与其他 9类 ADC值两两比较，存在明显统计学差异

（p<0.05），三类恶性病灶之间 ADC值比较接近，两两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通过结合

相应的背景肝后得到对比 ADC值(RADC)，肝癌与肝转移瘤的 RADC值具有统计学差异

(p<0.05)，而肝腺瘤、局灶性结节性增生及正常肝实质 ADC值之间比较无统计学差异

(p>0.05)。结合 9类肿瘤及正常肝实质的 ADC值，应用 ROC曲线分析 DWI的诊断效能，曲线下

面积、敏感性、特异性、约登指数分别为 0.889、77.85%、96.43%、0.743。结论 DWI 对肝脏

占位性病变的诊断显示出优越性，良性病灶的 DWI信号强度总体上低于恶性病灶，通过结合相

应的 ADC值及 ADC图在一定程度上能对具体亚病灶的鉴别诊断提供补充信息。 

 

 

 
EP-1524 

Evaluation of virtual non-contrast images derived 

from a dual layer spectral CT for diagnosing hyper- 

attenuating hepatic lesi 

 
qin le,Yan Fuhua,Li Ruokun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Medical School Affiliated Ruijin Hospital 200025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feasibility of virtual non-contrast (VNC) images in 

diagnosis of hyper- attenuating hepatic lesions compared to the true non-contrast 

(TNC) images. 

Methods: 46 patients underwent abdominal dynamic enhanced CT on a dual layer 

spectral CT scanner using 120kVp protocol, plain scan, arterial phase, portal vein 

phase and delayed phase were acquired for each patient. The VNC images w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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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ived from portal vein phase using a dedicated software, and TNC images were 

acquired by plain scan. The findings on VNC and TNC images were compared at the 

lesion level. Moreover, the difference of CT numbers, contrast to noise ratio 

(CNR), mean image noise, and image subjective assessment between VNC and TNC 

images were compared. 

Results: A total of 106 hyper- attenuating hepatic lesions including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n=30), hepatic hemangioma (n=16), liver metastases 

(n=50), focal nodular hyperplasia (FNH, n=6), hepatic adenoma (n=4) were 

investigated. All lesions were clinically or pathology confirmed. Th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of VNC images were 98.0% and 100% respectively. Excellent 

agreement (kappa value = 0.846) was obtained on VNC to TNC images in the diagnosis 

of hyper- attenuating hepatic lesions.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of CT numbers and 

image subjective assessment between VNC and TNC images were found. Significant 

lower image noise and higher CNR were found in VNC images compared to TNC (both, 

p<0.05). 

Conclusion: VNC images which enabled excellent agreement to TNC images, are a 

reliable tool for diagnosing hyper- attenuating hepatic lesions. 

  

 

 

EP-1525 

弥散张量成像在卵巢上皮交界性与恶性肿瘤鉴别中的价值 

 
韩旭

1
,孙美玉

1
,王梦遥

1
,范芮

1
 

1.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大连医科大学 

 

目的  

探索弥散张量成像(DTI) 参数在卵巢上皮交界性肿瘤（borderline ovarian tumor，BOT）与

恶性肿瘤（malignant ovarian tumor，MOT）鉴别中的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行卵巢 MR检查且经病理证实为 BOT及 MOT的患者 27例，其中 13例为 BOT，14例

为 MOT。比较两组肿瘤囊性成分的平均扩散系数（ADC）、部分各向异性（FA）、各项同性图

像（Isotropic imaging），容积比各向异性（VRA）、衰减指数（EA）、T2加权迹线（T2-

weighted trace）等参数的差异。寻找最具有鉴别价值的 DTI参数，并采用 ROC曲线分析其对

BOT及 MOT的鉴别诊断效能。   

结果  

BOT囊性成分的 FA值（0.0437±0.02367）低于 MOT（0.07083±.0.041800），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z=-2.004,p=0.046）；BOT的 VRA值[（2.19±2.08）×10
-3
]同样低于

MOT[（5.527±6.9567）×10
-3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z=-2.096,p=0.037）。FA与 VRA 均为

反映组织各向异性程度的指标。两者的数值为均 0-1，FA值为 1时，代表理想状态下最大各向

异性趋势，0代表最大各向同性趋势；而 VRA与之相
[1]
。FA值曲线下面积 0.723（P<0.05），

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92.3%、53.3%，阈值为 0.456。VRA 值曲线下面积 0.733（P<0.05），

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61.%、80%，阈值为 0.415。 

结论  

MRI DTI可有效鉴别 BOT和 MOT，其中 VRA值对鉴别两者的特异度较高，本方法无需注射造影

剂，为不愿增强检查或对造影剂过敏患者疾病的鉴别提供了一种安全可行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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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526 

胰腺神经内分泌肿瘤的影像学精准诊断与评估 

 
余日胜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310009 

 

目的：探讨胰腺神经内分泌肿瘤（pNENs）的影像学诊断价值，以期达到早期及精准诊断目

的；解读 AJCC第 8版胰腺神经内分泌肿瘤 TNM分期的最新进展，为临床治疗方案选择提供帮

助。 

方法：采用高治疗 CT及 MRI 影像学对 pNENs检查进行诊断与评估。 

结果： 

功能性 pNENs诊断要点：①包括胰岛素瘤、胃泌素瘤及舒血管肠肽瘤（VIP瘤）等；②各种

pNEN有其各自的临床特征，如胰岛素瘤-Whipple三联征，胃泌素瘤-多发消化性溃疡，舒血管

肠肽瘤（VIP瘤）-腹泻、低钾和胃酸缺乏等；③CT/MRI 多提示富血供小病灶，表现为快进快

出或渐进性强化；④诊断技术：强调动脉期增强技术及反复阅片。 

非功能性 pNENs诊断要点：病灶较大，呈不均或渐进性强化比例增加。 

G1-3分级 pNENs诊断要点：①G1 级：胰岛素瘤；病灶小、密度均匀、动脉期明显强化肿瘤；

②G2-3级：胃泌素瘤；病灶大、密度不均、动脉期强化不明显及侵犯邻近组织肿瘤；已有转

移。 

AJCC第 8版 pNENsTNM分期：①强调病灶大小与 T分期关系密切，将 N分期区分为 N1与 N2，

并将 M1分为 M1a、M1b和 M1c。 

治疗原则：①随访观察：偶然发现无功能性 pNENs≤2cm；②肿瘤摘除术：胰岛素瘤和最大径

≤2cm 的无功能性 pNENs；手术切除：＞2cm或有恶性倾向 pNENs；③局部进展期和转移瘤：减

瘤术或姑息性原发灶切除。 

结论：影像学对 pNENs诊断、分期以及术前评估具有重要价值。 

  

 

 
EP-1527 

CT/MRI 肝脏影像报告及数据系统（CT/MRI LI-RADS）的更新

-2017 版解读 

 
邹显伦,沈亚琪,李震,胡道予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一、适用人群的修改 

CT/MRI LI-RADS
®
 v2017 (v2017)的适用人群已非任何原因引起的肝硬化患者。由血管疾病引

起的肝硬化常与良性再生结节形成相关，在影像上有时与 HCC表现类似，造成假阳性的判断，

因此，v2017不适用于这类肝硬化患者。 

二、诊断部分的修改 

1.诊断思路图的修改 

v2017的诊断思路图将判断条件及 LI-RADS类别按诊断顺序纵向排列，诊断思路图结构清晰，

思路明确，更符合诊断医生的思维模式，方便诊断医生使用。 

2.LI-RADS类别的增加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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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2017新增 LR-NC类别，即因图像质量不佳或不完整而不能分类的发现。原 LI-RADS v2014 

(v2014)中 LR-5V类别，即静脉内肿瘤，更改为 LR-TIV。原 v2014中 LR-Treated类别将在治

疗反应评估中进一步描述和分类。 

3.术语的修改 

v2017对动脉期强化作了两点更改：一是在动脉期高强化的基础上括号说明了非环形高强化，

二是不再使用动脉期低/等强化这一词，而改为无动脉期高强化。主要征象中的廓清，v2017

括号说明了非周边廓清。对包膜，强调是强化包膜。对阈值增长的定义，v2017在 v2014 的基

础上进行了部分修改，将“前次 CT或 MRI检查未见发现，此次直径≥10mm。”这一条件，限

制时间为两年内。在支持 HCC的辅助征象中，将“明显的环”修改为“非强化包膜”。 

4.LR-M标准的修改 

v2017对 LR-M的诊断标准进行了明确说明，靶样肿块或非靶样肿块但具有下列中的一项或多

项即诊断为 LR-M：a.浸润表现；b.明显弥散受限；c.坏死或严重缺血；d.由影像医生的判断

支持非 HCC恶性病变的其他征象。 

三、扫描技术的修改 

v2017对肝脏特异性对比增强 MRI检查进行了详细说明，推荐了扫描机型，并明确了必须采集

的图像及推荐采集的图像。 

四、新增治疗反应评估 

治疗后病灶类别分为：无法评估疗效、无肿瘤存活、疗效不确定、肿瘤存活。 

 

 

 
EP-1528 

 MRI 测量的腹部脂肪分布与结石性胆囊炎的相关性研究 

 
张洋,刘江 

宜宾市第一人民医院 644000 

 

目的 研究腹部脂肪组织分布与结石性胆囊炎的相关性。 材料与方法  收集经腹部 MRI 检查

的结石性胆囊炎患者 69例为病例组，同时收集腹部 MRI 扫描正常者 36例为对照组，分析病例

组与对照组腹腔脂肪组织含量(VAT)、腹壁脂肪组织含量(SAT)、腹部脂肪含量组织（TAT）及

VAT/SAT的差异性,评价腹部脂肪分布与结石性胆囊炎的相关性。 结果 结石性胆囊炎与对照

组间 VAT、VAT/SAT有显著性差异（P<0.01）；结石性胆囊炎组的腹内脂肪堆积者例数显著高

于对照组（P<0.01）。 结论 腹部脂肪含量及其分布与结石性胆囊炎发病密切相关。 

  

 

 
EP-1529 

小肠 MR 灌注成像对正常肠管 

及活动期 Crohn 病初步对比研究 

 
林雪花,郑贤应,曹代荣,吴吟晨,郑颖彦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5 

 

目的：对小肠 MR灌注成像方法及其在 Crohn病诊断及活动性评估中的可能应用价值进行初步

探讨。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1406 

 

方法：收集我院 2016年 8月至 12月间应用 Siemens magnetom verio 3.0T超导型 MR 机器对

128例病例行常规 MRE及小肠 MR灌注成像，选取回肠末段做为研究肠段，回顾性分析实验组

（经临床及病理确诊 Crohn 病且处于活动期）21例，正常对照组（常规 MRE阴性并经临床、

肠镜及病理证实阴性）回肠末段 14例，采用 tissue4D工作流勾画感兴趣区计算所研究肠段

24例灌注参数：Ktrans，其中克罗恩病 16例，正常对照组 8例；同时收集 Crohn病患者 CDAI

评分、CRP值。统计学方法对比正常对照组及活动期 Crohn 病受累回肠末段间 Ktrans值差异

性。 

结果：克罗恩病组与正常对照组间 Ktrans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小肠 MR灌注定量参数能够反映 CD活动性及肠壁微循环的变化情况，具有一定的临床应

用价值。 

  

 

 
EP-1530 

双能 CT 鉴别胃癌转移淋巴结、肿大及正常淋巴结的价值 

 
杨泠,陈帅,袁欣,瞿姣,杨亚英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650032 

 

目的 通过对临床确诊为胃癌的患者行双能 CT扫描，探讨双源 CT双能量扫描中标准化碘浓度

在鉴别胃癌转移淋巴结、肿大淋巴结（直径≥5mm）及正常淋巴结中的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

析 2017年 1月至 6月有完整双能扫描资料、并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30例胃癌患者，共 88枚胃

癌区域淋巴结。将双能量动脉期及静脉期增强扫描图像调入双能后处理软件“Liver VNC”，

分别测量碘图中各淋巴结的碘浓度，计算标准化碘浓度（NIC）。用方差分析比较动脉期、静

脉期胃癌转移淋巴结、肿大淋巴结及正常淋巴结的 NIC，对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参数绘制 ROC

曲线，计算各参数的诊断灵敏度和特异度。结果 88枚胃癌区域淋巴结中，转移淋巴结 38

枚，肿大淋巴结 23枚，正常淋巴结 27枚。动脉期三者的 NIC分别为（0.127±0.005）

mg/ml、（0.094±0.015）mg/ml、（0.089±0.004）mg/ml，静脉期分别为（0.492±0.095）

mg/ml、（0.429±0.063）mg/ml、（0.426±0.060）mg/ml，动脉期及静脉期三者间 NIC 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两比较，仅肿大淋巴结与正常淋巴结之间动脉期、静脉期的

NIC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NIC诊断转移淋巴结时，动脉期、静脉期 AUC（ROC曲

线下面积）分别为 0.867、0.854。结论 双源 CT双能量扫描动脉期及静脉期 NIC对胃癌转移

淋巴结、肿大淋巴结及正常淋巴结的鉴别诊断具有一定的价值。 

 

 

EP-1531 

肠白塞和克罗恩病的小肠 CT 造影影像对照研究 

 
刘炜

1
,刘婧娟

1
,薛华丹

1
,张慧敏

2
,杨红

2
,钱家鸣

2
,金征宇

1
 

1.北京协和医院 放射科 

2.北京协和医院 消化科 

 

目的 对比分析肠白塞（Behcet disease，BD）和克罗恩病（Crohn’s disease, CD）的 CT

影像学特征，找出对鉴别诊断有帮助的要点。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4年 1月至 2017年 3月间

北京协和医院诊治的临床资料齐全的 24例肠 BD和 53例 CD患者，采用卡方或 Fisher精确检

验（分类变量）和 t检验（连续性变量）行单因素分析。采用 SPSS17.0软件进行分析。结

果 肠 BD和 CD最常见的病变部位均为回盲部（87.5% vs 74.6%），二者无统计学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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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141）；但 31.3%肠 BD最严重的病变部位为回盲部，仅 9.9%的 CD患者最严重的病变部

位为回盲部，二者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7）。在病变最长节段方面，46.9%肠白塞

<5cm，仅 9.9%CD<5cm（P<0.001）。强化的程度方面，BD多为轻度强化（53.1%），而 CD多为

中度强化（57.7%），二者有统计学差异（P <0.001）。肠腔侧粘膜面形态方面，肠 BD多光滑

（84.4%），CD多有息肉样隆起（69%），二者有统计学差异（P <0.001）。与肠 BD相比，CD

更容易出现肠狭窄（81.7% vs 25%，P <0.001）、病变近端的扩张（36.6% vs 0，P <0.001）
及肠瘘（25.4% vs 6.3%，P =0.023），且更容易出现系膜脂肪增生（71.8% vs 31.4%，P 
<0.001）、齿梳征（70.4% vs 9.4%，P <0.001）。结论 与 CD比较，肠 BD累及回盲部常是

病变最严重部位，病变节段可较短，异常强化较 CD不明显，肠腔侧粘膜面常较光滑，而 CD更

易出现粘膜增生性改变。CD 更易出现肠腔狭窄及狭窄近端扩张、肠瘘，更易出现系膜脂肪增

生及齿梳征。 

  

 

 

EP-1532 

老年慢性完全性子宫内翻并黏膜下子宫肌瘤 MR 诊断 

 
王波,杨清华,罗武 

广东药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510080 

 

目的 探讨 MR成像在子宫罕见病病变诊断中的价值。资料与方法 经临床及 MR诊断为子宫肿

瘤的 1例患者采用 MR扫描检查技术。观察子宫病变在 MR上的大小、形态及信号特征。 结果 

影像表现为阴道内肿物脱出、子宫底内陷。阴道内类圆形稍高异常信号，子宫底部完全向下翻

出，子宫内膜与肌层内外倒置，形成假性子宫腔；中心见斑片状长 T1长 T2少量积液及条索状

低信号，提示双侧输卵管及子宫圆韧带，对应 T2WI横断面病灶中心簇状异常信号。增强扫描

子宫内膜明显均匀强化，内侧子宫肌层强化程度明显低于外侧内膜。结论 根据临床表现、病

史及 MR的多角度特异性表现，MR检查准确性较高,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因患者年老迟

钝，病史不详，加上本病慢性罕见, 年轻医师认识不足, 易漏、误诊，故本病诊断上存在一定

的风险。提示影像科医师应加强临床相应知识，拓展知识面，正确认识本病，及时请上级医生

会诊或与临床相关科室讨论，同时注意结合临床病史，而不是一味只对片子负责，陷入脱离临

床，变成“片子医师”怪圈。本病应与单纯粘膜下子宫肌瘤、子宫内膜肿瘤、产后子宫脱垂、

阴道壁肿瘤等鉴别。  

 

 
EP-1533 

IDEAL-IQ 评估高血压患者胰腺脂肪定量的价值 

 
张钦和,刘爱连,宋清伟,田士峰,魏强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6011 

 

目的 采用 IDEAL-IQ探究高血压与胰腺脂肪定量的相关性。方法 回顾性收集在我院行上腹部

1.5T（GE 1.5T Signa HDXT，America）MRI检查并含有 IDEAL-IQ序列的高血压患者（血压

≥140/90mmHg)57 例,按病程长短分为 A组(病程大于 10年）和 B组（病程小于 10年）。同时

收集同时期与其年龄和 BMI 相匹配的正常人 21例（C组）。A组（男性 22例，女性 7 例，年

龄 52-84岁，平均年龄 68±7 岁，BMI17kg/m
2
-30kg/m

2
,平均 BMI25±3kg/m

2
），B组（男性 14

例，女性 14例，年龄 51-81岁，平均年龄 64±8岁，BMI17kg/m
2
-32kg/m

2
,平均

BMI23±4kg/m
2
）。C组（男性 14例，女性 7例，年龄 45-78岁，平均年龄 62±10 岁，BMI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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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kg/m
2
，平均 BMI25±2 kg/m

2
）。由两位观察者（诊断经验分别为 3年和 5年）采用双盲法

对图像进行测量。两位观察者者所测得的数据一致性采用 Spearman检验分析。三组间年龄、

BMI、胰腺各部位脂肪分数值以及胰腺平均脂肪分数值的差异采用 Kruskal-W检验。两组间性

别的差异采用卡方检验。各组组内胰腺各部位脂肪分数值的差异采用 Friedman检验。结果 三

组间年龄、BMI以及性别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三组间胰腺各部位脂肪分数值以及

胰腺平均脂肪分数值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各组内胰腺各部位脂肪分数值的差

异的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A组和 B组内胰腺脂肪含量尾部>体部>头部>钩突部，C组内

体部>尾部>头部>钩突部。结论 IDEAL-IQ对胰腺脂肪定量是可行的。高血压患者的胰腺脂肪

定量大于正常人，并且高血压的病程越长胰腺脂肪含量越高。胰腺脂肪在各部位的分布是不均

匀的，胰腺体部和尾部更容易产生脂肪浸润。 

 

 
EP-1534 

Value of Hepatic Diffusion-Weighted MRI in Evaluating 

Response and Predicting Prognosis of Complete 

Necrotic Responders Following Trans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 

 
Wu Li fang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Zhong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200032 

 

Purpose: This study was designed to assess the accuracy of DWI in addition to 

standard MRI for selection of complete necrotic responders (CNR) after TACE, with 

histopathologic examination of hepatectomy as the reference standard, and to 

evaluate the prognosis of CNR and incomplete responsders (IR). 

Methods: Twenty-five patients with locally advanced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or 

recurrent HCC underwent TACE before curative hepatectomy followed by MRI (1.5T). 

Two independent readers first scored the standard MRI only for the likelihood of 

CNR using a 5-point confidence score, after which the DWI images were added and 

the scoring was repeated. Diagnostic performance for selection of CNR were 

compared for the two readings. The difference of progression-free survival (PFS) 

between CNR and IR after hepatectomy was compared. 

Results: Five patients had a complete pathological necrosis. Areas under the 

receiver operator characteristic (ROC) curve for the two readers improved from 

0.760 and 0.720, using only standard MRI, to 0.980 and 0.960 after addition of DWI. 

Sensitivity for selection of CNR improved from 80％ on standard MRI to 80-100％ 

after addition of DWI. Specificity ranged from 55% on standard MRI versus 90–100% 

after addition of DWI.kkk Survival analyses showed significant effects of a 

history of hepatitis B on PFS (p=0.029). Although median PFS of CNR after 

hepatectomy (930±134 days) was greater than that of IR(471±84 days) , the 

difference was not significant (p=0.071). 

Conclusions: Addition of DWI to standard MRI improves the selection of CNR after 

TACE. Partial necrotic responders may have a promising prognosis after hepatectomy 

compared with CN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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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535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indings of renal cell 

carcinoma associated with Xp11.2 translocation/TFE3 

gene f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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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s To retrospectively analyze MRI findings of renal cell 

carcinoma associated with Xp11.2 translocations/TFE3 gene fusions 

Methods Sixteen patients with Xp11.2/TFE RCC confirmed by situ hybridization 

(FISH) assay were included. The MRI examinations of these tumors were reviewed 

by two radiologists respectively. Imaging features such as morphologic 

characteristics, signal features, and enhancement were assessed by 

two radiologists respectively. 

Results The mean age at diagnosis was 47.4±18.4 years (range 20-76 years). The 

most (87.5 %) of tumor epicenter were endophytic, seven 

(43.8 %) tumors made an angular interface with the renal parenchyma, all 

cases showed capsule sign, most lesions were a heterogeneous appearance 

with cystic degeneration or necrosis and hemorrhage, but none of fat component. 

On MRI, half of Xp11.2/TFE RCC were often hyperintense to the normal renal cortex 

on T1WI, the vast majority (81 %) showed heterogeneously hypointensity on T2WI. 

The mean ADC value of the tumor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surrounding 

renal cortex ((1.57±0.60) ×10-3 vs. (2.36±0.31) ×10
-3
 mm

2
/s, p = 0.000). Tumor 

had significantly lower SI enhancement ratios than cortex for all three phases 

(p < 0.001), and peak enhancement was showed on the nephrographic phase. 

Conclusion Xp11.2/TFE RCC were usually a heterogeneous tumor with endophytic 

epicenter, capsule sign and angular interface with the renal parenchyma may be 

a another useful characterization for the diagosis. On MRI, 

Xp11.2/TFE RCC often shows less enhancement, and appears hyper- or iso-

intense on T1WI, heterogeneously hypointense on T2WI, and lower ADC values 

compared with surrounding renal cortex. 

  

 

 
EP-1536 

Histogram analysis of diffusion kurtosis imaging for 

hepatic fibrosis measurement 

 
SHENG RUOFAN,Jin Kaipu,Yang Li,Wang Heqing,Zeng Mengsu 

Zhong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200032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diffusion kurtosis imaging (DKI) 

histogram analysis in hepatic fibrosis st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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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erials and Methods: Thirty-six rats were divided into the carbon tetrachloride-

induced fibrosis groups (n=6 per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n=12). Histograms 

of DKI were performed for corrected apparent diffusion (D), kurtosis (K) and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ADC). Mean, median, standard deviation (SD), 

skewness, kurtosis, and the percentiles (5th, 25th, 50th, 75th and 95th) were 

generated and compared according to the fibrosis stage and inflammatory activity. 

Results: The mean, median, 5th, 25th, 50th, 75th, 95th percentiles, kurtosis of D 

map, median, 25th, 50th percentiles, skewness of K map, and 75th, 95th percentiles, 

SD of ADC map demonstrated significant correlations with fibrosis stage (r=-0.767 

to 0.350, P<0.001 to P=0.039). The fibrosis score was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 

associated with histogram parameters in most cases, comparing to inflammatory 

activity grade (P<0.001 to P=0.041). For the classification of fibrosis grade ≥F1, 

≥F2, ≥F3, and F4, the largest AUCs were 0.933 (25th percentile), 0.893 (25th 

percentile), 0.871 (50th percentile), 0.973 (75th percentile) for D map; 0.803 

(50th percentile), 0.730 (skewness), 0.811 (skewness), 0.884 (skewness) for K map; 

and 0.826 (95th percentile), 0.794 (95th percentile), 0.775 (SD), 0.964 (SD) for 

ADC map; the AUCs of D map were larger than K and ADC maps in general. 

Conclusions: Histogram analysis of DKI, especially the D map, provides a promising 

noninvasive tool in staging liver fibrosis. 

 

 
EP-1537 

肝内胆管腺瘤的影像学表现与病理学对照 

 
戴亚婕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00032 

 

目的：探讨肝内胆管腺瘤（BDA）的影像学表现与病理学对照，了解对此疾病的认识。 

方法：回顾性分析经病理证实的 8例肝内胆管腺瘤患者的临床资料、影像及病理学特征。 

结果：8例中 BDA肿块共 8 个，病灶大小 0.5 ~ 2.5 cm。肿块均位于肝包膜下，呈圆形或类圆

形。位于肝右叶 7例，肝左叶 1例；8例中癌变 2例，伴局灶区癌变 2例，伴发肝内胆管癌 1

例。8名患者术前均行 MRI 增强检查，其中 4例行普美显 MRI增强检查，4例行 PET-CT 检查。

MRI T1WI呈低信号、T2WI呈高信号者 6例，T1WI呈低信号、T2WI呈环状高信号者 2例，8例

患者 DWI均呈稍高或高信号，其中 1例表现为环状高信号。增强后动脉期明显强化者 6例，其

中呈明显环状强化者 4例，轻度环形强化者 2例，8例胆管腺瘤门脉期及延迟期均呈持续强

化。行普美显 MRI增强扫描的 4例 BDA在肝胆特异期无对比剂摄取，表现为低信号。PET-CT

检查显示 2例 BDA无糖代谢异常增高，1例早期糖代谢轻度增高（SUV值为 3.6），1例糖代谢

异常增高。 

结论：肝内胆管腺瘤通常是肝内胆管的良性增殖，在临床上常无明显的症状和体征，术前常误

诊为肝癌、肝转移瘤或胆管细胞癌等。BDA影像学表现具有一定特征性，通过对其影像学表现

的认识，从而可明确术前诊断，对采取恰当的治疗方法具有重要意义，甚至可以避免不必要的

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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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538 

Herlyn-Werner-Wunderlich 综合征的影像表现-7 例病例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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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 MRI 在 Herlyn-Werner-Wunderlich 综合征(HWWS)的生殖系统畸形评估中的

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1年~2016年于我院临床确诊并行影像学检查（包括超声、CT、MRI）并

经手术证实的 7例 HWWS 患者资料，分析其临床特征及影像学表现。 

结果 7例患者（平均年龄 15.4±2.9 岁）均行盆腔 MRI评价生殖系统畸形，并分别由 MRI（3

例）、CT（1例）及超声（3例）评价肾发育异常情况。7例均表现为双子宫、双宫颈畸形，

其中左侧斜隔 4 例，右侧 斜隔 3例，II型者 4例、IV型者 3例。6例合并斜隔或闭锁侧肾

缺如，1例合并斜隔侧肾发育异常。7例均合并斜隔侧宫腔、宫颈或阴道隔腔内积液（血）; 

其中 5例同时合并患侧输卵管扩张积液（血）。见表 1. 盆腔 MRI术前均能准确显示生殖系统

畸形。（图 1） 

结论： 认识 HWWS的影像表现对全面评估患者泌尿生殖系统畸形有重要临床价值，MRI可于术

前准确评价 HWWS生殖系统畸形。 

  

 

 
EP-1539 

过目不忘的腹茧症—硬化包裹性腹膜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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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腹茧症临床特点、MSCT表现及诊治方法，提高术前诊断准确率。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5年 1月至 2017年 7月 10例经手术病理证实的腹茧症患者临床资料、

MSCT表现及随访结果，在工作站对采集数据用平面重建(MPR)、最大密度投影(MIP)及容积重

建(VR)技术进行三维重建,观察病灶的空间解剖关系。 

结果 10 例患者临床表现均为肠梗阻症状，所有患者均行腹部 MSCT 检查，MSCT影像表现为局

部肠袢不同形态、不同程度扩张积气、积液，肠管扩张伴液平，受累肠袢周围可见条索状纤维

结构或弧形膜状包裹，肠管呈“香蕉串”样、“手风琴”样、“拧麻花”形折叠，行剖腹术中

均发现全部或部分小肠被包裹在一层坚韧的纤维膜内，行粘连松解、肠排列术等，8例手术病

人全部治愈，2例经保守治疗后痊愈。 

结论 硬化包裹性腹膜炎，亦被称为腹茧症，因小肠被腹腔异常增生的纤维膜包裹，形似蚕茧

而得名。它是以小肠被茧状包裹在一层异常的质韧纤维膜内为其特征，伴随腹膜的主要变化特

点为腹膜不断增厚硬化，进而逐渐缩窄，超滤能力下降，导致小肠部分或完全梗阻。该病病因

尚不清楚，临床症状无特异性，术前诊断很困难，手术难度极大，术中损伤几乎难以避免。腹

茧症 MSCT 表现具有一定的特征性，熟悉其表现有利于术前准确诊断，因此，提高对该病的认

识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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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540 

不同感兴趣区设置方法对大鼠肝纤维化扩散峰度成像 定量参

数一致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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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探讨大鼠肝纤维化扩散峰度成像（DKI）定量研究中选择不同的感兴趣区（ROI）设置方

法对 DKI定量参数测量结果一致性的影响。 

方法：建立 CCl4诱导的大鼠肝纤维化模型，共 46例模型行 DKI检查并获得病理结果。由两名

放射科医师（医师 1和医师 2）分别按照三种 ROI设置方法（1.小 ROI设置法；2.轮廓 ROI设

置法；3.全容积 ROI设置法）独立测量肝纤维化 DKI的定量参数 MD和 MK，医师 1间隔 3个月

重复上述测量，每种 ROI设置方法共测量 3次。运用组内相关系数（ICC）和 Bland-Altman 法

比较医师 1前后 2次、医师 1与医师 2分别采用 3种 ROI设置方法所测得的 DKI定量参数值间

的一致性。 

结果：医师 1不同时间两次采用小 ROI设置法、轮廓 ROI设置法、全容积 ROI设置法测得的

MD和 MK的 ICC值分别为 0.67（0.47，0.81）和 0.53（0.28，0.72）、0.75（0.57，0.85）

和 0.64（0.42，0.79）、0.85（0.74，0.92）和 0.99（0.92，0.99）。Bland-Altman 散点图

提示全容积 ROI法测得的 DKI定量参数一致性水平高于轮廓 ROI法和小 ROI法。2名医师分别

采用小 ROI设置法、轮廓 ROI设置法、全容积 ROI设置法测得的 MD和 MK的 ICC值分别为

0.64（0.33，0.81）和 0.49（0.06，0.73）、0.73（0.50，0.85）和 0.65（0.35，0.81）、

0.82（0.67，0.90）和 0.97（0.94，0.98）。Bland-Altman 散点图提示全容积 ROI法测得的

DKI定量参数一致性水平高于轮廓 ROI法和小 ROI法。 

结论：ROI设置方法对大鼠肝纤维化 DKI定量参数值的测定具有一定影响，在三种不同 ROI设

置方法中，全容积法所测得的 DKI参数一致性水平最高。 

 

 

EP-1541 

R2*值对子宫内膜癌 Ia 期与 Ib 期的鉴别诊断价值 

 
王梦遥,孙美玉,韩旭,范芮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6011 

 

目的：探讨增强 T2*加权血管成像（ESWAN）序列的表观横向弛豫率 R2*值对子宫内膜癌（EC）

Ia期与 Ib期的鉴别诊断价值，以期准确判断 EC的分期，指导临床治疗。 

材料与方法：回顾性分析 2006年 5月-2017年 5月于我院应用 1.5TMR行术前盆腔 MR检查，

并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EC患者 37例，根据分期分为两组，即 Ia组 16例，Ib组 21例。扫描序

列为 ESWAN序列，经 Functool软件后处理得到 R2*图像，由两位观察者分别测量各组的 R2*

值，方法为在 R2*图像上选择横轴位病灶最大层面，将 ROI 放置于病灶实质区，测量三次取平

均值。对各组的测量结果进行一致性检验，并通过 ROC曲线判断 R2*值鉴别子宫内膜癌 Ia期

与 Ib期的诊断效能。 

结果：两位观察者各组数据的一致性良好。Ia组及 Ib组的 R2*值分别为（8.72±7.96）Hz、

（14.67±5.84）Hz，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8）。R2*值可定量评估局部组织氧含

量改变，与组织乏氧、出血等因素密切相关，当顺磁性物质浓度升高时，R2*值升高。R2*值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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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 EC分期的曲线下面积为 0.756，R2*值取 10.39Hz时，鉴别子宫内膜癌 Ia期与 Ib期的敏感

度为 62.5%，特异度为 90.5%。 

结论：ESWAN序列的 R2*值对鉴别子宫内膜癌的 Ia期与 Ib期的特异度较高，有望成为非强化

方式鉴别子宫内膜癌分期的定量指标。 

 

 

EP-1542 

Gd-EOB-DTPA 增强磁共振诊断肝脏占位病变的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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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分析肝脏占位病变 MR平扫、Gd-EOB-DTPA 增强 MR及 DWI影像表现，并与病理结果对

照，探讨 Gd-EOB-DTPA 增强 MR对于良恶性肝占位病变的诊断及鉴别价值。材料与方法：纳入

行 MR平扫、Gd-EOB-DTPA增强及延迟 20min肝胆期扫描的患者 71例，年龄 29-83岁，男 51

例，女 20例，共 99个病灶，直径 0.6cm-12.8cm，67例患者行 DWI扫描 90个病灶，所有病灶

经手术或穿刺病理确诊。由两名放射科医生分析其影像学表现，并与病理结果对照。结果： 

60个病灶表现为 “快进快出”的强化方式；10个病灶动脉期周边结节样强化，门脉期及延迟

期向内填充；29个病灶强化方式不典型。b=400s/mm
2
时 ,DWI示 8个病灶弥散不受限，82个

病灶呈高信号。病理结果：肝细胞肝癌 42个、DN结节 12 个、肝血管瘤 10个、肝内胆管细胞

癌 8个、肝癌复发 8个、混合型肝细胞癌-胆管癌 6个、RN结节 7个、恶性淋巴瘤 2个，肝脏

转移性肿瘤、淋巴滤泡瘤样增生、肝脏脓肿、肝细胞腺瘤各 1个；MR平扫+DWI、MR平扫+增强

+DWI、MR平扫+增强+肝胆期+DWI评估肝脏良恶性病变的敏感性、特异性、诊断准确率、约登

指数分别为 87.5%（56/64）、51.6%（16/31）、75.8%（72/95）、0.391， 86.6%

（58/67）、62.5%（23-3/32）、78.8% （78/99）、0.491，92.5%（62/67）、75.0%

（24/32）、86.9%（86/99）、0.675。其中 3个病灶肝胆期低信号而 MR平扫、增强及 DWI未

发现。特异期表现与同层面肝实质相比 1个病灶为高信号，4个病灶呈等信号，其余病灶均呈

相对低信号。结论:肝胆期有助于发现肝脏小病灶，Gd-EOB-DTPA增强、肝胆期及 DWIs 扫描联

合应用，提供病变形态、血供及功能等相关信息,从而提高诊断信心及诊断准确性。 

 

 
EP-1543 

外源性 HMGB1 对放疗后残存人胰腺癌细胞 

增殖及转移的作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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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观察外源性 HMGB1对放疗后残存人胰腺癌细胞增殖及转移的作用研究。方法 Panc-1细

胞及 SW1990细胞分别给予 4Gy及 10Gy放疗照射后，ELISA 检测放疗上清中的 HMGB1的含量；

取放疗残存细胞，进行如下分组处理：（1）对照组；（2）HMGB1组；（3）HMGB1+EP 组。处

理 24h后进行划痕实验检测细胞的迁移能力；CFSE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的增殖率；Western 

Blotting检测转移相关蛋白的表达情况；体内实验中建立裸鼠皮下瘤模型，并采用 MRI的

T2WI序列直观检测瘤体大小。结果 ELISA检测放疗后胰腺癌细胞系（Panc-1，SW1990）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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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清中 HMGB1表达含量均增高，且分别在 4Gy，10Gy剂量达到顶峰，表达量分别为

（229.9±18.3）ng/ml及（217.3±35.0）ng/ml。CFSE 检测对照组、HMGB1组及 HMGB1+EP 组

残存胰腺癌 SW1990细胞增殖率分别为：（43.6±2.1）%，（62.5±2.1）%及（33.2±1.7）

%，残存胰腺癌 Panc-1细胞三组增殖率分别为：（37.5±0.9）%，（49±1.4）%及

（29.3±1.3）%。划痕实验中放疗后残存人胰腺癌细胞 SW1990的三组细胞划痕后 24h 的迁移

距离分别为 0.085±0.008mm，0.19±0.011mm，0.009±0.008mm；而划痕实验中放疗后残存人

胰腺癌细胞 Panc-1的三组细胞划痕后 24h的迁移距离分别为 0.091±0.079mm，

0.119±0.104mm，0.059±0.053mm。Western blot实验结果显示 HMGB1组放疗后残存胰腺癌

细胞 E-cadherin表达降低及 N-cadherin表达增高；Ki67及 Bcl-2表达增高。体内实验及 MRI

验证了同样的实验结果。结论 外源性 HMGB1可以促进放疗后残存人胰腺癌细胞增殖和转移。 

  

 

 
EP-1544 

Imaging features of rosette-forming glioneuronal 

tumors 

 
Gao Lu,Zhang Jiawen,Yao Zhenwei 

Hua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Department of Radiology 200040 

 

AIM: The rosette-forming glioneuronal tumor (RGNT) is a novel and rare central 

nervous system entity, and only a small number of neoplasms have been reported. 

Our study aim is to describe the tumor’s imaging characterizations to aid in the 

accurate diagnosis of RGNTs. 

MATERIALS AND METHODS: Image data and clinical findings for seven patients with 

pathologically confirmed RGNTs were comprehensively studied. 

RESULTS: Five neoplasms were located near the midline, and all were relatively 

well circumscribed. Most lesions were hypointense on T1-weighted images and 

hyperintense on T2-weighted images. Furthermore, five tumors were hypointense on 

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 (DWI). On CT imaging, the solid tumor portions showed 

hypoattenuation compared with brain parenchyma. Obvious calcification was found in 

two cases, and hydrocephalus was seen in three. All the tumors except one 

displayed different degrees of enhancement. The “green bell pepper sign” was 

present in five cases on MR with gadolinium. Each of the patients accepted 

surgical treatment, and no recurrences occurred during follow-up. 

CONCLUSION: A midline tumor with relatively clear boundaries, hypointense signals 

on T1-weighted images and DWI, hyperintense signals on T2-weighted images, 

hypoattenuation on CT images, and a “green bell pepper sign” after enhancement 

should raise suspicion for an RG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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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545 

Different behavior of Cortex and Caudate Putamen 

affected by Acute Stroke in Diffusion Kurtosis 

Imaging 

 
Hao Xiaozhu,Yang Yanmei,Yin Lekang 

Huashan Hospital of Fudan University 200040 

 

Background and Purpose - Diffusion kurtosis imaging (DKI) emerged as a more 

sensitive method than conventional diffusion MR sequence. This study aimed to 

characterize the time course of mean kurtosis (MK) value between cortex and 

caudate putamen (CPu) in acute phase of transient middle cerebral artery occlusion 

(MCAO) model. 

Methods - Ten MCAO rats underwent 1 hour of ischemic and gained reperfusion. DKI 

was acquired at 4 different time points of 30 minutes, 50 minutes, 3hour and 1 day 

after MCAO. MRA and 3D-ASL were performed before and after reperfusion. The MK, 

mean diffusivity (MD) and fractional anisotropy (FA) of the cortex lesion and CPu 

lesion were measured and analysed by two-way ANOVA analysis for repeated 

measurements. 

Results - MK of the CPu was significant higher than that of cortex (P=0.020) at 30 
minutes after MCAO. From 30 minutes to 1 day, cortex and CPu lesion showed 

different changing pattern in MK maps (P =0.013), whil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MD or FA maps (P=0.893 and 0.090, respectively). MK value of cortex lesion 
increased more than the CPu lesion at 30 minutes (P = 0.020), and then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at 50 minutes (P=0.013). Infarcted area presented a 
renormalized trend after reperfusion and deteriorated again latter in MK maps, 

which was similar with MD. 

Conclusions - DKI can detect the different time course of cortex and CPu affected 

by stroke in acute phase. This work provides more detailed information about 

evolution of diffusion metric in ischemic stroke lesion. That is helpful for 

detecting and evaluating ischemic stroke more comprehensive using diffusion M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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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546 

Differentiating Primary CNS Lymphomas from 

Glioblastomas and Inflammatory Demyelinating 

Pseudotumor Using Relative Minimum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s 

 
wen jianbo,Geng Daoying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Hua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200040 

 

 

Objective: Our purpose was to evaluate the diagnostic performance of 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 (DWI), the relative ADCmin (rADCmin) in differentiating primary 

central nervous system lymphomas (PCNSL) from glioblastomas (GBM) and inflammatory 

demyelinating pseudotumors (IDP). 

Materials and methods: MRI images were reviewed retrospectively in 82 patients 

including 39 PCNSLs , 35 GBMs , and 8 IDPs. Regions of interest (ROI) were drawn 

around the tumor on contrast-enhanced, these images were transferred onto 

coregistered ADC maps to obtain the minmum ADC (ADCmin) and the normalized ADCmin 

ratios (rADCmin) were calculated using the formula rADCmin = ADCmin of the 

lesion/ADCmin of the normal white matter. The rADCmin values were compared between 

PCNSLs, GBMs and IDPs using the ANOVA test. ROC curves were constructed to 

evaluate the diagnostic performance of rADCmin values and to determine the optimum 

thresholds. Simple logistic regression was analysed to evalu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DCs and tumor cellularity. 

Results: The rADCmin value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in PCNSLs (0.675±0.113) 

than  GBMs (0.765±0.059) and IDPs (0.834±0.067 ) (PCNSL vs GBM, p<0.001; PCNSL 
vs IDP, p<0.001). rADCmin was a significant assessor for differentiating PCNSLs 
from non-PCNCLs (p<0.001). The optimal cut- off value was 0.722 (sensitivity: 

74.5%; specificity: 74.1%; AUC, 0.803) on ROC analysis. A stronger negative 

correlation (r = -0.755, p = 0.000) was obtained between the cytoplasm and rADCmin. 

Conclusion: rADCmin value is helpful in differentiating PCNSL from GBM, IDP, Thus, 

ADC values may provide a useful supplement to the information obtained from 

conventional contrast-enhanced MR imaging, and assist in future treatment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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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547 

Early whole-brain CT perfusion for prediction of 

delayed cerebral ischemia following aneurysmal 

subarachnoid hemorrhage 

 
Dong Lijun,Zhou Yunfeng,Wang Minhong,Yang Chen,Zhou Fengfeng,Yuan Quan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Wannan Medical College 241001 

 

Purpose: To prospectively evaluate the whole-brain CT perfusion (CTP) on 

admission for prediction of delayed cerebral ischemia (DCI) in patients with 

aneurysmal subarachnoid hemorrhage (aSAH). 

Materials and Methods: We enrolled 252 consecutive patients with aSAH, received 

one-stop whole-brain CTP scan within 24 hours after aneurysm ruptured. DCI was 

defined as cerebral infarction and/or neurological impairment after aSAH. CTP 

parameters values and clinical information were compared between patients with 

and without DCI. Diagnostic performance of mean and lowest CTP 

parameters were evaluated by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analysis respectively.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performed to determine 

predictors of DCI. 

Results: Among 191 patients, fifty-seven patients (57/191; 29.8%) developed DCI 

during hospitalization. Lower cerebral blood flow (CBF) and cerebral blood volume 

(CBV), as well as longer mean transit time (MTT), time to delay (TTD) , time to 

start (TTS), and transit time to the center of the IRF (TMax) were observed during 

early whole-brain CTP in DCI patients compared to non-DCI patients. CT perfusion 

data revealed areas under the curve (AUC) of mean CTP parameters were bigger than 

lowest CTP parameters. Mean TMax had biggest AUC of 0.726(95%CI: 0.638-0.814) 

and a cutoff value of 2.24 seconds provided sensitivity of 73.7% and specificity 

of 71.6% for early detection of DCI. Glasgow Coma Scale (GCS) score (OR=0.744, 

95%CI: 0.595-0.929, P=0.009), cerebral vasospasm (OR=4.512, 95%CI: 1.072-18.997, 

P=0.040) and hydrocephalus (OR=3.308, 95%CI: 1.258-8.701, P=0.015) were all 
significant independent predictors of DCI. 

Conclusions: Whole-brain CTP on admission within 24 hours after aSAH allows early 

identification of patients at risk for developing DCI. And a mean TMax of 2.240 

seconds has the highest specificity and sensitivity for early de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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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548 

Quantifying dynamic CBF changes in 4-day follow up 

after carotid endarterectomy using 3D pCASL 

 
Wang Ting,Xing Xinbo,Bian Xiangbing,Ma Lin,Lou Xin 

Chinese PLA General Hospital 100853 

 

Purpose 

Carotid artery stenosis has high risk for stroke and transient ischemic attack
1
. 

Carotid endarterectomy (CEA) is a commonly practiced procedure for treatment of 

carotid stenosis, especially in patients with symptomatic carotid artery stenosis. 

It was known that post-CEA hyperperfusion syndrome, one of its severe 

complications, might result in intracranial hemorrhage and cognitive impairment
2
. 

The routine measurement for preventing this was to take antihypertensive drugs for 

at least one week after operative, but there were no definite criteria to assess 

whether this method was reasonable and appropriate, thus it was essential to 

monitor hemodynamics changes after CEA. Our objective was to detect dynamic CBF 

changes in 4-day follow up after CEA using 3D pseudocontinuous arterial spin 

labeling (pCASL)  technique. 

Methods and Materials 

Fourteen patients (male, 11; age, 61.8±9.8 years) were diagnosed with ipsilateral 

internal carotid artery (ICA) stenosis (≥ 70% narrowing) by neurosurgeon 

underwent CEA were enrolled in this study, consent forms were obtained. All the 

participants underwent MR examinations including MRA, DWI and 3D pCASL on a 3.0T 

whole body scanners at five different time points, including pre-operation, the 

first day, the second day, the third day and the forth day after operation. Region 

of interest (ROI) based measurements of CBF data were obtained in several regions 

of bilateral ICA territory on ASL raw data images, including gyrus of frontal and 

parietal lobe, centrum semiovale, gyrus of temproal lobe, head of caudate nucleus, 

and the region of posterior circulation territory, such as cerebellar hemisphere. 

Repeated measurement ANOVA and paired t-test were performed to compar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inter-group difference in CBF modifications. 

Results 

The line charts of CBF values at five different time points are shown in Figure 2 

and Figure 3. It is seen that the CBF values in ipsilateral of the ICA stenosis 

increased in the first day  (45.5 vs. 62.5, P=0.000), the second day (45.5 vs. 

64.37, P=0.000), the third day (45.5 vs. 59.88, P=0.001) and the forth day (45.5 

vs. 59.04, P=0.009) after CEA. The opposite CBF values were also increased in the 

first day (48 vs. 60.07, P=0.008), the second day (48 vs. 61.77, P=0.001), the 

third day (48 vs. 58.31, P=0.021) and the forth day (48 vs. 58.16, P=0.029) after 

CEA.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CBF was observed at various time points after 

CEA, also bilateral CBF values showed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inter-

group differences . 

Conclusion 

Monitoring the cerebral blood condition after surgical operations for patients 

with stenosis is of importance for further assessing antihypertensive drugs ta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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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is study, it was shown that 3D pCASL is sensitive to temporal hemodynamic 

changes after CEA and may provide a quantitative criterion for assessing 

antihypertensive drugs taken. Also the observed increases shortly in the first and 

the second day after operations may suggest for potential drug intervention in 

case of post-CEA complications 

 

 
EP-1549 

Texture analysis of periaqueductal gray matter in 

episodic migraine patients without T2-visible lesions 

 
CHEN ZHIYE

1,2
,CHEN XIAOYAN

2
,LIU MENGQI

1,2
,YU SHENGYUAN

2
,MA LIN

2
 

1.Department of Radiology， Hainan Branch of Chinese PLA General Hospital 

2.Chinese PLA General Hospital 

 

Objective: The periaqueductal gray matter (PAG) is a small midbrain structure, and 

presents dysfunction in migraine. However, the precise neuromechanism was not 

totally detected. Herein,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altered PAG 

texture characteristics in episodic migraine (EM) patients based on the high 

resolution brain structural image. 

Material and methods: The brain structural images were obtained from 18 normal 

controls (NC), 18 EM patients and 16 chronic migraine (CM) on 3.0 T MR system. PAG 

template was created based on the ICBM152 gray matter template, and the individual 

PAG segment was performed by applying the deformation field to the PAG template 

after structural image segment. Grey-level co-occurrence matrix (GLCM) was 

performed to calculate the texture parameters including Angular Second Moment 

(ASM), Contrast, Correlation, Inverse Difference Moment (IDM) and Entropy. 

Results: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for ASM, IDM and Entropy in EM 

(998.629±0.162 ×10
-3
, 999.311±0.073×10

-3
, 916.354±0.947×10

-5
) compared that in 

NC (998.760±0.110×10
-3
, 999.358±0.037 ×10

-3
and 841.198±0.575×10

-5
)(P<0.05). The 

Entropy was lower in CM (864.116±0.571×10-5) than that in EM(P<0.05). The area 

under the ROC curve was 0.776 and 0.750 for ASM and Entropy in the distinction of 

EM from NC, respectively. ASM was negatively related to diseased duration and 

MIDAS in EM, and Entropy was positively related to disease duration and MIDAS in 

EM (P<0.05). 
Conclusion: The present study identified altered MR image texture characteristics 

of PAG in EM, and could be considered as imaging biomarkers for EM.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1420 

 

EP-1550 

The Role of Three-Dimensional Pseudo-continuous 

Arterial Spin Labelling in Grading and 

Differentiating Histological Subgroups of Meningiomas  

 
Lu Yiping,Yin Bo,Geng Daoying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Hua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200040 

 

Purpose: To evaluate the usefulness of pseudo-continuous arterial spin labelling 

(pCASL) imaging in grading and differentiating histological subtypes of 

meningiomas. 

Materials and Methods: In this prospective study, conven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with contrast-enhanced T1-weighted images and pCASL were acquired 

with a 3.0 T scanner before surgery in 125 consecutive patients with suspected 

meningiomas. Finally, the perfusion parameters were collected from 84 Grade I and 

23 Grade II meningiomas. On the pCASL perfusion map, the mean absolute cerebral 

blood flow (CBF) values from the meningioma (CBFtumor), peritumoral edema (CBFPTE), 

white matter of contralateral semi-oval center (CBFwm) and normal grey matter (CBFgm) 

were calculated. Additionally, the associations of these perfusion parameters with 

the value of ki-67 index were analyzed. 

Results: The CBFwm value correlated negatively with the largest diameter of the 

tumor, which limited its usage as a reference for ratio calculation. The CBFtumor 

values of Grade II and Grade I meningiomas did not differ significantly: 

137.36±71.85 ml/min/100g versus 123.58±135.80 ml/min/100g (p=0.641). The CBFPTE 

value was higher for Grade II meningioma as than for Grade I meningiomas: 

30.30±15.56 ml/min/100g versus 22.33±9.87 ml/min/100g (p=0.037). The CBFtumor value 

was highest in angiomatous meningioma and lowest in fibrous meningioma, thus 

enabling the differentiation of subtypes of meningioma. The CBFtumor value did not 

correlate with the ki-67 index of meningioma. 

Conclusion: The CBFPTE value, rather than the CBFtumor value, from pCASL imaging may 

serve as a key factor in distinguishing different grades of meningiomas. Moreover, 

angiomatous meningiomas and fibrous meningiomas can be identified by CBFtumor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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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551 

Alteration of brain structure and resting-state 

network-level neural function after spinal cord 

injury 

 
chen qian

1,2
,Zheng Weiming

1,2,3
,Chen Nan

1,2
 

1.Xuanwu Hos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2.Beijing Key Laboratory of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and Brain Informatics， Beijing， China 

3.Department of Radiology， Dongfang Hospital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China 

 

Purpose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possible structural and functional 

alterations of the brain after spinal cord injury (SCI) using voxel-based 

morphometry (VBM) and resting-state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 

and to further study their associations with clinical variables. 

Materials and methods 

22 patients with cervical SCI (3 with complete and 18 with incomplete SCI) and 22 

age- and sex-matched healthy controls (HCs) were recruited. The 3D high-resolution 

T1-weighted structural images and resting-state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of all subjects were obtained using a 3.0 Tesla MRI system. Voxel-based 

morphometry analysis was carried out to investigate the differences in GMV between 

patients with SCI and HCs, and between the SCI sub-groups. Region of interest (ROI) 

based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FC) analysis was performed to study changes in the 

whole brain using the results of VBM as seed regions. Disease duration and 

American Spinal Injury Association (ASIA) Scale scores were also obtained from 

each patient. Associations between structural and functional changes and clinical 

variables were also analyzed. 

Results 

Compared with HCs, patients with SCI showed significant gray matter volume (GMV) 

decrease in the right anterior insular cortex, right dorsal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dACC), bilateral orbital frontal cortex (OFC), and left Lingual gyrus(Fig. 

A).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GMV in these areas was found between the acute 

(duration <1 month) and subacute-chronic (duration >1 month) sub-group.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white matter volume between SCI patients and HCs. 

Furthermore, SCI patients mainly showed decreased FC in left primary sensorimotor 

cortex (Fig. B), when compared to controls. Subsequent correlation analyses 

revealed that decreased FC within the left primary sensorimotor cortex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VAS score (Fig. C). 

Conclusion 

Thes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SCI can cause dramatically atrophy of GMV in the core 

hubs of Salience Network and network-level functional alterations in the 

sensorimotor cortical regions. Furthermore, the duration of SCI may be not 

associated with the degree of brain atrophy. Finally,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decreased FC within the left primary sensorimotor cortex and VAS score, which may 

provide new insights into the neuropathic pain after 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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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protocol was approved by the Ethics Committee of our hospital. Written 

informed consen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Declaration of Helsinki was obtained from 

each participant of this study. 

 

 
EP-1552 

Brain microstructural abnormalities in cirrhotic 

patients without overt hepatic encephalopathy: A 

voxel-based diffusional kurtosis imaging study 

 
chen huajun 

Fujian Medical University Union Hospital 350001 

 

Objective: This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whole-brain microstructural 

abnormalities and their correlation with cognitive impairment in cirrhotic 

patients using diffusion kurtosis imaging (DKI). 

Materials and Methods: Eighteen cirrhotic patients and 17 healthy controls 

underwent diffusion imaging. Cognition was measured using Psychometric Hepatic 

Encephalopathy Score (PHES). Whole-brain voxel-based analyses (VBA) were performed 

to investigate between-group differences in DKI-derived parameters, including mean 

kurtosis metrics (MK), axial kurtosis (K∥), and radial kurtosis (K⊥). 

Results: Compared with controls, the patients had lower PHES score, indicating 

cognitive impairments. The cirrhotic patients had significantly lower global MK, 

K∥, and K⊥ in gray matter (GM) and white matter (WM). VBA showed that cirrhotic 

patients had decreased MK, K∥, and K⊥ in diffuse GM regions (particularly in 

cingulate cortex, precuneus, insular cortex, frontal areas, basal ganglia, 

hippocampus/ parahippocampal gyrus, supramarginal gyrus and angular gyrus, 

postcentral and precentral gyrus, and cerebellum) and WM regions (particularly in 

corpus callosum, internal capsule, frontal regions, parietal regions, occipital 

regions, and cerebellum). The DKI metrics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PHES 

among patients. 

Conclusions: Lower diffusional kurtosis parameters suggest decreased brain 

microstructural complexity in cirrhotic patients, which may contribute to the 

neurobiological basis of cognitive impairment. 

  

 

 

EP-1553 

DCE-MRI 定量评价缺血性脑白质病变患者 BBB 通透性 

 
李曼,李悦,蒋涛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1000000 

 

目的：通过动态增强磁共振成像（DCE-MRI）探讨缺血性脑白质病变血脑屏障（BBB）通透性的

改变，以及其与认知功能的关系。方法：2016年 4月到 2017年 2月共收集研究对象 71例,根

据 Fazekas 评分分为两组：0-2 分为对照组（36 例,男/女:19/17 例）,3-6 分为病例组（35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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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13/22）。所有研究对象进行 DCE-MRI检查及简易智力状况检查量表（MMSE），应用

Patlak模型测量研究对象脑白质病变区域的渗透率(Ktrans)，曲线下面积（AUC）,血浆容积分数

（Vp），采用 Mann-Whitney U检验比较两组各参数之间的差异,并应用 pearson相关分析，分

析各参数与 MMSE评分的相关性。结果：病例组脑白质高信号区及看似正常的脑白质区 Ktrans

值及 AUC值较对照组明显增高，看似正常的脑白质区 Vp值较对照组减低，病例组 Ktrans 值、

AUC值与患者 MMSE评分具有显著相关性。结论：缺血性脑白质病变脑白质高信号区及看似正

常的脑白质区的 BBB通透性增加，并且随着患者 BBB通透性的增加，患者认知功能逐渐减低。 

  

 

 

EP-1554 

Thalamic atrophy and dys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mild-to-moderate traumatic diffuse axonal injury: a 

short- and mid-term MRI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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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chang University 

2.Jiangxi Province Medical Imaging Research Institute 

 

Background and purpose: Disrupted white matter structure has been established in 

patients with diffuse axonal injury (DAI), but morphological changes of grey 

matter (GM) and local intrinsic activity in the short- and mid-term has not been 

documented in patients with mild-to-moderate traumatic DAI. We hypothesized that 

regionally selective atrophy observed in deep GM in the short- and mid-term 

periods in patients with mild-to-moderate DAI, local atrophy and/or dysfunction 

would relate to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Methods: We evaluated the changes in 

regional density and synchronization in eighteen DAI patients separately using 

diffeomorphic anatomical registration through exponentiated Lie algebra-enhanced 

voxel-based morphometry and regional homogeneity (ReHo). Results: Compared with 

controls, DAI patients showed a decreased density in the bilateral thalami and 

decreased ReHo values in the ventral anterior and ventral lateral (VA and VL) 

nuclei of the bilateral thalami. Pearson’s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decreased density in the bilateral thalami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disease 

duration, and decreased ReHo values in the VA and VL nuclei of the bilateral 

thalami were associated with a worsened motor assessment scale. Conclusion: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mild-to-moderate traumatic DAI within the short- and mid-

term could lead to thalamic atrophy and that dysfunction in the bilateral thalami 

is associated with declining motor function. This study could potentially provide 

complementary evidence as an important element in longitudinal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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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555 

隐性肝性脑病患者磁共振氢质子波谱的研究 

 
宋宇,王蕾,钟群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 350025 

 

目的：采用磁共振氢质子波谱（proton magnetic resonance spectroscopy，1H-MRS）技术，

探讨 CHE患者的脑内代谢物质的变化。 

材料与方法：根据入组标准，纳入 CHE肝硬化患者 17例（男 10例、女 7例，平均年龄

46.76±10.06 岁，受教育程度 12.29±2.02 年）、匹配正常对照组 17例（男 9例、女 8例，

平均年龄 42.47±9.55 岁，受教育程度 13.76±1.82 年）。采用西门子 Trio TIM 3.0T超导

磁共振扫描仪行后扣带回的单体素点分辨自旋回波波谱检查，使用西门子工作站自带的波谱分

析后处理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算 N-乙酰天门冬氨酸（N-acetyl aspartate,NAA）、肌酸

（creatinine，Cr）、胆碱（choline，Cho）、肌醇（myo-inositol,mI）、谷氨酰胺复合物

（Glutamine，Glx）与肌酸（Cr）的比值，应用 SPSS18.0 并分别比较两组间 NAA/Cr、

Cho/Cr、mI/Cr、Glx/Cr 的比值有无统计学差异。 最后对 CHE 组分别行各代谢物与神经心理

学实验的相关性分析。 

结果：1、与正常对照组相比，CHE组后扣带回 mI/Cr、Cho/Cr减低，Glx/Cr升高，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 

2、通过各代谢物比值与 NCT-A及 DST实验评分做相关分析发现，CHE患者后扣带回 Cho/Cr及

mI/Cr与 NCT-A实验呈负相关。 

结论：1、CHE患者后扣带回代谢物较正常对照组存在显著差异，故 1H-MRS技术可用于 CHE的

早期筛查和初步诊断。 

2、CHE患者的后扣带回在 MRS表现为 Cho峰与 mI峰减低，Glx峰升高，并部分代谢物的比值

与 NCT-A实验呈负相关关系，故后扣带回可提示 CHE的存在。 

 

 
EP-1556 

能谱 CT 最佳单能量结合 MPR 技术在 

腰骶部周围神经病变中的应用 

 
杨创勃,贾永军,于楠,段海峰,马光明,贺太平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712000 

 

目的 初步探讨能谱 CT结合多平面重组技术(Multiplannar Reformation,  MPR)重组技术在

腰骶部周围神经病变中的应用。 

方法 回顾性分析来我院就诊的 45例怀疑腰骶部周围神经病变的患者，并行能谱 CT检查，应

用能谱分析软件，寻找腰骶部神经与邻近组织具有最佳对比噪声比(contrast to noise 

ratio，CNR)的最佳单能量(keV)值，每位患者均进行 3次测量，计算其平均值做为周围神经显

示的最佳 keV值。采用双盲法阅片，两位影像科专家对能谱 CT图像和常规 CT图像对周围神经

病变图像做出初步分析和对照，评价能谱 CT最佳 keV图像与常规 CT的图像质量（表 1），同

时，比较能谱 CT最佳 keV成像与常规 CT扫描对周围神经病变的显示能力。结果 能谱 CT最佳

keV(63.64±1.36keV)值结合 MPR重建能够明显提高腰骶部周围神经及病变的显示，能谱 CT最

佳 keV图像质量明显优于常规能量图像(P=0.03；Z=-2.12)的图像质量，并可用于临床诊断；

能谱 CT最佳单能量图像神经-肌肉 CNR明显高于常规 CT图像（P=0.02；T=-2.66）（表

2；）。能谱 CT能较清晰显示周围神经束的正常走形或解剖变异、或受压、黏连及与邻近软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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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或骨质的关系。结论 能谱 CT最佳单能量图像结合 MPR重建技术能够改善图像质量，提供了

一种显示腰骶部周围神经病变的新的成像方式，为临床提供有力的影像学支持。 

 

 

EP-1557 

瘤周水肿区不同区域 DTI 定量参数相对值 

在胶质瘤高低级别鉴别中的价值 

 
龚军伟

1
,罗天友

1
,吴少平

1,2
,张竹

1
,程润田

1
,蒋佩伶

1
 

1.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胶质瘤瘤周水肿区近、中、远不同区域扩散张量成像（DTI）相对 FA（rFA）值及

相对 ADC（rADC）值在其高低级别鉴别中的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病理证实的 48 例胶

质瘤（高级别组 30 例，低级别组 18 例）患者的 DTI资料。取轴位水肿径线最大层面，测量瘤

周水肿区近、中、远不同区域 FA 值和 ADC 值及对侧半球镜像正常白质区的 FA 值和 ADC

值，然后计算瘤周水肿区不同区域 rFA 值和 rADC 值，分别简称为 rF1、rF2、rF3 和 rA1、

rA2、rA3，分析比较其变化情况及其在高低级别两组中的差异。结果 高级别组瘤周水肿区

rF1、rF2、rF3 低于低级别组（P＜0.001）；高级别组瘤周水肿区 rA1、rA2、 rA3 高于低级别

组（P＜0.05）。ROC 曲线分析显示瘤周水肿区 rF1、rF2、rF3、rA1 和 rA2 对胶质瘤高低级别

的鉴别均有较高价值。结论 瘤周水肿区近、中、远不同区域 DTI定量参数 rFA 值和 rADC 值

在胶质瘤高低级别的鉴别中均具有一定价值，但 rFA值的诊断效能明显优于 rADC值，尤以

rF1显著。 

 

 
EP-1558 

Altered regional brain activities in children with 

nonsyndromic cleft and/or lip palate (CL/P): a 

resting-state functional MRI study 

 
cheng hua

1
,Gao Yingzi

1
,Fan Yang

2
,Zhang Wenjing

3
,Peng Yun

1
 

1.Beijing Children's Hos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2.MR Research China， GE Healthcare  

3.Beijing Stomatological Hos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Purpose：Significant cortical structural alterations were found in patients with 

CL/P. These structural alterations may lead to brain functional abnormality.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detect the abnormal regional brain activity of 

children with CL/P using rs-fMRI. 

Methods: Eight children (6-12yrs) with nonsyndromic CL/P and eight age- and 

gender-matched healthy controls (HCs) were involved in this study. rs-fMRI data 

were acquired for all subjects using a 3.0 T MR scanner. To detect differences of 

regional brain activity between two groups, Regional Homogeneity (ReHo), amplitude 

of low frequency fluctuations (ALFF) and fractional ALFF were computed. Then, 

statistical differences of those parameters between two groups were detected using 

two-sample t-test. Besides, assessments including IQ, auditory brainstem 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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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R) and Chinese language clear degree scale (CLCDS) were performed in CL/P group.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values of rs-fMRI indices and results of these assessments 

were analyzed. 

Results: Only ReHo from those three indices reveal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wo groups of children. Compared with HC, the CL/P group showed increased 

ReHo values in three cortical regions of the right temporal lobe, including the 

superior/middle temporal gyrus, the inferior temporal gyrus, and temporal pole. 

The superior/middle temporal gyrus was involved in auditory processing and 

language reception. The inferior temporal gyrus was a crucial area to analyze 

visual information. Temporal pole is related to brain network that governs 

personal and social behavior, emotion and decision making. Besides, there was one 

cortical area with reduced ReHo value in the left superior frontal gyrus. In 

addition, CLCDS was associated with increased ReHo in the right superior/middle 

temporal gyrus (r=-0.868, p=0.017). It indic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reased ReHo and abnormal pronunciation.  

Conclusion: This study found abnormal spontaneous brain activities in multiple 

brain regions, especially in verbal and cognitive areas, in nonsyndromic CL/P 

children. It might contribute to understanding the abnormality of functional 

architecture of CL/P. 

  

 

 
EP-1559 

围产期脑卒中的核磁共振研究进展 

 
张苗,李航,彭芸 

国家儿童医学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PIS指在胎龄 20周至生后 28天内，脑动脉或脑静脉血栓形成或栓子脱落导致的局部脑血流障

碍，引起相应区域脑组织坏死，可分为动脉缺血性脑卒中和脑深静脉血栓形成。 

MRI是诊断的金标准，常规序列有 T1WI、T2WI及 DWI。病变 T1WI呈等或低信号，T2WI呈高信

号，易受未成熟脑白质 T2高信号的影响；一周后，病变周围因胶质细胞增生及锰聚集呈 T1高

信号。DWI是超急性期和急性期最敏感的序列，对发现内囊、大脑脚及延髓等皮质脊髓束受累

也较敏感。 

MRA/MRV是无创性的血管成像方法，可以显示血管的狭窄部位和程度。动脉改变表现为闭塞

型、充盈缺损型及血流增加型，随访发现 MRA异常者发生脑瘫的风险较高。且 30%的血管在 24

小时内再通，70%的血管在一周内再通。 

DTI是活体显示脑白质纤维束的无创性成像方法。不仅可以显示病变与纤维束的关系，还可定

量分析继发于原发灶的神经纤维束的损伤即华勒变性，研究围产期脑卒中网络性损伤。FA值

可作为预测神经运动功能恢复情况的可靠指标。 

PWI提供血流动力学方面的信息。围产期脑卒中灌注模式多样，灌注类型与卒中类型具有相关

性，动脉性脑卒中易呈高灌注状态，静脉性脑卒中易呈低灌注状态。高灌注状态被认为与神经

兴奋性增高、缺血后再灌注及侧支血管形成有关，动脉通过伪影被认为是侧支血管形成的标

志。 

SWI可显示 CVST的淤血静脉及脑出血的范围、PAIS发生的出血性转化，对小出血灶的检出具

有明显优势。SWI在显示梗死范围及灌注类型上与 PWI结果具有一致性。在成人脑卒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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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DWI不匹配区是判断缺血半暗带是否存在的标志。而在围产期脑卒中中，是否存在缺血半

暗带仍需要进一步研究。 

MRS对脑卒中研究较少。利晞等认为梗死时 NAA峰下面积的改变与年龄具有一定相关性。 

MRI是 PIS的有效检查方法，可为临床提供重要信息，随着对 DTI、PWI、SWI及 MRS的深入研

究，加深了对 PIS的认识。 

 

 
EP-1560 

酰胺质子转移成像在脑胶质瘤中的应用研究 

 
郑阳,王晓明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探讨基于蛋白质浓度敏感的酰胺质子转移（APT）成像在脑胶质瘤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收集经穿刺活检或手术切除的脑胶质瘤患者共 19例，经病理证实的低级别Ⅰ级 4例、

Ⅱ级 7例，高级别肿瘤Ⅲ级 5例、Ⅳ级 3例。术前，患者均行常规磁共振序列(T1W、T2W、

DWI、FLAIR和 Gd-T1W)及 APT序列扫描，其中，APT成像在增强扫描之前进行。感兴趣区

(region of interest，ROI)的选择由 2名有经验的影像医师来完成，ROI 选择肿瘤实质（以

APTmax表示）、瘤旁区（水肿区或肿瘤实质 0.5cm范围内，以 APTmin表示）。应用独立样本

t检验分析低级别肿瘤（Ⅰ、Ⅱ级）及高级别肿瘤（Ⅲ、Ⅳ级）肿瘤 APTmax与 APTmin值的差

异是否有统计学意义。采用方差分析各级胶质瘤 APTmax与 APTmin统计学差异。采用

Spearman相关分析统计胶质瘤分级与 APTmax、APTmin的相关性。并通过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ROC曲线)分析 APTmax的鉴别诊断能力。取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低级别胶质瘤 APTmax 值 1.87±0.60，瘤旁区 APTmin值 1.13±0.33。高级别胶质瘤

APTmax值 3.13±0.40， APTmin值 2.11±0.45，如图 1、2。脑内胶质瘤Ⅰ-Ⅳ级肿瘤实质内

及瘤旁区 APT值均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肿瘤实质与瘤旁区的 APT值与肿瘤的病理分

级 Grade (R= 0.92，P＜ 0.001；R=0.93，P＜0.001)均呈正相关。随肿瘤级别升高，肿瘤实

质及瘤旁区 APT值均增加，并且与肿瘤级别呈正相关，如图 3、4。 

结论：作为非侵入性的 MR成像技术，APT成像对于脑肿瘤的诊断、分级及鉴别具有重要价

值。 

  

 

 

EP-1561 

神经心理学量表及功能磁共振对轻度认知 

功能障碍的诊断价值 

 
周治明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400010 

 

目的  探讨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 AD)所致轻度认知功能损害（MCI）的记忆

功能损害及自发脑活动改变情况。方法  对 25例 AD所致 MCI（MCI组）和 30例认知正常对

照（CN组）进行听觉词语学习测验及相关认知功能评估，并利用 phillip 3.0T 磁共振对所有

受试者进行静息态 fMRI扫描，获取低频振幅（ALFF）数据并对比两组脑功能区 ALFF变化。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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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MCI组即刻回忆、延迟回忆及其他各项回忆评分均较正常对照组显著降低(P＜0.01)；与 CN

组相比，静息状态下 MCI组在右额中回、右额下回三角部、右壳核、右丘脑等脑区 ALFF 降低

(P＜0.01)，而在左中央后回、左旁中央小叶、右颞下回 ALFF升高(P＜0.01)；回忆评分与

ALFF值的变化存在明显相关。结论  AD所致 MCI患者存在多种记忆功能的损害，并且静息态

下其相关脑功能区神经元活动异常。  

  

 

 

EP-1562 

脑微出血与 rt-PA 静脉溶栓后出血转化关系研究 

 
史伊凡 

天津市第四中心医院 300140 

 

目的：探讨脑微出血与急性缺血性卒中患者静脉重组织型纤溶酶原激活剂溶栓后出血转化的关

系。 

方法：回顾分析 2014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 3 年间在天津市第四中心医院神经内科

行静脉重组织型纤溶酶原激活剂溶栓治疗的患者，选取溶栓治疗前 90天内行多模式核磁共振

检查的首发急性缺血性卒中患者共计 113例，上述患者溶栓前颅脑 MRI检查除常规序列外，均

进行 SWI序列检查。在 SWI 序列计数脑微出血的数目、位置并评价严重程度（根据 SWI序列磁

矩图上患者脑微出血数目分级：无，轻度 1-2个，中度 3-9个，重度≥10个）。所有入组患

者溶栓后 48h内均行 CT或 MRI检查，判定患者溶栓后出血转化情况。记录所有入组病例的临

床资料（年龄、性别、NIHSS 评分、血压、房颤、糖尿病、血脂、吸烟史、饮酒史），影像资

料（腔隙性梗塞、脑白质稀疏），及部分血生化资料（空腹血糖、纤维蛋白原）。入组患者根

据治疗后是否发生出血转化分为无出血转化组和出血转化组，其中出血转化组又可分为出血性

脑梗死型和脑实质血肿型。比较上述因素在出血转化组与无出血转化组间是否有差异，探讨脑

微出血与不同亚型出血转化的相关性。应用 SPSS 19.0软件包处理数据，分析脑微出血是否为

出血转化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果：出血转化组与无出血转化组间 NIHSS评分（P﹤0.001）、房颤（P=0.005）、收缩压

（P=0.009）、脑微出血（P=0.027）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中重度

脑微出血是溶栓治疗后脑实质血肿型出血转化的独立危险因素(OR=5.379，P=0.018)。 

结论： 

1.急性缺血性卒中合并中重度脑微出血患者静脉 rt-PA 溶栓后脑实质血肿型出血转化风险明

显增高。 

2.临床医师在对急性缺血性卒中患者进行静脉溶栓治疗前应考虑患者脑微出血情况，如发现脑

微出血危险因素，应重视多模式 MRI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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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563 

Abnormal Spontaneous Brain Activity in Type 2 

Diabetics Retinopathy Revealed by Amplitude of Low-

Frequency Fluctuations: A Resting-State fMRI Study 

 
wang zhongling,Xie Xueqian,Tang Na,Zhang Guixiang,Ge Xiaomin 

The Shanghai first people's hospital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200080 

 

Purpose: To explore the altered spontaneous cerebral activity and impaired 

functional regions in patients with diabetic retinopathy (DR) using rs-fMRI based 

on an amplitude of low-frequency fluctuations (ALFF) algorithm. 

Materials and methods: The differences in the ALFF valu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DR and control group) were compare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ALFF 

values and clinical measurements were analyzed using a multiple-factor analysis. 

Results: The precuneus and decreased values in the right posterior/anterior 

cerebellar lobe and the parahippocampal, fusiform, superior temporal, inferior 

parietal, and angular gyrus. 

Conclusions: Patients with DR showed spontaneous cerebral activity abnormalities 

in many cerebral regions that were associated withcognitive impairments... 

 

 
EP-1564 

静息态下早期帕金森病患者脑功能特征的 MR 研究 

 
谷何一,孙学进,赵卫,鲁毅,莫茵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650032 

 

【摘要】目的：利用静息状态下功能磁共振成像（Resting-state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Rs-fMRI）技术、研究早期帕金森病（Parkison’s disease，PD）患者

静息态下的自发脑活动改变特征，探讨帕金森病多系统受累可能的复杂神经病理机制。方法：

对 29例早期（Hoehn-Yahr 分级为 0-2级）帕金森患者和 30例性别、年龄及受教育程度方面

匹配的健康者（正常对照组）进行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检查。采用低频振幅（ALFF）、局部一致

性（ReHo）方法分析早期帕金森病静息态下的脑功能活动状态。利用 REST软件进行统计分

析，Rs-fMRI数据组间比较采用双样本 t检验，并对帕金森病综合评分量表(unified 

Parkinson diseaserating scale，UPDRS)与帕金森病组相关脑区采用 REST软件行相关分析

（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为协变量），数据差异均采用国际通用的统计参数图表示。结果：

经 AlphaSim校正显示，取 P<0.01，激活簇（cluster size）≥40 为阈值，结果显示两组受试

者 mALFF值与 Reho值有统计学差异的脑区：双侧初级运动皮层、辅助运动区、中央后回、岛

叶、扣带回、枕叶、小脑，颞叶及右侧壳核、顶上小叶。mALFF值降低脑区中左楔叶与 UPDRS

评分呈负相，Reho值异常相关脑区与 UPDRS评分无相关。结论：临床上 Hoehn-Yahr分级为早

期的 PD患者，其大脑神经元功能损失的范围已十分广泛：壳核及皮层运动区、PCC、小脑的功

能结构异常是帕金森病运动障碍的神经病理基础；前额叶、顶叶、颞叶，楔叶、舌回、小脑、

扣带回及杏仁核功能结构异常可能与早期 PD患者听力降低、记忆下降、视觉障碍、认知功能

障碍及情绪行为异常的发病机制相关。这种广泛脑区功能异常改变的影像学特点，是 PD 多系

统受累的复杂神经病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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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565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hemorrhagic events in 

Cerebral developmental venous anomalies :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216 patients using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su yaping,Sun Shengjun 

Beijing Tiantan Hospital，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100050 

 

Objective: Some studies have reported that cerebral developmental venousanomalies 

(DVAs) is often concurrent with cavernous malformation (CM) in drainage 

territory.However,some DVAs itself concurrent with hemorrhage.So we unified 

called DVAs with hemorrhagic events. Few studies have examinedhemorrhagic events 

in DVAs. In our study, risk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hemorrhagic events were 

investigated. 

Methods: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was conducted with crani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from a cohort of 216 DVAs patients acquired between 2013 and 

2016.We divided into twogroup which are pure DVA group and DVA concurrent with 

hemorrhagic events group.Loction,age,gender,and DVA MR imagings wereselected and 

measured.Pearson chi-square statistic for binary variables.Univariate and 

multivariate analyses were used to assess risk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hemorrhagic events in DVAs. 

Results: There were 99 patients who presented concomitant hemorrhagic events and 

117 patients who presented pure DVAs.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n the incidence oflesion location  (p<0.02),and the hemorrhagic 

events prevalence in DVA drainage territory that located in 

infratentorial (55.4%) was sligh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non- hemorrhagic 

events((44.6%) .In the multivariate analysis, we found that DVAs 

with bidirectional drainage（ p<0.02,adjusted OR = 0.142, 95% CI: 0.1420.040-

0.497）have a lower likelihood of being concomitant with hemorrhagicevents,and 

DVAs withbrain parenchymal signal abnormalities associated with DVAs drainage 

territory (fazekas grade2) (p<0.005,adjusted OR = 8.502, 95% CI: 1.908-

38.292),DVAs with medullary veins bending (p<0.007,adjusted OR =3.808, 95% CI: 

1.433-10.115),with medullary venous tortuosity(p<0.035,adjusted OR =4.502, 95% CI: 

1.108-18.288),with three or more medullary veins in the same MRI section,( p< 

0.0001,adjusted OR = 9.513, 95% CI: 3.958-22.864),have a higher likelihood of 

being concomitant with hemorrhagic events. 

Conclusions:There is a higher chance of hemorrhagic events with DVA drainage 

territory when the DVA has brain parenchymal signal abnormalities in drainage 

territory,when DVA with medullary veins bending and tortuosity,when DVA with 

three or more medullary veins in the same MRI scanning section and when the DVA 

locates in infratentorial.There is a lower chance of hemorrhagic 

events when  DVA with bidirectional drainage. When diagnosing DVA cases, 

physicians should be reminded to the possibility of concurrent with 

hemorrhagic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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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566 

1H-MRS 在甲基丙二酸血症患儿基底节区的应用研究 

 
程爱兰

1
,金彪

1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目的 

探讨 1H-MRS技术在甲基丙二酸血症患儿基底节区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本部分研究收集了我院 2013 年至 2015年经基因检测确诊的 30例甲基丙二酸血症患者，男性

16例，女性 14例，年龄范围为 21天~7岁，平均年龄为 15.03±19.25 月。对照组为来我院就

诊的非神经系统疾病患儿 21例，男 10例，女 11例，年龄范围为 30天~5岁，平均年龄为

18.78±14.13 月。感兴趣区选择基底节区，记录代谢产物 N-乙酰天门冬氨酸(NAA)、胆碱

(Cho)、肌醇（mI）在 1H-MRS波峰下面积与肌酸(Cr)的比值，同时观察是否有乳酸（Lac）峰

的出现，并比较病例组与正常对照组之间代谢物比值是否有统计学差异。 

结果 

本组 30例甲基丙二酸血症患儿基底节区，仅 3例出现 Lac峰，NAA/Cr平均为 1.28±0.26，

NAA/Cho平均为 1.42±0.35，Cho/Cr平均为 0.93±0.26，mI/Cr平均为 0.34±0.097；对照组

均未见 Lac峰出现，NAA/Cr 平均为 1.59±0.35，NAA/Cho平均为 1.68±0.37，Cho/Cr 平均为

0.96±0.20,mI/Cr 平均为 0.39±0.09。病例组与对照组间的 NAA/Cr值、NAA/Cho值比较 P值

（双侧）均〈0.05（P值分别为 P=0.001，P=0.015），认为有统计学意义；Cho/Cr值、mI/Cr

值比较 P值（双侧）均>0.05(P值分别为 P=0.779，P=0.06)。 

结论 

甲基丙二酸血症患儿 NAA/Cr 值、NAA/Cho值较对照组明显减低，表明甲基丙二酸血症患儿基

底节区神经元的完整性受到破坏以及脑发育落后可能。Lac 峰的出现提示急性期患儿基底节区

发生无氧代谢；由此可见，1H-MRS可无创评价患儿脑代谢变化，可为临床治疗及判断转归提

供更多信息。 

 

 
EP-1567 

缺血性脑卒中预后评估系统 

 
王效春,张辉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030001 

 

目的 建立一个简便有效的临床/影像评分系统，用以指导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的临床治疗

和评估 90天临床功能恢复情况。方法 49例急性缺血性脑卒中（＜9小时）的患者行“多模

式 CT” 扫描，评价基线多模式 CT、随访影像 ASPECTS 及基线 NIHSS，并应用 ROC曲线分

析，判断 90天临床功能恢复良好（MRS<2）的各参数的阈值；按照获得的阈值分级并获得各参

数的阈值评分，多模式 CT各参数的阈值评分整合在一起获得多模式 CT评分系统，将基线

NIHSS阈值评分加入多模式 CT评分系统中获得临床/多模式 CT评分。然后应用 ROC曲线分析

比较各评分模式预测临床功能恢复的效能。结果 临床/多模式 CT评分、多模式 CT评分、基

线 NCCT ASPECTS、动脉期 CTP-SI ASPECTS、静脉期 CTP-SI ASPECTS、CTA TICI及基线 NIHSS

判断 90天临床功能恢复良好（MRS<2）的各参数的阈值分别是：>1，>1，>9，>6.5，>8.5，>1

和≧7。临床/多模式 CT评分 ROC曲线下面积最大，其预测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 90天临床功

能恢复的效能最高，除临床/多模式 CT评分与 ACTP-SI及 NIHSS阈值评分的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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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其余各参数阈值评分与临床/多模式 CT评分的差异均存在显著的统计学意义。结论 应用

临床/多模式 CT评分系统比多模式 CT系统及 NIHSS各参数单独预测 90天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

者的临床功能恢复良好的效能高。 

 

 
EP-1568 

Value of susceptibility-weighted imaging in assessing 

WHO grade for brain astrocytomas 

 
wang xiaochun,Zhang Hui ,Wang Le 

First Clinical Medical College， Shanxi Medical University， 030001 

 

Purpose—To assess the value of combining susceptibility-weighted imaging (SWI) 

and dynamic susceptibility-weighted contrast-enhanced (DSC) perfusion-weighte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PWI） in assessing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grade for, brain astrocytoma.  

Materials and Methods—A total of 94 patients with pathologically-confirmed 

astrocytomas underwent SWI and DSC scans. The evaluation included intratumoral 

susceptibility signal intensity (ITSS) and  relative cerebral blood volume (rCBV) 

max. The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ROC）was used to assess the 

efficacy of combining two sequences in astrocytoma grading.  

Results—ITSS within astrocytomas showed significant correlations with rCBV max (r 

=0.72, P <0.01) and with tumor grades (r = 0.92, P <0.01), and there was also 
a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rCBV and tumor grade (r=0.77, P<0.001). The area 

under the ROC, SWI, PWI, SWI and PWI, in differentiation of the grades II and III 

astrocytomas were 0.995, 0.942 and 1.000, respectively; identifying grades III and 

IV were 0.773, 0.919 and 0.978, respectively; and identifying high and low-grade 

astrocytomas were 0.999, 0.992, 1.000, respectively.  

Conclusion—ITSS was useful for assessing the WHO tumor grade in this cohort of 

patients with astrocytoma. The combination of SWI and PWI may improve the 

diagnostic accuracy of astrocytoma grading. 

 

 
EP-1569 

Investigation of SWI of Brain Iron Deposition in 

Patients with Alzheimer’s Disease and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wang xiaochun,Zhang Hui,Tan Yan,Wu Xiaofeng 

First Clinical Medical College， Shanxi Medical University， 030001 

 

Objective: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 of brain iron deposition between 

Alzheimer’s disease(AD) patients and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MCI) patients and 

control subjects through measuring the brain iron content by applying SWI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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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e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SWI. To provide a noninvasive and valuable 

biological indicator for the early diagnosis of AD and MCI. 

Methods: 24 AD patients and 22 MCI patients were collected from hospital. There 

are 14 men and 10 women in the AD patients and 12 men and 10 women in the MCI 

patients. The age range of AD patients is 64 to 83 years and average is 72.2. The 

age range of MCI patients is 61 to 86 years and average is 71.1. 70 healthy 

volunteers were collected whose age is from 30 to 79.The average age is 58.There 

are 35 men and 35 women in the volunteers. 24 volunteers whose age are from 61 to 

79 were selected from them to match the group of patients. Conventional brain MR 

examination was performed in all people to exclude the possibility of cerebral 

infarction, hemorrhage, tumor, operation or trauma.SWI examination was performed 

and measure the phase values of red nucleus, substantia nigra, caudate nucleus 

head, globus pallidus, putamen, thalamus, hippocampus, temporal cortex on 

corrected phase SWI pictures. The control group was divided into 5 groups, each 

group gender was balance. To evaluate the cerebral significance of phase values 

difference between different ages with one-factor ANOVA. To analyse the 

correlation of SWI phase value of each part and age with Pearson method. To 

evaluate the significance of phase values difference among AD patients, MCI 

patients and control group with one-factor ANOVA and compar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every two groups with LSD method. 

Results: ①Measured between different age groups of healthy volunteers, there were 

statistically differences in red nucleus, substantia nigra, caudate nucleus head, 

globus pallidus, putamen, hippocampus, temporal cortex SWI phase 

values(P<0.01).There were no differences between different ages SWI phase values 

of the thalamus（P=0.612>0.05）.Negative correlations were measured between SWI 

phase values and age in red nucleus(r=-0.384，P<0.01), substantia nigra(r=-0.859，

P<0.01), caudate nucleus head(r=-0.829，P<0.01), globus pallidus(r=-0.680，P<0.01), 

putamen(r=-0.582，P<0.01), hippocampus (r=-0.441，P<0.01), temporal cortex（r=-

0.548，P<0.01）.There was no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SWI phase value of thalamus 

and age（r=0.006，P=0.960>0.05）.②There were statistically differences in red 

nucleus, substantia nigra, caudate nucleus head, globus pallidus, putamen, 

hippocampus, temporal cortex SWI phase values among AD patients, MCI patients and 

control group（P<0.05）, but no differences in thalamus（P=0.084>0.05）. ③There 

were statistically differences in red nucleus, substantia nigra, putamen SWI phase 

values between AD patients and MCI patients（P<0.05）. There were statistically 

differences in red nucleus, substantia nigra, caudate nucleus head, globus 

pallidus, putamen, hippocampus, temporal cortex SWI phase values between AD 

patients and control group(P<0.05). There were statistically differences in 

putamen, hippocampus, temporal cortex SWI phase values between MCI patients and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SWI was a simple, safe and non-invasive method and had good 

repeatability and can quantitatively analyse the changes of brain iron deposition. 

The brain iron deposition of AD patients, MCI patients and healthy volunteers 

could be distinguished by SWI. SWI may provide a new noninvasive 

dynamic monitoring method and valuable biological indicator for the early 

diagnosis of AD and MCI and the prevention of developing from MCI to AD. 

 

app:ds:dynamic
app:ds:monit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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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570 

基于 DKI 参数分析阿尔茨海默病合并二型糖尿病 

患者的脑灰质结构变化 

 
董俊伊,李晓欣,韩亮,苗延巍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6011 

 

目的: 通过测量脑灰质及灰质核团的扩散峰度数据，初步探讨阿尔茨海默病合并二型糖尿病

以及阿尔茨海默病不合并二型糖尿病的脑微结构损伤的扩散变化。 

材料与方法：本研究分为 A组（13例 AD+T2DM，男性 6例，年龄 74.46±8.26），B组（22例

AD-T2DM，男性 9例，年龄 70.82±8.72）。每例受试者的精神状态均由精神学专家对其进行

MMSE及 MoCA评分。 

所有被试者均行常规 MRI序列和 DKI检查。经过 ADW4.6工作站处理获得原始 DKI数据。分别

测量所有受试者双侧前额叶及颞叶灰质、尾状核头、壳核、苍白球、丘脑、海马的 MK、Ka、

Kr、MD、Da、Dr和 FA值，由两名有经验的放射科医生在同一部位同一层面用相同大小 ROI测

量两次，取平均值作为最终测量值。应用社会科学统计软件包（SPSS）17.0版进行数据分

析，采用两独立样本 t检验比较两组间各部位的 DKI参数值是否存在差异；应用 Spearman相

关分析 DKI参数值与临床 MMSE以及 MoCA评分之间的相关性。 

结果：与 B组相比，除了壳核，A 组中所有部位的 FA值均升高，但是仅在颞叶灰质存在显著

差异（P＜0.05）；除了苍白球的 MD值、颞叶灰质和苍白球的 Da值，其余所有部位 MD 及 Da

值均降低，然而仅在尾状核头及丘脑中存在显著差异（P＜0.05）。MK和 Ka值仅在丘脑显著

降低（P＜0.05）。 

在相关性分析中，壳核的 Da值、丘脑的 MD、Da及 Dr值与 MMSE评分呈正相关。前额叶灰质的

FA值、颞叶灰质的 Dr值、壳核、丘脑尾状核头的 Kr值与 MMSE评分呈负相关。丘脑的 Kr值

及 Dr值与 MoCA评分呈正相关。丘脑的 FA值、颞叶灰质的 DA值以及壳核的 Ka值与 MoCA 值呈

负相关（P值均＜0.05）。 

结论：对于 AD患者来说，高血糖可能加重灰质及灰质核团微观结构的损伤，并且 DKI 参数也

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反映认知状态。 

  

 

 
EP-1571 

Alterations of resting-state and dynamic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of the 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in 

subjects with internet gaming disorder 

 
Han Xu,Ge Xin,Wang Yao,Sun Yawen,Ding Weina,Cao Mengqiu,Du Yasong,Lin Fuchun,Zhou Yan 

Renji hospital 200127 

 

Internet gaming disorder (IGD), a major behavior disorder, has gain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Recent studies have revealed abnormal brain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FC) of the 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DLPFC) in IGD 

participants. However, previous research has not examined dynamic FC of the DLPFC 

in IGD.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evaluate resting-state FC (rsFC) and dynamic 

FC of the DLPFC in IGD subjects. Thirty subjects with IGD and 30 healthy contr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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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s) matched on age, gender and education status were recruited. Using the 

bilateral DLPFC as seeds, rsFC and dynamic FC maps were calculated and compared 

between groups. Correlations between alterations of rsFC and dynamic FC and 

clinical variables were also investigated within the IGD group. IGD group showed 

significantly lower rsFC between the right DLPFC (R. DLPFC) and the left rolandic 

operculum while higher rsFC between the R. DLPFC and the left pars triangularis 

when compared to HCs. The IGD group also had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dynamic FC 

between the R. DLPFC and the left insula, right putamen and left precentral gyrus, 

and increased dynamic FC in the left precuneus. Moreover, the dynamic FC between 

the R. DLPFC and the left insula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severity of 

IGD. Dynamic FC can be used as a powerful supplement for rsFC, helping us to 

obtain a more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large-scale brain network activity in 

IGD and put forward new ideas for behavior intervention therapy for its treatment. 

  

 

 
EP-1572 

Left parietal connectivity mediates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COMT rs4633 and verbal intelligence in 

healthy adults 

 
Xu Qiang

1
,Fu Jilian

1
,Liu Feng

1
,Qin Wen

1
,Liu Bing

2
,Jiang Tianzi

2
,Yu Chunshui

1
 

1.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General Hospital 

2.Brainnetome Center，Institute of Automation，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ackground: In Chinese Han population, Catechol-O-methyltransferase gene (COMT) 
rs4633 is found to increase the risk for schizophrenia, which shows deficit in 

verbal intelligence. We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COMT rs4633 
and verbal intelligence and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in Chinese Han healthy young 

adults.  

Methods: In 256 Chinese Han healthy young adults, we explored the modulatory 

effects of COMT rs4633 on verbal intelligence quotient (VIQ) and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density (FCD) of the brain and the mediation effect of FCD o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COMT and VIQ. We also investigated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expression of dopamine receptor genes and the effect of COMT on FCD in the human 
brain. 

Results: COMT rs4633 TT homozygotes exhibited lower VIQ than CC homozygotes (P = 
0.014) and TC heterozygotes (P = 0.026), higher long-range FCD than CC homozygotes 
(P = 0.0000065) and TC heterozygotes (P = 0.00016) in the left superior frontal 
gyrus. TT homozygotes (P = 0.00024) and TC heterozygotes (P = 0.001) showed higher 
long-range FCD than CC homozygotes in the left inferior parietal lobule. The long-

range FCD differences across genotypic subgroups were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the cortical expression of DRD1 (r = 0.13, P = 8.2e-10) and DRD5 (r = 0.12, P = 
1.6e-08) genes, but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the cortical expression of DRD2 (r 
= -0.11, P = 9e-08) and DRD3 (r = -0.046, P = 0.028) genes. The left parietal 
long-range FCD mediated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COMT rs4633 and VI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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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 These findings provide a biological pathway that COMT rs4633 affects 
verbal intelligence via modulating the long-range FCD of the left inferior 

parietal lobule.  

 

 
EP-1573 

Altered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of the 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in the brain of Internet Gaming 

Disorder 

 
Sun yawen,Han Xu,Wang Yao,Ding Weina,Cao Mengqiu,Zhou Yan,Xu Jianrong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Ren Ji Hospital，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200127 

 

Purpose: Subjects with Internet Gaming Disorder (IGD) and Smokers with Nicotine 

Dependence (SND) share common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in impaired cognitive 

control. Recent studies linked cognitive function deficits in subjects with IGD 

and SND to impairments in the 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DLPFC). In this 

study, we test the hypothesis that both common and different changes in resting-

state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rsFC) of the DLPFC can be observed in subjects with 

IGD as compared with SND and healthy controls (HC). 

Methods: In this study, sixty-eight male participants (19 individuals with IGD, 

22 with SND, and 27 HC) underwent a resting-state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 scan. rsFC of the left and right DLPFC was determined in all 

subjects by investigating the synchronized low-frequency fMRI signal fluctuations 

using a temporal seed-based correlation method, respectively. Then, one-way ANOVA 

tests were used to detect rsFC differences among groups, and three separate group-

level analyses were also conducted (IGD vs. HC, IGD vs. SND, and SND vs. HC). 

Results: In comparison with the HC group, both the IGD and SND groups showed 

decreased rsFC between the left DLPFC (L-DLPFC) and the right superior frontal 

orbital gyrus, with the IGD group showing lower rsFC in the left inferior parietal 

lobule than SND. Meanwhile, decreased rsFC between the right DLPFC (R-DLPFC) and 

right superior temporal gyrus (STG) and increased rsFC between the R-DLPFC and 

right inferior parietal lobe were observed in both IGD and SND relative to the HC 

group. In addition, the rsFC in the STG observed in the IGD group tended to be 

greater than that found in SND, whereas lower rsFC in the right inferior parietal 

lobe can be observed in the IGD group. 

Conclusion: Our results provide evidence of difference in the rsFC of individuals 

with IGD and demonstrate that IGD could share similar neural mechanisms related to 

cognitive function with S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rsFC of the DLPFC may 

provide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IG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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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574 

未用药早泄病人的全脑皮层厚度分析：脑形态学研究 

 
王柳仙

1
,郭钒

1
,席一斌

1
,费宁博

2
,朱元强

2
,秦伟

2
,印弘

1
 

1.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2.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生命技术学院 

 

目的：早泄（Premature ejaculation, PE）是男性性功能异常中最为常见的疾病，发生率约

为 20%-40%，但目前 PE相关的揭示其神经生理机制的脑结构研究仍欠缺。本研究旨在使用功

能磁共振分析方法探索首发未用药 PE患者的皮层厚度变化。 

方法：本研究纳入 32名临床诊断的、首发未用药 PE成年男性患者与 31名相匹配的健康对

照，所有病人均采用 PE诊断工具（PEDT）评分以及主观症状，通过诊断性访谈进行诊断。使

用焦虑自评量表（SAS）以及抑郁自评量表（SDS）评价被试心理状态并进行功能磁共振扫描

（3.0 T, GE Discovery MR750）。使用 FreeSurfer（ver. 5.3.0）对高分辨率磁共振图像进

行自动分割，并进行两组间皮层厚度比较。 

结果：PE患者在额叶（左侧尾部额中回、双侧额上回、双侧中央前回、右喙额中回、右内侧

眶额回）、顶叶（左侧缘上回、双侧顶上小叶）、枕叶（左侧舌回、左枕叶外侧）以及边缘系

统（前喙扣带皮层、双侧后扣带皮层）厚度大于健康对照组(P < 0.05)，且与临床相关性分析

发现右内侧眶额回皮层厚度与疾病持续时间呈反比(r = 0.29，P < 0.005)，左侧尾部额中回

厚度与 PEDT评分呈反比(r = 0.33，P < 0.005)。 

结论：本研究揭示了 PE患者的脑结构学特征，且疾病症状严重程度与特定脑区的解剖学异常

相关，提示影像学指标有助于探讨 PE病理生理机制。 

 

 
EP-1575 

慢性耳鸣患者大脑边缘系统异常功能 

连接网络的静息态功能磁共振研究 
 

陈宇辰,冯源,陈慧铀,顾建平,殷信道 

南京市第一医院 210006 

 

目的：慢性主观性耳鸣不仅可以引起听觉中枢出现异常的神经活动，同时也影响如杏仁核、海

马等边缘系统的神经活动，而边缘系统在耳鸣的神经病理生理学机制中扮演着关键角色。本研

究拟通过利用静息态功能磁共振（fMRI）技术观察慢性主观性耳鸣患者边缘系统脑区的功能连

接网络的异常改变，并探讨该异常与耳鸣特定临床指标的相关性。 

方法：本研究纳入 26名慢性耳鸣患者以及 23名正常健康对照者。两组间在年龄、性别以及教

育程度均无明显统计学差异，且每位受试者均具有正常的听阈范围（平均听阈值<25分贝），

耳鸣严重程度使用 IOWA耳鸣残疾问卷（THQ）来评估。然后采集两组受试者的静息态 fMRI 数

据，分别以两侧杏仁核及海马作为种子点，通过 Granger因果分析方法在全脑范围内检测与杏

仁核及海马相关的异常有效功能连接，同时探讨其与耳鸣病程或耳鸣严重程度之间的关系。 

结果：与正常对照组相比，慢性耳鸣患者大脑边缘系统存在异常的有效功能连接网络，包括初

级与次级听觉皮层、额叶皮层、前扣带回以及其它非听觉脑区。耳鸣 THQ分数与一侧杏仁核至

同侧颞上回增强的有效功能连接呈显著正相关（左侧：r=0.570, p=0.005；右侧：r=0.487, 

p=0.018）。此外，由右侧海马至左侧颞横回增强的有效功能连接与耳鸣病程亦存在一定的正

相关性(r=0.452, p=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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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综上所述，慢性主观性耳鸣患者大脑边缘系统存在异常的有效功能连接网络，且这些异

常与耳鸣特定临床指标密切相关。本研究可能为理解耳鸣神经病理学机制中边缘系统以及听觉

皮层-边缘系统交互作用提供一种崭新的证据。 

 

 
EP-1576 

Unruptured Intracranial Aneurysms: Relationship 

between Wall Enhancement and Rupture Risk Factors 

Based on High-resolution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Wang Xinrui 

Changhai Hospital of Secon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200433 

 

Purpose: Wall enhancement of intracranial aneurysms (IAs) on HR-MRI has been 

described in ruptured aneurysms
1
. Size, location and other risk factors are also 

associated with IA’s rupture. The prospective UCAS
2
 trail provides a one-year 

rupture risk calculator based on the location and size of the IA. This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1)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wall enhancement and the one-year 

rupture risk of IAs and 2)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wall enhancement and 

traditional rupture risk factors. 

Methods: Ninety-three consecutive patients with 103 confirmed unruptured IAs were 

recruited from June 2014 to March 2017. All patients underwent 3T black-blood MRI 

and 3D rotational DSA. The degree and pattern of aneurysm wall enhancement (AWE) 

was assessed by comparing the pre- and post-contrast T1WI images. Aneurysm 

morphological parameters were collected on DSA, including size, height, aspect 

ratio (AR) and size ratio (SR). One-year rupture risk was calculated by the UCAS 

calculator
3
. Spearman’s rank correlation analysis, univariate and multivariate 

regression were performed to investigat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AWE and rupture 

risk, morphological features and patients’ demographical characters. 

Results: Stronger and larger area of AWE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aneurysm’s one-year rupture risk (𝜌=0.53 and 𝜌=0.57, p<0.001) and showed strong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aneurysm size, height and SR (𝜌=0.63, 0.60, 0.62 and 

0.65, 0.64, 0.63, p<0.001), but weak correlation with AR (𝜌=0.31 and 0.35, 

p=0.002). Univariate analysis results showed that female sex, presence of symptom, 
non-ICA location, irregular shape as well as size, height and SR were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AWE (p<0.05). Further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revealed that the presence of symptom (OR 9.6, 95% CI 3.0-30.6, 

p<0.001), non-ICA location (OR 3.5, 95% CI 1.1-11.0, p=0.032) and size (OR 1.3, 

95% CI 1.1-1.5, p=0.004) were independently associated with AWE. 

Conclusions: Stronger and larger area of AWE are associated with IA’s short-term 

rupture risk and the traditional risk factors for aneurysm rupture. Unruptured IAs 

with strong and large area of AWE should be monitored more closely. Future larger 

scale prospective studies are needed to clarify the role of AWE in predicting IA 

rup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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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577 

定量 T1rho 成像对胶质瘤术前诊断的应用价值 

 
曹梦秋,韩旭,周滟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200127 

 

目的：探讨 T1rho成像技术在脑胶质瘤术前分级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前瞻性纳入 34例脑胶质瘤患者进行术前常规 MR、DWI（b=0s/mm
2
及 1000s/mm

2
）及定量

T1rho扫描，手术病理证实低级别胶质瘤 7例（Ⅰ级 1例，Ⅱ级 6例）、高级别 27例（Ⅲ级 9

例，Ⅳ级 18例）。在肿瘤实质区、水肿区分别勾画感兴趣区域测量 T1rho值及 ADC值。采用

独立样本 t检验比较高、低级别胶质瘤在上述区域的 T1rho、ADC值差异，并绘制受试者工作

特征曲线（ROC）评价 T1rho 诊断效能。 

结果：T1rho值在高低级别胶质瘤的实质区、水肿区有显著的统计学差异（P = 0.023及
P=0.039）。而 ADC值在上述感兴趣区均没有显著统计学差异（P = 0.372及 P=0.775）。ROC

分析表明，肿瘤实质区的 T1rho值对于鉴别高低级别胶质瘤的曲线下面积 AUC为 0.926，最佳

阈值为 111.24ms（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96.3%和 85.7%）。 

结论：T1rho较 ADC值对术前胶质瘤的分级更具有诊断价值。 

  

 

 

EP-1578 

垂体腺瘤侵袭性的 DCE-MRI 参数直方图分析 

 
刘杨颖秋

1
,尚劲

1
,苗延巍

1
 

1.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淄博市第三人民医院 

 

 

目的: 

评估 DCE-MRI参数(Ktrans 值、Ve值、Kep值)直方图对垂体腺瘤侵袭性的诊断价值。 

材料与方法: 

收集经手术病理证实垂体腺瘤患者 37例，分为侵袭组（18例）与非侵袭性组（19例）。在包

含肿瘤的每一个层面上沿肿瘤边缘勾画 ROI，并累加为一个 3D ROI，得到肿瘤全域 Ktrans

值、Ve值、Kep值的直方图及其参数：最小值、最大值、平均值、第 5、第 10、第 25、第

50、第 75、第 90、第 95百分位数、值域、标准差、方差、平均差、相对差、偏度、峰度、一

致性、能量值及熵值。 

应用 SPSS 18.0比较侵袭组及非侵袭组 Ktrans值、Ve值、Kep值直方图参数的差异性；应用

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得到联合变量；ROC曲线用以确定各参数的诊断能力。 

结果: 

1.Ktrans值直方图参数中平均值、第 90、第 95百分位数、平均差、偏度、熵值等在两组间有

显著差异（P=0.002，0.006，0.003，0.008，0.025，0.024）；利用平均数、第 95、第 90百

分位数鉴别二者的 AUC为 0.792、0.784、0.766； 

2. Ve值直方图参数中最大值、值域、相对差、峰度、能量值等在两组间有显著差异

（P=0.006，0.013，0.005，0.013，0.033）；利用相对差、最大值、值域鉴别二者的 AUC为

0.772、0.766、0.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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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Kep值直方图参数中第 95 百分位数、相对差、偏度在两组间有显著差异（P=0.013，

0.005，0.023）；利用相对差、偏度、第 95百分位数鉴别二者的 AUC为 0.769、0.740、

0.737； 

4. DCE-MRI直方图参数联合变量鉴别二者的 AUC为 0.877。 

结论: 

1. DCE-MRI参数直方图可反映侵袭性垂体腺瘤微血管异质性，有助于侵袭性和非侵袭性垂体

腺瘤的鉴别； 

2. 联合应用 DCE-MRI参数直方图可提高对垂体腺瘤侵袭性的诊断。 

 

 

EP-1579 

常规磁共振皮层结构阴性癫痫的皮层-丘脑-纹状体-小脑 结

构协变连接模式研究 

 
许强,胡建平,杜鹃,张志强,杨昉,卢光明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210002 

 

引言 

癫痫是脑网络异常的神经疾病，癫痫活动会造成大脑功能和形态的改变。结构 MRI在描述大脑

形态改变方面起了重大作用，丘脑、小脑及纹状体在相关研究中常被报告。结构协变是反应脑

灰质变化趋势的有效工具。本研究拟采用结构协变连接，构建不同类型 MRI阴性癫痫患者的皮

层-纹状体/丘脑/小脑连接模式网络，用来反映这些结构在不同类型癫痫网络中的关系，加深

理解不同类型癫痫脑网络的特征。 

材料与方法 

本研究共纳入 362例癫痫患者（额叶癫痫，原发全面癫痫以及左右内侧颞叶癫痫），均来自于

南京总医院神经内外科。诊断依据国际抗癫痫联盟（ILAE）2001年标准由有经验神经科医生

作出。共有 111例正常被试纳入本研究。所有被试的年龄性别组间无显著差异，被试均被告知

研究内容。本研究经过南京总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实施。影像图像为西门子 3.0T

（TrioTim）平台上高清 T1 图像。使用 SPM12及 CAT12软件包进行相应处理，得到灰质体积图

像并平滑。依照前序研究定义皮层 5个感兴趣脑区，并依照 AAL模板获取了纹状体/丘脑/小

脑，后计算协变连接，采用“赢者通吃”（Winner take all）策略将纹状体/丘脑/小脑划分

为对应皮层 ROI的团块。 

结果 

正常被试组的连接模式中，丘脑与皮层 ROI之间的协变联系比较均衡，小脑与颞叶及躯体感觉

运动皮层的协变连接较为密切，纹状体与枕叶及颞叶的协变性较高。不同类型癫痫的皮层-皮

下结构连接模式依然存在，但受到疾病的影响，表现出与正常组不同的连接模式。原发全面癫

痫组在纹状体与额叶皮层、丘脑与躯体感觉区域的连接增强。额叶癫痫组的小脑与额叶皮层的

协变性增强。左右内侧颞叶癫痫显示了不同的皮层-皮下结构连接模式。 

结论 

我们首次采用结构协变连接的方式观察了皮层与皮层下结构的结构协变连接模式。癫痫作为网

络受累的神经疾病，其皮层-皮层下结构的结构协变连接模式发生了显著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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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580 

垂体腺瘤 DCE-MRI 直方图参数与 Knosp 分级、免疫 

组化关联性研究 

 
刘杨颖秋

1,2
,尚劲

1
,苗延巍

1
 

1.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淄博市第三人民医院 

 

 

目的: 

探究垂体腺瘤全域 DCE-MRI 参数(Ktrans值、Ve值、Kep值)直方图与 Knosp分级、Ki-67、

p53之间的相关性。 

材料与方法: 

收集经手术及病理证实的 37例垂体腺瘤患者的临床、术前 MRI、术后病理和 p53、Ki-67资

料，Knosp分级结果为 1级 4例，2级 15例，3级 8例，4级 10例。MRI扫描采用 GE Signa 

HD 3.0T MR机，扫描序列包括垂体常规平扫和动态增强（DCE-MRI），DCE-MRI扫描采用

LAVA-Flex序列，扫描 30期。使用 Omni-Kinetic软件进行后处理。在包含肿瘤的每一个层面

上沿肿瘤边缘勾画 ROI。将所有层面的 ROI累加为一个 3D ROI，软件将自动计算出 Ktrans

值、Ve值、Kep值的直方图及其所有参数，包括：最小值、最大值、平均值、第 5、第 10、第

25、第 50、第 75、第 90、第 95百分位数、值域、标准差、方差、平均差、相对差、偏度、

峰度、一致性、能量值及熵值。 

应用 SPSS 18.0版进行数据分析：应用 Spearman相关性分析 Knosp分级与 Ki-67、p53之间的

相关性， Ktrans值、Ve值、Kep值直方图参数与垂体腺瘤 knosp分级、与 ki-67、p53 之间

的相关性。 

结果: 

1. 垂体腺瘤 DCE-MRI参数直方图中 Ktrans值直方图平均值与 Knosp分级的相关性最佳

（r=0.660，p<0.001），Kep 值直方图峰度与 Ki-67的相关性最佳（r=0.746，p<0.001），

Ktrans值直方图平均差与 p53的相关性最佳（r=0.388，p=0.018）； 

2.垂体腺瘤 Knosp分级与 ki-67、p53之间具有较好的相关性（r=0.547，P <0.001；

r=0.617，P <0.001）。 

结论: 

垂体腺瘤 Kep值直方图峰度、Ktrans值直方图平均差分别与 Ki-67、p53有一定相关性，可以

作为监测病情演变的影像学指标。 

 

 
EP-1581 

伴抑郁情绪的 2 型糖尿病患者大脑杏仁核异常功能连接 

的静息态功能磁共振研究 

 
陈宇辰,柏凡,冯源,陈慧铀,殷信道 

南京市第一医院 210006 

 

目的：研究证实，2型糖尿病患者常伴随一定的抑郁情绪，可能由大脑杏仁核与大脑皮层之间

功能连接的异常所引起。为了验证这一假设，本研究将运用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技

术探讨伴抑郁情绪的 2型糖尿病患者杏仁核与大脑皮层之间功能连接的变化及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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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选择 2016年 8月至 2017年 5月南京市第一医院内分泌科收治的 2型糖尿病患者 52

名，根据抑郁自评量表评估其中 25名伴有抑郁情绪，另 27名不伴有抑郁情绪，将其分为两

组。同期招募 23名健康受试者作为对照组，三组间在年龄、性别及教育程度均无明显统计学

差异，每位受试者均进行临床及血指标收集、认知量表测评和静息态磁共振扫描。分别以左、

右侧杏仁核作为感兴趣区进行基于种子点的功能连接分析，三组之间两两比较杏仁核功能连接

的差异，同时探讨异常杏仁核功能连接与抑郁情绪的相关性。 

结果：伴和不伴抑郁情绪的 2 型糖尿病组与健康对照组在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身体质量

指数、血脂和血压无显著差异。与无抑郁情绪的糖尿病患者相比，伴抑郁糖尿病患者的左侧杏

仁核与左侧前扣带回、双侧额下回、右侧辅助运动区及右侧枕中回之间的功能连接降低；伴抑

郁糖尿病患者的右侧杏仁核与左侧额下回、左侧后扣带回、左侧岛叶及左侧枕中回之间的功能

连接也降低。此外，伴抑郁糖尿病患者左侧杏仁核与左侧前扣带回降低的功能连接与抑郁自评

量表呈负相关性。 

结论：综上所述，伴抑郁情绪的 2 型糖尿病患者存在杏仁核-大脑皮层静息态功能连接的异

常，可能形成与糖尿病抑郁相关的“额叶-扣带回-枕叶”神经通路。本研究将为解释糖尿病患

者伴随抑郁情绪的神经病理学机制提供崭新的见解。 

  

 

 

EP-1582 

Self-reported traumatic brain injury and in vivo 

measure of AD-vulnerable cortical thickness and AD-

related biomarkers in the ADNI cohort 

 
Wang Mingliang 

shanghaijiaotongdaxuefushudiliurenminyiyuan 200233 

 

Purpose: To investigate whether self-reported TBI was associated with decreased 

AD-vulnerable cortical thickness, and to asse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D-

vulnerable cortical thickness and AD-related biomarker in the Alzheimer’s disease 

Neuroimaging Initiative subjects. 

Materials and methods: We identified 46 self-reported TBI subjects, who had 

structural MRI, 18F-AV45 PET, and cerebrospinal fluid (CSF) data. Of them, eight 

subjects were normal; ten were preclinical AD; eighteen were MCI due to AD; ten 

were AD. Additional demographics-controlled 46 subjects were included. Cortical 

thickness of eight AD-vulnerable regions, mean AD-vulnerable cortical thickness, 

18F-AV45 PET mean amyloid SUVR, CSF Aβ42, CSF total tau (T-tau), and CSF 

phosphorylated tau (P-tau) were compared between TBI and non-TBI groups. 

Correlational analysis was done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an AD-

vulnerable cortical thickness and mean amyloid SUVR, CSF Aβ42, CSF T-Tau, CSF P-

Tau. 

Results: Preclinical AD subjects with self-reported TBI had smaller cortical 

thickness in mean and three AD-vulnerable cortical regions than control subjects 

(P<0.05). The mean AD-vulnerable cortical thickness was correlated with CSF T-tau 

(r= -0.72, P=0.001) and CSF P-tau (r= -0.53, P=0.019).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in the comparison of normal, MCI due to AD, and AD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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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Among individuals with preclinical AD subjects, but not normal, MCI 

due to AD and AD subjects, self-reported TBI was associated with more decreased 

AD-vulnerable cortical thickness which was related to CSF tau pathology. 

  

 

 

EP-1583 

脑梗死皮质脊髓束 Wallerian 变性的 DTI 研究 

 
陈明 

遂宁市中心医院 629000 

 

目的：应用磁共振扩散张量成像（DTI）研究脑梗死皮质脊髓束 Wallerian变性扩散张量参数

值的时间演变规律，旨在探讨 DTI监测皮质脊髓束 Wallerian变性的可行性。方法: 选择符合

纳入标准的脑梗死患者 20例分别于发病 14天内和发病后 30天、90天进行三次全脑 DTI数据

采集，利用 FiberTrack工具测量双侧内囊后肢前部、大脑脚的 ADC、FA值，计算感兴趣区的

相对 ADC值（rADC）和相对 FA值(rFA)。结果：脑梗死发病后平均 5天（5.3±2.6）左右检测

到梗死侧皮质脊髓束 FA值降低，首次检查、30天和 90天复查时梗死侧大脑脚底平均 FA值较

对应侧分别降低 9.90%，23.7%，20.7%；梗死侧内囊后肢平均 FA值较对应侧分别降低 9.40%，

14.9%，19.6%。梗死侧内囊后肢 FA值随时间延长而缓慢降低，而大脑脚底 FA值在发病 30天

内显著降低，30~90天轻度上升后保持相对稳定，但梗死侧 FA值始终低于对应侧，差异均具

有统计学意义（P<0.05）；梗死侧内囊后肢、大脑脚底 ADC值随时间延长而轻度升高，但梗死

侧与对应侧 ADC值比较无显著差异（P>0.05）。结论：DTI 能够在脑梗死发病后平均 5天左右

检测出皮质脊髓束 Wallerian 变性，是早期监测脑白质微观结构改变的敏感方法。DTI定量参

数 ADC、FA值可以反映皮质脊髓束 Wallerian变性的动态病理变化。 

 

 
EP-1584 

常染色体显性多囊肾病患者是否有必要进行定期 

的颅内动脉瘤筛查 

 
周子恩

1
,徐莹

2,3
,山洁慧

4
,许建荣

1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2.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所属乔治全球健康研究院 

3.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医学院 

4.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南院)老年科 

 

目的：常染色体显性多囊肾病(ADPKD)是最常见的遗传性疾病之一
[1]
。既往研究显示 ADPKD 患

者颅内动脉瘤的发生率明显高于总人群(9%-12% vs. 2%-3%)
[2]
。目前对 ADPKD患者发生颅内动

脉瘤的自然历史了解甚少，因此缺乏在 ADPKD患者中筛查和管理颅内动脉瘤的推荐指南。在本

研究中，我们对 ADPKD患者中发生未破裂颅内动脉瘤的自然历史进行系统综述。 

方法：分别搜索 Medline, Embase, Web of Science及 Scopus数据库(搜索截止时间为 2017

年 5月)。研究纳入标准为：(1) 队列研究；(2) 报道了 ADPKD患者中颅内囊状动脉瘤的发生

并进行随访；(3) 采用影像学方法确诊颅内动脉瘤； (4) 平均随访时间大于 2年。两位作者

独立萃取数据(样本量、随访时间、随访患者数、在随访过程中出现新发、增大或破裂的动脉

瘤患者数等)，利用计数的方法合成随访时间段内每人年颅内动脉瘤增大、新发或破裂的发生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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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最终 5篇研究被纳入分析
[3-7]

，4个队列人群包含 83名 ADPKD患者(基线筛查确认 106个

颅内动脉瘤)共随访 508人年，2个队列人群包含 88名 ADPKD患者(基线筛查不存在颅内动脉

瘤)共随访 792人年。在随访过程中，7名 ADPKD患者出现新发动脉瘤(共随访 1227人年，发

生率 0.57%/随访人年)，8名 ADPKD患者出现动脉瘤增大(共随访 435人年，发生率 1.84%/随

访人年)，1名 ADPKD患者出现新发并且破裂的动脉瘤(共随访 792人年，发生率 0.13%/随访人

年)。 

结论：在总人群中，颅内动脉瘤增大及破裂的发生率为 9%/随访人年及 0.6-1.3%/随访人年
[8,9]

。鉴于 ADPKD患者颅内动脉瘤增大或破裂的发生率均低于总人群，我们的结论并不支持定

期颅内动脉瘤筛查。ADPKD 患者颅内动脉瘤自然历史的现有医学证据有限，有待更多高质量前

瞻性队列研究以形成管理推荐。 

 

  

 

 

EP-1585 

MR T2 Value of the Tibial Nerve Can be Used as a 

Potential Noninvasive and Quantitative Biomarker for 

the Diagnosis of Diabetic Peripheral Neuropathy 

 
Wang Dongye

1
,Wang Chuan

2
,Duan Xiaohui

1
,Yang Zehong

1
,Bai Zhiqiang

1
,Hu Huijun

1
,Yan Li

2
,Shen Jun

1
 

1.Department of Radiology， Sun Yat-Sen Memorial Hospit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2.Department of Endocrinology， Sun Yat-Sen Memorial Hospit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determine the role of quantitative measurement of the tibial nerve T2 

value in the diagnosis of diabetic peripheral neuropathy (DPN). 

RESEARCH DESIGN AND METHODS The study included 22 diabetic patients with DPN, 20 

diabetic patients without DPN, and 20 healthy controls. MR imaging and T2 mapping 

of the tibial nerve were performed at the level of the ankle joint in each patient 

and control. Nerve morphological changes were observed, and the T2 values were 

measured and compared among diabetic patients with DPN and without DPN and healthy 

controls.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curve analysis was used to 

determine the diagnostic ability of T2 values to identify DPN. 

RESULTS The tibial nerves in diabetic patients with DPN showed abnormal T2 

hyperintensity, fascicular enlargement and had an increased T2 value. Nerve T2 

value was 55.06 ± 4.05 ms in diabetic patients with DPN, 48.91 ± 3.06 ms in 

diabetic patients without DPN, and 45.61 ± 1.86 ms in healthy controls. Diabetic 

patients with DPN had significantly higher nerve T2 values than diabetic patients 

without DPN (P < 0.001). Nerve T2 value in diabetic patients without DPN was also 

higher than that in healthy controls (P < 0.05). ROC analysis showed that T2 

values had a diagnostic sensitivity of 81.8%, a specificity of 89.2%, a 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 (PPV) of 94.3%, a negative predictive value (NPV) of 81.8%, an 

accuracy of 86.4% and an area under curve (AUC) of 0.922 (95% CI: 0.855-0.989) 

when the cutoff point was 51.34 ms. 

CONCLUSIONS T2 value of the tibial nerve can be used as an alternative, 

noninvasive, quantitative parameter to assess DPN in diabetic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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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586 

白血病脑实质浸润灶并发瘤卒中的 MRI 表现 

 
陈玲珑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30006 

 

目的 通过分析白血病脑实质浸润灶内并发瘤卒中的 MRI，探讨该病影像学特征，增进对该病

的认识，为临床诊断提供依据。 

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临床证实的 8例白血病脑实质浸润灶并发瘤卒中的 CT及 MRI的影像学表

现。 

结果 8例患者白血病病史为 0~19月。3例于初次发病时发现脑出血；5例于化疗疗程中发现

脑出血。脑脊液检查中均发现白细胞。4例（4/8例）接受 CT和 MRI检查，另 4例直接行 MRI

平扫或平扫+增强检查。4例 CT平扫均表现为低密度肿块影内见不规则高密度区。病灶内信号

演变复杂，周围水肿形态不规则且不成环。8例患者均表现为颅内单发或多发的 T1WI低信

号、T2WI/FLAIR高信号结节、肿块影，内见 T1WI高信号、T2WI低信号出血灶，6例（6/8

例）周围含铁血黄素环不完整，2例（2/8例）行增强示 1例强化明显，1例强化不明显。 

结论 白血病脑实质浸润灶内并发瘤卒中具有含铁血黄素沉积不成环及周围水肿不规则、不成

环的影像学特征性，可与单纯颅内血肿及其他恶性转移瘤鉴别，结合病史和 MRI平扫及增强检

查有利于提供更多鉴别信息，提高诊断准确率。 

  

 

 

EP-1587 

临床表现为社交和行为障碍的中国学龄前儿童孤独症的杏仁

核大小及 MRI 表现 

 
方向明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人民医院 214023 

 

目的：测量中国学龄前儿童孤独症的杏仁核体积，分析 MRI信号特点，并与相应的临床特征进

行相关性分析。 

方法：连续选择 39例经我院确诊临床表现为社交和行为障碍孤独症的学龄前儿童为实验组，

及同期 14例年龄匹配的健康儿童为对照组。所有实验对象经 DSM-Ⅳ判断后 1w内行 3.0T MRI

脑部成像及测量，观察实验组与对照组左右杏仁核信号特点，采用随机区组 t检验比较实验组

和对照组杏仁核体积，采用 Pearson相关分析评价实验组杏仁核体积与临床特征的关系。 

结果：①实验组 39例 78个杏仁核中，杏仁核信号异常发生率 24.4%(19/78)，其中双侧杏仁

核信号均异常 1例，右侧杏仁核信号异常 4例，左侧杏仁核信号异常 13例，信号异常表现为

T1WI杏仁核内点片状低信号或等低信号、等高或高信号；②实验组右侧杏仁核体积平均为

1.088±0.38cm
3
，左侧杏仁核体积平均为 1.04±0.41cm

3
，左右杏仁核体积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对照组 14例的双侧杏仁核信号均无异常，右侧杏仁核平均体积为 0.761±0.38cm
3
，左

侧杏仁核平均体积为 0.661±0.18cm
3
，左右杏仁核体积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分别比较实验

组与对照组杏仁核总体积(t=4.994, p=0.000)、左侧杏仁核体积 (t=3.305, p=0.002)、右侧 

(t=3.079, p=0.003)，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③实验组右侧杏仁核体积(r=0.147, p=0.372)，左

侧杏仁核体积(r=-0.012, p=0.941)，杏仁核总体积(r=0.086, p=0.601)均与孤独症行为量表

总评分无明显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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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临床表现为社交和行为障碍的中国学龄前儿童孤独症的杏仁核内可出现异常信号，双侧

杏仁核体积均较正常儿童增大，同时在一定年龄阶段内(2~5岁)随着年龄增长，患儿右侧杏仁

核体积可随之增大。但是无证据显示杏仁核增大的程度与临床病变程度之间有关。 

 

 
EP-1588 

Iodine concentration — a new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 of Spot Sign，predicts the hematoma 

expansion 

 
Fu Fan,Sun Shengjun 

Beijing TianTan Hospital 100050 

 

Background and purpose—The computed tomography angiography (CTA) spot sign is a 

validated predictor of hematoma expansion in spontaneous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SICH). We investigated whether defining the iodine concentration inside the spot 

sign and the hematoma on Gemstone spectral imaging (GSI) would improve its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for predicting hematoma expansion (HE). 

Method—We prospectively enrolled spontaneous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patients 

who underwent GSI within 6 hours from 2014-2016. Logistic regression was performed 

to assess the risk factors for HE. Predictive performance of individual GSI spot 

sign characteristics were examined with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analysis. 

Results—Fifty-four men and twenty-four women with spontaneous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were included in this analysis. Spot sign was detected in 46% (36/78) 

of patients.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the iodine 

concentration inside the spot sign on GSI had the greatest area under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for HE (0.858; 95% confidence interval, 0.727–

0.989; P=0.003); the cut-off value was 7.82. On multivariable analysis, the larger 

iodine concentration inside the spot sign (ie, iodine concentration >7.82) was an 

independent predictor of HE (odds ratio=13.50; 95% confidence interval, 1.955–

93.246; P=0.007). Moreover, the predictive performance showed that the larger 

iodine concentration inside the spot sign maintained a higher 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 (PPV) for HE compared with spot sign (90% versus 73%).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indicated the iodine concentration in hematoma was independently 

associated with HE (odds ratio=1.525; 95% confidence interval, 1.041–2.235; 

P=0.030). 

Conclusions—The iodine concentration in hematoma was independently associated 

with HE, also the iodine concentration inside the spot sign improves the PPV for 

predicting HE. The use of iodine concentration in GSI scanning could improve the 

selection of ICH patients for targeted hemostatic 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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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589 

Decreased Network Efficiency in 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 

 
qin yuanyuan,Zhu Wenzhen 

Tongji Hospital 430030 

 

Purpose: To investigate the functional connectome alterations in patients with 

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 (ALS).  

Materials and Methods: Resting-state fMRI data at 3.0T from 18 right-handed ALS 

patients (M/F: 10/8; mean age: 52years±12) and 13 age and gender-matched healthy 

controls (M/F: 8/5; mean age: 46years±13) were enrolled in this study. The 

functional connectome features (estimated with graph theoretical analysi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wo groups.  

Results: ALS patients showed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clustering coefficient (p 

< .05) and increase characteristic path length (p < .05) relative to that of 

control subjects. Decreased average degree centrality  were observed in ALS 

patients relative to controls, especially significant in the frontal and parietal 

areas (p < .05). Moreover, the altered functional features correlated with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significantly (i.e. the revised ALS Functional Rating 

Scale and disease progression rate, p < .05) 

Conclusions: This study demonstrates that the decreased global and local 

efficiency are prominent functional deficits in patients with ALS and can be 

readily identified with resting-state fMRI.  

  

 

 
EP-1590 

强直性肌营养不良临床及中枢神经系统 MRI 表现 

 
李倩,王丽华,董飞,张敏鸣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310009 

 

目的：研究强直性肌营养不良（dystrophia myotonic，DM）的临床及其中枢神经系统 MRI表

现，提高影像科医师对本病的认识、提升本病累及中枢神经系统时的诊断水平。材料与方法：

回顾性分析一例临床及头颅 MRI表现疑似 DM，并经基因检测确诊患者的临床及头颅 MRI检查

资料，结合文献进行分析研究。结果：DM是一种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病，临床少见，多中年发

病，可累及全身多系统，具有四肢肌无力、肌强直、肌萎缩、“斧状脸”、“鹅颈”、性腺改

变等典型临床表现。中枢神经系统典型 MRI表现为颞叶前部异常信号，并可伴随额窦、颅骨等

改变。结论：DM临床表现及受累中枢神经系统的 MRI表现具有一定的特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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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591 

Dynamic MR imaging for functional vascularization 

depends on tissue factor signaling in glioblastoma 

 
Chen Xiao,Xie Tian,Fang Jingqin,Zhang Weiguo 

Institute of Surgery Research， Daping Hospital， Thir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400042 

 

Objectives: Glomeruloid vascular proliferation (GVP) is a diagnostic hallmark and 

links to aggressive behavior, therapy resistance and poor prognosis in 

glioblastoma (GBM). It lacks clinical approaches to predict and monitor its 

formation and dynamic change. Yet the mechanism of GVPs also remains largely 

unknown. Herein, to investigate the mechanism of GVPs and identify MR imaging 

biomarkers to assess GVPs in GBM. 

Methods: Fifty-six patients with histopathologically diagnosed GBM were included, 

33 of them received preoperatively advanced MRI. The tumor specimens were assessed 

for tissue factor (TF)/VEGF expression and vascular feature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F/VEGF expression and vascular parameters, TF expression and MRI-measured 

changes in vascular permeability and size were evaluated. Further, in situ Mouse 
GBM xenograft model and a series of in vitro experiments were taken to reveal the 
role and mechanism of TF in GVPs. 

Results: The inhibition of TF decreased GVPs in Mouse GBM xenograft model. TF 

shRNA reduced microvascular area and diameter, other than bevacizumab. TF 

dominantly functions via PAR2/HB-EGF-dependent activation under hypoxia in 

endothelial cells (ECs), resulting in a reduction of GVPs and cancer cells 

invasion. TF expression strongly correlated to GVPs and microvascular area in 

clinical GBM specimens, which could be quantitatively evaluated in an advanced MR 

imaging system in GBM patients. 

Conclusions: This study presented an approach to assess GVPs that could be served 

as MR imaging biomarkers in GBM and uncovered a molecular mechanism of GVPs. 

  

 
EP-1592 

Quantitative in vivo imaging of tissue factor 

expression in glioma using dynamic contrast-enhanced 

MRI derived parameters  

 
Chen Xiao,Xie Tian,Fang Jingqin,Zhang Weiguo 

Institute of Surgery Research， Daping Hospital， Thir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400042 

 

Objective: Tissue Factor (TF) has been well established in angiogenesis, invasion, 

metastasis, and prognosis in glioma. A noninvasive assessment of TF expression 

status in glioma is therefore of obvious clinical relevance. Dynamic contrast-

enhanced (DCE) MRI parameters have been used to evaluate microvascular 

characteristics and predict molecular expression status in tumors. Our aim i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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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e whether quantitative DCE-MRI parameters could assess TF expression in 

glioma. 

Material and methods: Thirty-two patients with histopathologically diagnosed 

supratentorial glioma who underwent DCE-MRI were retrospectively recruited. 

Extended Tofts linear model was used for DCE-MRI post-processing. Hot-spot, whole 

tumor cross-sectional approaches, as well as histogram were used for analysis of 

model based parameters. Four serial paraffin sections of each case were stained 

with TF, CD105, CD34 and α-Sooth Muscle Actin, respectively for evaluating the 

association of TF and microvascular properties. Pearson correlation was performed 

between percentage of TF expression area and DCE-MRI parameters, multiple 

microvascular indexes. 

Results: Volume transfer constant (K
trans

) hot-spot value best correlated with TF 

(r=0.886, p＜0.001), followed by 90th percentile K
trans

 value (r =0.801, p＜0.001). 

Moreover, histogram analysis of Ktrans
 value demonstrated that weak TF expression 

was associated with less heterogeneous and positively skewed distribution. Finally, 

pathology analysis revealed TF was associated with glioma grade and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these two dynamic angiogenic indexes which could be used to 

explain the strong correlation between Ktrans
 and TF expression. 

Conclusion: Our results indicate that Ktrans
 may serve as a potential clinical 

imaging biomarker to pridict TF expression status preoperatively in gliomas. 

  

 

 
EP-1593 

脑内原始神经外胚层肿瘤的 CT 及 MRI 诊断 

 
徐峰

1
,朱晓梅

1,2
 

1.宿迁市第一人民医院 

2.江苏省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脑内神经系统原始外胚层肿瘤（primitive neuroectodermal tumor，PNET）的 CT

及 MRI特征，提高对 PNET诊断的准确性。方法 回顾性分析 16例经手术和病理证实的 PNET的

CT和 MRI资料。结果 本组 16例 PNET中，男 11例，女性 5例；10例为囊实性，4例为实

性；1例术后复发，1例多发转移。病灶实性部分在 CT上表现为稍高密度影，T1WI上呈等或

稍低信号，T2WI上呈等或稍高不均匀信号。增强扫描实性成分强化明显，呈环状或者蜂窝

状。11例境界清楚，5例伴有瘤周轻度水肿，3例病灶内见少量出血，5例见钙化，3例见血

管流空影，2例可见脑膜脑膜尾征。结论 脑内神经系统 PNET肿瘤表现为为囊实性或实性病

灶，密度或信号复杂，血供丰富，境界清楚，瘤周水肿较轻。联合应用 CT及 MRI可以提高术

前诊断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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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594 

阿尔茨海默病合并 2 型糖尿病患者脑血流灌注变化与认知功

能障碍的相关性研究  

 
韩亮,李晓欣,董俊伊,宋清伟,苗延巍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6011 

 

 

目的: 利用 3D 动脉自旋标记技术分析无 T2DM的阿尔兹海默病（AD）患者与合并 T2DM的 AD

患者不同脑区的血流量，初步探讨 AD患者合并 T2DM脑血流灌注的变化以及与认知功能障碍相

关性。 

方法：经临床拟诊 20例无 T2DM的 AD患者（非 T2DM组：男 6例，女 14例，平均年龄

（69.7±9.7）岁）和 11例合并 T2DM的 AD患者（T2DM组：男 6例，女 5例，平均年龄

（75.2±6.5）岁）纳入本研究，同时收集他们入院时的临床资料，并对其进行 MMSE、MoCA、

画钟试验、ADL评分。所有受试者均行常规 MRI序列及 3D ASL 序列（PLD=1.5s）扫描。进而

手动测量双侧颞叶、额叶的灰质及白质、双侧丘脑、尾状核头、海马的 CBF值，同一部位同一

层面用相同大小 ROI测量三次，取平均值作为最终测量值。应用 SPSS22.0版进行数据分析，

对两组年龄与性别进行比较。采用非参数检验比较两组间各部位 CBF值是否存在差异。应用

Spearman相关分析 CBF值与 MMSE、MoCA、画钟试验、ADL评分之间的相关性。 

结果：非 T2DM组与 T2DM组间年龄及性别无统计学差异（表 1）通过 t检验对两组的认知评分

进行分析，ADL评分有显著差异，余无显著差异性（表 2）。应用 Spearman相关分析各部位

CBF值与认知评分之间的相关性，结果显示左侧额叶灰质、左侧丘脑、双侧尾状核头与画钟试

验显著相关，其余部位 CBF 值与各认知评分均无显著相关性（表 3）。利用非参数检验分析两

组间不同区域 CBF值，结果显示左侧额叶灰质、右侧尾状核头、右侧海马区域的 CBF值存在差

异以外，其余部位 CBF值均无明显差异（表 4），但是仔细观察两组之间的 CBF值，可以看到

糖尿病组的 CBF值均低于非糖尿病组，而在左侧额叶灰质、右侧尾状核头、右侧海马区域存在

显著差异（图 1-2）。 

结论：AD合并 T2DM患者的脑血流灌注明显低于非 T2DM组，且与认知功能障碍相关。 

 

 
EP-1595 

VSI-MR 对低级别弥漫性胶质瘤分子亚型微血管特征的评价 

 
郭虹,张伟国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野战外科研究所 400042 

 

目的：探讨 VSI-MR对 II/III 级弥漫性胶质瘤分子学亚型的诊断价值。 

方法：收集 57例弥漫性胶质瘤(Ⅱ级 36例，Ⅲ级 21例)。分析患者术前 VSI-MRI得微血管管

径指数最大值（VSImax）及平均值（VSImean），分析术后石蜡切片得病理学微血管参数，包括微

血管管径（VS）、微血管面积（MVA）、微血管密度（MVD）。对各患者根据 IDH基因及

1p/19q染色体状态行分子学分型，分别比较相同亚型 II、III间、相同级别不同亚型间各参

数差异，再分析影像学参数与组织学参数间相关性。采用 ROC曲线评估各参数鉴别Ⅱ、Ⅲ级，

各亚型间的诊断价值。 

结果：除 MVD外，Ⅲ级 VSImean、VSImax、VS、MVA指数均高于Ⅱ级，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与

IDH-突变伴 1p/19q联合缺失型及 IDH-野生型比较，IDH-突变伴 1p/19q完整型 VSImax、

VSImean、VS及 MVA均较大，MVD较小，各参数均有差异；IDH-突变伴 1p/19q联合缺失型与 ID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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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型相比，仅 VS、MVA及 MVD有差异。VSImean (r= 0.804, 0.755, p<0.001)及 VSImax (r = 

0.815, 0.759，p<0.001)均与 VS及 MVA正相关，但与 MVD（r = -0.085, -0.080，p>0.05）

均无相关性。VSImax、VSImean、VS、MVA可准确鉴别 II、III级及 II级分子学亚型，MVD 仅能鉴

别 II级亚型。 

结论：VSI-MRI能够准确反映弥漫性胶质瘤微血管管径，可作为鉴别 II、III级弥漫性胶质

瘤、II级弥漫性胶质瘤分子学亚型的可靠方法。 

 

 

EP-1596 

The utility of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in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anaplastic and 

nonanaplastic ependymomas 

 
Zheng Ruiping,Zhang Yong,Cheng Jingliang,Zhu Chendi,Wang Weijian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450052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assessment value of diffusion-weighte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DWI)and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ADC)in the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anaplastic ependymomas and 

nonanaplastic ependymomas. Methods 52 patients with ependymomas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including 27 nonanaplastic ependymomas, 25 anaplastic 

ependymomas. The ADCmin , ADCmean and ADCmax of parenchyma of different tumors were 

measured and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curve were delineated. The 

optimum ADC value for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anaplastic ependymomas 

and nonanaplastic ependymomas was analyzed and determined. Results The ADCmean 

and ADCmax values of two tumor we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while 

the ADCmin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The mean ADCmin of anaplastic 

ependymomas (0.808±0.190)× 10
-3
 mm

2
/s was lowest, the mean ADCmin of 

nonanaplastic ependymomas (1.093± 0.365 )×10
-3 
mm

2
/s was highest. The optimum ADC 

to distinguish anaplastic ependymomas from nonanaplastic ependymomas was 0.887 

×10
-3
 mm

2
/s (78.5% sensitivity and 73.2% specificity). Conclusion ADCmin is very 

helpful with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anaplastic ependymomas and nonanaplastic 

ependymomas 

  

 

 
EP-1597 

脑动脉粥样硬化管壁特点与卒中机制的关系---- 

高分辨率磁共振研究 

 
白雪芹,林江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00032 

 

目的：应用高分辨率磁共振（high resolution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HR-MRI）管壁

成像探索脑动脉粥样硬化不同卒中机制的管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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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回顾性分析因大脑中动脉粥样硬化狭窄所致急性缺血性卒中患者 30例，所有病人接受

常规头颅 MRI、TOF-MRA及 HR-MRI检查，HR-MRI成像序列包括 3D CUBE T1WI和责任血管轴位

的 2D FSE T2WI。参照中国缺血性卒中亚型（Chinese ischemic stroke 

subclassification，CISS）分型，将病变归为脑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堵塞穿支动脉的穿支动脉

病变组（branch occlusive disease，BOD）与不稳定斑块破裂导致动脉-动脉栓塞的非穿支动

脉病变组（non-branch occlusive disease, non-BOD）。在 2D T2WI图像上分析责任血管的

管壁特点，对比分析两组间责任血管的狭窄程度、重构指数，责任斑块的面积、分布位置等特

点。 

结果：30例患者中 BOD组患者 18例，non-BOD组患者 12例，non-BOD组患者较 BOD组血管狭

窄程度重（p=0.012）、斑块面积大（p=0.037）、血管正性重构率高（p=0.005）。BOD 组中

斑块分布于上壁 8例，下壁 1例，前壁 1例，后壁 7例，斑块环形分布 1例，non-BOD组中斑

块分布于上壁 0例，下壁 5例，前壁 2例，后壁 2例，环形分布 3例，两组斑块分布位置有明

显差异（p=0.002）。 

结论:脑动脉粥样硬化狭窄缺血性卒中不同发病机制其管壁特点不同；动脉-动脉栓塞梗死的患

者斑块多为不稳定斑块，其具有血管狭窄程度重，正性重构比例高及斑块面积大等管壁特点；

穿支动脉堵塞梗死的患者，斑块主要位于上壁和后壁。 

  

 

 
EP-1598 

慢性主观耳鸣患者脑静息态功能磁共振局部一致性 

 

和分数低频振幅研究 

 
韩祺 

第三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重庆市西南医院 400038 

 

目的 采用静息态脑功能成像的局部一致性(ReHo)和分数低频振幅(fALFF)方法探究慢性主观耳

鸣患者大脑局部神经活动功能的改变特点。两种方法能够在基础状态下定位异常活动的脑区，

两者在研究脑局部神经元自发活动特征中优缺互补。 

方法 采用 3.0T MR扫描仪对 25例慢性主观耳鸣患者和 25例相匹配的健康对照者进行脑部静

息态功能及结构像扫描，计算其全脑的 ReHo值与 fALFF值，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脑区的 ReHo

均值、fALFF均值与患者 THI 评分及病程等临床资料进行偏相关分析。 

结果 患者组较对照组 ReHo 值升高的脑区有右侧颞中回（MNI：60, -36, -3）和右侧枕中回

（MNI：33, -93, 0），降低的脑区有右侧额中回（MNI：45, 48, -6）和小脑蚓部（-3, -48, 

-1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05，GRF校正）；患者组较对照组 fALFF值升高的脑区有

右侧颞中回（MNI：60, -24, -6）和右侧楔回（MNI：18, -102, -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05，GRF校正）。患者组右侧额中回 ReHo值与 THI评分呈负相关（r=0.432，

P=0.039）。 

结论 本研究将 ReHo和 fALFF 两种数据处理方法有效结合，发现患者在听觉和非听觉不同脑区

存在脑功能活动的改变，提示主观耳鸣可能与听觉皮层异常神经活动相关，同时默认网络广泛

参与其中，发挥重要调节作用；视觉区域改变是由于听觉-视觉通路所致。通过初步探讨主观

耳鸣大脑神经功能损伤特点，对主观耳鸣神经病理生理改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同时为寻找可

能的更为精准的神经影像学标记奠定了参考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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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599 

中枢神经细胞瘤不典型 MRI 表现 1 例报告 

 
王昆,许欢,王波涛,王雪,陈志晔 

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分院 572013 

 

目的：报告中枢神经细胞瘤不典型 MRI表现 1例。 

方法：患者性 MRI平扫及增强扫描，并行手术切除及病理学诊断。 

结果：MRI表现：病变位于右侧侧脑室体部，与侧脑室体部侧壁关系密切，分界不清，向内侧

生长，透明隔受压、推挤向左侧移位，向上达侧脑室顶壁，呈“土豆状”改变
[2]
。病变以实性

成分为主，其内可见囊性改变，信号不均匀，瘤体呈蜂窝状或丝瓜瓤样囊变
[3]
。实性部分呈等

或稍长 T1WI 、等或稍长 T2WI，增强扫描未见明确强化；囊性部分呈长 T1WI、长 T2WI 信号，

与脑脊液相仿，增强扫描亦未见异常强化。瘤体及周边可见流空血管影
[4,5]

，灶周未见明确水

肿信号影。右侧侧脑室轻度扩张。右侧侧脑室旁白质、基底节区、丘脑未见异常。病理学表现

为：灰白色碎组织一堆，大小 1*1*0.5cm，质软。镜下可见：细胞核周围可见明显晕圈，沿血

管排列形成血管周围假玫瑰花结，瘤细胞周围见毛细血管及纤维组织分隔，呈蜂窝状。免疫组

化检查显示：GFAP(部分+)、EMA(-)、Ki-67(+<5%)、P53(-)、S-100(+)、NeuN(+)、Syn(+)。

印象为中枢神经细胞瘤，WHO II级（图 2）。 

结论：中枢神经细胞瘤的不典型 MRI征象可表现为侧脑室体部侧壁囊实性肿块，增强扫描可不

强化。 

 

 

EP-1600 

老年认知功能障碍脑细微结构评估的 DKI 研究 

 
梁欣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030001 

 

研究目的：通过运用磁共振弥散峰度成像技术（DKI）研究轻度认知障碍（MCI）、阿尔茨海默

病（AD）以及认知功能正常老年人（NC）多部位感兴趣脑区的各向异性（FA）值、平均弥散率

（MD）值以及平均峰度（MK）值的差异，探讨 AD患者脑组织细微结构的演变过程，评估 DKI

相关参数对 MCI及 AD的诊断及鉴别诊断价值。 

材料与方法：采用美国 GE 3.0 T 磁共振仪，对选取的临床诊断为轻度认知障碍患者（aMCI

组）20例、阿尔茨海默病患者（AD组）14例、认知功能正常的老年对照组（NC组）20 例行

常规 MR、DKI扫描，分别测量比较三组内四个所选感兴趣区（海马区、前额叶白质、顶叶白

质、颞叶白质）左右对称部位及三组间感兴趣区的相关参数值（FA值、MD值及 MK值），了解

其变化情况。 

结果：（1）三组间 MD值两两比较结果：NC组-AD组间，在四个所选感兴趣区中均具有统计学

差异，P值分别为 0.021，<0.010，0.042；MCI组-AD组间，仅海马区存在统计学差异，P值

为 0.027；而 NC组-MCI组间未检测到有统计学差异的脑区。 

 （2）三组间 MK值两两比较结果：NC组-AD组间，在四个所选感兴趣区中均具有统计学差

异，P值分别为<0.010，0.043，0.039，<0.010。MCI组-AD组间，仅海马区存在统计学差

异，P值为 0.025；NC组-MCI组间，海马区同样存在统计学差异，P值分别为 0.013。 

 （3）三组间 FA值两两比较结果:仅 NC组-AD组间有统计学差异，且差异出现在顶叶白质

中，P值为 0.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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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运用 DKI技术可以检测到 AD患者脑组织细微结构的受累改变，表现为 MK值及 FA值减

低，MD值升高，较具有特征性，提示 DKI检查可以作为早期诊断 AD的一种影像学辅助检查手

段，且海马区的 MK值有助于轻度认知障碍患者在老年人群中的筛查 

  

 

 

EP-1601 

磁共振扩散峰度成像在诊断胶质瘤分级及评估预后方面的价

值，与传统扩散成像的对比性研究 

 
王潇,高文静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50012 

 

目的：通过回顾性分析胶质瘤病人术前磁共振扩散峰度成像（DKI）及扩散加权成像（DWI）参

数，探讨各参数在诊断胶质瘤分级及评估高级别胶质瘤预后方面的诊断价值。 

方法：收集 2014年 9月至 2015年 12月经病理学证实为幕上胶质瘤的患者 48例。由放射科医

师在肿瘤实体部分绘制感兴趣区，得到各参数值，包括：平均峰度（MK）、平均弥散率

（MD）、部分各向异性（FA）、最小表观弥散系数（minADC）。由病理科医师对切片进行 Ki-

67指数的测定。将高级别胶质瘤患者根据 15个月生存期为界分为两组。统计学方法：采用独

立样本 T检验及单因素方差分析对各级别胶质瘤之间的差异进行统计学分析，ROC曲线用于评

价各参数在诊断分级及评估高级别胶质瘤预后方面的诊断效能，并得出最佳诊断阈值，采用

Kaplan-Meier（K-M）生存曲线及 Logrank检验进一步评价各参数值在评估预后方面的价值。 

结果：MK及 minADC值在高低级别胶质瘤及较低级别胶质瘤之间有显著统计学差异

（P<0.001）,MD仅在高低级别胶质瘤间有统计学差异，FA 在各级别胶质瘤间无统计学差异。

分级方面，MK值曲线下面积（AUC）最大，高低级别及较低级别分级分别为 0.95、0.86。生存

期低于 15个月组的 MK值明显高于生存期高于 15个月组（P<0.001）,生存期低于 15个月组的

minADC值明显低于生存期高于 15个月组（P=0.002）。预测生存期方面，MK值 AUC最大为

0.92，其最佳诊断阈值的敏感性及特异性分别为 88%、82%。K-M生存曲线得出 MK值大于该阈

值者预后较差（P<0.001）。Ki-67与 MK值呈正相关（P<0.001），与 minADC值呈正相关

（P<0.001）。MD及 FA值在评估高级别预后方面无明显统计学差异。 

结论：扩散峰度成像在诊断胶质瘤分级及评估高级别胶质瘤预后方面较传统磁共振扩散成像具

有更高的敏感性及特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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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602 

Multi-parametric histogram analyses in predicting 

Glioma grades and survival based on DCE, IVIM-DWI and 

3D-ASL images  

 
yan linfeng,Hu Yu-Chuan,Zhang Xin,Yang Yang,Wang Wen,Cui Guang-Bin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Tangdu Hospital， Fourth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710038 

 

 

PURPOSE  

The current retrospective study was designed on the same cohort of glioma patients 

to optimize the combination of histogram analyses derived multi-parameters to 

obtain satisfying glioma grading and survival prediction. 

METHOD AND MATERIALS  

One-hundred and twenty adult patients with pathologically confirmed grade I-IV 

gliomas receiving IVIM-DWI, DCE-MRI and ASL were enrolled and their post-surgical 

survival were followed by phone interview and in- house patients’ medical records 

of our institution. Patients who were alive or died of glioma related disease were 

included in the survival analysis (51 patients at 12 months, 46 patients at 15 

months, 42 patients at 18 months after operation). The multimodal images were 

auto-registered and the pixel level parameters, including IVIM-DWI, DCE-MRI and 

ASL derived parameters, were retrieved to calculate conventional and histogram 

indicators. Receiving operation curve (ROC) and multiple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es were used to determine the diagnostic efficacies in determining glioma 

grades and predicting patient survival. 

RESULTS  

Most individual conventional indicators (except Vpmean in extended Toft, 

Washoutmean in perfusion and Chi- squaremean in IVIM model) from multimodal MRI 

performed well in determining glioma grade while most histogram indicators did not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Combination of multiple variables from either histogram 

or conventional indictors increased the efficacies of determining glioma grades. 

Most conventional indicators from DCE parameters and IVIM_slowADCmean predicted 

12-, 15- or 18-month survival but with weak to moderate power. Extended 

Toft_Vemean (AUC = 0.9044) and Patlak_Ktransmean (AUC = 0.9118) demonstrated the 

highest predicting efficacy at 18-month follow up. Furthermore, the histogram 

metrics like 90th percentile improved the prognostic prediction efficacy. 

CONCLUSION  

Conventional and histogram indicators from DCE, IVIM and ASL imaging play equally 

well in determining glioma grade, while histogram indicators play better than 

conventional ones in predicting patient survi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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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603 

鞍旁肿瘤及肿瘤样病变的 MRI 表现 

 
叶爱华,胡粟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15006 

 

 

目的：探讨鞍旁肿瘤及肿瘤样病变的 MRI表现，以提高认识及诊断正确性。材料和方法：搜集

41例病理证实鞍旁占位的术前 MRI图像并对其进行回顾性分析，分析内容包括病变部位、形

态、最大径、信号特点及增强表现等。结果：41例鞍旁占位中，脑膜瘤 24例，信号均匀

（22/24）或不均匀（2/24），增强扫描常可见脑膜尾征（18/24），6例包绕颈内动脉，11例

侵入鞍内生长；神经鞘瘤 5例，其中三叉神经鞘瘤 2例，肿瘤内囊变多见（2/5）；海绵状血

管瘤 4例，增强后均呈不均匀渐进性强化（4/4）；表皮样囊肿 3例，DWI序列上均呈高信

号，而增强后无强化；颗粒细胞瘤 1例，信号不均匀，内见多发小囊变，并见液平影；淋巴瘤

1例，信号均匀，增强后亦呈均匀强化；黑色素瘤 1例，T1WI高信号，T2WI呈低信号；脊索

瘤 1例，鞍旁肿块伴有右侧斜坡骨质信号异常；转移瘤 1例，为转移性神经内分泌癌，增强后

呈不均匀强化。结论：鞍旁肿瘤及肿瘤样病变常有其典型的 MRI表现，MRI成像很大程度上可

于术前作出准确诊断。 

 

 

EP-1604 

药物过量性头痛患者脑干结构变化初步磁共振成像研究 

 
陈志晔

1
,陈小燕

1
,刘梦琦

1
,于生元

2
,马林

2
 

1.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分院 

2.解放军总医院 

 

目的 探索药物过量性头痛（Medication-overuse headache, MOH）患者脑干结构变化。方法 

对 36名 MOH患者及 32名正常受试者（normal control, NC）进行脑部高分辨结构成像，将脑

干结构分割为中脑、脑桥及延髓，并计算各分部体积。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及 Pearson相关性

分析。结果 MOH患者中脑体积(5.80±0.53 ml)小于 NC组(6.14±0.67ml)(t = 2.36, P = 
0.02)。MOH患者脑桥、延髓及整个脑干体积（13.13±1.42ml，4.55±0.51ml，

23.48±2.23ml）与 NC组（13.67±1.61ml，4.66±0.44ml，24.47±2.56ml）无显著差异

（tpons = 1.47, Ppons = 0.15; tmedulla = 0.93, Pmedulla = 0.35; tbrainstem = 1.71, Pbrainstem = 

0.09）。结论 中脑体积减小可能是 MOH痛觉传导通路的特异性改变，脑干体积自动定量计算

方法可以作为 MOH患者脑干容积变化的评价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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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605 

640 层 CT 全脑灌注结合头颈部 CTA 对急性缺血性脑卒 中早期

诊断的临床应用研究 

 
沈海林,王玥瑶,钱春红,王莺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苏州九龙医院 2015021 

 

目的 本研究运用全脑覆盖的 CT脑灌注及动态容积头颈部血管造影技术，旨在对急性期缺血性

脑卒中患者的脑灌注情况作出准确评价，同时对脑组织侧支循环状态进行有效评估，并结合随

访影像及临床评分对预后进行预测。方法 收集上海交通大学附属苏州九龙医院 65例急性缺血

性脑卒中患者，男 43例，女 22例，年龄 39-83岁。结论 （1）梗死区 CBF、CBV及 MTT均明

显降低，TTP明显升高；半暗带区 CBF轻度降低，TTP升高，CBV不变或稍升高，CTP能够较直

观准确地区分梗死区与半暗带区。 

（2）CTP检查能够较好预测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最终脑梗死体积，很好地提示临床预后的

结果。 

（3）全脑灌注结合头颈部 CTA检查可清楚显示狭窄或闭塞的动脉及形成的侧支循环，对急性

期缺血性脑卒中患者的脑灌注情况作出准确评价并同时对脑组织侧支循环状态进行有效评估，

判断临床预后意义重大。 

 

 
EP-1606 

视神经脊髓炎疾病谱和多发性硬化患者小脑亚区的灰质萎缩 

 
孙劼

1
,张宁男楠

1
,丁皓

2
,秦文

1
,于春水

1
 

1.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2.天津医科大学 

 

目的：许多研究致力于评估视神经脊髓炎疾病谱（neuromyelitis optica spectrum 

disorders，NMOSD）和多发性硬化（multiple sclerosis，MS）患者小脑灰质体积（grey 

matter volume, GMV）改变，但是罕有在亚区水平研究 NMOSD患者小脑损伤，以及 NMOSD 和

MS患者小脑 GMV的差异。 

方法：本研究入组 28名 MS、36名 NMOSD患者和 27名年龄、性别匹配的正常被试，并且测量

小脑、小脑叶以及亚区的 GMV。详细记录患者的病程、脊髓病灶长度及威斯康星测试总错误

数。 

结果：同正常被试相比，NMOSD患者小脑 GMV减低，包括前叶、后叶及绒球小结叶；在亚区水

平，这种差异也存在于整个小脑前叶（I_IV、V）和小脑后叶的后部（VI、VIIIa、VIIIb、

IX）。MS患者小脑及各叶 GMV未见明显减低；仅 IX区的 GMV减低。NMOSD患者 CrusII、VIIb

和 VIIIa区 GMV较 MS患者减低。GMV指标区别 MS和 NMOSD的准确性为：VIIIa 74%, CrusII 

65%和 VIIb 69%。在 NMOSD 患者中，病程同 V、VI 和 IX区 GMV呈负相关；脊髓病灶节段同

V、VI 和 IX区 GMV呈负相关；威斯康星测试总错误数同小脑及后叶 GMV呈负相关。MS 患者未

发现 GMV同临床及认知量表存在相关。 

结论：同正常被试相比，NMOSD患者小脑存在严重灰质萎缩，尤其是在小脑前叶及后叶的后

部。NMOSD小脑灰质萎缩可能由于 AQP4抗体所致的原始退变，也可能由于脊髓损伤的继发退

变。在 NMOSD患者中，小脑尤其是后叶萎缩，对于执行功能存在一定影响。小脑亚区 GMV 由于

其高敏感性和低特异性对于区分 NMOSD和 MS也许不能成为最好的指标，但是它可以为鉴别诊

断提供一个可能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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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607 

硬脑脊膜动静脉瘘 MRI 征象分析 

 
秦江波,张辉,王效春,谭艳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030001 

 

目的：探讨硬脑脊膜动静脉瘘的 MRI表现，提高对该病的诊断水平，更好地指导临床治疗。 

方法：收集我院 2015年至 2017年经 DSA证实的硬脑脊膜动静脉瘘 9例，年龄 49-80岁。全部

患者接受了头颅 3.0T MR平扫、增强及 DWI序列检查，回顾性分析其 MRI特点。 

结果：7例硬脑膜动静脉瘘患者脑实质病灶 T2WI高信号，并伴肿胀；DWI序列呈等信号，增强

扫描可发现病灶周围多有异常增粗、增多小血管。4例 MRA 及 MRV原始图可发现病灶周围增粗

小血管断面。3例 SWI多可发现病灶周围迂曲、增粗的小静脉，2例硬脊膜动静脉瘘可见椎管

内脊髓后方增粗迂曲血管流空信号，并可见相应节段脊髓 T2WI高信号。 

结论：高场强 MRI对硬脑脊膜动静脉瘘的诊断具有很高的敏感性及特异性，尤其增强序列对于

鉴别硬脑脊膜动静脉瘘与其它脑血管病具有独特优势；同时 MRI可清晰显示动静脉瘘继发性脑

脊髓实质病变。有助于临床医生对硬脑脊膜动静脉瘘 MRI表现及其特点有一个直观、全面的认

识，对临床治疗方案的制定提供客观依据。  

 

 
EP-1608 

乳头状胶质神经元肿瘤的 CT、MRI 表现及病理分析 

 
朱建彬,于昊,王显龙,杜勇兴,邹天宇,蒋春秀, 席建东,温志波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510282 

 

目的 分析乳头状胶质神经元肿瘤(Papillary glioneuronal tumor，PGNT)的影像表现及病理

特征。资料与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5例乳头状胶质神经元肿瘤的临床、CT、

MRI影像学资料和病理学特点，并作文献复习。结果 4例位于幕上，其中颞叶 2例，额叶及脑

室各 1例；1例主要位于皮层区，3例位于脑室周围白质区。1例位于幕下小脑蚓部-小脑半

球。肿瘤可呈囊实性(2/5)、囊带壁结节样（1/5）、囊性（1/5）及实性（1/5）4种形态。CT

示病变实性部分呈等或稍高密度，其中 2例可见钙化。 2例 MRI检查示病变呈以稍长 T1稍长

T2信号为主的混杂信号，增强扫描呈明显强化。5例均表现轻度水肿。病理镜下均见特征性假

乳头状结构。 结论 乳头状胶质神经元肿瘤在 CT、MRI表现上有一定特点，多表现为幕上脑室

周围白质区囊带壁结节或囊实性肿块，罕见发生于幕下，界清且瘤周水肿轻，常伴钙化，极少

出现出血。组织形态学典型特征是假乳头结构和玻璃样（透明）变性的血管,免疫组化染色显

示 GFAP、S-100及 Olig2表达大多呈阳性,病理形态学及免疫组化可以明确诊断。 

 

 
EP-1609 

Altered functional connectome in unilateral sudden 

sensorineural hearing loss 

 
Fan wenliang,Jianming Yu,Ping Han 

Union Hospital， Tongji Medical College，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43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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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pose : To investigate the sudden sensorineural hearing loss related alterations 

in the topological organization of intrinsic functional network properties in 

unilateral SSNHL patients within the acute period using the graph theoretical 

network analysis method and to determine if hearing impairment is associated with 

functional network property alteration in unilateral sudden sensorineural hearing 

loss patients. 

Materials & Methods : This study included data collected from two groups (left and 

right side unilateral SSNHL) of patients and a healthy control group with, in 

total, 170 right-handed subjects. Pure tone audiometry was performed to assess 

hearing ability. Abnormal changes in the peripheral auditory system were examined 

using conven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The graph theoretical network 

analysis method was used to detect brain connectome alterations in unilateral 

sudden sensorineural hearing loss. 

Results :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s, both groups of unilateral SSNHL 

patients exhibited a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clustering coefficient, global 

efficiency, and local efficiency but a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characteristic path 

length. In addition, the primary increased nodal strength (e.g., nodal betweenness, 

hubs) was observed in several regions primarily, including the limbic and 

paralimbic systems, and in the auditory network brain areas. 

Conclusions : We found, using graph theory analysis, that detectable alteration of 

network organization occurred in unilateral sudden sensorineural hearing loss 

patients within the acute period at the global and regional level. The functional 

connectome of unilateral SSNHL patients is characterized by a shift toward small-

worldization with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the clustering coefficient, the global 

efficiency and the local efficiency but a significant decrease in the 

characteristic path length, which may indicate a plastic reorganization procedure 

of the brain to compensate for the loss hearing in sudden sensorineural hearing 

loss. We also found an increased nodal strength primarily in the limbic and 

paralimbic system, which could be related to SSNHL-related concomitant symptoms, 

such as tinnitus, vertigo and emotional exhaustion. 

 

 
EP-1610 

Altered Dynamic Community Structure of Brain Network 

in Alzheimer's Disease 

 
Fan wenliang,Jianming Yu,Ping Han 

Union Hospital， Tongji Medical College，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430022 

 

Purpose : To propose a consensus modularization approach to extract 

dynamic information from spontaneous fMRI data, and to investigate the altered 

dynamic community structure of brain network in Alzheimer's disease by this 

approach. 

Materials & Methods : We extracted dynamic information from BOLD signals with 

sliding window to get a time series of subnetworks of brain and integrated 

dynamic modularization of subnetoworks into an optimized modularization par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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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a consensus algorithm. Then this consensus algorithm was applied to 

the Alzheimer's disease patients to evaluated the altered dynamic community 

structure of their brain network. The consensus algorithm was also evaluated by a 

support vector machine method to assessed its reliability. 

Results : At subject level, evaluations in normalized mutual 

information suggested that approach proposed can get a consensus modular 

structure of brain network which contains dynamic variations of modular 

organization over time. On the other hand, analysis of network properties and 

simulations of module attack demonstrated that consensus modularization results 

are mor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mechanism of functional segreg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the brain. In addition, AD classification results based 

on features from modularization also verified that the consensus modularization 

result did describe the key characteristics of modular organizations in AD. In 

group analysis,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consensus algorithm can extract 

more consistent modular information over individuals with differences and get a 

concordant and rational group-level modular pattern structure.  

Conclusions : We proposed a consensus modularization approach with sliding window 

to explore the dynamic modular structure of functional brain network.With the 

approach proposed, we analyzed the modularization of functional brain network of 

healthy individuals and patients with Alzheimer's disease and evaluated this 

approach. The experiment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this approach can extract 

crucial dynamic features of modular organization over time and integrate these 

into an optimized modularization partition. The group analysis also suggested 

that the group-level modular structure obtained by our proposed consensus 

modularization approach matched the modular organization of different 

individuals in this group well, and was a fully representative result over 

subjects in one group. 

 

 

EP-1611 

可逆性胼胝体压部病变综合症的 MRI 表现 

 
陈友强,方靖琴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野战外科研究所 400042 

 

目的：探讨可逆性胼胝体压部病变综合征(Reversible splenial lesion syndrome，

RESLES）的 MRI影像学表现。 

方法：搜集我院从 2012年 1 月～2017年 2月就诊于我院并经临床确诊为 RESLES的患者 35

例，按发病原因及临床表现分为感染相关组（A组）、癫痫相关组（B组）以及其它病因组（C

组）。分析各组病例 MR图像病灶消失的时间特征，常规 MRI序列及 MR 功能成像的影像学特

征。 

结果：35例患者中，20例男性，15例女性，年龄 17-54 岁，平均年龄 30.6岁。20例患者主

诉发热、头痛表现，列入 A组；10例患者以癫痫症状或服用抗癫痫药物史列入 B组；5例患者

表现为头昏，或轻度意识障碍、视物障碍等列入 C组。35 例患者分别于发病后第 2～15天行

头部 MRI检查，就诊当日 MR检查中均发现胼胝体压部的异常信号。病变呈圆形或椭圆形，位

于胼胝体压部中心，无瘤周水肿及占位效应。T1WI图像上病变呈等或稍低信号，在 T2WI 及

Flair序列上呈稍高信号。弥散加权成像（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 DWI）表现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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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散受限，ADC图病变呈均匀稍低信号，增强扫描病灶均没有明显对比增强。给予对症处理

后，A组患者临床症状完全缓解中位时间为 4d（3d-5d），B组完全缓解中位时间为 22d（14d-

30d），C组完全缓解中位时间为 13.5d（7d-20d）。于 MRI 首次发现病变后 10-180天复查头

部 MRI，均提示病灶完全消失。 

结论：RESLES是一组临床影像学综合征，其病理生理学机制尚不完全明确，病因复杂，临床

表现多样，对症或不经任何处理即可缓解。常规 MR及 DWI成像序列有一定的特征性表现，对

于指导临床对这一类疾病进行治疗有重要价值，避免这一类患者的过度医疗。 

  

 

 

EP-1612 

3.0 T MR 3D-TOF 序列与 3D-FIESTA 序列融合图像在三叉神经

及面神经微血管减压术术前评估中的应用价值 

 
郭田田,苗重昌,徐健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222002 

 

目的 探讨 3.0 T MR 3D-TOF 序列与 3D-FIESTA序列融合图像在三叉神经及面神经微血管减压

术术前评估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 67例经微血管减压术（MVD）治疗的患者的病例

资料，其中三叉神经痛（TN）36例、面肌痉挛（HFS）31例。由 2名具有 5年以上工作经验的

放射科诊断医师，采用双盲法对 3D-TOF序列与 3D-FIESTA 序列融合图像中脑池段神经与血管

的关系进行评判，并采用 Kappa分析对 2名医师的评判结果行一致性检验。采用 c2
检验分别比

较 TN及 HFS患者症状侧、无症状侧有无血管接触的差异。将 3D-TOF序列与 3D-FIESTA序列融

合图像对症状侧三叉神经、面神经与邻近血管关系的显示情况与手术探查结果比较，计算其诊

断效能。结果 2名医师对 3D-TOF序列与 3D-FIESTA序列融合图像显示症状侧及无症状侧脑池

段三叉神经、面神经与血管关系评价的一致性好（Kappa值分别为 0.890、0.793、0.893和

0.768，检验水准α=0.05）。TN及 HFS患者症状侧、无症状侧有无血管接触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2
值分别为 26.13、20.81, P值均＜0.001）。MRI 显示症状侧存在血管压迫、接触或可

疑接触的 33例 TN患者于术中均发现责任血管，MRI显示症状侧存在血管压迫、接触或可疑接

触的 29例 HFS患者术中发现 28例有血管接触或压迫， 3D-TOF序列与 3D-FIESTA序列融合

图像诊断三叉神经及面神经与血管关系的敏感度分别为 97%和 97%，特异度分别为 100%和

50%，准确度分别为 97%和 94%，阳性预测值分别为 100%和 97%，阴性预测值分别是 67%和

50%。结论 3D-TOF序列与 3D-FIESTA序列融合图像能清晰显示神经与周围血管的空间关系，

具有更高的诊断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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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613 

2 型糖尿病患者长程和短程功能连接密度 

改变的静息态 fMRI 研究 

 
刘代洪

1
,段姗姗

2
,尹训涛

1
,张久权

1
,周朝阳

1
,刘波

1
,禹智波

3
,王健

1
 

1.第三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重庆市西南医院 

2.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3.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324 医院 

 

目的：大脑的信息处理方式包括相邻脑区和远隔脑区之间的相互作用，长程和短程功能连接的

平衡有利于维持大脑的小世界属性，以维持其较高的信息处理效率和较低的能量消耗。本研究

拟通过对 T2DM患者长程和短程功能连接密度（FCD）的分析，探讨 T2DM是否会对患者大脑长

程和短程 FCD的平衡造成影响，以加深对 T2DM患者发生认知功能损害的机制的理解。方法：

纳入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互相匹配的正常对照受试者（HC）和 T2DM患者各 32名，采集人

口学、血生化等数据，采用神经心理学量表评估认知功能，通过 3.0T MRI采集头部三维结构

像和静息态功能像数据。采用 Gretna v1.2.1软件对 MRI数据进行预处理并计算 FCD，并按功

能连接的正负（positive/negative）及长度（long/short，以 75mm为界）分为正的长程 FCD

（lpFCD）、正的短程 FCD（spFCD）、负的长程 FCD（lnFCD）和负的短程 FCD（snFCD）；然

后采用 DPABI v2.3软件对 FCD图行组内单样本和组间双样本 t检验（GRF校正，P＜0.05），

定位患者 FCD异常的脑区；提取患者异常脑区 FCD的 z值，与血生化数据和神经心理学量表评

分行相关分析。结果：T2DM 在神经心理学测试中的得分显著低于对照组。相较于 HC组，T2DM

患者左侧距状皮层 lpFCD减低，右侧角回 spFCD增高，左侧舌回 lnFCD减低，左侧额上回内侧

snFCD增高。其中左侧距状皮层与 RAVLT长时记忆呈正相关（ρ=0.364，P=0.041），右侧角

回与 RAVLT再认评分呈正相关（ρ=0.364，P=0.041）。结论：T2DM患者存在长程和短程 FCD

格局的改变，并且这些改变与患者的认知功能测试表现相关。长程和短程 FCD平衡被打破可能

是 T2DM患者发生认知功能损害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为进一步理解 T2DM认知功能损害的机制提

供了有力的证据。 

 

 

EP-1614 

首次诊断的帕金森病患者视辐射区白质脑血流灌注减低 

 
李鸣歌,马林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100853 

 

目的 采用 3D pCASL评估首次诊断的帕金森患者视辐射区白质脑血流灌注的变化。 

材料和方法 搜集 9 例首次诊断的帕金森病（PD）认知正常患者（男 3例，女 6例，年龄

63.00±8.02），和 9例年龄及性别相匹配的健康志愿者（男 3例，女 6例，年龄

61.78±6.55）。所有受试者通过 GE 3.0T MR（GE Discovery MR750）采集了轴位 T2WI，轴

位 3D-FSPGR及 3D pCASL。所有 PD患者在进行磁共振检查之前由专业人员进行简易智力状态

检查表（MMSE）、统一帕金森病评定量表（UPDRS）评分以及 H-Y分级（Hoen and Yahr 

stage）。将 3D pCASL原始数据传输到 AW4.6工作站，利用 Functool软件计算生成 CBF图，

将 CBF图与轴位 3D-FSPGR图像配准。以视交叉最明显层面为中间层面，在其上下共 5 个层面

上手动绘制多个大小相同的感兴趣区（ROIs）（60~70mm
2
），测量 ROIs脑血流值，并得到平

均 CBF值。采用两独立样本 t检验比较 PD患者和健康志愿者的视辐射区白质 CBF值的差异，

并将 CBF值与临床资料进行相关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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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与健康志愿者比较，PD患者视辐射区白质的 CBF值明显降低（28.67±3.63 和

33.58±4.80, p=0.01）。PD患者视辐射区白质的 CBF值与患者的年龄、H-Y分级、UPDRS第

Ⅲ部分评分没有明显相关性。 

结论 采用 3D pCASL技术定量分析 PD患者早期视觉系统的视辐射区白质脑血流灌注情况，发

现明显减低。该技术可用于纵向研究，有助于了解病程中视觉变化的演进过程，并评估药物治

疗对视觉系统脑血流灌注的影响。此外，该研究结果表明，视觉系统受累可以作为 PD的非运

动症状之一，可能先于运动症状出现。 

  

 

 

EP-1615 

伴认知障碍和不伴认知障碍的脑白质病病人 

的结构连接和功能连接改变 

 
刘城霞,杨时骐,覃媛媛,王振熊,朱文珍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脑白质病（white matter lesions, WMLs）可能参与血管性痴呆和阿尔茨海默症等多种

痴呆症的发病机制。本研究探讨伴认知障碍和不伴认知障碍的脑白质病病例的结构连接和功能

连接改变。 

方法：对 56例脑白质病病例和 35例年龄、性别和教育程度匹配的正常对照者进行认知功能评

价和 DTI、rsMRI序列扫描。使用全脑纤维连接密度（fiber connectivity density, FiCD）

方法对所有病例的 DTI数据进行后处理。其中，FiCD是一种基于全脑皮层重建和弥散纤维追

踪的新技术，可将有病变的白质纤维束追踪定位到相应大脑皮层。使用功能连接强度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strength, FCS）方法对所有病例的 rsMRI数据进行后处理，处

理时校正年龄、性别、教育程度和灰质密度。定量测量所有病例的 T2Flair图像上 WMLs 的体

积。 

结果：伴有认知障碍的脑白质病病例组的 WMLs的体积（27.7±15.5ml）明显大于不伴认知障

碍的脑白质病组（15.4±14.3ml），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构连接方面，与正常

对照者相比，伴认知障碍的脑白质病病例受 WMLs破坏的白质纤维主要连接于双侧前额叶、顶

叶、枕叶及双侧颞上回皮层。与不伴认知障碍的脑白质病病例相比，伴认知障碍的病例的双侧

前额叶与双侧顶叶皮层连接的 WMLs更显著。功能连接方面，与正常对照者相比，伴认知障碍

的脑白质病病例双侧距状回功能连接强度减弱，左侧额中回和左侧中央前回的功能连接强度增

强。 

结论：WMLs破坏包括默认网络和中央执行网络在内的广泛皮层区域之间的结构连接，可能为

阿尔茨海默症中默认网络的改变和血管性痴呆症中央执行网络改变提供结构基础。脑白质病可

能加速老年相关的由后向前的脑功能转化（the posterior-anterior shift in 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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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616 

弥散峰度成像（DKI）技术在评估急性单侧脑干缺血性脑梗死

皮质脊髓束损伤中的应用研究 

 
陈慧铀,陈宇辰,耿文,王鹏,苏文,毛存南,殷信道 

南京市第一医院 210006 

 

摘要  目的 探讨弥散峰度成像（DKI）技术评估急性单侧脑干缺血性脑梗死皮质脊髓束损伤

的应用价值。 方法 对 2016 年 6月-2017年 6月于我院住院治疗的急性单侧脑干缺血性脑梗

死患者共 61例，进行脑部常规 MRI及 DKI扫描，利用 DKE软件生成平均扩散系数（MD）、各

向异性（FA）、平均峰度（MK）图，选取急性脑梗死部位为感兴趣区，对感兴趣区侧及镜像区

侧的病灶区、大脑脚、内囊后肢、胼胝体干及中央前回的 MD、FA、MK值进行测量比较。结果 

与镜像侧对比，病灶区、大脑脚、内囊后肢、胼胝体干及中央前回的 MD、FA、值均减低，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MK值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DKI技术可敏感地检测到脑干缺血性脑梗死患者的常规 MRI不能发现的皮质脊髓束损

伤，为患者的早期治疗及预后提供更为精确的影像学信息。 

 

 

 

EP-1617 

糖酵解关键酶 PFKFB-3 抑制剂 3-PO 诱导的胶质母细胞瘤肿瘤

血管正常化多参数 MRI-分子影像标志物研究 

 
张俊峰,张伟国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野战外科研究所 400042 

 

目的：探究糖酵解关键酶 PFKFB-3抑制剂 3-PO诱导的胶质母细胞瘤肿瘤血管正常化分子特

征，建立血管正常化多参数 MRI-分子影像标志物。 

方法：采用 NOD-SCID小鼠及人源胶质母细胞瘤细胞系（U-87MG、U-251和 A-172），建立原位

胶质母细胞瘤动物模型 108 只。三种细胞系模型分别分为 PFKFB-3干预组（18只）和安慰剂

（生理盐水）对照组（18只）。于干预前 1天，干预后 1天、2天、3天、5天、8天 6个时

间点行多参数 MRI扫描（T1WI、T2WI、DWI、DCE-MRI、T1WI 增强和 MRS）、免疫组化染色(CD-

31、a-SMA、HIF-1a)及血管相关分子(VEGF、Ang-1、Ang-2)和 PFKFB-3蛋白 Western-blot分

析。采用 ANOVA及相关分析进行统计学处理。 

结果：糖酵解关键酶 PFKFB-3抑制剂 3-PO可诱导胶质母细胞瘤血管正常化，且存在时间窗效

应（3-5天）。多参数 MRI 可无创监测 3-PO诱导的肿瘤血管正常化。DCE-MRI参数 Ktrans与

MRS参数 Lac/Lip峰与 Ang-1/Ang-2比值具有显著相关性。 

结论：3-PO可诱导胶质母细胞瘤肿瘤血管正常化，多参数 MRI参数 Ktrans、Lac/Lip峰及

Ang-1/Ang-2比值可作为影像-分子标志物对肿瘤血管正常化进行无创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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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618 

3.0T 高分辨率磁共振成像在椎动脉夹层的应用研究 

 
肖晓怡,曾献军,吴钦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30006 

 

 

目的：探讨椎动脉夹层的特点及 3.0T高分辨率磁共振成像在椎动脉夹层诊断及随访中的应用

价值。 

方法：对 13名通过 DSA确诊的椎动脉夹层患者（9名男性，4名女性，平均年龄 55.6±13.0

岁）行 3.0T HRMRI检查，成像序列包括 3D-TOF、3D-SPACE、垂直病变血管的 2D-

DIRTSE(T1WI-FS、PDWI-FS、T2WI-FS)以及增强后的 3D-SPACE、DIRTSE-T1WI-FS。两位高年资

影像科医生共同对图像分析，评估椎动脉夹层发生的部位、是否存在内膜瓣、关于壁内血肿的

存在和大小、狭窄程度、管腔内血栓的存在。 

结果：发生在双侧椎动脉 V4段 2例（15.4%），左侧 V4段 4例（30.7%），右侧 V4段 3例

（23.1%），左侧 V3段、右侧 V3段、左侧 V2段、右侧 V1段各 1例。在 13名患者的 15 支夹

层血管中均能观察到内膜瓣及“双腔征”，7支（46.7%）夹层血管可以观察到壁内血肿的存

在。 

结论：3.0T高分辨率 MRI可以对椎动脉夹层的形态特征进行精确的横截面和纵向分析，能明

确夹层血管的壁内血肿，以便获得关于再通、狭窄程度、假性动脉瘤形成以及新出现的夹层信

息，可以利用 HRMRI对椎动脉夹层患者进行随访。 

  

 

 
EP-1619 

首发抑郁症静息态杏仁核功能连接 

 
谢生辉,高阳 

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10050 

 

摘要 目的：抑郁症是以显著而持久的心境低落为主要临床特征，杏仁核是参与情绪调节的重

要脑区之一, 特别是对负性情绪调节作用更为重要，本文亦在探讨杏仁核功能连接异常在抑郁

症病理机制中的作用。 

方法：收集临床确诊 32例首发抑郁症患者及 25例与之匹配正常对照组进行静息态功能磁共振

扫描。运用 DPARSFA软件进行数据预处理，分别选取左右杏仁核作为感兴趣区，分别对提取的

左右杏仁核的时间序列与全脑的时间序列进行相关分析。并利用双样本 t检验做组间对比, 设

P<0.05为差异具有显著性。并与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17）进行相关分析。 

结果：抑郁患者与正常对照比较,左侧杏仁核与双侧前额叶、对侧楔前叶及同侧后扣带回的功

能连接增强,与左侧顶下小叶、同侧海马功能连接减弱。右侧杏仁核与双侧额叶背外侧、对侧

颞中回功能连接增强,与左侧额叶眶回、同侧海马旁回、对侧舌回功能连接减弱。且左侧杏仁

核与右侧前额叶功能连接与汉密尔顿抑郁量表得分呈负相关。 

结论:静息态下抑郁症双侧杏仁核功能连接存在异常, 这可能与抑郁症患者杏仁核功能异常及

在情绪调节中协调性异常相关。杏仁核功能连接改变有助于抑郁症神经病理生理机制更好的探

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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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620 

基于体素灰质不对称性方法的单侧突发感音神经性聋研究 

 
李静,范文亮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430022 

 

目的：突发感音神经性聋是耳鼻喉科常见的急性疾病，多表现为单侧发病。单侧突发感音神经

性聋与大脑灰质左右不对称性程度的改变是否有关目前还不清楚，本实验初步探讨不同侧别的

突发感音神经性聋患者的大脑灰质结构不对称性的改变与发病侧别的关系。 

方法：采用西门子公司 3.0T 超导型 Trio磁共振成像系统，采集 39（男性 19例）例急性期左

侧突发感音神经性聋患者，47（男性 27例）例急性期右侧突发感音神经性聋，以及 105（男

性 47例）例健康对照组的高分辨率 T1加权图像。通过基于体素形态分析法，按照 15 年

nature protocol 杂志推荐的 12步大脑不对称性的分析步骤，通过 ANOVA及 POST-HOC统计分

析方法，对比分析不同侧别的突发感音神经性聋患者与正常组相比，大脑灰质不对称性指数的

改变。 

结果：与正常人对比，左侧突发感音神经性聋病人组在小脑后叶、额叶内侧回、额上回、后扣

带回、中央后回等区域呈现大脑灰质右侧化程度升高，在颞上回、颞极、额下回等区域呈现大

脑灰质右侧化程度降低，在枕中回、颞中回区域呈现大脑灰质左侧化程度降低，没有区域表现

为左侧化程度升高；而在右侧突发感音神经性聋病人组中，在颞叶颞上回区域呈现大脑灰质右

侧化程度升高，在小脑后叶、海马旁回、枕中回、额上回等区域呈现大脑灰质右侧化程度降

低，没有大脑区域表现为左侧化程度的改变。 

结论：单侧突发感音神经性聋患者在急性期就已经有大脑灰质不对称性的改变，且不同侧别的

病人，大脑灰质不对称性改变发生的区域和程度不同，这可能和单侧突发感音神经性聋大脑不

同系统间发生的灰质结构重组有关。 

 

 

EP-1621 

稳定期 COPD 患者认知功能障碍类型和磁共振形态学研究 

 
徐卫卫,卢春强,居胜红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210009 

 

目的 研究应用磁共振基于体素的形态学分析(VBM)方法，分析稳定期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stable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患者脑灰质密度与健康人的差异，同时

应用神经心理学量表评估 COPD患者认知功能障碍类型，并研究 COPD患者灰质密度改变与认知

功能联系。方法 选择 2014 年 6月～2016年 6月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28例稳定期 COPD 患

者（COPD 组）和 18例健康对照组，对 COPD组和健康对照组进行血液学检查、肺功能检查、

神经心理学量表检查和磁共振检查，并收集相关临床资料。运用 SPM8软件对比分析两组间灰

质体积差异，运用 SPSS18对临床数据资料进行分析。结果 COPD患者肺功能较健康对照组有

显著统计学差异（P =0.001），而 COPD组神经心理学量表（简易精神状态检查（MMSE）、

MoCA量表、数字广度测试 （DS）、符号数字模式测验（DST）、连线测验 A （TMT-A）、连线

测验 B （TMT-B））评分较对照组明显降低（P ＜ 0.05 或 P ＜0.01）。与对照组比较，

COPD患者右侧缘上回、顶下小叶、颞中回、颞下回及双侧小脑较对照组存在显著差异（P ＜

0.01，Alphasim校正），COPD组在右侧缘上回、顶下小叶、颞中回和颞下回的灰质密度值和

听觉词语学习测验 （AVLT）呈负相关（r=-0.611），亦与延时听觉词语学习测验 （AVLT）呈

负相关（r=-0.589），双侧小脑的灰质密度值和数字广度测试 （DS）呈正相关（r=0.706）。 

结论 稳定期 COPD患者以非遗忘型认知功能障碍为主，以执行功能损害为主要表现。稳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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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D存在多个脑区灰质体积减小，并与认知功能下降相关，对临床诊断及评估 COPD患者认知

功能障碍有一定意义。 

 

 

EP-1622 

难治性内侧颞叶癫痫前颞叶切除术后 

静息态网络功能连接变化 

 
张超,陈楠,李坤成,齐志刚,杨宏宇 

北京宣武医院 100053 

 

目的  观察难治性内侧颞叶癫痫(mesial temporal lobe epilepsy, MTLE)患者前颞叶切除术

(anterior temporal lobectomy, ATL)后，静息态脑网络(resting-state networks, RSNs)功

能连接(functional connectivity, FC)变化。方法  本研究纳入我院功能神经外科 14名左

侧 MTLE患者。所有患者均行左侧 ATL治疗，术后病理均为海马硬化，且术后 1年随访均未出

现发作。纳入 30名健康志愿者作为对照组。所有被试者均接受蒙特利尔认知量表(Montreal 

Cognitive Assessment, MoCA)评估。使用西门子 3.0T磁共振对所有被试行 3D-MPRG及 BOLD

序列扫描。使用独立成分分析法提取所有被试 RSNs。分别利用一般线性模型分析比较术前、

术后患者与对照组，以及利用配对 t检验比较术前、术后之间的 MoCA测量结果以及 RSNs 间

FC的差异性 (Bonferroni 校正，p<0.05)。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较，术前患者出现左侧额顶

网络分别与感觉运动网络间、突显网络间 FC显著性增加，左侧额顶网络与外侧视觉网络间、

默认网络与执行控制网络间 FC显著性降低。与术前患者比较，术后患者出现左侧额顶网络分

别与感觉运动网络间、突显网络间 FC减低。与健康志愿者相比较，术后患者网络间 FC没有出

现统计学差异。术前患者显示左侧额顶网络与外侧视觉网络间 FC与语言功能(p=0.012, r=-
0.722)及延迟回忆(p=0.002, r=-0.827)呈负相关；默认网络与执行控制网络间 FC与视空间/

执行功能呈正相关(p=0.015, r=0.705)。术后患者 RSN间 FC与 MoCA测量结果之间没有显著相

关性。结论 特定 RSN间 FC的改变或许是反映 ATL术后难治性 MTLE发作解除和病人的认知表

现的潜在的重要影像学特征。 

 

 

 
EP-1623 

The Mechanism of Mild Traumatic Brain Injury Based on 

Diffusion Tensor Imaging 

 
Tao Fangxu

1
,Liu Jun

2
 

1.the Central Hospital of Panzhihua City 

2. The Second Xiangya Hospital，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Introduction: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dentify the abnormalities of mTBI 

by using DTI and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Materials and methods: 16 acute mTBI (72 

hour) patients and 15 healthy controls were scanned at 3.0 T MRI using DTI. These 

data were preprocessed using VBA to identify brain pathology across all patients 

with mTBI. Then the voxel-based linear regressions was performed between the FA, 

MD, ADC and the scores on BDI and STAI questionna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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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Comparing with controls, FA was decreased in the supp-motor area of 

frontal lobe，and MD and ADC increased in the area of frontal and parietal lobe. 

There was no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FA, MD, ADC and S-AI.Conclusions: Whole-brain 

white matter DTI measures can detect abnomalities in acute mTBI . And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suggest that the DTI can serve as a potential biomarker of mTBI. 

  

 

 

EP-1624 

动态对比增强 MRI 纹理分析法与磁敏感加权成像联合 

应用在脑胶质瘤分级中的价值 

 
苏春秋,鲁珊珊,韩秋月,洪汛宁 

江苏省人民医院 210029 

 

摘要：目的  探讨动态对比增强 MRI（DCE-MRI）纹理分析法及磁敏感加权成像(SWI)联合应

用在脑胶质瘤分级诊断中的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本院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52例脑胶质瘤患

者，术前行常规 MRI，DCE-MRI和 SWI扫描。应用 Extended Tofts Linear双室模型拟合计算

药代动力学参数，包括转运常数（K
trans

）、速率常数（Kep）、血管外细胞外间隙体积百分比

（Ve ）和血浆体积百分数（Vp）。选取整个肿瘤的实质区作为感兴趣容积（VOI），基于直方

图分析和灰度共生矩阵法得到 K
trans

, Kep, Ve 和 Vp 图的纹理特征参数，包括平均值、偏度、峰

度、均匀性、能量和熵。并统计 SWI肿瘤内磁敏感信号（ITSS），应用独立样本 t检验、

Mann-Whitney U 检验、Logistic 回归分析和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分析 DCE-MRI各纹

理参数和 ITSS单独使用和两者联合应用对胶质瘤分级的诊断效能。结果  高低级别胶质瘤组

中 DCE-MRI的纹理参数和 ITSS分级有显著性差异（P<0.05），其中 K
trans

的均匀性和 ITSS 分

级对胶质瘤分级的诊断效能最高，ROC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 0.917和 0.925，敏感性均为

93.3%，特异性均为 90%。K
trans

的均匀性和 ITSS联合应用鉴别高低级别胶质瘤 AUC为 0.993，

敏感性 96.7%，特异性 100%。结论  DCE-MRI纹理分析法和 SWI可以对脑胶质瘤进行分级，

两者联合可以提高脑胶质瘤分级的诊断效能。 

 

  

 

 
EP-1625 

囊性少突胶质细胞瘤与多形性黄色星形细胞瘤 

影像征象对比分析 

 
王丹,张国晋,张文娟,周俊林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730030 

 

目的 对比囊性少突胶质细胞瘤(cystic oligodendroglioma，COD)与多形性黄色星形细胞瘤

(pleomorphic xan-thoastrocytoma，PXA)的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

征象差异，以对二者做出鉴别诊断。材料与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15例 COD 患者

与 9例 PXA患者的术前 MRI 平扫、增强扫描及扩散加权成像(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

DWI)检查的影像资料，对其 12项 MRI征象及年龄进行对比分析。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卡方

检验，计量资料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或非参数检验。结果 15例 COD与 9例 PXA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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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肿瘤大小(t=4.824，P＜0.01)、肿瘤形态(χ2
=13.211，P＜0.01）、肿瘤实性结节的位置

(χ2
=13.211，P＜0.01)、实性结节强化的均匀性(χ2

=9.802，P＜0.01)、囊壁的强化程度

(χ2
=10.959，P＜0.01)这 5项影像学征象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肿瘤位置(χ2

=3.898，P＞
0.05)、与软脑膜的关系(χ2

=0.059，P＞0.05)、实性结节 T2WI信号(χ2
=0.336，P＞0.05)、

实性结节 DWI信号(χ2
=0.059，P＞0.05)、囊壁光整性(χ2

=0.320，P＞0.05)、与周围脑组织

的关系(χ2
=0.800，P＞0.05)、瘤周水肿程度(χ2

=0.572，P＞0.05)这 7项影像学征象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年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Z=-1.717，P＞0.05)。结论 颅内 COD与 PXA

在肿瘤大小、肿瘤形态、实性结节的位置及强化的均匀性、囊壁强化程度这 5项 MRI征象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可以作为二者鉴别诊断的影像学依据，肿瘤好发位置及好发年龄亦可作为鉴别

诊断的辅助指标。 

  

 

 
EP-1626 

帕金森病脑实质微观结构的弥散峰度成像研究 

 
高冰冰,田诗云,韩亮,董俊伊,李晓欣,苗延蘶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6011 

 

目的：本研究应用磁共振弥散峰度成像（DKI）对特发性帕金森病（PD) 患者及健康对照组

（HC）的脑实质进行测量及定量分析，初步探讨 DKI对 PD 进行定性、定量评估的应用价值。 

材料与方法：本研究为前瞻性研究，得到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研究对象包括特发性帕金

森病组（PD组）和健康对照组（HC组）。其中，PD组为 20例经临床确诊的患者，男性 10

例，女性 10例。HC组是年龄、性别均与 PD组匹配的健康志愿者。所有受试者均行常规 MRI

序列及 DKI扫描。分别测量所有受试者双侧额叶、顶叶、枕叶及颞叶的皮层下白质、海马、尾

状核头、壳核、苍白球、丘脑、内囊（前、后肢）、外囊、胼胝体（膝、干、压部）、红核、

黑质、齿状核及小脑半球共 19个部位的 MK值、MD值及 FA值，同一部位同一层面用相同大小

ROI测量三次，取平均值作为最终测量值。应用社会科学统计软件包 SPSS17.0版进行数据分

析，采用两独立样本 t检验比较 PD组与 HC组间的各部位 DKI参数值是否存在差异；应用 ROC

曲线下面积评价各参数值诊断 PD的能力。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表示，P≤0.05 认为有统

计学意义。 

结果：1. 与 HC 组相比，PD 组的苍白球的 MK值升高，颞叶皮层下白质、海马、内囊前支的

MK值下降（P 值均小于 0.05）。2. 与 HC 组相比，PD 组的顶叶与颞叶皮层下白质、胼胝体

干、内囊前肢与后肢、外囊、丘脑、海马、苍白球、红核、黑质、齿状核及小脑的 FA 值减小

（P 值均小于 0.05）。3.与 HC 组相比，PD 组的额叶、颞叶皮层下白质、内囊后肢的 FA值下

降，小脑的 FA值升高（P 值均小于 0.05）。4. 小脑半球的 FA值的 ROC 曲线下面积最大，为

0.896，最佳诊断界值点为 0.387，其灵敏度为 0.850，特异度为 0.913。 

结论：1. DKI 参数可以准确地反映 PD 患者脑实质微观结构的改变。2.小脑半球的 FA值是鉴

别 PD 患者与正常人的最佳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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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627 

垂体细胞瘤 5 例 MR 表现并文献复习 

 
李建瑞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210002 

 

目的 探讨垂体细胞瘤的 MR 表现以及临床特征，以提高对该病的诊断及鉴别诊断。 

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手术及病理证实的 5例垂体细胞瘤的临床及影像学资料，并复习相关文

献。 

结果 5例患者均在临床表现为视野、视力障碍和头痛等。影像学上呈类圆形或椭圆形，边界

清晰，其中 3例位于鞍上，1例位于鞍内，1例为鞍内和鞍上，肿块呈实性，在 MR上 T1WI 呈

等信号，T2WI呈等或稍高信号，其中 2例肿块内部见小囊变影，未见出血、钙化，垂体柄显

示不清，增强扫描肿块呈早期快速明显强化。 

结论 垂体细胞瘤的 MR表现具有相对的特征性，有助于本病的诊断和鉴别诊断。 

  

 

 
EP-1628 

Acute Neural Imaging Reaction of rTMS to Esophageal 

Cancer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Zhiwei Guo,Qiwen Mu,Huaping Chen,Jianquan Yang 

Nanchong Central Hospital 637000 

 

Purpose: To investigate the alteration of the spontaneous neural activity and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immediately after 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rTMS) to esophageal cancer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using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ethod. 

Methods: Eleven esophageal cancer patients with major depression were enrolled in 

this study. All of the patients received one time rTMS treatment with 10 Hz 

frequency and 100% resting motor threshold over the left 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involving 30 trains of 50 pulses with 25-second intervals. Before and 

immediately after the treatment, the resting state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examination was performed. The comparison of 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 

(HAMD), amplitude of low frequency fluctuation (ALFF), and the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of depression related brain regions before and after rTMS treatment 

were all conducted. Beside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alteration of ALFF in 

depression related brain regions and the HAMD changes were also calculated. 

Results：After one time rTMS treatment, the HAMD scores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The depression related regions including right superior frontal cortex, 

inferior orbitofrontal gyrus, hippocampus, bilateral middle frontal cortices,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ACC), middle temporal gyri, and left inferior temporal 

gyrus all revealed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ALFF. The alteration of ALFF in the ACC 

was negative correlated with the alteration of HAMD. In addition, the limbic-

cortical-striatal-thalamic network also increased in depression patients after 

rTMS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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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rTMS may achieve the rehabilitation of depression by improving the 

spontaneous neural activity of depression patients, and modulating the limbic-

cortical-striatal-thalamic network. 

  

 

 

EP-1629 

高分辨 MRI 深部微小流空在判断大脑中动脉 

狭窄性质中的增益价值 

 
王可颜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摘要】 目的 探讨高分辨磁共振成像联合深部微小流空现象在鉴别诊断动脉粥样硬化和动脉

炎中的增益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大脑中动脉症状性狭窄且接受治疗的 183例患者的高分辨

磁共振成像资料，分别以高分辨磁共振表现和高分辨磁共振表现联合深部微小流空现象两种方

法判断大脑中动脉狭窄性质，判断结果分别与临床确诊结果相比较，并进行统计学检验，以影

像学资料、生化实验室检查及随访结果等综合信息为临床确诊依据，最终诊断为动脉粥样硬化

159例和动脉炎 24例。结果 动脉粥样硬化组深部微小流空发生率显著大于动脉炎组

[74.2%(118/159)对 0%(0/24), X
2
=50.146, P=0.000]。高分辨磁共振表现诊断动脉粥样硬化狭

窄的灵敏度 84.3% (134/159)，特异度 100% (24/24)，准确率 86.3% (158/183)，与临床确诊

一致率 kappa值=0.584。高分辨磁共振表现联合深部微小流空现象诊断动脉粥样硬化狭窄的灵

敏度 95% (151/159)，特异度 100% (24/24)，准确率 95.6%(175/183)，与临床确诊一致率

kappa值=0.832。高分辨磁共振表现联合深部微小流空现象诊断动脉粥样硬化狭窄的准确率高

于高分辨磁共振表现，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X
2
=16.50, P=0.002）。高分辨磁共振表现，高

分辨磁共振表现联合深部微小流空现象诊断 ICAD的 ROC曲线下面积及 95%CI分别是

0.921(0.883-0.960)，0.975(0.954-0.996)，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0）。结论 高分辨

磁共振表现联合深部微小流空现象对动脉粥样硬化和动脉炎的鉴别诊断较高分辨磁共振表现能

够提供更多的诊断信息，具有较高的增益价值。 

  

 

 
EP-1630 

抗 NMDAR 脑炎的影像与临床特征分析 

 
宋玉坤,杨智云,初建平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510080 

 

目的 分析抗 N-甲基-D天冬氨酸受体（NMDAR）脑炎患者的 MRI表现及临床特点。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5例血清和脑脊液抗 NMDAR抗体阳性并经临床确诊的抗 NMDAR脑炎患者的头

颅 MRI、盆腔 CT、妇科超声检查和临床资料，总结分析其临床特征、影像表现、治疗及预后。 

结果 15例抗 NMDAR脑炎患者中男性 5例，女性 10例，年龄 18-35岁，中位年龄为 26岁，其

中 9例女性患者合并有卵巢畸胎瘤，6例患者有上呼吸道感染等前驱症状，主要临床表现为精

神行为异常、癫痫发作、紧张性缄默、口面部不自主运动、手足徐动、意识障碍和中枢性低通

气；血清和/或脑脊液抗 NMDAR抗体均为阳性。头颅 MRI 异常 11例，主要表现为部分脑区 T2-

FLAIR高信号，包括海马、小脑、额叶、胼胝体、岛叶、基底节区、脑干，增强扫描可呈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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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轻度强化或软脑膜强化。盆腔 CT异常 4例，表现为单侧附件区类圆形结节，边界清楚，

含有脂肪密度与软组织密度。妇科超声异常 9例，表现为单侧附件区肿块，边界清楚，内部为

无回声及面团状高回声。所有患者均行免疫治疗，4例行患侧附件切除术，5例行畸胎瘤剔除

术，症状均明显好转。出院后随访至今未见症状复发者。 

结论 抗 NMDAR脑炎最常发生于生育期青年女性，尤其是伴有肿瘤特别是卵巢畸胎瘤的女性患

者，儿童、青少年，特别是年轻女性患者出现精神症状、癫痫发作，尤其有口面颌不自主运动

及低通气，需考虑该病的可能。头颅 MRI对疾病的诊断具有重要的辅助作用，但是缺乏特异

性。怀疑该病的患者均应行 CT或超声检查仔细排查潜在的肿瘤，经抗体检测和临床确诊后，

早期免疫治疗和畸胎瘤等相关肿瘤的发现与切除对疾病预后十分重要。 

 

 
EP-1631 

脑室外神经细胞瘤的影像学特征 

 
芮琦虹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510282 

 

目的：总结脑室外神经细胞瘤（extraventricular neurocytoma, EVN）的影像学特征。 

资料与方法：回顾性分析 7例经手术证实的脑室外神经细胞瘤的 CT和 MRI表现，结合文献观

察、分析肿瘤特点。 

结果：7例 EVN患者，男 5 例，女 2例，年龄 5～56岁，中位年龄 11岁；6例位于大/小脑半

球（额叶 2例、小脑半球 2例、枕叶 1例、基底节区 1例），1例位于颈髓。本组发生在大/

小脑半球的 6例 EVN均呈囊实性，其中 2例为较大的单囊，4例为多发小囊，囊变均位于病灶

边缘；实性成分以等或稍长 T1、等或稍高 T2信号为主，囊性部分呈长 T1、长 T2信号，其中

一例见短 T2流空血管影，6例均未见出血信号；边界清楚，病灶体积较大，但灶周无水肿或

水肿轻；增强扫描实性成分及囊壁显著强化或轻度强化；CT显示病变内含钙化（66.67%），

均位于实性成分内；发生在颈髓的 1例 EVN呈实性，信号混杂，可见短 T2出血信号，增强扫

描显著强化，累积 3个颈髓节段，颈髓增粗，灶周水肿轻。 

结论：EVN是一类罕见的肿瘤，但是在 CT及 MRI上具有一定的影像学特征，对于中青年大/小

脑半球囊实性伴钙化的病灶，应把 EVN列为鉴别诊断，本例颈髓的 EVN无明显特异性，术前较

难诊断。 

  

 

 
EP-1632 

原发性闭角型青光眼患者脑网络小世界属性的 fMRI 研究 

 
刘丹

1,2
,曾献军

2
,刘玉林

1
 

1.湖北省肿瘤医院 

2.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利用基于图论的分析方法，研究原发性闭角型青光眼（primary angle-closure 

glaucoma,PACG）患者静息态下脑网络的小世界属性。方法：33例 PACG患者及 33例性别、年

龄匹配的健康对照组(healthy controls,HCs)，均接受静息态 fMRI检查。选择 116个自动解

剖标定(automated anatomical labeling,AAL)模板脑区为节点，计算功能连接获得相关矩阵

用于构建二值化网络，获取脑网络整体及局部属性，并在局部属性上行组间双样本 t检验(错

误发现率矫正，P<0.05)分析差异脑区,同时分析差异脑区的网络属性与临床参数如视网膜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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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厚度(RNFLT)，静脉杯盘比(CDR)，眼内压(IOP)及视力(VA)的相关性。结果：PACG及 HCs组

脑网络均存在“小世界”属性。在最小及最大网络稀疏度(0.32~0.42)下，PACG组聚类系数以

及小世界指数均轻度减低，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最小网络稀疏度 0.32下，PACG

患者视觉及非视觉（躯体运动及情感-记忆）脑区节点度及节点介数有改变，且其左侧眶部额

中回节点介数与静脉 CDR呈正相关,双侧缘上回及左侧豆状壳核节点介数与 VA呈正相关，右侧

楔叶节点度与 VA呈负相关。结论：PACG患者脑网络存在小世界属性，其视觉，躯体运动及情

感-记忆脑区局部属性存在改变，表明 PACG患者脑网络传递信息效率异常，为理解 PACG全脑

网络功能改变提供新思路。 

 

 

EP-1633 

Diagnostic value of diffusion tensor imaging in 

lumbosacral nerve root entrapment 

 
wang tao,Xu Rui,Wang Rongpin 

Guizhou provincial people’s hospital 550002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MR diffusion tensor imaging (DTI) 

in patients with lumbosacral nerve root compression. 

Methods: Twenty-two patient cases with chronic low back pain and unilateral 

sciatica and 22 healthy volunteers underwent routine 1.5T MR (MAGNATOM Aera, 

Siemens Healthcare) examination. The MR protocol consisted of a sagittal T1- and 

T2-weighted spin ECHO sequence focused on the lumbar disc, followed by an axial 

T2-weighted spin ECHO sequence and 3D-MEDIC sequence. In all the subjects, DTI 

was used with 3D-MEDIC sequence imaging, and the lumbosacral nerve roots were 

visualized using fiber tractography. Fractional anisotropy (FA) values and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ADC) values at the lumbar nerve roots were 

measured on the fusion images. 

Results: The spinal nerves of all the patients and healthy volunteers were 

successfully visualized. Nine patients were found to have L4/L5 disc herniation, 

and thirteen had L5/S1 protrusion of the intervertebral disc. A total of nine 

patients had herniated intervertebral disc involvement ipsilateral to the same 

number vertebral bodies, with the same number of nerve roots (two). Eleven 

patients had herniated intervertebral discs involving the same lateral nerve root 

with the same number of vertebral bodies. A total of 29 nerve roots were found to 

be involved in the patient group. At the intervertebral disc protrusion level, 

nine nerve roots showed obvious deformation, and the 20 nerve roots showed 

compression and displacement. The FA value of lumbar disc herniation with 

lateral compression of the spinal nerve root in the patient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healthy controls (P < 0.01) and with 

contralateral nerve root compression (P < 0.01); the ADC valu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patient group than in the healthy control group (P < 0.01) and with 

contralateral nerve root compression (P < 0.01).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found in the FA and ADC values of the normal lateral protrusion of the 

intervertebral discs between the patients and healthy volunteers (P > 

0.05); this trend was seen in both the left and right L4 or L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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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 This study confirmed that it is possible to visualize and 

quantify the lumbar and sacral spinal nerve roots using a 1.5 T MRI diffusion 

tensor and fiber tracing imaging technique. 3D-MEDIC and DTI fusion 

imaging is a useful tool for examining the condition of the spinal nerve. 

 

 

EP-1634 

弥散加权成像在良恶性脑膜瘤中的应用 

 
葛琛瑾

1
,舒政

1
,邓小飞

1
,刘小明

2
,杨景勇

1
,陈雯

1
 

1.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上海中西医结合医院 

2.山东省千佛山医院 

 

【摘要】目的 比较不同级别脑膜瘤在 DWI图像上差异，并探讨 ADC值在预测脑膜瘤 WHO分级

中的作用。方法 回顾性分析 131例脑膜瘤病例，所有病例均采用 Siemens 3.0T磁共振扫描进

行 DWI序列扫描。DWI扫描中 b值分别采用 0及 1000s/mm2。用 Mann-Whitney U 检验对 ADC

值进行比较。结果 根据 WHO 分级，131例患者 WHO I级 91例（69.5%）,WHO II级 35 例

（26.7%），WHO III级 5例（3.8%）。WHO I级脑膜瘤的 ADC值（1.05±0.39*103 mm2s-1;）

较 WHOII级（0.77±0.15*103 mm2s-1; P=0.001）及 WHO III级（0.79±0.21*103 mm2s-1; 

P=0.01）相比明显增高。 ADC值 0.85是可以作为一个阈值将 WHOI级和 II/III级的脑膜瘤区

分开来。（敏感性 72.9%，特异性 73.1%，准确性 73.0%）。结论 ADC值能有效预测脑膜瘤

WHO分级，ADC值 0.85可作为 WHO I级和 II/III级的脑膜瘤的分界值。 

  

 

 

EP-1635 

Voxel-wise centrality of resting-state fMRI in 

subacute phase of mild traumatic brain injury 

 
xie kai,Gao Lei,Gong Honghan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chang University， Nanchang， 

China. 330003 

 

Patients with mild traumatic brain injury (mTBI) often experience persistent 

cognitive and behavioral impairments. Studies have suggested that these 

neurobehavioral sequelae are linked to structural and functional brain alterations. 

Graph-theoretical analysis is a more direct algebraic method for describing 

network properties that may provide additional results. We compared voxel-wise 

degree centrality (DC) between patients with mTBI (n=23) and healthy controls 

(n=25). Patients with mTBI exhibited significantly higher DC in right medial 

temporal, left superior temporal, and left superior/medial prefrontal regions, and 

significantly lower DC in left cerebellum posterior lobe compared to controls. 

These alterations across distributed brain systems associated with integrative and 

default functionality we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neuro-behavioral symptoms. 

Our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mTBI patients exhibit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hub 

connectivity profiles of resting-state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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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ch may provide novel insight into the connectional underpinnings of mTBI during 

its subacute periods. Abnormal connectional properties may be a risk factor for 

later neuropsychiatric conditions in these patients. 

 

 
EP-1636 

机器学习基于多模态磁共振成像诊断初诊帕金森病的研究 

 
曾巧铃,管晓军,郭涛,张敏鸣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310009 

 

背景：早期帕金森病（PD），特别是初诊未服药的 PD的诊断缺乏客观方法而较为困难。目前

大多数的 PD研究都是基于单模态或有创性成像，少有结合结构，微结构，血流代谢的研究，

这些并非是理想的诊断工具。机器学习分类器可有效整合复杂的多元数据，聚集多种模态优点

的，是一个在鉴别诊断上很有潜力的工具。 

目的：本研究旨在探索初诊 PD患者多模态磁共振影像（MRI）改变，用机器学习分类器从个体

水平上提高早期初诊未服药 PD患者的诊断率。 

材料与方法：招募并采集 40例初诊未服药 PD患者和 31例年龄、性别匹配的正常对照(NC)的

临床资料和 MRI序列，包括结构影像（3DT1），弥散张量成像（DTI），磁共振脑灌注成像

（3DASL）。从 3DT1中提取灰质体积（GM）；DTI中提取各向异性分数（FA）、平均弥散率

（MD）；ASL中提取脑血流量（CBF）。使用双样本 t检验提取有差异（P<0.001,cluster 

size>10 ）的脑区作为特征。支持向量机分类器从提取的多模态 MRI特征中选择特征，训练出

一个可以鉴别初诊 PD患者和正常人的分类器。使用留一法交叉验证评价分类器的性能。 

结果：分类器选择了双侧黑质、岛叶、中央旁回、楔叶、主要运动区、左侧小脑作为特征提取

区域。在多模态运算法下所有预测指标都相结合时，分类器鉴别初诊 PD患者和正常人的准确

度高达到 97.18%，敏感性 97.70%，特异性 96.50%，AUC(max)=0.9774（图 1）。 

结论：本研究表明机器学习分类器整合了多种成像模式的信息，有良好的诊断性能，可以在个

体水平上鉴别初诊 PD患者和正常人。 

 

 

 

EP-1637 

陈旧性腔隙性脑梗死与脑白质病变对中 

老年人认知功能影响的初步研究 

 
韩鹏熙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 250014 

 

摘要 目的：探讨陈旧性腔隙性脑梗死（lacun infarcts）以及脑白质病变（white matter 

lesions)二者是否影响中老年人的认知功能，同时探讨不同腔梗部位对中老年人认知功能的影

响.方法：对患者进行认知测定并对符合条件的患者进行 MRI检查，并记录其颅脑病变数目及

部位，利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脑白质病变与认知功能的关系及不同区域腔梗对认知功能的影

响。结果：对老年患者行 SWI、DWI、MRI平扫、MRA及 CTA检查及病史询问排除干扰因素后，

共 53位患者纳入实验统计平均年龄 67.3岁，共出现腔梗病灶共 781个，其中 WML 病变 1-3

级患者 40位，约占 75.5%；MMSE分值(SD)：26.5（3.68）；CDT分值(SD) 3.3（0.7）MoCA分

值（SD）21（3.7）。脑白质病变发生与认知功能呈负相关；2. （1）皮层或近皮层的腔隙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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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梗死与执行功能呈负相关性，与记忆功能、言语流畅性无关。（2）腔隙性梗死发生于基底

节会影响语言的流畅。结论：脑白质病变以及腔梗与特定的损害认知功能相关，脑白质病变及

腔梗独立影响认知功能，不同部位的腔隙性脑梗死与认知功能下降有关。 

  

 

 

EP-1638 

ASL 不同 PLD 在评估单侧大脑中动脉重度 

狭窄侧枝循环中的比较 

 
张慧勤,李明利 

北京协和医院 100730 

 

【目的】比较磁共振 ASL技术不同 PLD在评估单侧大脑中动脉重度狭窄侧枝循环中的差异。

【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3-2014年 27例单侧大脑中动脉重度狭窄并同时行 MRA及两次

ASL（PLD=1.5025s，PLD＝2.5025s）检查的患者，根据是否发生梗死分为梗死组和非梗死组。

以 ASPECT评分为基础，对每个病人患侧选取 M1-M6共 6 个区域，汇出感兴趣区（ROI），并镜

像对称得出健侧 CBF。以患侧与健侧在 PLD=1.5s时比值（AR）大于 0.95为分界，分别比较梗

死组和非梗死组在 1.5s和 2.5s时的 CBF差异。【结果】27个病人，共分 162个区，非梗死

区 131个，梗死区 31个。当 PLD为 1.5s时，非梗死区和梗死区 AR<0.95的分别为 79、30

（23%），其 CBF分别为 22.8070+12.2348 mL·min
-1
·100g

-1
、19.1723±5.9849 mL·min-

1·100g-1，二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当 PLD为 2.5s时，其 CBF分别为

56.977±17.45267 mL·min
-1
·100g

-1
、28.8933±8.5911 mL·min

-1
·100g

-1
，二者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这表明，侧枝循环代偿较慢，需要足够长的 PLD才可以检出。当 PLD为

1.5s时，非梗死区和梗死区中，AR值大于 0.95的分别为 52，1（1.8%），这表明，侧枝循环

代偿较快，在 1.5s方可与健侧齐平。【结论】PLD=1.5s 可以检测出血流速度相对较快的侧枝

循环，PLD=2.5s可以而且足够检测出血流速度较慢的侧枝循环。对于大脑中动脉狭窄者，血

流速度较慢的侧枝比血流速度快的侧枝更易发生梗死。 

  

 

 
EP-1639 

Can Texture Analysis of contrast-enhanced T1-weighted 

MR images be used to diagnose adult-onset 

hypopituitarism？ 

 
tian shiyun,Gao Bingbing,Miao Yanwei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Dalian Medical University 116011 

 

Purpose: To analysis the pituitary imaging characteristics of patients with adult-

onset hypopituitarism confirmed by clinical diagnosis, who had no significant 

change in the no-contrasted MRI and dynamic contrast enhanced MRI (DCE-MRI). 

Texture analyses can readily provide a measure of heterogeneity. So we started to 

evaluate the usefulness of Texture analysis of contrast-enhanced T1-weighted MR 

images to distinguish adult-onset hypopituitarism from normal pituit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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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Nineteen patients with adult-onset hypopituitarism and nineteen controls 

with normal pituitary form and function were analyzed in this retrospective pilot 

study. The Texture analysis data was extracted from contrast-enhanced T1-weighted, 

and Texture analysis included fifty-nine parameter values. These parameter values 

can be divided into first-, second-, or higher- order statistical outputs. First-

order statistics describe the distribution of values of individual voxels without 

concern for spatial relationships. Second-order statistical descriptors generally 

are described as “texture” features. Higher-order statistical methods impose 

filter grids on the image to extract repetitive or non-repetitive patterns. The 

mean values of parameters which had statistical significant were compared between 

hypopituitarism and normal pituitary group.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curves 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 parameters. 

Results: Compared with normal pituitary, Uniformity, Correlation, High Gray Level 

Run Emphasis (HGLRE) , Short Run High Gray Level Emphasis (SRHGLE) and Long Run 

High Gray Level Emphasis (LRHGLE) in adult-onset hypopituitarism had statistical 

difference (p=0.043、0.049、0.004、0.004、0.004). The AUC (0.726) of High Gray 

Level Run Emphasis (HGLRE), Short Run High Gray Level Emphasis (SRHGLE) and Long 

Run High Gray Level Emphasis (LRHGLE) were equal, which were the best ones to 

identify adult-onset hypopituitarism and normal pituitary, the best diagnostic 

value respective was 0.424, the sensitivity was 0.524, and the specificity was 

0.900. 

Conclusion: Texture analysis of contrast-enhanced T1-weighted MR images can 

distinguish adult-onset hypopituitarism from normal pituitary. 

Clinical relevance/Application: Texture analysis could provide additional 

information helpful in diagnosis adult-onset hypopituitarism. 

  

 

 
EP-1640 

Time-signal curves analysis of dynamic contrast-

enhance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can be used to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pituitary lesions？ 

 
tian shiyun,Gao Bingbing,Miao Yanwei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Dalian Medical University 116011 

 

Purpose:In our daily work, pituitary microadenomas are commonly visualized as 

well-defined lesions that enhance less than the normal pituitary gland, but it is 

not clear that the microadenomas in which enhancement patterns on earth. DCE-MRI 

is an imaging technique which can be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physiology of tissue 

microvasculature and therefore serves as a more objective method of pituitary 

lesions assessment. The aim of our study was to evaluate the usefulness of DCE-

MRI , including time-signal curves analysis in the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normal pituitary gland and pituitary lesions, including microadenoma and the 

Rathke’s cleft cyst（R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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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Fifty-three patients (38 women and 15 men; mean age=41.6±16.5) with 

nonfunctioning pituitary microadenomas, seven patients with RCC（2women and 5men; 

mean age=45.7±16.5） and twenty-seven controls with normal pituitary form and 

function (15 women and 12men; mean age=40.2±10.5) were enrolled in the study. 

Four patients with microadenomas and seven with RCC were revealed by 

histopathological examinations obtained after resection. Forty-nine cases were 

confirmed by diagnostic therapy and follow up. Imaging was performed on a 3.0Tesla 

GE scanner using an 8-channel head coil. Conventional sequences included: coronal 

and sagittal T1 FSE, coronal and sagittal T2 FSE, dynamic contrast enhanced MRI 

for pituitary gland contain seven-multiple phase ( 3.5second/phase ), and post-

contrast T1-weighted images in coronal. The time-signal curveswas extracted from 

the DCE-MRI.Post-processing of data and measurements were performed using the 

commercial GE Healthcare workstation (ADW4.4). Five parameters including TIC type, 

maximum signal (SImax), the peak time (Tmax), early enhancement ratio in the second-

phase (7second), the third-phase (10.5 second) and enhancement ratio. These 

parameters from normal pituitary, microadenomas and RCC were compared using 

Student-Newrnan-Keuls’s q-test and the p<0.05 was set as a significant level. 

Results And Discussion: Normal pituitary gland shows a raise up type, 

nonfunctioning microadenoma displays a slowly rising type, and the Rathke’s cleft 

cyst exhibits a platform type. Of normal pituitary gland , microadenoma and the 

Rathke’s cleft cyst, the maximum signal is 2067±675, 1629±492, 887±345(p 

value=0.00), the peak time is 17±6, 17±6, 7.5±6.5(p value=0.001), early 

enhancement ratio in the second-phase is 0.8±0.6, 1.1±0.9, 0.5±0.4(p 

value>0.05), early enhancement ratio in the third-phase is 1.4 ±0.8, 1.3±0.9, 

0.5±0.3(p value=0.046), the enhance rate is 1.9 ±1.0, 1.7±0.9, 0.7±0.4(p 

value=0.009). The p<0.05 was set as a significant level. The maximum signal (SImax), 

the peak time (Tmax), early enhancement ratio in the third-phase and enhancement 

ratio has significant,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DCE-MRI with time-signal curves analysis in the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pituitary lesions is feasible. It can display the reinforcement mode of the 

normal pituitary,microadenoma and the RCC in stead of only relying on the vision. 

So it is significant to use DCE-MRI for quantify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the 

normal pituitary gland and the pituitary lesions, including microadenoma and the 

Rathke’s cleft cyst. 

 

 
EP-1641 

Neural correlates of dynamic changes in working 

memory performance during one night of sleep 

deprivation 

 
Zhu Yuanqiang,Xi Yibin,Yin Hong 

Fourth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710032 

 

Total sleep deprivation (TSD) is common in modern society leading to deterioration 

of multiple aspects of cognition. Dynamic interaction effect of circad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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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hythmicity and homeostatic sleep pressure on sustained attention have been 

intensively investigated, while how this effect was represented on performance and 

cerebral responses to working memory, another important element of many 

neurobehavioral tasks, was not well elucidated. Thirty-six healthy subjects with 

intermediate chronotype performed the Sternberg working-memory task (SWMT) while 

undergoing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every 2 hours from 10:00 pm on 

the first day to 6:00 am on the second day (i.e., 10:00 pm, 12:00 am, 02:00 am, 

04:00 am, and 06:00 am; total of five imaging sessions). The worst SWMT 

performance and weakest cerebral responses were not found at the end of TSD (06:00 

am) but during the early morning (04:00 am) hours of the TSD. In addition, during 

this worst period of TSD, reaction time for the SWMT were found to be strongly 

correlated with task-related activation in the angular gyrus and with the degree 

of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control and default networks. Our results 

revealed a rebound of SWMT performance and cerebral responses after the mid-time 

point of regular biological sleep night and provided more evidence that different 

cognitive tasks are differentially affected by sleep loss and circadian 

rhythmicity. 

 

 
EP-1642 

单侧无症状颈动脉重度狭窄脑灰质偏侧化的研究 

 
高磊

1
,王涛

2
,肖峰

2
,王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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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兆

1
,李欢

1
,章军建

2
,徐海波

1
 

1.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2.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神经内科 

 

目的：无症状颈动脉重度狭窄是卒中的独立高危因素，也是血管性认知损害的重要原因之一。

狭窄侧半球的低灌注可能导致神经元的凋亡和增殖、半球间灰质形态学的改变、及相应神经认

知功能的损害。本研究旨在探索颈动脉狭窄患者潜在的灰质偏侧化改变，及其在神经认知评分

上的表征。 

方法：纳入 24例单侧无症状颈动脉重度狭窄患者（无先前 TIA和卒中的发生，12L/12R，单侧

狭窄 70~99%，64.25 ±7.18 岁）和 24例人口统计学上相匹配的健康老年人（67.16 ±6.10

岁）作为对照。3T磁共振采集高清 T1-MPRAGE（1mm
3
等体素立方）解剖像。参照 Kurth et al.

优化的灰质偏侧化计算方法，计算体素水平灰质偏侧化。预处理主要包括 T1分割、翻转、卷

曲创建对称性 DARTEL模板和右侧半球对称模板空间 mask，计算右侧对称半球的偏侧化指数 AI

如下公式： 

其中 i1为卷曲未翻转图像，i2为卷曲翻转图像，i3为右侧半球 mask. AI负值代表对应团块

左侧半球半球灰质数量多、即左偏侧化，反之亦然，正值代表该团块右偏侧化。编码 AI 的个

体图像经 8mm平滑用于组间两样本 t检验统计分析。 

结果：我们发现使用优化的体素水平衡量灰质偏侧化，能探测到患者一些灰质位点出现的显著

右偏侧化，包括海马，颞上/中回，尾状核，壳核，丘脑，中央前后回和额上回(FDR校正，体

素水平 p < 0.05)。 

结论：半球间灰质形态的偏侧化是人脑解剖架构的重要属性，反映了人脑解剖配置的基本属

性，也是功能分化和整合的物质基础。颈动脉狭窄患者半球间显著的右侧灰质偏侧化，提示深

刻的灰质解剖重塑，及潜在的慢性适应不良性脑改变。因此，在其它功能研究中，这一变量可

能需要加以控制，进而解释群组间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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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643 

Gender differences in brain grey matter volume and 

cognitive function in cognitively normal adolescents 

 
Guo Yaf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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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Wang Weijian

1
 

1.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rain grey matter volume(GMV) 

and cognitive function based  the voxel-based morphometry (VBM) technology in 

adolescents with normal cognition. 

Materials and methods: A total of 400 cognitively normal adolescents（178 males 

and 222 females）were recruited and the high resolutions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 of the whole brain were obtained. Data analysis was carried out using 

VBM technology based on statistical parametric graph SPSS. The brain areas of gray 

matter volume differences were obtained, and the brain regions with different 

volumes were correlated with cognitive functions. 

Results: Females have more GMV than males, and there are volume differences in 

multiple brain regions, such as bilateral precentral gyrus, bilateral postcentral 

gyrus, bilateral thalamus, bilateral hippocampus, bilateral parahippocampal gyrus, 

bilateral cuneus, bilateral cerebellum, right paracentral lobule, left precuneus, 

left superior temporal gyrus, left middle temporal gyrus and so on(P<0.001).And 

the brain regions with different volumes are correlated with cognitive functions. 

Conclusion: There were sex differences in brain grey matter volume and cognitive 

function in adolescents with normal cognition, and there was a certain correlation 

between them. 

 

 Keywords: brain,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grey matter volume, voxel-based 

morphometry, sex differences 

  

 

EP-1644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的脑静息态功能成像 

 
秦粽园,鲍海华*（通讯作者） 

青海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810001 

 

【摘要】 目的 高原氧气量低，较平原地区更易造成人体的缺氧，由于长期缺氧，易造成睡

眠结构紊乱等症状，进而易形成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OSAHS），长此以往，患

者的脑静息态功能可能会发生一定的变化，基于此背景，采用局部一致性（ReHo）及低频振幅

（ALFF）方法研究高原地区是否更易发生 OSAHS。 方法 收集青海大学附属医院呼吸科确诊

的 OSAHS患者 16例，以及招募健康志愿者 20例。对以上 OSAHS患者及健康对照组均进行多导

睡眠监测（PSG），并进行静息态脑功能磁共振成像（rs-fMRI）检查，获取血氧水平依赖

（BOLD）信号，运用 ReHo及 ALFF方法将 OSAHS患者与正常对照组进行对比。 结果 对收集

的 16例病例与对照组比较，OSAHS组 ALFF值增高的脑区有：右侧三角部额下回、右侧内侧和

旁扣带脑回、右侧海马、右侧脑岛、左侧海马旁回等脑区；ALFF值减低脑区有：左侧距状裂

周围皮层、右侧枕下回、右侧舌回等脑区；ReHo值增高的脑区有：右侧背外侧额上回、右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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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中回等；ReHo值减低的脑区有：左侧小脑 6区、左侧舌回等。 结论 高原低氧环境更易促

进 OSAHS的形成。 

 

 

 
EP-1645 

Combination of Intracranial Vessel Wall and 

Perforating Artery Imaging with High-Resolution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Clinical Implication for 

Prediction of Different Infarction Patterns 

 
Wu fang,YANG Qi,Du Xiangying 

Xuanwu Hospita，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100053 

 

Objective: The aim of the present study was to evaluate atherosclerotic plaque 

characteristics and perforating arteries together by high-resolution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HRMRI) and to establish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different 

infarction patterns. 

Methods: Stroke patients with artery-to-artery (A-to-A) embolism or branch 

atheromatous disease (BAD) in middle cerebral artery territory were prospectively 

enrolled and whole-brain  HRMRI was perform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tracranial atheroma at the maximal stenosis and the numbers of ipsilateral 

perforating arteries were analyzed. 

Results: The study involved 59 first-time stroke patients (32 A-to-A embolism and 

27 BAD) with 59 culprit plaques. Hyperintensity plaques (HIP) and plaque surface 

irregularity were more frequently observed in A-to-A embolism group than in the 

BAD group (78.1% vs. 22.2% and 46.9% vs. 22.2%; P < 0.001 and P = 0.049, 
respectively). Patients with A-to-A embolism infarction had more severe stenosis 

than patients with BAD infarction (48.9% ± 24.4% vs. 22.5% ± 22.5%; P < 0.001).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HIP was an independent predictive factor 

for A-to-A embolism, with odds ratio of 6.858 (95% confidence interval 1.780 – 

26.421; P = 0.005). Moreover, 54 patients (31 A-to-A embolism and 23 BAD) with 
good-quality images were included in the analysis of perforating arteries. The 

average number of visualized perforating arteries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P = 
0.022) in patients with BAD (3.57 ± 1.38) compared with A-to-A embolism (4.35 ± 

1.08). 

Interpretation: A-to-A embolism infarction have distinct vascular 

pathophysiologies in terms of plaque and perforating artery characteristics on 

whole brain HRMRI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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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646 

Comparison of Superficial Perforator and Deep 

Perforator Infarcts  Using High-Resolution Magnetic 

Resonance Images 

 
Wu Fang,Yang Qi,Du Xiangying 

Xuanwu Hospita，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100053 

 

Background and Purpose:  Deep perforator (DP) and superficial perforator (SP) 

infarction is considered to be caused by small-vessel diseases (SVD), large-vessel 

atherosclerotic diseases, or other rare pathogenesis. Previous studies have 

reported that high-resolution MRI (HRMRI) can detect large-vessel atherosclerotic 

plaques in 42% to 60% of patient with DP infarction, but none has evaluated the 

presence of intracranial artery plaque by HRMRI in patients with SP infarction. We 

sought to made comparative analyses of intracranial vessel wall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SP and DP infarction to clarify the difference in underlying pathogenesis. 

Methods: Consecutive patients with recent SP or DP infarction underwent whole-

brain HRMRI to assess the presence of intracranial atherosclerotic plaque, 

stenosis degree, remodeling index, and plaque enhancement at the most stenotic 

site. 

Results: Forty-one patients were enrolled in the present study including 14 (34.1%) 

patients with SP infarction and 27 (65.9%) patients wtih DP infarction. HRMRI 

detected intracranial atherosclerotic plaques in 13 (92.9%) of 14 patients with SP 

infarction and 15 (55.6%) of 27 patients with DP infarction. The occurrence of 

intracranial large-vessel atherosclerotic plaques was greater in the SP group than 

in the DP group (P = 0.031). Patients with DP infarction had milder stenosis than 
patients with SP infarction (44.01% ± 28.24% vs 71.20% ± 29.46%; P = 0.019). The 
remodeling index and plaque enhancement did not differ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 = 
0.865, 0.538). The plaque enhancement was observed in 84.6% of patients with SP 

infarction. 

Conclusions: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DP infarction may be due to SVD or parental 

artery atherothrombosis that block orifice of the perforating artery. Whereas SP 

infarction were caused mainly by large-vessel atherosclerotic disease. These 2 

types of infarction may have different vascular pathophysiologies in terms of 

stenosis degree. The plaque enhancement may be a marker of plaque unstability that 

causes SP infar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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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647 

 Manual and Automatic Amygdala Volume in Adolescent 

Patients with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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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s: The amygdala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neurocircuitry for fear 

learning in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revious studies were mainly focused on 

adult patients with chronic PTSD, few volume findings of amygdala were associated 

with adolescent patients. The goals of this study were to investigate the early 

amygdala volume changes of adolescent patients with PTSD after several months of 

an extraordinary earthquake and further deter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olume 

changes and clinical variables. 

Materials and Methods: 3T anatomical brain MRI was acquired in twenty-four 

adolescent subjects with PTSD and twenty-four control subjects, both of whom were 

right handed and had suffered the same earthquake within several months. The 

volumes of bilateral amygdalae were manually traced by radiologist and 

automatically segmented by FreeSurfer. Though, manual segmentation is time-

consuming and still considered as the standard. The oblique coronal images 

perpendicular to the long axis of the hippocampus were reconstructed by MATLAB 

R2012b. Two doctors, who were blinded to the group membership, traced the amygdala 

volumes independently by ITK-SNAP, and their inter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for 

the left and the right amygdala were 0.931 and 0.916, respectively. FreeSurfer is 

an automated method which has a facility to subcortical brain regions 

automatically. We compared the volumes between two groups, and the left volume was 

respectively compared to the right volume in each group. Additionally, Volumes 

derived from automated measurement were compared to hand tracing. The bilateral 

amygdalae were normalized by covariance as calculated by the following equation: 

Volumei, adjusted= Volumei, observed - B(TCVi – TCVm ), where TCVi is the individual’s total 

intracranial volume, TCVm is the overall average total intracranial volume, and B 

is the slope of the regression line of amygdala volume regressed on total 

intracranial volume. 

Results: The PTSD group and non-PTSD group were well marched on major demographic 

and clinical variables. Within the non-PTSD group, the left amygdala volume with 

hand tracing was significantly larger than the righ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amygdala volumes between two groups, either manually or 

automatically. Compared to hand tracing, amygdala measurements with FreeSurfer 

show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0.05). Left manual volume of amygdala was 

significant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PCL(r=-0.57, P=0.014), and the left 

automatic volume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PCL and CAPS in PTSD group 

(PCL:r=-0.56, P=0.015; CAPS:r=-0.63, P=0.005). 

Conclusion and Discussion: No differences was found in amygdala volume in 

adolescent patients with PTSD at early stages. It was similar with a meta-analysis 

in adolescent PTSD(1). The short–time stress didn’t lead to the significant 

structural abnormalities in adolescent patients (time since trauma: 10.38±1.53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1484 

 

months). The smaller right amygdala volume in non-PTSD group may indicate that 

PTSD is associated with lessened amygdala asymmetry in adolescent. The right 

amygdala may be more hyper reactive in PTSD patients. Though the neg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eft amygdala and scores of clinical scales, which were 

applied to assess traumatic severity and PTSD symptoms of the subjects, may 

suggest amygdala volume is crucial in the process of PTSD development. Comparison 

between Freesurfer and hand tracing indicated that both methods could accurately 

segment the amygdala. In summary, amygdala is essential for understanding the 

early neural mechanisms of adolescent PTSD. Future studies should employ a 

longitudinal design to trace the development of volume abnormalities in adolescent 

PTSD patients.（2,3） 

 

 
EP-1648 

Urbanicity affect Brain Structure and Harm Avoidance 

in Chinese Han Healthy Subjects 

 
Liu Nana 

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General Hospital 300052 

 

Background and Purpose—Urbanicity has been identified as an important 

environmental factor of developing psychiatric disorders in previous reports.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urbanization, the incidence of psychiatric disorders such as 

mood, anxiety disorders and schizophrenia is increased in city dwellers. Most 

researchers suggested that urban upbringing and city living were associated with 

the process of chronic stress, however, the biological mechanism that account for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urbanicity and psychiatric disorders is not entirely clear. 

Harm avoidance(HA) is an endophenotype of psychiatric disorders, we hypothesize 

that urbanicity may have an effect on the brain structure and the brain structure 

may mediate the modulation of urbanicity on HA. 

Methods—We study 1099 Chinese Han healthy subjects (506male, 595fmale), the 

early-life urbanicity score was calculated according to the place of residence 

from birth to age 15. A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firstly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correlation of gray matter volume(GMV) and early-life urbanicity 

score. Secondly, we analysed the correlations of HA score and early-life 

urbanicity score. Thirdly, we used a mediation analysis to study the urbanicity -

anatomy-personality pathways. 

Results—In 1099 healthy young human subjects (506male, 595fmale), we found a 

inverse correlation between early-life urbanicity score and GMV in 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DLPFC, Brodmann area 9) and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ACC) 

(FWE-corrected for multiple comparisons across the whole brain). The partial 

correlations analysis of variance showed an inverse correlation between early-life 

urbanicity score and HA score (P = 0.002). Mediation analysis revealed that the 
GMV of the DLPFC and the ACC mediated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early-life 

urbanicity score and HA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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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we found a strong inverse correlation between early-life urbanicity 

(early 15 years) and GMV in 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DLPFC, Brodmann area 9) 

and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ACC), the brain area has been proved to be relevant 

to psychiatric disorders. early-life urbanicity score can influence the HA score, 

which is one of the personality and the endophenotypes of psychiatric disorders. 

Using a mediation analysis, we identified an urbanicity-anatomy-personality 

pathway to explain how urbanicity affects HA via modulating the GMV of the 

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DLPFC, Brodmann area 9) and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ACC). This pathway may provide a reference frame for investigating the 

mechanisms of urbanicity in psychiatric disorders. 

  

 

 
EP-1649 

Study of brain gray matter microstructure in 

idiopathic generalized epilepsy based on VBM-DARTEL 

 
Wang Jingjing,Xu Lin 

Taihe hospital 442000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hanges of brain gray matter microstructure in 

idiopathic generalized epilepsy (IGE) patients using Voxel based morphological 

(VBM) analysis combined with DARTEL algorithm. Methods Twenty IGE patients and 20 

age- and sex-matched controls were recruited in this VBM study. 3D T1WI data were 

obtained using 3.0T MR scanner. The 3D T1WI images were processed and statistical 

analyzed by VBM-DARTEL on Matlab 2014a. Results Compared with control group, IGE 

group showed extensively decreased brain gray matter volume in left straight gyrus, 

orbital gyrus, middle/inferior frontal gyrus and precentral gyrus, right 

superior/middle frontal gyrus, and paracentral lobule；bilateral superior/ middle/ 

inferior temporal gyrus；left superior/inferior parietal lobule, supramaginal 

gyrus, right posterior central gyrus, right precuneus; bilateral angular gyrus, 

inferior occipital gyrus, lingual gyrus and right cuneus; Left anterior/posterior 

cingulate gyrus, right anterior cingulate gyrus, left fusiform gyrus, anterior 

cerebellar lobe and right putamen. gray matter volume increased regions were as 

follows: left superior frontal gyrus, cuneus and right superior parietal lobule 

(the threshold was set at p＜0.001, cluster size≥20). Conclusion IGE patients had 

widespread brain regions with abnormal brain gray matter is the neuropathological 

basis of complex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VBM-DARTEL method can reflect the 

morphological changes of brain microstructure accurately in IGE patients and 

provide neuroanatomical evidence for the researches on neuro-pathological 

mechanism of I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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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650 

Altered resting-state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of the 

striatum in Parkinson's disease after levodopa 

administration 

 
Yang Wanqun,Liu Bin 

Guangdong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Guangdong General Hospital 510080 

 

Background: Despite improvement in motor symptoms, the effect of dopaminergic 
medications on cognition in patients with Parkinson’s disease (PD) is less clear.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reveal levodopa-induced acute changes in the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of the striatum in patients with PD compared with matched 

untreated patients and healthy volunteers. 

Methods: Twenty-two patients with PD underwent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both ON and OFF dopamine-replacement therapy on two consecutive days. 

Twenty-eight normal aging volunteers also did them without taking in levodopa. 

Three caudate seeds and two putamen seeds were selected to calculate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intensity. 

Results: Motor symptoms measured by UPDRS were significantly worse in PD OFF than 
PD ON. Decreased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in PD OFF compared to controls was 

detected in the following seed regions: dorsal caudate, ventral putamen and dorsal 

putamen. Increases in connectivity in PD ON compared to controls were found in the 

primary and supplementary motor areas and the associative prefrontal and parietal 

regions, while decreases in anterior cingulate, ventro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and parahippocampal gyrus. For the ventral striatal seeds, decreased connectivity 

in PD ON compared to PD OFF was found in the ventromedial prefrontal and 

orbitofrontal regions, dorsolateral prefrontal regions. For the dorsal striatal 

seeds, increased connectivity in PD ON compared to PD OFF was observed in the 

primary and secondary motor areas. 

Conclusion: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levodopa significantly changes the motor and 
cognitive networks of the cortico-striatal pathways. This knowledge will lead 

clinicians to survey a broader range of symptoms in determining optimal therapy. 

 

 
EP-1651 

Voxel-wise meta-analysis of resting-state brain 

functional activity abnormalities in type 2 diabetes 

 
liu taiyuan,Ma Lun,Wang Meiyun 

Henan Provincial People's Hospital 450003 

 

Purpose: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conduct a quantitative meta-analysis of 

studies that included the amplitude of low-frequency fluctuation (ALFF) and 

regional homogeneity (ReHo) in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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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Recent longitudinal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individuals with insulin 

resistance have an associated increased risk of developing Alzheimer disease (AD) 

compared to healthy individuals [1]. However, the mechanism by which the insulin 

resistance of type 2 diabetes patients influences brain function through acting on 

specific brain regions has not been fully elucidated. Previous studies on resting-

state functional activity have found that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 

demonstrate altered brain activity, but these findings are inconsistent and have 

not been quantitatively reviewed. 

Methods: We selected relevant studies published before July 2016 in PubMed, Web of 

Knowledge, and Ovid. Six ALFF data sets and 5 ReHo data sets were included. The 

seed-based mapping (SDM) method was applied to quantitatively estimate regional 

neural activity abnormalities in type 2 diabetes patients. Seed-based mapping 

(SDM) is a relatively new voxel-based meta-analytic tool that has been shown to be 

better than previous coordinate-based meta-analytical methods, such as the 

activation likelihood estimation (ALE) [2]. A systematic voxel-based jackknife 

sensitivity analysis at the whole-brain level was conducted to test the 

replicability of the results. And SDM has not been used in a meta-analysis of 

studies exploring functional activity alterations in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 

compared to healthy controls. Type 2 diabetes was diagnosed according to the 

latest criteria of diabetes in all included studies. 

Results: A meta-analysis of 6 ALFF data sets (including 136 patients and 142 

healthy controls) and 5 ReHo datasets (including 116 patients and 98 healthy 

controls) were conducted. Our study found that ALFF was higher in the left 

inferior temporal gyrus (ITG) and middle temporal gyrus (MTG) , right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ACC) and 

cerebellum of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 compared to healthy controls (Figure 

1), whereas ReHo was higher in the bilateral medial superior frontal gyrus(mSFG) 

and left middle frontal gyrus (MFG) (Figure 2) . 

Discussion:  The pooled meta-analyses revealed higher ALFF in the left MTG and 

ITG and the right ACC and cerebellum in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 relative to 

that in controls. The MTG, ITG and ACC all belong to the default mode network 

(DMN), which contributes significantly to normal cognitive function [3]. In 

addition to the regions within the DMN, increasing evidence shows that the 

cerebellum not only plays a pivotal role in motor functions but is also involved 

in cognitive, emotional, and sensory processing[4, 5]. On the other hand, the 

pooled meta-analyses revealed higher ReHo in the bilateral mSFG and left MFG of 

type 2 diabetes patients compared to that of healthy controls, which belong to the 

default mode network(DMN) or anatomically connected to DMN area. The altered ReHo 

and ALFF in these brain regions may be related to impairments in cognitive and 

visual function. However, this present meta-analysis study had limitations. First, 

there were only a small number of studies that met our inclusion criteria, which 

may reduce the ability to detect more neural activity changes. Second, the 

accuracy of our voxel-wise meta-analyses may be limited, as they should be based 

on raw statistical brain maps instead of the coordinates from published studies; 

however, all of the voxel-wise meta-analyses were performed previously as 

described here. 

http://ccr2017.medmeeting.org/V2/User/contribute3/731979#_ENREF_6
http://ccr2017.medmeeting.org/V2/User/contribute3/731979#_ENREF_6
http://ccr2017.medmeeting.org/V2/User/contribute3/731979#_ENREF_44
http://ccr2017.medmeeting.org/V2/User/contribute3/731979#_ENREF_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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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 Despite the limitations mentioned above, our voxel-wise meta-analyses 

found higher resting-state ALFF in the left ITG, left MTG, right ACC and right 

cerebellum and higher ReHo in the bilateral mSFG and left MFG in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 compared with healthy controls using the SDM method. The altered 

ReHo and ALFF in these brain regions may be related to impairments in cognitive 

and visual function. Furthermore, the subgroup meta-analyses suggest that SVD and 

type 2 diabetes have a complex interaction in the decline of cognitive and visual 

functions, which still needs to be explored further in a large sample with a more 

accurate diagnosis of the stage of type 2 diabetes. 

 

 

 
EP-1652 

瘤周 DKI-TrackDensity 在胶质瘤分级 

及其肿瘤细胞增殖活性评估中的价值 

 
蒋日烽

1
,段青

1
,薛蕴菁

1
,朱文珍

2
 

1.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2.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背景及目的：扩散相关成像已在胶质瘤级别及其肿瘤细胞增殖活性评估中展现了重要价值。然

而利用瘤周白质纤维束改变来评估胶质瘤的级别和增殖活性的研究却鲜有报道。颅脑肿瘤对其

周围白质纤维束可发生压迫推移，亦可侵蚀破坏。胶质瘤是一种呈浸润性生长的颅脑原发性肿

瘤，我们认为不同级别或增殖活性的胶质瘤很有可能对周围白质纤维束侵犯破坏的程度也各

异。因此本研究的目的在于了解不同级别或增殖活性的星形细胞肿瘤对其周围白质纤维束的侵

犯破坏情况。 

材料与方法：连续收集 25例经病理证实的颅脑星形细胞肿瘤患者（其中 9例为 WHO II级，5

例为 WHO III级，11例为 WHO IV级），所有患者术前均行常规 MRI及 DKI成像，计算 DKI-

TrackDensity参数图。测量瘤周白质纤维束及对侧相应正常白质纤维束的纤维束密度值。以

对侧相应正常白质纤维束的密度值为参照将瘤周白质纤维束的密度值做标准化处理。应用组织

病理学方法确定各患者胶质瘤的级别，并检测 Ki-67的表达水平-Ki-67标记指数（Ki-67 

LI）。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评估标准化瘤周白质纤维束密度在高低级别间的差异，进而采用方

差分析评估其在 II，III和 IV级间的差异，最后采用 Pearson相关分析评估其与 Ki-67 LI间

的相关性。 

结果：标准化瘤周白质纤维束密度在高低级别、II级和 IV级星形细胞肿瘤间均存在显著性差

异（P=0.026和 0.010），而其在 II级和 III级、III级和 IV级间未见显著性差异（P=0.414

和 0.150）。此外，其与 Ki-67 LI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相关系数为 0.645（P=0.001）。 

结论：DKI-TrackDensity可定量反映胶质瘤瘤周白质纤维束受侵犯破坏的程度，进而间接地

对胶质瘤的级别和肿瘤细胞增殖活性做出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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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653 

常染色体显性遗传性脑动脉病伴皮层下梗死 

和白质脑病的磁共振表现 

 
俞元临,曹代荣,邢振,陈瑞权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5 

 

目的：探讨常染色体显性遗传性脑动脉病伴皮层下梗死和白质脑病（CADASIL）的磁共振特

征，以提高对其认识。 

材料和方法：回顾性分析经 Notch3基因检查确诊的 7例 CADASIL患者的颅脑 MR资料，其中 5

例行 MR平扫，2例行 MR平扫+增强，分析其病灶的分布及信号特点。 

结果：MRI表现为侧脑室旁白质区基本对称分布、片状稍长 T1长 T2信号 7例，其中“黑

洞”4例，“胡椒罐盖”1例；双侧颞极白质区长 T2信号 5例；外囊长 T2信号 5例；皮层下

腔隙性损害（SLLs）7例；胼胝体腔隙性梗死 5例；桥脑长 T2信号 4例，小脑小斑片状长 T2

信号 1例；脑萎缩 3例；DWI 显示新发梗死灶 5例；微出血 4例；2例行 MR增强显示病灶未见

强化。 

结论：CADASIL的颅脑 MR主要表现为皮层下腔隙性脑梗死、大致对称分布的脑白质病变、脑

萎缩和微出血，具有一定的特征性，有助于 CADASIL的影像学初诊筛选。 

 

 
EP-1654 

可逆性胼胝体压部病变综合征的 MRI 诊断及鉴别诊断 

 
高博,陈莉军,黄刚 

甘肃省人民医院 730030 

 

【摘要】目的 探讨可逆性胼胝体压部病变综合征的临床及 MRI表现特征。方法 回顾性分析

14例经临床诊断并行 MRI检查可逆性胼胝体压部病变综合征临床及影像资料。结果 本组患者

年龄 20-33岁，男性 8例，女性 6例，临床表现表现复杂多样，无特异性。MRI均表现为胼胝

体压部孤立性病灶，10例者呈圆形及卵圆形，4例者呈“回旋镖”形，呈稍长 T1稍长 T2信

号，DWI呈高信号，ADC图呈低信号。经营养神经、改善微循环等对症治疗，14例患者临床症

状消失，10例患者复诊 MRI 胼胝体压部病灶消失。结论 可逆性胼胝体压部病变综合征临床表

现缺乏特异性，MRI表现有一定的特征性，MRI对其诊断及鉴别诊断具有重要价值。 

  

 

 

EP-1655 

Intracranial posthemorrhagic granuloma--an veiled 

disease?  

 
Hao Chen 

Shanghai Ninth People’s Hospital，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00011 

 

Objective:We present a rare mass manifestation in the brain parenchyma and want to 

solicit discussion to further elucidate the disease 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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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 A case with well-known history and complete clinical and radiological 

follow-ups was described. The image findings were showed and the possible 

diagnosis was raised.  

Results: A 58-year-old man was referred for follow-up magnetic resonance (MR) 

imaging 5 years after a head trauma resulting in frontal bone fracture, cerebral 

contusion and intracranial hematoma. During the past 5 years, the patient had 

experienced progressively extremity weakness and showed multiple episodes of 

altered mental status. On the axial T1-weighted MR images,a well-demarcated 

hyperintense lesion is seen at the left frontal lobe surrounded by the 

encephalmalacia; the corresponding axial T2-weighted and FLAIR MR images 
demonstrates the hyperintense lesion with a hypointense rim. White matter 

hyperintensity/gliosis was evident on both frontal lobes obtained at this same 

level .Axial DWI image displays the hyperintensity of the lesion with associating 

low ADC map.T1 postcontrast imaging show no conspicuous enhancement of the lesion 

or surrounding structures.These MRI images were compared with the patient’s MRI 

images obtained 4 years ago and were reported as similar except for the enlarged 

bilateral frontal white matter hyperintensity and increased hydrocephalus. Serial 

non-contrast CT obtained 2 and 4 years ago each depicted the similar size of the 

lesion showed on the MRI, which was isodense on CT and didn’t consipiciously 

change during the follow-up. These imaging findings are indicative of intracranial 

posthemorrhagic granuloma in a patient with a definite traumatic hemorrhage 

histroy.Posthemorrhagic granuloma is very rare and  resulting from cerebral 

hemorrhage either traumatic or other etiologies and occur in the course of 

cerebral hemorrhage resolution. It’s not yet a widely-accepted diagnosis in the 

literature. The clinical impact and course of this disease need to be further 

elucidated by more similar cases. 

Conclusions:. Intracranial posthemorrhagic granuloma is a disease still needing 

unveiling and It’s a leave-alone lesion and can be monitered. The meaning of 

knowing the disease is not to confuse it with neoplastic or cerebrovascular 

disease and solicit unneeded intervention. 

  

 

 

EP-1656 

子痫前期或子痫所致可逆性后部脑病综合征的临床、影像学

表现、实验室检查和预后 

 
陈征

1
,沈桂权

1
,高波

1,2
 

1.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2.山东烟台毓璜顶医院 

 

摘要： 

目的 子痫前期或子痫是可逆性后部脑病综合征（PRES）发生的危险因素之一，本研究旨在探

讨子痫前期或子痫所致 PRES的临床、影像学表现、实验室检查和预后，以提高对本病的认识

和诊疗水平。 

方法 回顾性的检索贵州医科大学放射科 PACS系统中 2014 年 1月-2017年 6月诊断为 PRES

的子痫前期或子痫患者，通过对其临床病历和影像学表现进行分析符合 PRES诊断标准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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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纳入。对纳入患者的人口统计学信息、临床、影像学表现、实验室检查及预后等数据进行分

析。由 2名有经验的放射科医师分别对脑水肿程度及水肿分布模式进行评估。 

结果 45例患者(年龄 14～39岁，平均 28.18±6.26)被纳入该研究，所有患者均进行 MRI检

查且符合 PRES诊断标准。45例患者均有不同程度的血压升高。其中 40例患者以神经系统症

状为首发症状，包括：头痛（22例）、头晕（19例）、视觉障碍（15例）、癫痫发作（12

例）、意识障碍（3例）。PRES病灶分布：44例顶枕叶受累，30例额叶受累，24例颞叶受

累，22例基底节区受累，9例小脑受累，5例脑干受累，2例胼胝体受累，1例丘脑受累。水

肿分布模式：顶枕型 19例，全脑型 4例，额上沟型 12例，部分或不对称型 10例。水肿程

度：轻微（2例）、轻度（8例）、中度（26例）、重度（9例）。45例患者中有 25例有 LDH

水平不同程度的升高，39例有尿酸水平不同程度的升高。经过降压、解痉、适时终止妊娠等

治疗后，大部分患者预后良好，仅有 1例患者死亡。 

结论  子痫前期或子痫所致 PRES患者具有典型的临床和影像学表现，早期准确识别该类疾

病将有助于改善治疗效果和预后。 

  

 

 
EP-1657 

多模态 MRI 对于急性心源性脑卒中栓子检测的临床应用研究 

 
刘燕,杨如武 

中国西电集团医院 710077 

 

目的：探讨多模态 MRI（SWI、3D-TOF-MRA、FLAIR、DWI）对于急性心源性脑卒中(ACE)主要责

任血管内栓子检测的临床应用研究。 

方法：50例经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西电集团医院神经内科拟诊断为 ACE，均行常规 MRI、

DWI、SWI及 3D-TOF-MRA扫描。分析磁敏感血管征 (SVS)；MRA血管闭塞征，FLAIR高信号血

管征；分析多模态影像检查方法在显示栓子、血管闭塞或狭窄位置匹配度；分析 SWI-DWI 不匹

配对于 ACE患者临床预后的评估。 

结果：（1）本组 50例患者，SVS检出率为 78%，3D-TOF-MRA检出率为 60%，总检出率有显著

差异；9例患者 MRA显示为阴性，SWI均检测到 SVS，主要在大脑中动脉（MCA）的 M2段、M3

段及 M4段显示，其中 M2段 5例，M3段 2例，M4段 2例。11例心源性脑卒中患者均未检测到

异常。（2）在 MRA与 SWI相一致的 30例患者中，栓子位于 M1 段(18例) 和 M2-M4段 (7

例)，M1段栓子检出率均为 36%，无统计学差异；而对 M1 段以远检出率, MRA为 14%，SWI为

32%，两者有显著差异。（3）21例患者 FLAIR高信号血管征，FLAIR检出率明显低于 SWI，其

检出栓子敏感性为 50%、特异性为 78.6%、阳性预测值为 36%、阴性预测值为 28.2%。（4）

SWI-DWI不匹配患者 25例，并对其进行溶栓治疗或取栓术，治疗 3个月后依据改良的 Rankin

量表随访，预后较好；匹配患者预后较差。 

结论： SWI对于 ACE患者栓子的准确定位有很重要的临床诊断价值，尤其对远段血栓栓子，

可作为 ACE患者的常规检查技术之一；SWI-DWI不匹配可无创地显示缺血半暗带并评价预后；

通过多模态 MRI对 ACE栓子检测的对比研究，为 ACE患者选择治疗方案及评估预后建立新的诊

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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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658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the Cerebellar 

atrophy and its implication for disrupted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of cerebellum in multiple system atrophy 

and idiopathic Parkinson’s disease   

 
na wang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The First Hospital，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155， Nanjing North 

St.， Heping Dist.， Shenyang， Liaoning 110001， China 110001 

 

Purpose: Evidence implicates that the cerebellum is vital as a component of 

cerebellar–cerebral (CC) circuits in idiopathic Parkinson’s disease (IPD) and 

multiple system atrophy (MSA), while grey matter volume (GMV) has been viewed as 

an important driven factor in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FC). However,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resting-state CC circuit FC and cerebellar GMV in these two 

groups remains unclear.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potential difference of 

abnormalities cerebellar FC and GMV changes and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them, 

which might be used to elucidate the cerebellum function in MSA and IPD. Materials 

and Methods: Resting state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rs-fMRI) and 

3D-T1 scans were obtained from37 IPD, 63 MSA and 59 sex- and age-matched healthy 

controls (HC). Seed-based connectivity analysis by using bilateral dentate nucleus 

(DN) as seeds and voxel-based morphometry analysis were performed to assess 

changes of FC and cerebellar GMV between the patient groups. Result: The 

decreased GMV and intracerebellar FC were showed in motor cerebellum in both 

patient groups relative to HC, as well as broader GMV loss and intracerebellar FC 

decrease in cognition cerebellum in MSA than IPD and HC. Compared with HC, both 

patient groups exhibited decreased FC between cerebellum and cortical networks, 

including the default mood network, motor network, fronto-parietal network, and 

dorsal attention network, whil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FC between cerebellum and 

DMN was displayed in MSA relative to IPD. Furthermore, cerebellar GMV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decreased cerebellar FC in MSA, involving the 

intracerebellar FC, cerebellum- DMN FC and cerebellum-motor network FC. Decreased 

intracerebellar FC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MoCA scores and decreased 

cerebellum-cerebral FC involving the DMN and motor network were negatively related 

to UPDRS III scores in IPD patients. Conclusion: The cerebellar GMV loss and 

cerebellar FC alternation were both shared and differed in IPD and MSA, along 

with more widespread and severe changes in MSA. Cerebellar atrophy may 

contribute to pathological brain activity in MSA, while a pathological and 

compensatory mechanism in motor and cognitive function respectively in IPD. 

Further research is needed to better describe the alternation of cerebellar GMV 

and FC in cognitive cerebellum in the early stages of MSA and IP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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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659 

鞍区 Rathke 囊肿的 MRI 诊断分析 

 
张芳 

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 300170 

 

目的 分析鞍区 Rathke 囊肿的 MRI 表现，提高对该病的诊断水平。 

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手术与病理证实的 20例 Rathke 囊肿的 MRI资料，其中 12 例进行了动态

增强扫描。 

结果 囊肿位于鞍内 9例，鞍内向鞍上延伸 8例，多呈圆形、卵圆形或哑铃形。结论 鞍区

Rathke 囊肿的 MRI表现较典型的特点为：信号多变，囊内有结节、壁无强化或线样强化，但

部分不典型病例需密切结合临床病史与垂体瘤、颅咽管瘤鉴别。 

 

 

 

EP-1660 

家族性中枢神经系统血管网织细胞瘤 3 例及文献复习 

 
彭娜娜,马湘乔 

解放军第四六三医院 110000 

 

摘要：目的 探讨家族性中枢神经系统血管网织细胞瘤（HB）的临床特点、影像表现及治疗，

提高临床及影像科医生的认识。方法 回顾性分析来自同一家系的 3例经手术及病理证实的 HB

患者的年龄、性别、发病年龄、临床特点、影像表现、家族史及治疗预后等，并进行长期随

访。结果 本组病例属 Von Hippel-Lindau（VHL）病范畴，3例患者中两例单发，1例多发，

进行开颅手术 5次，肿瘤全切 2次，共切除肿瘤 7处。随访期间发现 1例复发和 3例新生的

HB，并行伽玛刀治疗，总预后良好。每一个中枢神经系统血管网织细胞瘤患者都应该排除 VHL

病诊断，以利于中枢神经系统以外肿瘤的发现和患者家属的调查。结论 临床和影像科医生对

VHL病必须给予足够重视，避免漏诊和延误治疗。MRI是中枢神经系统血管网织细胞瘤的首选

检查方法。对 VHL病患者需终身随访。 

  

 

 
EP-1661 

多参数 MRI 对大脑深静脉血栓诊断价值研究 

 
胡娟,张荟美,李宗芳,赵卫,高文涛,李刚,孙学进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650032 

 

目的：探讨 MRI多参数成像对大脑深静脉血栓（DCVT）的影像诊断价值。方法：对我院

2010~2016年临床确诊脑深静脉血栓的 19例病例（男 7例，女 12例，年龄 17～46岁，平均

29.8±9.4 岁）MR图像进行回顾性分析。所有病例均行 MRI常规平扫及增强 MRV，16例行

T1WI增强，14例行 DWI并重建 ADC图。两位神经系统影像诊断经验丰富的医师进行独立盲法

阅片，观察内容包括直接征象（大脑深静脉走行区----大脑大静脉（G）、大脑内静脉（I）、

基底静脉（B）平扫、增强、DWI及 ADC信号，增强 MRV大脑深静脉走行区显影情况）与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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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象（脑实质各序列形态及信号，深髓静脉显影情况）。结果：增强 MRV显示不同静脉走行区

充盈缺损或不显影：G+I+B（8例）、G+I(5例)、G（5例）、I+B（1例）。G+I+B组：I区

T1WI高信号 2例，G区 T1WI 高信号 6例；T2WI流空信号消失 6例；DWI高信号 2例、ADC低

信号 5例；增强 I区显示不清 2例，G区充盈缺损 3例，深髓静脉扩张 5例；丘脑/基底节区/

胼胝体等深部脑实质双侧异常信号 5例，单侧异常信号 2例。G+I组：T1WI高信号 3例；T2WI

流空信号消失 2例；DWI高信号 1例、ADC低信号 2例；增强充盈缺损 5例，深髓静脉扩张 3

例；丘脑/基底节区/胼胝体等深部脑实质双侧异常信号 3例。G组：T1WI均未见异常信号；

T2WI流空信号减低 2例；DWI均未见异常信号、ADC等信号 2例；增强充盈缺损 4例，深髓静

脉扩张 4例；丘脑/基底节区/胼胝体等深部脑实质双侧异常信号 3例。I+B组：T1WI呈高信

号，T2WI流空信号消失，左丘脑异常信号。结论：MRI平扫、增强、DWI为常规检查序列，在

部分时相可直接观察到深静脉异常信号或丘脑等深部脑实质异常信号的间接征象，从而提示临

床进一步完善 MRV检查以明确诊断，同时可提示预后并评估治疗后神经系统损伤恢复情况。 

 

 

 
EP-1662 

磁共振扩散张量成像在动态评价不同程度大鼠急性创伤性脊

髓损伤功能中的应用研究 

 
郑颖彦,刘建宜,杨丽彬,肖泽彬,佘德君,张宇阳,曹代荣,刘芳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5 

 

［摘要］目的 探讨磁共振扩散张量成像（DTI）在动态评价不同程度大鼠急性创伤性脊髓损伤

（SCI）功能改变的应用价值，探寻最佳的治疗时间窗。方法 采用改良 Allen’s 打击法制备

轻度组、中度组及重度组急性 SCI模型及对照组各 10例，在损伤前、0h、6h、24h、3d、7d

及 14d分别行 3.0T磁共振 MRI及 DTI检查，于扫描结束后各时间段分别进行大鼠功能评分

（BBB）评分。通过多因素方差分析分析各组不同时间点 DTI特征性参数值[部分各项异性

（FA）、平均表观弥散系数（MD）、径向弥散系数（RD）及轴向弥散系数（AD）]的差异性，

采用 Bonferroni t检验比较两两差异。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不同程度不同时间 BBB评分的差

异，组间两两比较采用 LSD t 检验。应用 Pearson线性相关分析评估大鼠运动功能评分（BBB

评分）与各参数值之间的相关性。 结果 不同程度大鼠 TSCI后 FA、MD及 RD值之间的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时间点对照组及损伤组鼠 FA、MD、RD及 AD值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5）。MD值在损伤后立即降低（P0h Vs 6h＜0.001），于 6h后上升并于 24h后趋

于稳定（P6h Vs 24h=0.014，P24h Vs 3d=1.000，P3d Vs 7d=,0.815、P7d Vs 14d=1.000）。大鼠 BBB评分对在

不同损伤组之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均＜0.01），损伤立即时评分降至最低点，之后持续

上升，各时间点间评分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均＜0.01）。此外，Pearson线性相关分析

表明 BBB评分与 MD呈正相关（r=0.960，P<0.01）。 结论 DTI在动态定量评价不同程度大鼠

急性创伤性脊髓损伤功能中具有重要的价值，MD值的测定能较好评估脊髓功能。此外，急性

脊髓损伤后 1天之内为推荐治疗的最佳时间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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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663 

CE-MRA 和 TOF-MRA 对颈动脉斑块检测的比较 

 
江睿 

上海市同仁医院 200336 

 

目的：比较 CE-MRA和 TOF-MRA对颈动脉斑块溃疡监测能力。 

方法：对参与的 50名志愿者进行颈动脉磁共振扫描，找到 40个颈动脉存在斑块，运用 TOF-

MRA、CE-MRA及黑血磁共振联合分析斑块，最终 10个是溃疡斑块。由 2名专业的神经科医生

对最终的 10个溃疡斑块及不存在斑块的 10名患者进行最终的溃疡斑块确认，溃疡的监测和其

特点，包括位置、方向、大小之间的关系由 CFD模型决定。 

结果：2个斑块因图像质量为题被剔除，最后剩下的 8个溃疡斑块，TOF-MRA和 CE-MRA 同时检

测到溃疡的是 4个（50%），只有 CE-MRA检测的是 3个（37.5%），只有 TOF-MRA检测到的是

2个（25%），1个（12.5%）溃疡斑块两者均未检测到。 

结论：CE-MRA比 TOF-MRA检测到更多的溃疡斑块，TOF-MRA 对溃疡斑块的检测可能与斑块的定

向等有关，但由于样本量过少，结果的可靠性有待进一步验证。 

关键词：颈动脉斑块、TOF-MRA、CE-MRA 

  

 

 

EP-1664 

3D-ASL 联合 DWI 序列在急性脑梗死中的应用价值 

 
王显峰 

重庆市第七人民医院 400054 

 

 【摘要】 目的 回顾性分析急性脑梗死磁共振 ３D 动脉自旋标记灌注成像（３D-ASL）

PLD1.5秒和 PLD 2.5秒图像，对比 DWI和 MRA,进一步评价其对急性脑梗塞诊断、治疗的指导

价值。方法 采用美国 GE 1.5T MRI 扫描仪，24例急性脑梗死患者行常规 MRI 序列（T1WI、

T2WI、T2FLAIR、SAG-T2WI）、DWI、MRA、３D-ASL 检查，DWI采取多 b值扫描，ASL检查时选

取 PLD 1.5秒和 2.5秒进行扫描，数据采集后输入工作站 ADW 4.6后处理形成脑血流量图

（CBF），分别对每个病人的 DWI、MRA、３D-ASL、SWAN 影像表现对比评价；结果 24例患者

中，有 4例为大面积脑梗塞，其余 20例为新发的腔隙性脑梗塞，单病灶者 16例，多发病灶者

4例；DWI表现为不同范围的斑点状、斑片状明亮高信号，4例大面积脑梗塞表现为大片高信

号， 同时 MRA表现一侧大脑中动脉主干及分支闭塞，远端分支消失或减少；ASL-CBF表现为

不同范围的血流灌注减低区，大部分病人低灌注范围大于 DWI高信号区，部分与 DWI高信号范

围基本一致，PLD 1.5秒 ASL-CBF表现为明显的低灌注区，PLD 2.5秒 ASL-CBF上低灌注区有

一定的减少或恢复，提示侧枝循环的代偿作用。结论  ３D-ASL 联合 DWI 成像既能评价急性

脑梗死患者的范围大小、脑血流灌注的改变、还能评价半暗带和侧枝循环的情况，对急性脑梗

死患者下一步的治疗方法选择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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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665 

多模态 MRI 在不同时期 MELAS 型综合征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郑颖彦,曹代荣,佘德君,邢振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5 

 

目的 探讨不同时期线粒体脑肌病伴高乳酸血症和卒中样发作（MELAS）综合征的多模态 MRI诊

断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1年 12月~2017年 4月在我院 22例经临床诊断（10例）或基因

/肌肉活检确诊（12例）的 MELAS型综合征患者的临床及影像学资料，22例患者均行常规

MRI、DWI及 MRS检查。结果 病灶分布以单侧或双侧颞顶枕叶多见（17/22,77.27%），病灶均

累及皮层及皮层下，表现为皮层增厚（20/22,90.91%）和/或信号异常（22/22，100.00%），

深部白质受累较少（3/22,13.67%）。12例随访患者中 10例出现病灶的迁移性及多变性。急

性期病灶表现为 T2WI及 FLAIR 高信号，DWI等或稍高信号，ADC高信号；亚急性早期病灶可表

现为皮层及皮层下弥散受限（3/10,30.00%）和/或皮层受限伴皮层下弥散不受限

（9/10,90.00%）；亚急性晚期病灶表现为皮层弥散受限伴皮层下病灶弥散不受限，T2WI及

FLAIR呈皮层稍高信号伴皮层下高信号，5例患者出现层状坏死（5/8,62.50%）；病灶慢性期

呈 T2WI、FLAIR高信号，DWI等信号，ADC高信号，均合并脑萎缩和/或病灶邻近脑室系统积水

扩张。急性期及亚急性期病灶 MRS内均可见倒置乳酸峰，1例慢性期病灶未见异常。结论 不

同时期 MELAS综合征患者的多模态 MRI表现具有一定的特征性，多模态 MRI检查对疾病的早期

诊断及随访观察具有重要的临床应用价值。 

 

 

EP-1666 

3D MRN 成像技术对臂丛神经解剖及损伤的评估 

 
隋赫,李祎 

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 130033 

 

【摘要】 

目的： 

评估 3D磁共振神经成像（MRN）技术对正常臂丛神经解剖结构的显示情况，并探讨其在臂丛神

经损伤（BPI）术前评估中的应用价值，为伤后手术时间的及时选择提供客观依据。 

方法： 

纳入 2014年 10月-2016年 5月因外伤而致单侧臂丛神经损伤患者共 70名。受试者行 3.0T MR

平扫及增强扫描，并对所得 3D MRN图像进行后处理，获得 MIP、MPR、VR图像：1.观察正常侧

臂丛神经节前、节后及周围组织解剖结构，对标志性解剖结构分别进行数量统计。2.对损伤侧

臂丛神经进行分析，并将其与术中结果及体感诱发电位（SEP）或肌电图（EMG）结果进行对

比。 

结果： 

1.对正常臂丛神经解剖结构的显示：在 70例患者中，能够清晰显示臂丛节前神经的共 42例

（42/70，60%），节后神经 57例（57/70，81.4%）。 

2.共 70名患者中，节前神经损伤 22名，节后神经损伤 48名。在 70名患者中，对共 215例神

经在手术过程中进行检测，192例神经在 MRI检查中表现为阳性，其中 182根为真阳性，10根

为假阳性。23例神经损伤 MRI中体现阴性，其中 16例为假阴性，7例为真阴性。敏感性为

91.92%，特异性为 30.43%，准确率为 96.90%。利用卡方检验比较 MRI检查与手术检测之间的

差距，二者这件并不存在明显差异（P=0.203>0.05）。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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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MRN能够较为清晰地显示臂丛神经解剖形态，并对臂丛神经损伤的诊断具有相对较高的敏

感性及特异性，对伤后手术时间的选择提供帮助。 

 

 

EP-1667 

基底动脉发育不全患者 MRA 及 PWI 表现 

 
石俊英 

郑州人民医院 450000 

 

目的 应用磁共振血管造影（Magnetic Resonance Angiography，MRA）和磁共振灌注加权成像

（Perfusion-Weighted Imaging，PWI）分析基底动脉发育不全患者的 MRA表现及其脑干血流

动力学特点。资料与方法 纳入标准：①基底动脉均匀纤细且直径＜2mm诊断为 BAH；基底动脉

管腔均匀且直径大于 3mm诊断为非 BAH。（基底动脉管径测量采用 MRA在脑桥水平）。②磁共

振图像良好，并临床病史完整者。排除标准：①椎-基底动脉管腔明显狭窄或闭塞者；②椎动

脉或基底动脉严重迂曲；③脑内肿瘤病变；④动脉粥样硬化、大动脉炎、烟雾病、动脉瘤等引

起后循环梗死者。经纳入和排除标准过滤，51例 BAH患者作为实验组，男 34例，女 27例，

年龄 23至 85岁。79例非 BAH患者作为对照组，男 44例，女 35例，年龄 19至 86岁。同时

行磁共振平扫、MRA和磁共振灌注成像扫描，获得 BAH患者血管表现，并获取 rCBV、rCBF、

rMTT及 TTP四个参数值。结果 BAH患者合并胚胎型大脑后动脉 49例（96.08%）；椎动脉发育

不全 30例（58.82%），原始三叉动脉 2例（3.92%），基底动脉开窗畸形 1例（1.96%）。BAH

患者脑干灌注异常的发生率明显增高，BAH患者 rCBF异常发生率（29.41%）vs非 BAH 患者

（10.13%）；BAH患者 rCBV 异常发生率（23.53%）vs非 BAH患者（8.86%）;BAH患者 rMTT延

长发生率（35.29%）vs非 BAH患者（11.39%）；BAH患者 TTP延长发生率(41.18%)vs非 BAH

患者（12.66%，TTP是显示脑灌注损伤最敏感指标。结论 基底动脉发育不全患者常伴发其他

血管异常；基底动脉发育不全促使后循环缺血的发生，PWI 能及时发现基底动脉发育不全患者

脑血液动力学异常。 

  

 

 
EP-1668 

Quantitatively analysis the association of advanced 

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 (NODDI and DKI) with IDH-1 

gene mutation status and tumor cell proliferation in 

gliomas   

 
zhao jing,Chu Jian-ping,Wang Jing-yan,Wang Yu-liang,Li Xin-bei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510000 

 

PURPOSE 

To quantitatively evaluate the efficacy of neurite orientation dispersion and 

density imaging (NODDI) and diffusion kurtosis imaging (DKI) in tumor parenchyma 

(TP) and peritumoral (PT) area for detecting the IDH-1 mutation status and assess 

the correlation of NODDI and DKI with tumor cell proliferation index (Ki-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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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 AND MATERIALS 

42 patients (male: 23, female: 19, mean age: 44.5 y) were prospectively recruited 

and they underwent whole-brain NODDI examination which were collected at three b 

values (0, 1000 and 2000 s/mm2) and each non-zero b value has 30 directions. Both 

the b=1000 s/mm2 and b=2000 s/mm2 data were used for the NODDI and DKI analysis. 

Kurtosis (MK), axial kurtosis (Ka), radial kurtosis (Kr), mean diffusivity (MD), 

fractional anisotropy (FA), ADC, intracellular volume fraction (icvf) and 

orientation dispersion index (ODI) maps were derived. With each tumor, three ROIs 

were manually placed on TP and PT. The mean values of each parameter in TP and PT 

were calculated, respectively. Univariate stepwise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s and 

Spearman analysis were performed. 

RESULTS 

 Among all the parameters, compared with IDH-1 positive glioma, the mean value of 

MK , Ka and Kr in PT area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in IDH-1 negative patients (P < 

0.019). The rest of the parameters from NODDI and DKI did not show an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Further, the mean value of icvf, ODI, MK and Ka in TP we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Ki-67 value (P<0.004) and MK showed the 

highest correlation (r = 0.624) while the mean value of Kr, FA, MD in PT area and 

MD and ADC in TP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Ki-67 value (P< 0.025). The mean value 

of ADC in TP area showed the highest negative correlation (r=-0.396). 

CONCLUSION 

DKI and NODDI parameters show potential as imaging markers in noninvasively 

predicting tumor cellular proliferation and only the quantitative metrics from DKI 

in PT area might be used to detect IDH-1 mutation status. Compared with NODDI, the 

DKI parameters can more accurately demonstrate microstructural changes and 

cellular proliferation in gliomas. 

  

 

 

EP-1669 

TBSS 分析多发性硬化与视神经脊髓炎谱系 

疾病视辐射扩散参数差异 

 
罗琦,李咏梅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目的 多发性硬化(MS)患者与视神经脊髓炎谱系疾病(NMOSD)患者均可以视神经炎为首发症状或

是在随后病程进展中出现视神经病变
[1]
，常规 MRI颅内视辐射通路通常未见病灶。视辐射又称

丘脑后辐射(PTR)，是外侧膝状体至初级视觉皮层之间的视通路。基于纤维束空间统计学(TBSS)

是较为准确的扩散张量成像(DTI)分析方法
[2]
。本研究拟利用 TBSS分析研究 MS患者与 NMOSD

患者白质骨架中丘脑后辐射，即视辐射扩散参数差异。 

方法 对 18例 MS患者、18 例 NMOSD患者以及 18例健康对照组进行头颅 DTI扫描，将 DTI数

据预处理后，使用 FSL软件中 tbss_1_preproc、tbss_2_reg、tbss_3_postreg、

tbss_4_prestats四步命令，获得白质纤维骨架图，以标准白质纤维束模板 JHU图谱中左右

PTR分别作为 mask，获取 FA值、MD值，随后进行统计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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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对照组、NMOSD组、MS组双侧 PTR的 FA值、MD 值三组间有统计学差异。(2)多重比

较结果显示对照组与 MS组双侧 PTR的 FA值及 MD值均有显著差异，P值均<0.01；对照组与

NMOSD组右侧 PTR的 FA值存在统计学差异(P=0.046)，而左侧 FA值、双侧 MD值统计差异不显

著；MS组与 NMOSD组右侧 FA值、双侧 MD值存在统计学差异，P值均<0.05。 

结论 本研究发现健康对照组、NMOSD组、MS组三组间有统计学差异，与既往众多研究相符。

但本研究显示 MS患者双侧 PTR白质骨架扩散指标显著异常，而 NMOSD患者仅有右侧 FA 值异

常，提示本组 MS患者 PTR损害较 NMOSD患者明显。这与既往研究
[3]
提示的 NMOSD患者视通路

损伤较 MS更严重存在差异。此差异一方面可能是由于 MS对纤维骨架髓鞘破坏的直接损伤较

NMOSD的继发轴突变性显著，另一方面考虑可能存在样本选择以及方法学差异的影响。 

  

 

 
EP-1670 

兔严重烧伤早期脑水肿 MR 弥散成像的实验研究 

 
张艳伟

1
,黎海涛

2
 

1.中国人民解放军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 

2.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目的：探讨兔严重烧伤早期脑水肿发生、发展过程中 MR弥散成像改变特征及其诊断价

值。 方法：35只健康新西兰大白兔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及烧伤组(烧伤后 1、2、3、4、

5、6 h),烧伤组兔均制成 50%总烧伤面积Ⅲ度烧伤模型。常规行 MRI T1WI、T2WI、DWI、DTI

颅脑检查,对各烧伤组和对照组的表观弥散系数(ADC)值、各向异性分数(FA)值,指数表观弥散

系数(eADC)值进行动态观察,并用干湿质量法检测其脑含水量的变化。 结果：烧伤后 6 h

内,T1WI、T2WI像未见明显变化。与对照组相比,烧伤后 4~6 h ADC值明显降低(P<0.01),同时

eADC值明显增高(P<0.01),而 FA值无明显改变。随着观察时间的延长,脑含水量呈逐渐增高趋

势,以伤后 3~6 h表现最为显著。脑含水量与 ADC值(r=-0.898,P<0.01)、eADC值

(r=0.871,P<0.01)的变化呈明显相关性,与 FA值无明显相关性(r=0.135,P=0.438)。 结论：

MR弥散成像能够较好的反映严重烧伤后脑含水量的变化,对烧伤早期明确诊断脑水肿具有重要

参考价值。 

 

 
EP-1671 

脊髓胶质母细胞瘤的 MRI 表现 

 
赵本琦,郑卓肇,张晨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102218 

 

目的：分析脊髓胶质母细胞瘤的 MRI影像学特点，提高对该病的认识和诊断、鉴别诊断水平。 

方法：8例经手术病理证实的脊髓胶质母细胞瘤患者中，男女分别 4例，最小年龄 9岁，最大

年龄 38岁，平均年龄 27岁。术前均行 T2WI、T1WI、压脂 T2WI、增强 T1WI扫描。 

结果：8例均为单发病灶，病灶主体位于颈段 2例、颈胸段 3例、圆锥 3例。MRI表现为：(1)

边界模糊不清：8例；(2)坏死：5例；(3)出血：3例；(4)瘤周水肿 5例；(5)占位效应：明

显 7例；(6)增强环状强化 6例，结节样强化 1例，无明确强化 1例。 

 

结论：脊髓胶质母细胞瘤的 MRI具有一定特征性表现，尤其边界模糊不清及内部出现坏死对该

肿瘤术前诊断及鉴别诊断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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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672 

CLIPPERS association with precentral gyrus 

involvement: A longitudinal study    

 
zheng weimin 

Dongfang Hospital，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100078 

 

Chronic Lymphocytic Inflammation with Pontocerebellar Perivascular Enhancement 

Responsive to Steroids (CLIPPERS) is a rare central nervous system (CNS) 

inflammatory disorder involving predominantly the pons and cerebellar which was 

first described by Pittock in 2010. The etiology pathogenesis is still not well-

defined.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of CLIPPERS manifests characteristically related 

to brainstem-, cranial nerve- and cerebellar dysfunctions, frequently including 

gait ataxia, dysarthria, diplopia. MRI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diagnosis of 

CLIPPERS that show multiple punctate lesion and pepper-like enhancement in the 

pons and cerebellum. The lesions may involve the midbrain, medulla oblongata or 

the cervicothoracal spinal cord, and even involve supratentorial regions such as 

the thalami, capsula interna, basal ganglia, corpus callosum at previous reports. 

However, CLIPPERS involved in precentral gyrus caused the lower extremity weakness 

as chief complain and its longitudinal change has not been reported. Here, we 

report a patient of CLIPPERS with the main symptom as lower limb motor dysfunction, 

MRI displayed the lesion concentrated in precentral gyrus as well as brainstem, 

cerebellum and upper cervical cor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disease. We focus on a 

longitudinal change in precentral gyrus lesion and its changes were responsive to 

steroids therapy.  

  

 

 

EP-1673 

中枢神经系统血管炎及 MRI 特征 

 
张志强,李建瑞,卢光明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210002 

 

原发性中枢神经系统血管炎是近来神经病学关注的热点临床问题之一，目前影像学的观察、总

结及认识尚处于初级阶段。中枢神经系统血管炎指各种因素导致的中枢神经系统血管壁组织炎

性病理改变的疾病，包括（1）已知明确原因的继发性中枢神经系统血管炎（SACNS，如结核、

病毒感染相关、系统性疾病如 SLE等相关因素）以及（2）原发性中枢神经系统血管炎(PACNS)

是指排除已知致病因素、无明确病因的中枢神经系统炎性病变，目前认为应该与自身免疫变态

反应相关。在病理上，大、中动脉血管壁损害形成动脉狭窄闭塞、动脉瘤，小血管表现为淋巴

细胞浸润、聚集及非干酪样肉芽肿形成。在病理概念上，需要与炎性脱髓鞘假瘤、血管中心性

淋巴瘤前哨病变进行区别认识。 

MRI是中枢神经系统血管炎诊断的最主要影像学手段，结合临床特征分析，MRI表现具有一定

的特征性，主要表现为：(1) 血管表现：①MR血管成像偶尔可见中小血管狭窄闭塞或不规

则，微动脉瘤较为较少见，但对于后循环及末梢血管病变不敏感。②SWI 对小血管成像具有优

势，可以发现血管炎周围代偿增粗的的血管影。③血管壁成像可见大血管管壁增厚及管壁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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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2) 脑实质改变：① 广泛分布的双侧对称性大脑深部白质病变，平扫 T1WI稍低信号、

T2WI及 T2FLAIR高信号，DWI呈等或稍高信号，ADC高信号的血管源性水肿；增强扫描研髓静

脉分布线型放射状或小点状明显强化和是其特征。② 多发结节状病灶，表现为 T1WI稍低信

号、T2WI及 T2FLAIR高信号灶，周围可有水肿；增强有明显的病灶强化。可以为中小血管炎

性闭塞造成脑的小的缺血灶表现，如 DWI高、ADC低的急性缺血表现，常伴有血管成像异常。

该类病灶常呈“此起彼伏”的表现，与其他类型脑血管栓塞不同。③单发肿块型患者，可呈类

似恶性肿瘤的不典型占位表现，可有中心坏死，周围水肿、增强不均匀明显强化。可伴有出血

或邻近脑膜炎表现。 

 

 

EP-1674 

SWI 在胶质母细胞瘤与单发脑转移瘤鉴别中的价值 

 
王娇燕,林丽萍 

复旦大学附属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 200240 

 

目的 探讨磁敏感加权成像(SWI)鉴别胶质母细胞瘤与单发脑转移瘤的最佳指标及相应界值。

方法 收集 2014年 3月至 2017年 3月经病理证实的胶质母细胞瘤与脑转移瘤患者各 21 例。

提取 SWI指标，包括 ITSS评分、肿瘤静脉血管数目、出血个数及出血指数。统计分析各指标

的差异，并采用 ROC曲线分析各指标鉴别诊断的效能。结果 静脉血管数目及出血指数有统计

学差异（P=0.008，P=0.023），ITSS评分及出血个数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经 ROC曲

线分析，结果显示以静脉血管数目 6.5为界值时，ROC曲线下面积(AUC)最大，为 0.751，灵敏

度、特异度分别为 0.684、0.789。而以出血指数 0.9为界值时，AUC为 0.715，灵敏度、特异

度分别为 0.632、0.947。结论 采用 SWI可为诊断脑肿瘤提供更多信息，对鉴别胶质母细胞瘤

与脑转移瘤具有一定价值。 

 

  

 

 
EP-1675 

无抽搐电休克治疗对抑郁症患者海马形态 

及静脉影响的 MRI 研究 

 
宋慧慧 

苏州市广济医院 10206561 

 

目的 联合形态学测量及磁敏感加权成像(SWI)对抑郁症（MDD）患者无抽搐电休克治疗(MECT)

前后海马体积形态及静脉进行研究。方法 对 32例 MDD患者治疗前、后分别行海马的 T1-MR形

态扫描及 SWI扫描，对比分析治疗前后海马体积形态、静脉的变化特点，并分析相关参数与

HAMD总分的相关性。结果 治疗后海马总体积、海马体部体积显著大于治疗前[左侧海马总体

积：治疗前(2941±262) mm
3
，治疗后(3105±283)mm

3
，t=2.41，P<0.05；左侧体部：治疗前

(834±164) mm
3
，治疗后(923±158)mm

3
，t=2.21，P<0.05；右侧海马总体积：治疗前

(3014±241) mm
3
，治疗后(3136±225)mm

3
，t=2.09，P<0.05；右侧体部：治疗前(857±134) 

mm
3
，治疗后(936±129)mm

3
，t=2.40，P<0.05]，海马头、尾体积无显著性差异(P均>0.05)。

治疗后侧脑室下静脉的 n、d、l均显著大于治疗前[治疗前：n（2.14±0.69），

d(0.82±0.17)mm，l(13.8±0.81)mm；治疗后：n(2.53±0.74)，d(0.94±0.2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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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14.3±0.92)mm； t值分别为 2.18，2.25，2.31，P均<0.05)]。治疗后左、右侧海马总体

积与 HAMD总分呈负相关（r值分别为-0.44，-0.47，P均＜0.05)；侧脑室下静脉的 n、d、l

与 HAMD总分亦呈负相关(r 值分别为-0.42，-0.48，-0.40，P均＜0.05) 结论 抑郁患者海马

体积形态及静脉的变化，可作为 MECT临床疗效评判的客观指标之一。 

 

 

 
EP-1676 

终末期肾病首次透析前脑自发活动的静息态 fMRI 研究 

 
丁墩

1
,马雪英

1
,李朋

1,2
,张明

1
 

1.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陕西省核工业二一五医院 

 

目的：终末期肾病是一种导致多脏器功能损害的慢性进展性疾病，认知功能障碍在终末期肾病

患者中非常常见，尤其是记忆力的损害，本研究利用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针对首次透析前

的终末期肾病（ESRD）患者，研究其脑内自发神经活动改变，及其与记忆功能损害的相关性。

方法： 34名 ESRD患者和 31名性别、年龄匹配的健康志愿者均进行 fMRI扫描，所有被试均

进行神经心理测试，包括蒙特利尔认知量表评估（MoCA）和听觉词语学习测试，并且采集了

ESRD组的实验室检测指标；应用 REST软件对两组被试的静息态 fMRI数据进行低频振幅

（ALFF）分析，并且比较两组被试神经心理学量表评分的差异，记录整体认知、瞬时记忆、短

时延迟记忆、长时延迟记忆、再认的分数；ESRD组的记忆评分与全脑的 ALFF值进行 Spearman

相关分析，与实验室检测指标进行逐步回归分析，并且进行 ESRD组全脑 ALFF值与实验室检测

指标的 Spearman相关分析。结果：与 HC组比较，ESRD组与 HC组的 MoCA评分分别为

23.29±0.65、26.98±0.41，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2），两组被试短时延迟记忆

(7.80±0.43, 10.23±0.26,P=0.005）、长时延迟记忆

（7.63±0/46,10.14±0.30,P=0.024）、再认(11±0.27,11.75±0.09,P=0.011);较 HC组，

ESRD组 ALFF值减低的区域主要位于顶上小叶、楔前叶、中扣带回；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显示

ESRD组短时延迟记忆分数仅与血清胱抑素 C浓度显著相关，ESRD组全脑 ALFF值与胱抑素 C相

关的区域也位于顶上小叶、楔前叶、中扣带回。结论：ESRD 患者在首次透析前存在记忆网络

相关脑区（顶上小叶、楔前叶、中扣带回）的脑内自发神经活动异常，这种异常与血清胱抑素

C浓度密切相关，并且与短时延迟记忆功能的下降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EP-1677 

亚急性脑梗死后交叉性小脑失联的 IVIM 研究 

 
王娟,陈增爱,所世腾,朱婉秋,俎金燕,李磊,周子恩,许建荣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东院) 200127 

 

目的：探讨 IVIM成像对亚急性脑梗死后交叉性小脑失联（CCD）的评价作用。 

方法：收集经临床确诊为亚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 47例（男性 31，女性 16），所有患者均行

常规 MRI，MRA，多 b值 DWI 序列和 SPECT检查。参考临床 NIHSS评分标准获得患者入院及出

院的 NHISS评分；通过 DWI 测量梗死灶部位、体积；并通过双指数模型和后处理工作站获得双

侧小脑的表观扩散系数（ADC）、扩散系数（D*），假扩散系数（D），灌注分数（f）和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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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血流量（CBFSPECT）。根据 CBF计算双侧小脑不对称指数（AI），以 AI＞10%为 CCD阳性标

准，比较 CCD阳性组及阴性组中相关参数以及 AI值的分布差异。 

结果：CCD阳性组中患者入院时 NHISS评分及梗死灶体积明显大于 CCD阴性组(p=0.021, 
0.015), 同时 CCD阴性组患者出院时 NIHSS评分明显低于入院时 NHISS评分（p=0.0004），而

CCD阳性组无明显差异（p＞0.05）。除了顶叶、颞叶和岛叶外（p=0.01, 0.003，0.016），

两组幕上梗死灶在其他部位分布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CCD阳性组中对侧小脑的

D* 和 CBFSPECT值均低于病变侧小脑（p=0.0007，p<0.0001），f值高于病变侧（p=0.001），

而 ADC和 D值在两侧小脑中无明显统计学差异（p＞0.05）。在 CCD阴性组中，两侧小脑的

D*，D，ADC，f和 CBFSPECT值均未发现明显统计学差异（p＞0.05）。进一步研究发现 AID* 与 

AISPECT虽然仅具有弱相关性 (r=0.309, 0.041)，但 ROC曲线分析得出 AID*对 CCD评估的 AUC值

为 0.772。 

讨论：IVIM可能成为有效的缺血性脑卒中患者发生 CCD的无创检测手段，其中 D*值在其中发

挥着主要作用。同时，CCD 的发生和发展与 NHISS评分、梗死灶的部位及体积均有密切的关

系。 

  

 

 
EP-1678 

Comparative White matter alteration pattern of 

cognitive impairment in parkinson’s disease and 

Alzheimer's Disease by tract-based spatial statistics 

 
mingming huang,Yu Hui 

Guizhou medical university 550008 

 

Purpose  To identify the pattern of white matter alterations between PD patients 

with cognitive impairment and AD patients. Further,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gional diffusivity alterations and cognitive abnormalities. 

Methods: 22 PD patients without cognitive impairment( PDN) , 17 PD patients with 

cognitive impairment( PDCI), 11 Alzheimer's Disease(AD) patients and 22 age 

matched healthy older controls were recruited from the community by advertisements. 

All PD and AD patients had been diagnosed by neurologists , and all participants 

underwent MMSE and MoCA test to assess cognitive dysfunction. Diffusion tensor 

images were acquired in a 3.0 Tesla Achieva MRI scanner using single-shot echo-

planar imaging sequences with a repetition time [TR]=5003ms and echo time 

[TE]=70ms. Diffusion gradients were applied in 34 directions with 2 b-values (b = 

0 s/mm2 and b= 800 s/mm2).The images of FA were subjected to TBSS using the FMRIB 

software library, for a detailed description, see Smith et al[3]. 

Results: TBSS demonstrated that PDCI patients had significantly lower FA than 

healthy controls in many white matter tract, such as atr, cst, cg, fi, ifo, ilf, 

slf and uf . AD had more widespread white matter degeneration compared to PDCI and 

CON. There were no white matter integrity changes in PDN. VOI analysis showed 

decreased FA in this region as reflected by decreased Da and increased Dr(data not 

show). Importantly, we found in PDCI patients there was significantly correlation 

between FA in the right ifo and MoCA scores (r=-0.487, p=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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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 In this study, We found PDCI patients had reduced FA in many white 

matter tract. And almost white matter were degeneration in AD patients. VOI 

analysis showed decreased FA in this region as reflected by decreased Da and 

increased Dr. Furthermore, correlation findings suggest that cognitive decline is 

associated with decreased microstructural integrity of the the right inferior 

fronto-occipital fasciculus. 

  

 

 
EP-1679 

三叉神经 MRTA 成像在三叉神经痛 MVD 术前评估中的应用价值 

 
顾峰,谢英遂 

上海市同仁医院 200336 

 

[摘要] 目的：探讨三叉神经磁共振断层血管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tomographic 

angiography，MRTA）成像在三叉神经痛微血管减压（microvascular decompression，MVD）

术前评估中的应用价值。方法：笔者应用 MRTA对三叉神经微血管减压（microvascular 

decompression，MVD）术前评估进行研究，具体于 2014年 1月~2016年 1月对 21例原发性三

叉神经痛（idiopathic trigeminal neuralgia，ITN）患者于术前行 MRTA检查评估责任血

管，并与手术结果对照，为指导临床医生进一步诊治及随访提供依据。结果：两位医师观察患

侧与健侧 MRTA神经-血管关系有较满意的一致程度（患侧 Kappa 值=0.86，健侧 Kappa 值

=0.78），且两侧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x2
=22.92，P<0.05）。18例 ITN患者 MRTA图像测

量患侧三叉神经脑池段长度为[（7.95±1.66）mm]，宽度为[（6.11±1.49）mm]，健侧三叉神

经脑池段长度为[（9.48±1.70）mm]，宽度为[（6.29±1.43）mm]。MRTA 诊断 ITN的特异度

为 100%，灵敏度为 94.44%，诊断符合率为 94.44%。结论：MRTA无副作用，能可靠地显示 ITN

神经血管的关系，对 ITN病因诊断和术前评估提供有用的术前影像资料。 

  

 

 
EP-1680 

Fth1 基因标记 BMSCs 治疗脑梗死的 MRI 示踪对照研究 

 
黄晓蕾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200011 

 

 

用慢病毒构建携带 Fth1基因表达的载体，并转染 BMSCs，荧光定量 PCR、Western blot观察

Fth1在 BMSCs内的表达情况。普鲁士蓝染色观察 Fth1-BMSCs的储铁能力，CCK8法检测 Fth1-

BMSCs的增殖活性。制备局灶性脑梗死模型，设立正常、假手术及手术对照，采用颈内静脉法

分别注射 SPIO-BMSCs和 Fth1-BMSCs，对各组进行 MRI 示踪观察。对治疗后各组的脑组织标

本行普鲁士蓝染色及病理观察，探讨 MRI表现的病理基础。我们通过研究比较 SPIO与 Fth1基

因两种不同方法标记的 BMSCs 在局灶性脑梗死病灶中 MRI低信号的分布及示踪时间，发现虽然

两种标记方法均能进行 BMSCs 示踪观察，但 Fth1基因示踪标记方法具有更高的稳定性，且示

踪时程更长。并且针对 MRI 示踪序列进行研究比较后发现，SWI可持续显示 Fth1标记 BMSCs

及 SPIO标记 30天内的 BMSCs 在局灶性脑梗死灶内的低信号及其迁移改变；与 T2WI相

比， SWI更敏感，因此 SWI 序列可作为 MRI示踪的最佳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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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681 

建立和验证预测胶质母细胞瘤 MGMT 启动子 

甲基化程度的 MRI 影像组学标签 
 

陈鑫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510108 

 

目的：研究发现胶质母细胞瘤 MGMT启动子甲基化程度是 TMZ化疗疗效的重要影响因素，目前

缺乏无创检测其状态的有效手段。本研究拟基于 MRI影像组学特征建立影像组学标签，预测胶

质母细胞瘤 MGMT启动子甲基化状态。 

材料和方法：回顾性收集 122有完整临床和 MRI影像资料的胶质母细胞瘤病例，其中 80 例

(男：42；女：38；年龄：59±13 岁)作为训练组，42例为验证组(男：22；女；20；年龄：

57±12 岁)。利用本研究团队编写的基于 Matlab的影像组学特征提取软件提取特征。选择肿

瘤 T1WI增强图像的最大层面，使用手动的方式画取感兴趣区（ROI），选择肿瘤强化部分作为

特征提取区，共提取定量影像组学特征 500个（特征包括组织直方图和灰度共生矩阵纹理特

征）。采用最小冗余最大相关性算法进行特征降维，然后使用 LASSO  Logistic回归模型进

行影像组学特征筛选并建立影像组学特征标签（signature）。采用 Mann-Whitney U 检验探

讨影像组学标签和胶质母细胞瘤 MGMT启动子甲基化状态的关系；使用受试者生存曲线（ROC）

方法检测影像组学标签的诊断能力。 

结果：基于 80例训练样本，构建了一个含有 9个影像组学特征的标签，和 MGMT启动子甲基化

状态明显相关（P <0.001），该标签在验证组中也与 MGMT 启动子甲基化相关（P<0.01）。在

训练组和验证组中，MGMT启动子甲基化阳性组中的中位影像组学标签值均大于阴性者。在训

练组中，影像组学标签诊断 MGMT启动子甲基化状态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 85.3%和 78.2%, 

ROC曲线下面积（AUC）为 0.81。在验证组中，该标签诊断 MGMT启动子甲基化状态的敏感性和

特异性分别为 82.6%和 77.5%，AUC为 0.79。 

结论：MRI影像组学标签可预测胶质母细胞瘤 MGMT启动子甲基化状态。 

 

 

EP-1682 

ADC 值在常见脑转移瘤原发灶寻找中的价值 

 
周茂冬,洪汛宁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10029 

 

目的 探讨 MR扩散加权成像(DWI)及表观扩散系数(ADC)值在常见脑转移瘤原发灶寻找中的价

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05 例经手术病理或临床及影像随诊证实的脑转移瘤患者,其中肺癌来

源 53例, 乳腺癌来源 23例, 消化道肿瘤来源 29例。分别测量肿瘤实质区及瘤周水肿区 ADC

值，对不同来源脑转移瘤 ADC值进行统计学分析，评价其是否具有临床价值。结果 肺癌脑转

移瘤，乳腺癌脑转移瘤和消化道肿瘤来源脑转移瘤实质区 ADC值分别为 0.693±0.120×10-3 

mm2 /s， 0.857±0.088×10-3 mm2 /s, 0.782±0.150×10-3 mm2 /s, 三组间 ADC值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F=15.321，P<0.001)，两组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瘤周

水肿区 ADC值分别为：1.630±0.158×10-3 mm2 /s，1.590±0.238×10-3 mm2 /s，

1.601±0.181×10-3 mm2 /s，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0.462，P=0.631)。 结论 常见脑转移瘤

实质区 ADC值与原发灶类型相关，因此对于难以明确原发灶的脑转移瘤患者，或可通过 ADC值

推测肿瘤来源，从而为临床治疗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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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683 

原发性低颅压综合征的临床及 MRI 定量分析 

 
吴立业

1
,刘军

1,2
 

1.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湖南中医药大学附属人民医院（原：湖南省脑科医院） 

2.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摘要】目的：分析原发性低颅压综合征的临床及 MRI特征定量指标改变，提高对本病的认识

和诊断准确率。方法：回顾性分析原发性低颅压综合征 24例，全部行 MRI平扫及增强扫描，5

例加扫 MRV。定量指标包括（硬脑膜厚度、脑垂体高度、第三脑室横径、中央沟宽度、乳头体

脑桥间距及上矢状窦的宽度），分别进行测量分析。结果：所有病例均有体位性头痛，腰椎穿

刺脑脊液压力 0～60 mm H2O，MRI增强扫描均显示硬脑膜弥漫、对称性线状强化。硬脑膜厚

度、脑垂体高度与脑脊液压力负相关（P＜0.05），第三脑室横径、中央沟宽度、乳头体脑桥

间距与脑脊液压力正相关（P＜0.05），上矢状窦宽度与脑脊液压力无关（P＞0.05）。结论：

原发性低颅压综合征临床及 MRI具有一定特征性，硬脑膜增厚、垂体增大、脑室、脑沟变窄及

脑下垂程度在临床治疗中可作为客观的评价指标。 

 

 
EP-1684 

大脑中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特征与梗死类型的相关性 

 
宋焱,焦晟,黄娟,陈敏,张金涛 

北京医院 100730 

 

目的：利用 3.0T 高分辨率磁共振成像（HRMRI）对大脑中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特征进行研

究，探讨斑块特征与患者梗死类型的相关性及其临床应用价值。 

资料与方法：选取 49 例行颅内动脉 HRMRI 的动脉粥样硬化患者，分析其双侧大脑中动脉的斑

块形态、斑块分布及斑块强化程度。按斑块强化程度将患者分为明显强化组和非明显强化组，

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资料，分析不稳定斑块的临床危险因素。根据扩散加权成像结果将大脑中

动脉供血区急性梗死患者分为单穿支动脉阻塞、多穿支动脉阻塞及动脉栓塞，分析不同梗死类

型的斑块特征。 

结果：49 例患者共发现位于大脑中动脉粥样硬化斑块 65 处，其中 62 处（95.4%）为偏心性

斑块，斑块最常见于腹侧壁（31 处，50.0%）。明显强化组中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降低的患者

比例（56.7%）明显高于非明显强化组（26.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动脉栓塞组

中明显强化斑块的发生率（88.9%，8/9）明显高于非动脉栓塞组（单穿支动脉阻塞及多穿支动

脉阻塞，36.4%，4/1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大脑中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分布位置与缺血性卒中事件的发生密切相关，斑块强化程度

能够反映斑块的稳定性。利用 HRMRI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预测缺血性卒中事件的发生，并推测

其梗死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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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685 

不同剂量急性饮酒对健康人群认知功能影响 

及扩散峰度成像（DKI）的研究 

 
谭慧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430061 

 

目的：研究不同剂量急性饮酒对健康人群认知功能的影响及其与脑白质微观结构扩散峰度成像

（DKI）改变的相关性。 

方法：选取 25名健康志愿者随机摄入不同剂量白酒，分别于饮酒开始之前，饮酒后 30及

60min完成一系列神经心理学测试量表以及常规 MRI、DKI 扫描。量表包括蒙特利尔认知量表

(MoCA)、数字广度测验(DST)及语音流畅试验（PFT）。根据饮酒后 30min血液酒精浓度(BAC)

分组。测量感兴趣区内（额叶、颞叶、半卵圆中心、胼胝体膝、压部及小脑中脚）DKI参数

值，并与不同浓度组饮酒前、后神经心理学量表评分进行相关性研究。 

结果： 

1.不同浓度组饮酒前、后认知功能总体评分 MoCA及 DST总分未见明显差异；饮酒后 30 及

60min DST逆序分及 PFT评分明显降低，且高浓度组降低更明显；饮酒后 60min DST、PFT评

分与酒后 30min未见明显差异。 

2.饮酒后 30min额、颞叶和胼胝体膝部 FA值明显升高；BAC与额、颞叶 FA值呈正相关。饮酒

后 60与 30min相比，额叶 FA值升高，且高浓度组升高显著。饮酒后 30min额叶和小脑中脚

MD值较饮酒前明显下降，其中，高浓度组下降最显著；饮酒后 60与 30min之间各感兴趣区内

MD值差异无明显统计学意义。饮酒后 30min额、颞叶和胼胝体膝部 MK值较饮酒前明显升高，

不同浓度组间 MK值无明显差异；饮酒后 60与 30min相比，中等浓度组额叶 MK值明显升高，

高浓度组额叶和颞叶 MK值明显升高。  

3.饮酒后 30min额叶 MK值与 PFT评分呈负相关，颞叶 MK值与 DST总分及 DST逆序评分呈负相

关，FA及 MD值与神经心理学量表评分无明显相关性。 

结论： 

1.饮酒后会引起记忆力、注意力及执行功能等认知功能损害，且具有剂量相关性。 

2.DKI能敏感检测出饮酒后脑白质微观结构的变化，其中，MK值较 FA、MD值更敏感。 

3.饮酒后额、颞叶 MK值与量表评分具有显著相关性。 

 

 
EP-1686 

AQP4 血清阳性 NMOSD 病人 rs-fMRI 脑功能连接改变 

 
冯杰,李鸣歌,陈元园,娄昕,马林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100000 

 

目的 视神经脊髓炎谱系疾病（NMOSD）病人脑区间功能连接改变可反映疾病的病理生理改变，

有助于更好地了解其脑部功能异常以及代偿情况，对于疾病诊断及转归均有重要意义，目前的

研究不多，因此，本文通过对 NMOSD病人脑部功能连接（FC）的研究，旨在探索相关脑区功能

连接改变。 

资料与方法 收集 39例 AQP4 血清阳性 NMOSD病例，其中男 3例，女 36例，年龄

（37.82±16.77），并收集 28例正常对照组，其中男 2 例，女 26例，年龄

（35.29±11.51），所有病例及对照组均为右利手。MRI扫描采用 GE750扫描仪，静息态功能

成像主要参数采用 TR/RE=2000ms/45ms；FOV=220mm×220mm；矩阵=64×64；翻转角=90
。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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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4mm，间隔=0.5mm，共采集 180帧影像，TA=6min。T1解剖相扫描主要参数为层厚=1mm；矩

阵 256×256；FOV=256×256mm。rs-fMRI影像经预处理后，ROI置于双侧外侧膝状体，计算全

脑的 FC，簇大小为 20，体素大小为 4×4×4。P值小于 0.005 为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病例组与对照组人口学信息无差异，以 L-LGN为 ROI，病例组较对照组胼胝体、左侧尾

状核、左侧额叶内侧回、左侧顶下小叶、双侧额中回 FC减低；以 R-LGN为 ROI，病例组较对

照组左侧颞下回、右侧颞叶白质、胼胝体、右侧额叶白质、右侧中央后回 FC减低。 

结论 AQP4血清阳性 NMOSD 病人脑部 FC改变累及认知、视觉及运动相关脑区，与 NMOSD病人

相应部位的损伤及代偿有关，其 FC的改变也进一步提供了 NMOSD病理生理改变的证据。 

 

 

EP-1687 

3.0T MR DTI 及 DTT 对正常青年人腕管内正中神经的定量分析 

 
李欢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30601 

 

[摘要]：目的  运用 DTI 定量分析健康青年人腕管内正中神经部分功能参数值特点及 DTT重

建正中神经纤维束。方法  对 25名健康志愿者进行 DTI扫描，测量各层面正中神经的 FA

值、ADC值及本征值 E1、E2、E3，计算 AD值、RD值，统计 MNFA、MNAD、MNRD、MNADC 值的均

值。同时进行正中神经 DTT 研究。各层面 FA、AD、RD、ADC 值及本征值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采用折线图描绘上述参数变化趋势，统计上述参数 95%置信区间。结果  ①MNFA 值

=0.686±0.089、MNAD值=2.085±0.263mm
2
/s、MNRD值=0.568±0.151mm

2
/s、MNADC值

=1.073±0.140mm
2
/s。②各层面 FA、RD值之间存在显著差异（F=5.126、2.508，P=0.000、

0.009），各层面 AD、ADC及各本征值 E1、E2、E3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239、0.602、

0.239、0.878、0.878）。③DTI 部分功能参数中除 ADC值以外均表现出较明显的近心端到远

心端的变化趋势。④MNFA、MNAD、MNRD、MNADC的 95%置信区间上下限分别为（0.675，

0.698）、（2.052，2.117）、（0.549，0.587）、（1.056，1.091）。⑤利用 DTT可以连

续、完整地重建显示正中神经纤维束，远端分支亦能显示。结论  通过 DTI技术定量分析正

常青年人腕管内正中神经的 FA、AD、RD、ADC值及本征值的特点，DTT技术重建出腕管内正中

神经可视化的神经纤维束，DTI结合 DTT不仅可以定量神经微结构损伤，而且对于直观病变的

范围、明确正中神经是否存在变异有重要的价值，可为诊断正中神经病变提供定量的观察指

标，为研究正中神经及正中神经疾病提供了新的切入点。 

  

 

 

EP-1688 

Diffusion tensor imaging of Parkinson's Disease at 

3.0 tesla :a longitudinal study 

 
Liu Ying,Chen Min,Li Chunmei,Qiao Jian 

Beijing hospital 100730 

 

Objectives To observe the alteration of brain function and its correlation with 

clinical scores in parkinson’s  disease (PD) patients, using a binary imaging 

approach with D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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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A total of 24 subjects were included. When the patients were diagnosised 

as PD, they received DTI scanning on MR (PHILPS Achieva TX 3.0) as baseline, then 

after two years’regular anti-PD drugs treatment, they took the twice scanning as 

follow-up, they were also evaluated the Mini-mental state examination(MMSE), 

Hoehn&Yahrdisease classification scale（H&Y）and Unified Parkinson's Disease 

Rating Scale(UPDRS) twice. The DTI data were processed by VMware Player 6.0.1.and 

FMRIB software library 4.0（FSL 4.0）. Using Tract Based Spatial Statistics(TBSS) 

method to generate FA skeleton gtraph then to observe the FA skeleton graph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group by pared-samples T test. We recorded FA value of 

main white matter fiber tracts in the two groups and analysis the FA value 

differences between two group with the method of pared-samples T test. We also 

analysi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main white matter fiber’s  FA value and the 

H&Y、UPDRS motor score in the two group respectively , then analysis the 

correlation of the change value in FA value and the above scales ( P < 0.05) . 

Results  At P<0.05 level, comparing with baseline group, the following group's FA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in bilateral corona radiata,  bilateral superior 

longitudinal fasciculus, bilateral uncinate faciculus, bilateral anterior limb of 

internal capsule, bilateral posterior limb of internal capsule, bilateral external 

capsule, bilateral sagittal layer, bilateral cerebral peduncles, bilateral 

cerebellar hemispheres and the brainstem; We didn't find any fiber's FA decrease. 

There is neither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FA value of main white matter 

fiber and the H&Y、UPDRS motor score, nor the change value between them（P<0.05）. 

Conclusion PD patients have widespread micro brain white matter structure damage, 

regular treatment against PD has alleviate the effect of the course. However, 

whether DTI research can be PD monitoring means of course, it need further 

researched. 

 

  

 

 
EP-1689 

3D Pseudocontinuous Arterial Spin Labeling Perfusion 

Imaging Detected Crossed Cerebellar Daschisis in 

Acute, Subacute and Chronic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Yin Liang

1
,Xu Haiyan

2
,Bu Shanshan

1
,Zhu Ying

1
,Xiao Jiangxi

1
 

1.Peking University First Hospital 

2.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Anhui Medical University 

 

Backgroud: Few data on arterial spin-labeling based quantitative cerebral blood 
flow (CBF) in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ICH) have been reported.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ere to evaluate the value of 3D pseudocontinuous arterial spin-

labeling (pCASL) perfusion imaging used to detect crossed cerebellar diaschisis 

(CCD) in different stage of ICH and to identify the relevant imaging or clinical 

factor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C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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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ASL perfusion images were prospective obtained from 16 patients with 
unilateral supratentorial ICH in acute, subacute and chronic stage. We assessed 

bilateral CBF values of different brain regions an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CCD severity and other imaging findings, neurologic severity (NIHSS at admission 

and 14 days) and clinical outcome (mRS at 3 month). 

Results: The ICH patients had significantly low CBF values of the contralateral 
cerebellum in acute, subacute and chronic stage. The hematoma volumes were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ed with the subacute and chronic CCD (r = 0.531, P 
= .034; r = 0.638, P = .008, respectively). The subacute CCD we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 correlated with NIHSS score at 14 days (r = 0.614, P = .011) and mRS 
score at 3 month (r = 0.515, P = .041). The degree of supratentorial hypoperfusion 
in some regions were positively related to CCD severity. 

Conclusions: CCD in different stage of ICH can be detected by 3D pCASL perfusion 
imaging. With advantages in easy acquisition and noninvasive nature, 3D pCASL may 

be an ideal tool to study the phenomenon and clinical consequences of 

supratentorial hemorrhage with CCD. 

  

 

 
EP-1690 

Image quality evaluation of monochromatic images 

derived from a dual layer spectral CT in non-contrast 

brain imaging 

 
qin le,Yan Fuhua,Ling Huawei,Ding Bei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Medical School Affiliated Ruijin Hospital 200025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image quality of monochromatic images from 40keV to 

200keV derived from a dual layer spectral CT and to determine the optimal level of 

monochromatic images in non-contrast brain imaging. 

Methods: 68 patients underwent non-contrast brain scan on a dual layer spectral CT 

scanner using 120kVp protocol. Conventional series and monochromatic series (40, 

50, 60, 70, 80, 100, 120, 160, and 200keV) were derived from the raw data. Both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image analysis were performed and compared on 

conventional and all monochromatic images. The quantitative image analysis 

included including CT numbers, noise, artifacts index of posterior cranial fossa 

and CNR, while the qualitative image assessment were performed by 2 radiologists 

using a 5-point scale according to contrast between grey and white matter, 

artifacts, visualization of structure, and diagnostic acceptability. 

Results: CT numbers increased along with decreased keV on monochromatic images, 

with 40keV and 50keV images exhibited highest values, and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CT numbers between 70keV and conventional images (p>0.05). 40keV and 

conventional images exhibited highest image noise while 70-200keV images exhibited 

lowest. The artifacts index of posterior cranial fossa was 3.64HU, 5.96HU, 4.32HU, 

3.58HU, 3.16HU, 2.97HU, 2.77HU, 2.75HU, 2.70HU, and 2.65HU in conventional and 

40keV to 200keV images, among which 40keV and 50keV images exhibited high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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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ed to other groups(p<0.001). CNR was 2.78, 8.74, 6.60, 5.18, 3.81, 2.53, 

1.35, 0.84, 0.79, 0.76 in conventional and 40keV to 200keV images, among which, 40, 

50, and 60keV images showed highest CNR compared to other groups(p<0.001). For 

qualitative assessment, 60keV images enabled the highest scores (p<0.01). 

Conclusion: 60keV images exhibited both better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image 

quality compared to conventional and other monochromatic images, which can be used 

to as the optimal monochromatic images for non-contrast brain imaging. 

  

 

 

EP-1691 

新兵适应障碍的大脑功能连接的研究 

 
李辉,吴清清,王晓阳,陈自谦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 350025 

 

目的：选择后扣带回为种子点，分析静息态下适应障碍新兵脑功能连接的特点。 

材料与方法：采用西门子 3.0T Trio Tim磁共振扫描仪和头颅 12通道阵列线圈， 对经过

SCL-90量表测量以及临床检诊结合的方法筛选的 16例适应障碍新兵及年龄等相匹配 16例正

常对照者行头颅静息态 BOLD-fMRI检查。静息态数据分析采用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数据处理助手 

（DPARSF），并选择后扣带回为功能连接种子点，对适应障碍新兵组与正常对照组进行脑功能

连接数据分析，得到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功能连接的脑区。 

结果：以后扣带回为种子点进行功能连接，与正常对照组相比，适应障碍新兵组 

与后扣带回的功能连接降低的脑区主要包括左侧海马、楔前叶、左侧额上回、左 

侧额中回、左侧额下回、右侧颞中回等（P<0.05）。 

结论：1、在静息状态下适应障碍新兵多个脑区的功能连接存在异常； 

2、新兵适应障碍者在静息态下脑功能的局部一致性以及默认网络脑区间的连接效能存在异

常，这有助于我们对新兵适应障碍的病理机制的理解，从而在功能影像学的基础上探讨其发生

的神经功能及生理学的机制。 

 

 

EP-1692 

颅内交通动脉瘤发生与 Willis 环变异的关系 

 
管松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30601 

 

目的  运用 64层螺旋 CT血管成像探讨大脑前动脉水平段(A1)发育异常及胚胎型大脑后动脉

与颅内交通动脉瘤发生的关系；运用 3D-CTA测量大脑前动脉的 A1-A2段夹角(外侧夹角)，探

讨其与前交通动脉瘤形成可能存在的关系。  

材料与方法   64排螺旋 CT脑血管成像诊断为颅内交通动脉瘤患者 56例，前交通动脉患者

26例、后交通动脉瘤患者 30例，选择性别与年龄相匹配的脑血管正常人 50例作为对照组；

同时运用 3维 CT血管成像测量 25例前交通动脉瘤患者及 20例脑血管正常人的大脑前动脉的

A1-A2段夹角。 

所有数据采用使用 SPSS11.0 软件包处理，定性资料以频数(率)表示，采用χ
2
检验；定量资料

以均数±标准差表示，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规定 p＜ 0. 05 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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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前交通动脉瘤组一侧大脑前动脉 A1段发育异常率达 65.4％（17/26），明显高于后交

通动脉瘤组 16.7％（5/30）及正常对照组 16.0％（8/50）(P<0.01)，后交通动脉瘤组胚胎型

大脑后动脉发生率为 31.7％(19/60)，明显高于前交通动脉瘤组 11.5％（6/52）及正常对照组

15.0％（15/100） (P<0.05)。 

25例前交通动脉瘤患者(一例无法测量)平均的 A1-A2夹角(外侧夹角)为 106.27±19.57 度(均

数 ± 标准差)，20例脑血管正常组平均的 A1-A2夹角为 127.42±15.20 度，两组相比有显著

差异(P<0.01)， 8例双侧 A1段基本对称的动脉瘤患者动脉瘤侧平均的 A1-A2夹角为

95.96±16.38 度,无动脉瘤侧平均的 A1-A2夹角为 133±23.11 度，两者相比有显著差异

(P<0.01)。 

结论  一侧大脑前动脉 A1 段发育异常及胚胎型大脑后动脉与颅内交通动脉瘤发生密切相关；

大脑前动脉 A1段-A2段夹角大小与前交通动脉瘤的发生关系密切。 

  

 

 

EP-1693 

颞叶癫痫患者发作间期内侧颞叶磁共振动态磁敏感 

对比增强灌注成像研究 

 
付丽媛,梁永刚,孙祎繁,王晓阳,陈自谦 

福州总医院 350025 

 

目的  采用动态磁敏感对比增强（dynamic susceptibility contrast-enhanced，DSC）灌注

成像探讨颞叶癫痫（temporal lobe epilepsy，TLE）患者发作间期内侧颞叶灌注改变。 

方法  对经过手术病理证实的 15例发作间期右利手 TLE患者及相匹配 15例正常对照者行

DSC检查。在工作站上重建出 DSC的相对脑血容量（relative cerebral blood volume，

rCBV）图及相对脑血流量（relative cerebral blood flow，rCBF）图，结合高分辨率解剖

像，选取两侧内侧颞叶作为感兴趣区（region of interest，ROI），计算病例组及正常对照

组两侧内侧颞叶的 rCBV值 、rCBF值，比较病例组及正常对照组两侧内侧颞叶 rCBV 、rCBF

的不对称指数（asymmetry index，AI）的差异。 

结果  1、正常对照组双侧内侧颞叶 rCBV值、rCBF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2、TLE

组患侧 rCBV值、rCBF值均低于对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3、TLE组 AIrCBV、AIrCBF

均高于正常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4、TLE患者内侧颞叶 AIrCBF值、AIrCBV

值均与病程呈正相关。 

结论 TLE发作间期患侧内侧颞叶 rCBV值、rCBF值降低，TLE患者的血流灌注改变与患者发

病病程具有一定的相关性，表现为随着 TLE患者发病病程的延长，其灌注不对称性越高。 

 

 
EP-1694 

成人中脑导水管脑脊液流体力学指标 MRI 正常值测量 

 
朱慧明

1
,高振华

2,1
,苏斌

1
 

1.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惠亚医院 

2.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初步建立成人中脑导水管脑脊液（CSF）流速和流量的 MRI测量正常值。 方法：应用

Philips Achieva 1.5T MR 机对 80例 21-60岁健康志愿者行导水管 MR相位对比法 CSF-QF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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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扫描，按年龄分成 4组：21-30岁组，31-40岁组，41-50岁组和 51-60岁组，每组 20人，

男性和女性各 10人。流速编码为 20cm/s，由 2名 MRI操作者分别采用随机携带流动分析软件

测量中脑导水管中部层面的脑脊液的平均流量、平均流速和最大流速，数据采用平均值±标准

差形式表达。使用组内相关系数 ICC对 2名测量者数据进行一致性检验，使用独立样本 t检验

检验各年龄组中各指标男女性别间是否有差异，使用方差分析检验不同年龄组间各指标男女性

别间是否有差异，以 p＜0.05 视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结果：所有志愿者的中脑导水管 CSF

搏动性流动与心动周期的关系均为正弦波形。一致性检验显示 2名测量者数据一致性良好（信

度系数为 0.97-0.99），取 2名测量者数据的平均值做统计学分析。不同年龄组内各指标在男

女性别之间无统计学差异（p＞0.05），不同年龄组间各指标分别在男性和女性之间也无统计

学差异（p＞0.05）。80例的平均流量为（0.0038±0.0037）ml/s，其均值的 95%可信区间为

（0.0030-0.0046）ml/s；平均流速为（0.1865±0.1211）cm/s，其均值的 95%可信区间为

（0.160-0.213）cm/s；最大流速为（8.4407±2.1585）cm/s，其均值的 95%可信区间为

（7.9603-8.9210）cm/s。结论：成人中脑导水管 CSF的流速和流量的 MRI测量具有良好的可

重复性，初步建立 Philips Achieva 1.5T MR在 21-60岁测量中脑导水管 CSF流速和流量的正

常值，有待多中心研究来扩充样本量以制定该机型的正常参考值。 

 

 
EP-1695 

diagnostic value of three-dimensional double 

inversion recovery sequence at 3T magnetic resonance 

in the detection of multiple sclerosis lesions 

 
yan tang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N.O 6 people‘s hospital 200233 

 

 

BACKGROUND AND PURPOSE: To prospectively compare the depiction of lesions by using 

three-dimensional (3D) double inversion-recovery (DIR) and 3D fluid-attenuated 

inversion-recovery (FLAIR) magnetic resonance (MR) imaging in patients with 

multiple sclerosis (MS). 

METHODS: 41 patients with MS (15 male, 16 female, mean age was 41.00 years) were 

included. All patients underwent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at 3 T, 

including 3D DIR and FLAIR sequences. Lesions were counted and classified 

according to seven anatomic regions: intracortical, juxtacortical, mixed white 

matter–gray matter (WM-GM), periventricular WM, deep WM, infratentorial lesions 

and corpus callosum. The numbers of lesions per category were compared between 

techniques. Gain or loss of numbers of lesions detected at 3D DIR imaging was 

calculated in comparison with those detected at 3D FLAIR imaging. 

RESULTS: Total number of lesions did not differ between 3D DIR and 3D FLAIR 

sequences. Because of high WM-GM contrast, DIR images depicted more intracortical 

lesions (53 lesions in 41 patients) than FLAIR (27 lesions) images (P＜0.001); 

gains with DIR were 96.3% compared with FLAIR. Also, DIR imaging enabled a better 

definition of mixed WM-GM lesions because of greater contrast between the lesion 

and its surroun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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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 MR imaging with 3D DIR at 3T enables increased intracortical lesion 

detection in the MS brain, while, it provides a similar sensitivity in the 

detection of MS lesions with 3D FLAIR. 

Key Words: three-dimensional double inversion-recovery, multiple sclerosis, 

magnetic resonance (MR) imaging, intracortical lesion 

 

 
EP-1696 

经前期综合征患者海马低频振幅和功能连接度 

改变的 fMRI 研究 

 
廖海,邓德茂 

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530023 

 

目的：探讨经前期综合征（PMS）患者和健康对照组海马活动的差异，以期阐明 PMS的神经机

制。 

方法与材料：选择 20例处于黄体期 PMS患者（PMS组）和 21例健康对照组（HC组）运用

3.0TMRI进行单次梯度回波平面回波成像（EPI）序列扫描。应用低频波动振幅（fALFF）进行

检测海马（HIPP）自发神经活动变化。并以异常的 HIPP作为种子点进行功能连接分析

（FC），提取出 PMS异常海马的功能连接网络模式。所有被试者均需完成日常症状严重性评估

量表（DRSP）的问卷。 

结果：PMS组左侧 HIPP 的 fALFF值较 HC组升高（p=0.042）；两组间右侧 HIPP的 fALFF 值

无统计学差异（p=0.1011）。以异常活动的左侧 HIPP作为种子点进行 FC分析，结果表明 PMS

组中左 HIPP和左腹内侧前额叶（mPFC）、左后扣带回（PCC）、右中扣带回（MCC）、双侧中

央前回皮质（PC）的 FC增加，而左侧 HIPP和右侧眶额皮层（OFC）的 FC降低。此外，PMS组

在黄体期 DRSP评分较高，PMS组的左 HIPP和内侧前额叶皮质的 FC与 DRSP呈正相关（r = 

0.64，P = 0.003）。 

结论：PMS发病机制可能与左侧海马异常的自发神经活动和功能连接相关。 

 

 
EP-1697 

3.0T MR DCE-MRI 及 DTI 定量分析在胶质瘤分级中的研究价值 

 
毛一朴,马隆佰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530021 

 

 

【摘要】目的 探讨 MR 动态增强及扩散张量成像定量分析参数在胶质瘤分级中的研究价值。

方法 31 例胶质瘤患者行 3.0TMR动态增强（DCE-MRI）及扩散张量成像（DTI）检查，测量

定量参数：容量转移常数（Ktrans值）、血管外细胞外间隙容积比（Ve值）、速率常数

(Kep)、半定量参数对比剂浓度下峰面积（iAUC 值）及相对各向异性分数值(rFA)，对低级

别、高级别胶质瘤组间定量参数的比较采用 Mann-Whitney U检验，与肿瘤组织内微血管密度

（MVD）、微血管结构（MVS）的比较采用 Kruskal-Wallis H秩和检验。低级别、高级别胶质

瘤组间定量参数与 MVD、MVS 相关性评估采用 Spearman相关性检验。结果 胶质瘤的级别

与 MVD 计数和 MVS 改变呈正相关(r 值分别为 0.860 及 0.659，P＜0.001)。14 例低级别胶质瘤

的 Ktrans值、Kep、Ve值、iAUC 值及 rFA 值分别为 0.02±0.01min—1、1.82（0.18～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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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1、0.05±0.03、2.47±1.66 和 0.55±0.22；17 例高级别胶质瘤参数值分别为

0.11±0.02 min—1、1.31（0.12～7.58）min—1、0.28±0.10、10.84±6.46 和 0.28±0.08，各参

数值组间除 Kep外，其它参数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Ktrans、Ve、iAUC 值、

rFA 值与 MVD 计数及 MVS 呈正相关（P＜0.05）。结论 DCE-MRI 及 DTI 定量参数对胶质瘤

病理分级以及肿瘤新生血管增生、血管微结构改变都有重要的评估价值。 

 

 
EP-1698 

128 层 CT 脑灌注联合血管成像一站式检查在 

大脑中动脉狭窄或闭塞中的应用 

 
颜俏燕,刘铁军,丁士申,黄冬 

广西医科大学附属第五医院/柳州市人民医院 545001 

 

[摘要] 目的 探讨 CT脑灌注联合血管成像一站式检查在大脑中动脉狭窄或闭塞中的应用价

值。方法 选取我院临床疑诊脑缺血性疾病患者 40例，采用飞利浦 PHILIPS Brilliance 

iCT64排 128层螺旋 CT进行脑灌注 CT扫描。将所获得脑灌注图像进行薄层重建。所有图像发

送至专用图像工作站进行后处理，利用薄层图像进行血管三维成像，包括最大密度投影

（maximum intensity projection ，MIP）及容积再现（volume rendering，VR），了解血管

狭窄部位、程度及侧支循环情况，判断责任血管。利用 CT Perfusion灌注软件，获得脑血流

量（cerebral blood flow，CBF ）、脑血容量（cerebral blood volume，CBV）、平均通过

时间（mean transit time，MTT）及达峰时间（time to peak，TTP）的伪彩图及相应参数

值，评估脑组织血流灌注情况。结果 血管三维成像显示单侧大脑中动脉 M1段狭窄 17 例（左

侧 10例，右侧 7例），单侧大脑中动脉闭塞 12例（左侧 4例，右侧 8例）。脑灌注结果：2

例脑灌注未见异常（包括 1例闭塞及 1例狭窄）。2例呈 CBV、CBF明显减低，MTT及 TTP明显

延长。Ⅰ1期 6例，表现为 TTP延长，CBV、CBF及 MTT（-），Ⅰ2期 19例，表现为 MTT及

TTP延长，以 TTP延长为主，CBV及 CBF（-），Ⅱ1期 1例，表现为 CBV（-），CBF稍降低，

MTT及 TTP延长。结论。脑灌注检查中的 MTT和 TTP图能敏感显示大脑中动脉狭窄或闭塞所致

的灌注损伤，脑缺血的诊断、治疗及预防脑梗死具有重要价值，CT血管成像可直观显示血管

狭窄部位、程度及侧支循环情况。脑灌注联合血管成像一站式检查既降低了辐射剂量，又能缺

血患者提供全面、详细的影像学信息，是临床诊断脑缺血病变的重要方法。 

  

 

 

EP-1699 

ApoE 基因多态性对大脑的结构与功能的影响 

 
徐晓俊,罗骁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310009 

 

 

载脂蛋白 E(apolipoprotein E,ApoE)是血浆中重要的载脂蛋白之一。在神经系统

中，ApoE 参与胆固醇及磷脂的动员和再分布，调节脂质代谢、维持胆固醇平衡，

同时也参与神经系统发育和损伤后的修复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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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ApoE 的基因位于第 19号染色体长臂 13区 2带（19q132）上。ApoE基因有三个

等位基因，即 E2，E3和 E4，共构成 6种不同的基因型：3种纯合型（E2/E2、

E3/E3、E4/E4）和三种杂合型（E3/E4、E2/E3、E2/E4）。研究发现，E4等位基因

和阿尔茨海默病（AD）的关系非常密切。E4基因携带者有超过 50%的可能性发展成

为 AD，而 E4纯和子有 95%的可能性发展成为 AD。 

为了了解 E4等位基因携带者容易发生 AD的原因，分析 E4等位基因对大脑结构和

功能的影响，我们从 ADNI 数据库中筛选了有 APOE 基因检测结果的的正常老年人作

为研究对象，将他们分成 E4基因携带者和非携带者 2组，分析组间人群大脑的结

构和功能差异。 

首先，我们通过计算基于 rsfMRI的镜向体素连接性分析了两组人群大脑半球间的

功能连接，发现 E4基因携带者双侧颞叶内侧及双侧眶额回间的半球间功能连接减

低，并且功能连接强度的下降和记忆功能的减低具有相关性。接着，我们采用基因

rsfMRI的特征向量中心度成像的方法比较了 2组人群脑网络的差异，发现 E4 基因

携带者左侧颞叶内侧和舌回的 EC值减低，并且和记忆及执行功能正相关，与脑脊

液中的 tau含量正相关。我们还对 2组人群的脑白质高信号进行了定了分析，发现

E4携带者额顶叶的脑白质高信号显著增多，与 IPS 显著相关。最后，我们还发现

E4携带者脑白质高信号的增加速度也显著高于非携带者。 

我们的研究结果提示 E4等位基因携带者相对于非携带者存在明显的大脑结构和功能的改变。

该结果为进一步分析 E4等位基因携带者容易发生 AD的原因提供了影像学依据。 

 

 
EP-1700 

来源于脑膜间质的罕见类型肿瘤 MRI 表现分析 

 
郝跃文

1
,印弘

1
,刘燕

1,2
 

1.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2.中国西电集团医院 

 

 

目的:本研究对 8种颅内罕少见类型的来源于脑膜间质肿瘤患者的临床、MRI特征性表现及病

理特点进行分析，提高其术前诊断正确率。 

资料与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6年 10月至 2017年 6月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32例经手术病理

证实为来源于脑膜间质肿瘤病例的影像及临床资料，对其 MRI特点及病理进行分析。 

结果: 32例病变中，肿瘤位于大脑凸面及镰旁 17例，脑实质 3例，小脑半球 6例，小脑幕、

桥小脑角、侧脑室、松果体各 1例；病理类型分别为平滑肌肉瘤、纤维肉瘤、血管肉瘤、骨肉

瘤、上皮样血管内皮瘤各 1例，孤立性纤维瘤 5例、血管周细胞瘤 16例、实质型血管母细胞

瘤 6例。①纤维肉瘤：T1WI、T2 WI均呈混杂信号，增强扫描呈环形强化，水肿明显；②平滑

肌肉瘤：肿块呈稍长 T1长 T2信号，大片水肿，肿瘤明显环形增强；免疫功能低者应考虑本病

可能；③血管肉瘤：T1WI等信号，周围低信号环；T2WI 肿块内出血；肿块内大量高分化血管

组织及灶状坏死，含铁血黄素沉积；肿瘤血管向周围的胶原纤维和脂肪组织浸润（诊断要

点）；④孤立性纤维瘤/血管外皮细胞瘤： T1WI与脑膜瘤类似, T2WI表现信号不均匀, “阴

阳征”--特征性表现。⑤骨肉瘤：等、高 混杂信号肿块影,其内可见多发片状钙化影,以宽基

底与颅内板相接。⑥上皮样血管内皮瘤:组织学上,由于瘤体内富含不同成分的黏液样基质; 

T1WI及 T2WI呈不均匀混杂信号；多发扩张迂曲流空血管（特征）；⑦血管周细胞瘤：起源于

脑膜间质毛细血管周细胞,恶性程度高,易发生坏死、囊变和转移, 流空血管多且细小；⑧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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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血管母细胞瘤：仅有结节，而无囊腔，瘤内及瘤周多发异常血管流空；肿瘤呈显著强化（特

征）。 

结论：本组病例均起源于脑膜间质，而非脑膜上皮细胞，均为罕少见肿瘤，大部病例仅为个案

报道，诊断较困难，但部分肿瘤 MR表现具有特征性，本研究通过对罕少见类型脑膜间质肿瘤

的认识，尽量降低术前误诊率。 

  

 

 

EP-1701 

Aberrant Amygdala Structure and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in Women with Premenstrual Syndrome: A 

MRI Study 

 
deng demao,Liao Hai,Duan Gaoxiong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Guangx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530023 

 

Abstract 

Objectives: Evidence suggests that premenstrual syndrome (PMS) is involved in 

emotional and physical dysfunctions. Nevertheless, the neuropathologic foundations 

of PMS dysfunctions are unclear. The amygdala is a pivotal structure associated 

with emotional and physical processing. Therefore, a deep investigation of 

amygdala activity is important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neural mechanisms of PMS. 

The aim of the study was to assess structural and functional changes of amygdala 

caused by PMS using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Methods: Twenty PMS patients and twenty-one healthy control (HC) subjects 

underwent a six-minute resting-state fMRI scan during the luteal phase as well as 

scanning high-resolution T1-weighted images. Surface-based morphometry and 

functional connectivity(FC) methods were utilized to measure the changes of 

amygdala.  Each subject completed a daily record of severity of problems (DRSP) 

to measure the severity of clinical symptoms. 

Results: We found PMS patients had greater gray matter volume in the bilateral 

amygdala compared with HC subjects. In a secondary analysis with amygdala as 

the  seed, PMS patients had aberrant FC between the amygdala and many regions 

distributed throughout the brain. The strength of FC between the right amygdala 

and certain brain regions were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DRSP 

scores in PMS patients. 

Conclusions: The altered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amygdala may be involved in 

PMS. The present findings provide neuroimaging evidence that may extend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neural mechanisms of P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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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702 

IVIM、ASL 及 DWI 对高级别胶质瘤 1 年 

无进展生存期的预测价值研究 

 
顾太富,黄珊,唐小平,肖新兰,黎美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30006 

 

目的：本研究通过 MRI多功能成像（常规 DWI、3D-PCASL及 IVIM-DWI），回顾性分析其对高

级别胶质瘤患者 1年无进展生存期（PFS）的预测价值，并寻找独立预后因素。 

方法：1. 31例高级别胶质瘤患者(男性 15例，女性 16例)，包括 WHO III级 14例，WHO IV

级 17例；术前分别在 3.0T 磁共振完成颅脑扫描、多 b值扩散加权成像（IVIM-DWI）、三维伪

连续式动脉自旋标记（3D-PCASL）以及增强扫描。IVIM-DWI经后处理 D、D*及 f值三种参数；

DWI经后处理获得 ADC图；ASL经后处理获得脑血流量（CBF）值，并计算出 rCBF值（rCBF值

=病灶 CBF值/镜像侧 CBF值）。2. 所有患者均行手术完全或部分切除肿瘤，术后进行替莫唑

胺辅助化疗和同步放疗。术后每 3个月进行一次 MRI随访。统计出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时间。3. 

所有患者的肿瘤平均 rCBF、ADC、D、D*及 f值均进行 ROC曲线分析，得到阈值、敏感度及特

异度，分别进行 1年 PFS预测价值的统计学分析。 

结果：31例高级别胶质瘤患者中，PFS为 63-732天；1年无进展/进展数为 16/15例。在预测

高级别胶质瘤 1年 PFS方面：（1）D*值 Az＝0.602，阈值、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3.28、

86.7%和 50.0%；D值 Az＝0.725，阈值、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0.522、66.7%和 87.5%；f值

Az＝0.708，阈值、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0.408、86.7%和 62.5%。（2）rCBF值 Az＝0.825，

阈值、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6.408、66.7%和 87.5%。（3）ADC值 Az＝0.771，阈值、敏感度

和特异度分别为 0.741、80.0%和 81.2%。  

结论：rCBF值和 f值是预测高级别胶质瘤 1年 PFS较好的独立预后因素，其中 rCBF值的预测

效能最高，能最好地预测高级别胶质瘤 1年无进展生存期。 

 

 

 

EP-1703 

The study of resting-state functional MRI based on 

amplitude of low-frequency fluctuation (ALFF) in 

chronic alcoholics 

 
Zhang Liang

1
,Chen Jun

1
,Zhao Yilin

1
,Liu Jinhuan

1
,Tan Hui

1
,Sang Fei

2
,Ao Yawen

3
 

1.Renmin Hospital of Wuhan University 

2.Wuhan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3.Zhongnan Hospital of Wuhan University 

 

Objective: This study was to assess the value of amplitudes of low-frequency 

fluctuation (ALFF) in detecting the changes of brain spontaneous activity based on 

resting state functional MRI (fMRI) in chronic alcoholics, and to discuss the 

underling neurophysiological mechanism． 

Methods: Eighteen chronic alcohol dependent individuals and 22 relevant basic 

information (including gender, age, education and handedness) matched healthy 

controls were recruited as the alcohol dependent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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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ectively. All subjects were asked to perform MAST, ADS and record clinical 

symptom, then conventional sequences and resting-state functional MRI were applied. 

SPM8 and DPARSF software was used to process and analyze the resting-state 

functional MRI data, and then the whole brain regional homogeneity (ReHo) data 

were acquired. Two-sample t-test was used to examine the differences of ALFF 

values between two groups. 

Results: In comparison with control group, the alcohol-dependent group had 

decreased ALFF values in extensive brain regions including bilateral precuneus, 

left middle frontal gyrus, right cuneate lobe (voxels range 15～90．t =-5.394～-

3.949, P <0.01), as well as increased ALFF values in bilateral frontal gyrus 

(voxels range 6～15．t =3.585～3.600, P <0.01). 

Conclusion: In resting state, the chronic alcohol-dependence individuals showed 

abnormal spontaneous activity of the brain compared to that of the normal’s. The 

significant abnormal brain regions in ALFF is also located in bilateral frontal 

lobes, and there existed overlap between the abnormal regions of ALFF and Reho 

values. The abnormal brain regions are the part of brain's default mode network, 

it may imply that these abnormal activities might be related to the brain's 

default network changes. 

 

 

EP-1704 

One-step scanning application of cerebral CT 

perfusion with head and neck CT angiography: the 

Feasibility and Clinical Superiority 

 
Yin xiao rui,Wang Han 

Shanghai General Hospital，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00080 

 

Purpose: To explore the feasibility of central nervous system (CNS) one-stop 

scanning protocol, which combining the head and neck computed tomographic 

angiography (CTA) with whole brain computed tomographic perfusion (CTP) using wide 

detector scanner, and to demonstrate the image quality of CTA, radiation dose that 

patients suffers and contrast agent dose. 

Methods: The local ethics board approved this study. Sixty six patients with 

suspicion of acute ischaemic stroke (AIS) were prospectively and successively 

recruited.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 B and C. Patients of 

group A underwent conventional scanning (CTA of the head and neck, CTP scanned 

separately, 100kV), those of group B scanned with the conventional protocol by 

80kV and those of group C performed the one-stop scanning protocol on 80kV. The 

one-stop protocol was performed successfully due to the 16cm-wide-detector 

coverage and fast-switching ability (2.2s) from axial to helical mode on 

revolution CT, thus the head and neck CTA can be scanned quickly and continuously 

when the CT number of carotid arteries bifurcation (CAB) reach peak during the CTP 

acquisition. Contrast-to-noise ratio (CNR) and signal-to-noise ratio (SNR) were 

assessed by drawing region of interest (ROI) in the CAB, radiation dose patients 

suffered and contrast agent dose were evaluated respectively. Image qualit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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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ch group was assessed by 2 radiologists on maximum intensity projections and 

volume rendering using a 5-point scale. 

Results: One patient of each group was excluded due to the inappropriate position 

of the hand during the scanning and excessive body mass index (BMI). In the 

remaining 63 patients, all scanning were performed successfully. The one-stop 

protocol showed similar SNR and CNR than did conventional scanning protocol either 

100kV or 80kV (P＞0.05 for all comparisons) with good interobserver agreement 

(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0.87 for SNR and 0.75 for CNR). Image 

quality scores show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region of the carotid 

artery bifurcation between one-stop and two conventional protocol group (P＞0.05). 

The radiation dose patients suffered of group C were slightly lower than that of 

group B (P＞0.05) but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group A (P＜0.05). The contrast 

agent dose of the one-stop-protocol decreased than the conventional one 

significantly (P＜0.05). 

Conclusions: The one-stop scanning protocol of head and neck CTA with whole brain 

CTP decrease the radiation dose and contrast agent dose, and can provide good 

diagnostic image quality of CTA. 

 

 
EP-1705 

Alteration of thalamocortical systems after spinal 

cord decompression in cervical spondylotic myelopathy: 

a resting-state fMRI study 

 
tan yongming,He Laichang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nanchang university 330006 

 

BACKGROUND AND PURPOSE: 

Recent advanced fMRI studies on cervical spondylotic myelopathy (CSM) revealed 

alterations of brain cortex, and This adaptive brain change may favor the 

preservation of sensorimotor cortical networks. But lack of effective means 

evaluate the unclear pattern of cerebral function reorganization induced by 

chronic spinal cord injury and the changes of thalamocortical systems remains 

inexplicit after cervical cord decompression.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longitudinally characterize the changes in resting-state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FC) before / after surgery decompression and explore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clinical measures. 

METHODS: 

 Forty-three pre-decompression CSM patients, 21 CSM patients in follow-up 3 

months after surgery, and 43 age- and sex- well-matched healthy controls (HC) 

underwent brain rs-fMRI scans. Thalamocortical disturbanceswere quantified using 

left or right thalamus seed-based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FC) performed 

statistically within brain cortex. The clinical measures were evaluated by 

Japanese Orthopaedic Association (JOA) score system and Neck Disability Index 

(NDI) questionnaires.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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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ed with HC, left thalamus in pre-decompression CSM patients exhibited 

increased FC with bilateral lingual gyrus/ Occipital Lobe (Visual Association 

Cortex /Primary Visual Cortex)、right Cerebellum Posterior 

Lobe(Cerebelum_6_R)( Voxel P value <0.05，Cluster P value <0.05,GRF).Three months 

post-decompression CSM patients CSM manifest reduced FC between right thalamus and 

bilateral paracentral lobule(AAL 74)/precentral Gyrus compared with HC. In 

comparison with pre-decompression, the post-decompression CSM patients showed 

increased FC in the thalamo- posterior cingutate, - rectus but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in the paracentral lobule(AAL 74)/precentral 

Gyrus compared with pre-decompression CSM patients. There were significant 

correlations between the JOA scores,NDI scores and abnormally FC of thalamo-

precentral cortex in CSM group (P>0.05). 

CONCLUSIONS: 

pre- or post- decompression CSM patients show an altered thalamocortical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disturbances. visual or sensorimotor association 

functional network adapt to cortical reorganization or dysfunction 

during spinal cord degeneration and after decompression. 

 

 

 

EP-1706 

zTE MRA 评价脑动静脉畸形 

 
赵益林,刘昌盛,查云飞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430060 

 

目的：采用零回波 MRA序列（zTE MRA）评价动静脉畸形（AVM），观察对病变细节的显示情

况。 

方法：本研究纳入 6例脑动静脉畸形。分别在 Discovery Silent 3.0T MR行 TOF MRA 和 zTE 

MRA扫描。两位独立高年资医师分别阅读图像，对病灶大小、供血动脉和引流静脉显示情况进

行评估，显示情况分为 3级（不能显示为 0，显示不佳为 1，清晰显示为 2）。 

结果：TOF MRA和 zTE MRA 均可显示 6例脑动静脉畸形病灶。与 TOF MRA比较，zTE MRA 尤其

对病变供血动脉和引流静脉显示清晰。对 zTE MRA组数据一致性检验（Kappa检验）显示；对

病灶大小评估一致性中等（K=0.571），对供血动脉（K =0.837）、引流静脉（K =0.924）评

估一致性较好。 

结论：zTE MRA对脑动静脉畸形病灶细节显示有较高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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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707 

动态容积 CT 灌注成像评价侧枝循环变化在急性缺血性脑梗死

中的应用 

 
胡海梦

1,2
,李桥

2
,何慧瑾

2
 

1.上海市影像医学研究所 

2.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目的：采用动态容积 CT灌注成像(computed tomographic perfusion, CTP)评价急性缺血性脑

梗死(acute ischemic stroke, AIS)患者软脑膜侧枝动态变化与梗死病灶发展情况之间的相关

性，为 AIS患者急性期序贯治疗提供新的决策依据。 

方法：收集发病 6小时以内且责任血管为颈内动脉末端或大脑中动脉 M1段的急性缺血性脑梗

死患者 34例，所有患者均在基线接受全脑动态容积 CTA-CTP检查，24小时 MRA结果显示责任

血管未通，同时随访 24小时 CTP及 7天 CT。利用基线及 24小时 CTP时间-密度曲线对软脑膜

侧枝变化情况进行评分，包括达峰时间比值变化评分及达峰密度比值变化评分。分别以基线梗

死体积、低灌注体积、最终梗死体积、梗死体积进展为因变量，以软脑膜侧枝变化为自变量做

Spearman相关分析。 

结果：最终梗死体积(rho=-0.384, P=0.026)、半暗带比值(rho=-0.353, P=0.041)与单期 CTA

侧枝评分存在较弱负相关，梗死体积进展与单期 CTA侧枝评分存在中等强度负相关(rho=-

0.554, P=0.001)。最终梗死体积(rho=-0.435, P=0.01)、半暗带比值(rho=-0.524, P=0.016)

及梗死体积进展(rho=-0.532, P=0.001)与达峰时间比值变化评分细存在中等强度负相关。最

终梗死体积(rho=-0.552, P=0.001)与达峰密度比值变化评分存在中等强度负相关。半暗带比

值(rho=-0.838, P<0.001)及梗死体积进展(rho=-0.818, P<0.001)与达峰密度比值变化评分存

在较强负相关。 

结论：24小时内动态 CTP检查可反映软脑膜侧枝变化情况，其评价效能优于传统单期 CTA，可

较好预测梗死病灶进展情况，为临床决断提供可靠的影像学依据。 

 

 
EP-1708 

ASL 技术在中重度颈动脉狭窄患者脑灌注 

及认知功能障碍方面的研究 

 
钟小丽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430071 

 

摘要：目的 《Cardiovascular Health Study》中对 3502 例颈动脉狭窄的人群研究发现：

1068例（29.3%）存在脑梗塞，并且随着颈动脉狭窄程度的加重脑梗塞的发生率明显增加。最

近的研究也证明，对于中重度颈动脉狭窄≥70%患者，其认知功能较正常人群显著下降。动脉

自旋标记（ASL）磁共振灌注成像技术是一种以动脉血中水的氢质子作为内源性对比剂的磁共

振灌注成像技术，其以无创、简便、成本低、可定量测量脑血流量（CBF）、可重复性高等优

点得到了临床的广泛关注和应用。本文采用 ASL技术研究中重度颈动脉狭窄患者的脑灌注情

况，并结合多维度神经心理量表对此类患者因颈动脉血管狭窄导致的脑灌注变化与认知功能做

相关性分析。方法 健康对照组 24例，中重度颈动脉狭窄患者 24例，对两组被试行 ASL 扫

描，计算两组的相对脑血流量（rCBF）和相关脑区的相对脑血流量；另外，对两组被试进行多

维度神经精神测试（包括 MMSE、MoCA北京版、数字符号测试、Rey听觉言语学习测试和言语

记忆测试），比较两组间不同认知功能量表得分差异及相对脑血流量差异并进行相关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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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中重度颈动脉狭窄患者在 MMSE、MoCA、数字广度测试、听觉词语记忆测试和数字符号转

换测试等量表上的得分较正常对照组均显著降低。比较两组被试的相对脑血流量发现，颈动脉

狭窄患者较健康对照组部分脑区相对血流量明显降低。结论 功能磁共振序列 ASL能快速无创

的提供脑灌注情况,并定量测量相对脑血流量，可作为初步了解颈动脉狭窄性脑缺血疾病脑灌

注情况的常规检查方法。其中低灌注脑区可能是导致中重度颈动脉狭窄患者认知功能下降的重

要原因之一。 

 

 

 
EP-1709 

MRI 动态增强在胶质母细胞瘤与脑淋巴瘤鉴别诊断中的应用 

 
孙梦恬,程敬亮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摘要】目的  探讨胶质母细胞瘤与脑淋巴瘤的 MRI动态增强特征以及对其鉴别诊断的价

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病理证实的 20例胶质母细胞瘤和 14例脑淋巴瘤患者的 MRI 平扫及

动态增强扫描，对比分析两者的影像学表现特点。结果 胶质母细胞瘤病灶均呈明显不均匀强

化，脑淋巴瘤多呈明显团块状强化，少部分呈不规则环形强化。胶质母细胞瘤和脑淋巴瘤的

Tmax、EP、MCER之间存在明显差异（P<0.05）。胶质母细胞瘤的 Tmax值明显小于脑淋巴瘤的

（P=0.025），而 EP值与 MCER值明显高于脑淋巴瘤的（P<0.001和 P=0.007）。 结论  MRI

动态增强有助于胶质母细胞瘤与脑淋巴瘤的鉴别。 

 

  

 

 

EP-1710 

傣-汉语双语者与汉族非双语者全脑结构差异研究 

 
解玥,孙学进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650000 

 

目的：全球共有 5000余种语言，随着社会的进步发展，人与人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交流

越来越紧密，为了便于沟通，很多人在日常学习和工作中选择性并有效利用两种以上的语言，

也就是所谓的双语者。过去大多数学者认为习得两种或多种语言的后天学习仅仅是导致了大脑

功能的改变，而很少会提及其对大脑结构的影响。随着神经影像学的发展，双语脑的研究在深

度、广度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国内针对双语者的研究主要涉及维吾尔语、蒙语、粤语等

双语者。云南省有 26个少数民族,是中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本研究选取中国特有且在云南

聚居拥有自己的民族语言并熟练掌握汉语的傣族双语者，并研究他们与汉族非双语者的全脑结

构异同，探讨少数民族语言习得对大脑结构的影响，初步探索少数民族第二语言习得可能的大

脑基础及后天学习对大脑微观结构的影响。我们的研究结果将是对民族语言研究的一个重要补

充。 

方法：本研究分为两组：傣-汉双语组、汉族非双语组各 15人。采用 PHILIPS ACHIEVA 3.0 T 

磁共振扫描仪对 15名同时熟练掌握傣语、汉语的傣族志愿者和 15名熟练掌握汉语的汉族志愿

者行 3D T1WI结构像扫描，而后将采集到的图像分别用 FSL软件提供的 FIRST结构分割工具分

析皮层下核团、SPM软件提供的基于体素的形态学分析方法（VBM）分析灰质密度，将所得数

据使用双样本 T检验进行数据处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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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傣-汉双语者双侧小脑半球灰质密度较汉族非双语者增高。2、傣-汉双语者右侧丘

脑、右侧苍白球体积明显大于汉族非双语者。 

结论：傣语的学习会引起脑灰质密度的改变，确切地说，是引起脑灰质密度的增加。傣语的学

习会引起右侧丘脑、右侧苍白球体积的增大。傣-汉双语者与汉族非双语者灰质密度和皮层下

核团体积存在差异，民族语的习得是两者脑结构差异的关键因素。 

  

 

 

EP-1711 

Localization of Resting-state Cerebral Functional 

Disconnectivity in Asthma Patients 

 
Siyi Li,Xiao Yuan,Chandan Shah,Lui Su 

West China Hospital，Sichuan University. 610041 

 

Purpose 

Previous studies have demonstrated that asthma is a serious health problem which 

involves not only respiratory system but also central nervous system
1-2
. Compared 

to those who have not been affected with asthma, asthma patients are more likely 

to have psychological conditions
3
. However, functional alternations of cerebrum 

remain largely unknown because of the limited number of studies, and also due to 

the lack of accurate location of cerebral disconnectivity. Current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functional changes in 23 patients using resting-state MRI.  

Methods 

23 patients diagnosed as asthma according to the Global Initiative for Asthma 

(GINA) criteria were recruited
4
, 30 health controls matched in age, sex and years 

of education were also recruited. Resting state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es were collected, fALFF (which is a normalized measure of the ALFF) and 

degree centrality (DC) (which implies the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metrics index 

across the entire brain networks) were performed to characterize the altered 

functional disconnectivity between patients and control groups.  

Results 

Compared to health controls, decreased DC were observed in left superior, middle 

frontal gyrus and anterior cingulate gyrus in asthma patients. (Corrected by 

AlphSim calculation, P<0.05).And decreased fALFF were also detected in regions 

above. (Corrected by AlphSim calculation, P<0.05). 

  

Discussion 

We found decreased DC and fALFF in left superior, middle frontal gyrus and 

anterior cingulate gyrus in asthma patients. DC and fALFF shows consistently 

changes in regions above, and also consistent with the structure study which 

showed the grey matter decrease, which helps confirming the characteristic change 

of cerebral related with asthma, those regions are associated tightly with the 

functional cerebral changes in emotion process and cognitive competence. Thus, it 

elucidates that left superior, middle frontal gyrus and anterior cingulate gyrus 

plays important roles in the mechanism of asthma and the alternations represent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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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approach to deeply understanding the brain disconnectivity in pathophysiology 

of asthma. 

  

 

 
EP-1712 

侧脑室肿瘤的 MRI 诊断与鉴别诊断 

 
胡粟,胡春洪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15006 

 

 

目的：侧脑室肿瘤包括来源于侧脑室壁、脉络丛及其他组织的侧脑室内肿瘤，瘤体主体位于侧

脑室内。其疾病种类繁多，给诊断带来一定困难。本文收集 18例侧脑室肿瘤的临床及 MRI图

像，探讨不同侧脑室肿瘤的 MRI特点及鉴别诊断价值。 

材料和方法： 回顾性分析 18例侧脑室肿瘤的 MRI表现，分析内容包括发生部位、最大径、

信号特点、增强表现、周围脑实质改变情况等。 

结果： 18例侧脑室肿瘤包括胶质瘤 8例（包括星形细胞瘤 6例，少枝星形细胞瘤 1例，室

管膜瘤 1例），表现为 T1WI 稍低信号，T2WI高信号，信号欠均匀，可见囊变，增强后呈不同

程度强化；脑膜瘤 6例，呈等低 T1、等或长 T2信号，信号不均匀，增强后明显不均匀强化；

转移瘤 1例，呈长 T1长 T2 信号，增强后不均匀强化；黑色素瘤 1例，T1WI高信号，T2WI中

等信号；淋巴瘤 1例，呈稍长 T1稍常 T2信号，信号较均匀；海绵状血管瘤 1例，呈类圆形，

呈长 T1长 T2信号，周围见低信号环。 

结论： 侧脑室肿瘤病理类型多样，但各自有一定特点，依据侧脑室肿瘤的发生部位、发病年

龄及强化特征，MRI可实现术前对其进行鉴别诊断。 

 

 
EP-1713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患者大脑半球间镜像功能

连接的静息态功能 MRI 研究 

 
刘玉婷

1
,李慧君

1
,黄亚青

1
,张慧欣

2
,杨明

1
 

1.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目的 采用静息态 fMRI(rs-fMRI)的基于体素镜像同伦连接(VMHC)方法研究阻塞性睡眠呼吸暂

停低通气综合征（OSAHS）患者两大脑半球间功能连通性。 

方法 选取 29例 OSAHS患者和 26名匹配的健康志愿者进行 rs-fMRI扫描,采用 REST软件来计

算 OSAHS组和对照组两侧大脑半球间的 VMHC值,两组间 VMHC值比较采用双样本 t检验,最终获

得 VMHC值有统计差异的统计结果图。最后，VMHC值与 OSAHS 临床特性及认知评分间的相关性

采用 Pearson相关性分析。 

结果 与对照组比较，OSAHS 组楔前叶及距状回 VMHC显著增高，没有 VMHC显著减低的脑区。

此外，两侧楔前叶之间 VMHC 与呼吸暂停低通气指数（AHI）呈显著正相关(r = 0.378, p = 

0.043)，两侧距状回之间的 VMHC与呼吸暂停低通气指数（AHI）呈显著正相关（r = 0.399, p 

= 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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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OSAHS患者在静息态下存在两大脑半球间的功能连接异常。两半球间的 VMHC可能为

OSAHS患者认知障碍的神经病理生理学提供进一步的见解。 

 

  

EP-1714 

视神经脊髓炎患者视觉亚区结构和功能连接的损害 

 
蔡欢欢

1,2
,朱佳佳

2,3
,张宁男楠

2
,王秋会

2
,张超

2
,杨春生

2
,孙劼

2
,孙贤婷

2
,杨丽

2
,于春水

2
 

1.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3.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视神经脊髓炎（neuromyelitis optica，NMO）患者视觉皮层存在结构和功能的损害。我们旨

在探究 NMO患者视觉皮层亚区灰质体积（grey matter volume，GMV）和静息态功能连接

（resting-state functional connectivity，rsFC）特征。 

材料和方法： 

我们收集了 37个 NMO患者和 42个正常对照，分别进行了结构和功能磁共振扫描。我们分别比

较了两组间每个视觉亚区的 GMV和 rsFC。 

结果： 

与正常对照相比，NMO患者在双侧 V1、V2、V3d、VP和 LO 及左侧 V3A区均有 GMV减低。在经

典的视觉通路上，相对低级别的视觉亚区相比于相对高级别的视觉亚区 GMV减低更严重。不论

是否回归 GMV，NMO患者在双侧 LO和 V4v及左侧 V2区都表现出 rsFC的减低。在 NMO患者中，

双侧 V1和 LO及左侧 V2和 V3d区的 GMV都与临床残疾程度明显呈负相关；这些相关系数与相

应亚区在视觉通路的等级明显相关。 

结论： 

本研究表明，在 NMO患者中，低级别的视觉亚区表现出更严重的视觉损害；结构损害不是视觉

亚区 rsFC改变的唯一影响因素；低级别视觉亚区的 GMV 减低对临床残疾程度具有最高的预测

价值。 

  

 
EP-1715 

早期帕金森病黑质和蓝斑的神经黑色素磁共振成像研究 

 
王剑

1
,金莉蓉

1
,李远方

1
,黄振

1
,刘锴

1
,张泳

2
,王昌鹏

1
,曾蒙苏

1
 

1.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GE 医疗 

 

 

目的：神经黑色素（NM）是神经元贮存铁的主要方式，可防止超氧自由基的产

生，以对抗铁介导的神经毒性。NM为顺磁性物质，可通过高分辨自旋回波 T1-加权

神经黑色素成像(neuromelanin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NM-MRI)显示，反

映黑质神经元的存活。本研究拟运用 NM-MRI对早期帕金森病患者黑质和蓝斑有无

异常改变进行初步研究。 

方法 ：本研究纳入 42例初诊帕金森病患者（H-Y：1-2级）和 27例健康对照者。

两组受试者均进行 MMSE、Moca和 GDS评分。帕金森病组收集临床信息并予 UPD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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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根据主要运动症状将患者分为震颤为主型、强直为主型和混合型。两组受试

者均接受 NM-MRI检查，并对 NM-MRI图像中黑质（SN）宽度和信号强度以及蓝斑

（LC）信号强度进行测定。分别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比较帕金森病组与健康对照组

黑质和蓝斑的差异，使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不同临床表型帕金森病患者间黑质的

差异。 

结果 ：帕金森病组 NM-MRI显示的 SN宽度较对照组明显变窄（p<0.01），以中部

和外部明显。与健康对照组相比，帕金森病组 SN 的内、中、外部区信号与背景信

号的对比噪声比（CNR）明显降低，具有统计学差异（p<0.01）。PD组三种不同临

床亚型之间黑质宽度及 CNR值无显著性差异（p>0.05）。帕金森病伴抑郁的患者与

对照组相比，左侧蓝斑 CNR值明显降低（p<0.05）；而帕金森病不伴抑郁患者与对

照组相比，蓝斑 CNR值下降但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 ：NM-MRI成像技术可以敏感地显示早期帕金森病患者和健康对照者黑质和蓝

斑的差异，可能为帕金森病的早期诊断提供依据。 

 

 

EP-1716 

直方图分析方法在鉴别髓母细胞瘤和室管膜瘤中的应用 

 
韩秋月 

无锡市人民医院 214023 

 

目的 探讨基于全肿瘤的直方图分析方法在鉴别髓母细胞瘤和室管膜瘤中的应用价值。 材料与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7例经病理证实的髓母细胞瘤（16例）和室管膜瘤（11例），每例病人术

前及其他治疗前均行 3.0T MR 检查，在 ADC图上画出各个层面的肿瘤(VOI)，并计算出其直方

图参数，包括中位数、平均值、第 25及 75百分位数、峰度及偏度，应用独立样本 t检验比较

两组肿瘤间各参数值的差异，采用 ROC分析以上参数的诊断效能。结果 髓母细胞瘤的中位

数、平均值、第 25及 75百分位数低于室管膜瘤，髓母细胞瘤的峰度及偏度高于室管膜瘤，差

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ROC曲线分析显示出良好的诊断敏感性和特异性。结论 直

方图分析方法在鉴别髓母细胞瘤和室管膜瘤中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EP-1717 

IVIM 与 DKI 在胶质瘤分级中的应用 

 
蔡雷,刘连锋,张飞,白江涛,王少彧,于东升 

延安大学咸阳医院 712000 

 

[摘要] 目的 探讨体素内不相干运

动 (intravoxel  incoherent m o t i o n ，I V I M ) 及弥散峰度成像

( diffusion kur-tosis imaging，DKI) 在胶质瘤分级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收集 19例高

级别胶质瘤和 23例低级别瘤患者(所有原发胶质瘤病例经手术病理学证实)在未接受任何治前

进行常规ＭＲ平扫、增强及 IVIM及 DKI检查。IVIM序列采用 8组ｂ值，范围从 0、50、100、

150、200、400、800、1000ｓ/ｍｍ2;DKI采用 30个方向，b取 0、1000、2000ｓ/ｍｍ2。所

得 IVIM及 DKI原始数据经后处理软件处理分析，结合平扫及增强图像，分别测得瘤体的灌注

分数值（f）、快扩散（D*）慢扩散（D）及弥散峰度成像 MK值，并将所得值进行ｔ检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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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各组肿瘤内各參数值的差异，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进行统计学分析并描绘分布曲

线。结果 发现 D*值及 MK 值在在高级别胶质瘤与低级别胶质瘤两组中有显著差异性，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低级别胶质瘤组 D*值低于高级别胶质瘤组，且低级别胶质瘤组 MK值小于高级

别胶质瘤组。结论 IVIM和 DKI对胶质瘤分级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EP-1718 

实性颅咽管瘤的 MRI 诊断 

 
韩青 

无锡市第一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第一医院，无锡市儿童医院） 214002 

 

目的：分析实性颅咽管瘤（solid craniopharyngioma）的 MRI特征，提高对该病的认识。方

法:回顾性分析 10例实性颅咽管瘤的 MRI特点。结果：10 例病例中，6例患者肿瘤生长于鞍

上、1例生长于鞍内、3例鞍上及鞍内同时受累。肿瘤于 T1WI呈等或低信号, T2WI呈等或高信

号,部分内见多个小囊泡,静注对比剂后肿瘤呈明显强化。结论：实性颅咽管瘤在 MR图像上具

有一定的特点，MRI是诊断实性颅咽管瘤的良好方法。 

  

 

 

EP-1719 

肥大性下橄榄核变性的 MRI 诊断 

 
韩青 

无锡市第一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第一医院，无锡市儿童医院） 214002 

 

目的 分析肥大性下橄榄核变性(hypertrophic olivary degeneration, HOD)的 MRI特征，提

高对该病的认识。方法 回顾性分析 6例 HOD的 MRI表现以及导致该病产生的病因，这些病例

多继发于脑干或小脑病变。结果  影像学表现为延髓腹外侧局部肿胀，T1WI呈等或稍低信

号，T2WI及 T2-Flair均表现为高信号。结论 MRI能够显示出下橄榄核的这一特异性的退变,

是诊断 HOD的最佳方法。 

  

 

 
EP-1720 

内侧颞叶癫痫 3T 与 7TMRI 海马内部结构的对比分析 

 
张一玮

1
,有慧

2
,窦万臣

2
,毛晨晖

2
,左真涛

3
,冯逢

2
 

1.北京协和医学院研究生院 

2.北京协和医院 

3.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目的：海马内部结构（HIA，Hippocampal Internal Architecture）清晰度的不对称性被认为

是海马硬化（HS，Hippocampal Sclerosis）的影像特征表现之一。本实验比较内侧颞叶癫痫

患者海马内部结构在 3T和 7TMR成像差异，以确定 7TMRI 在确定癫痫偏侧性及精确诊断中的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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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与材料：入组 31例临床诊断为内侧颞叶癫痫患者分别行 3T和 7TMR扫描（设备；GE 

Discovery MR750 3T及 Siemens Investigational Device 7T），仅利用冠状位海马高分辨率

T2WI序列图像进行海马内部结构半定量评估，使用 2013年文献中所述海马内部结构视觉评分

系统（VerHoef et al.,2013）量化两侧海马评分。以视频脑电图（video-EEG）放电侧为患

侧，配对 T检验比较 3T和 7TMRI在患侧及正常侧海马内部结构评分的差异。计算海马内部结

构不对称指数（不对称指数＝正常侧分数－患侧分数），利用卡方检验比较 3T和 7TMRI 的海

马内部结构不对称指数在预测内侧颞叶癫痫偏侧性的差别。 

结果：不论 3TMRI还是 7TMRI，患侧海马内部结构评分低于正常侧海马结构评分（P<0.05）。

在患侧海马中，海马内部结构的评分在 3T（1.8003±0.6398）和 7TMRI（2.1235±0.9001）上

的差异无明显统计学意义（P=0.057），在正常侧海马内部结构评分在 3T（2.6077±0.7611）

和 7TMRI（3.0158±0.6709）上存在差异（P<0.05），且在 7TMRI上正常侧海马内部结构评分

值较 3TMR高。海马内部结构不对称指数在预测颞叶癫痫偏侧性上，3TMRI与 7TMRI未见明显

差异（P=0.544）。 

结论：7TMRI在显示海马内部精细结构的显示上优于 3TMRI，在临床诊断内侧颞叶癫痫偏侧性

上，3TMRI与 7TMRI未见明显差异。 

  

 

 

EP-1721 

帕金森综合征基于体素的形态学分析的鉴别诊断 

 
张一玮

1
,刘思睿

1
,有慧

2
,王含

2
,侯波

2
,冯逢

2
 

1.北京协和医学院研究生院 

2.北京协和医院 

3.北京协和医学院研究生院 

4.北京协和医院 

 

目的：探讨运用磁共振形态测量学（VBM）的方法对帕金森综合征（包括帕金森病、多系统萎

缩、进行性核上性麻痹）患者进行鉴别诊断的可能性及价值。 

方法与材料：对临床诊断的 35例帕金森病（IPD）、34例多系统萎缩（MSA）、16例进行性核

上性麻痹（PSP）患者及 40 例年龄相仿正常对照（NC）进行全脑三维（3D）等体素 T1WI

（FSPGR序列）的采集，应用 Accubrain软件自动进行脑区分割，分别计算中脑/桥脑面积比

（M/P）及小脑体积，对于各组病例的上述测量指标的平均值的差异，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进

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IPD和 PSP患者中脑/桥脑面积比值（M/P）明显低于 NC组及 MSA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PSP患者的 M/P值降低得更加明显（P<0.05）；MSA组的 M/P值与 NC组相比，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MSA组小脑体积的萎缩最为明显，小脑体积均小于 NC组及其

他患病组（P<0.05），PSP 患者组与 NC组的小脑体积无明显统计学差异（P＞0.05），IPD组

小脑体积略高于 NC组。这样本组研究中应用两个测量指标即可将帕金森综合征中常见的 3种

容易误诊的病例鉴别诊断出来，先用小脑体积进行区分，可以看出明显缩小的仅见于 MSA 组，

再用 M/P比值区分，PSP低于 IPD。 

结论：VBM可对脑内组织进行定量的形态学测量，新的数据分析方法（AccuBrain）可以明确

对脑组织分区计算体积及面积，这样可为 IPD及帕金森叠加综合征的诊断与鉴别诊断提供客观

的量化标准，M/P比值对于 PSP的诊断有较大帮助，小脑体积的萎缩对于从帕金森综合征患者

中检出 MSA有很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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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722 

320 排 CT 灌注成像联合 CT 脑动脉成像与磁共振弥散加权程序

联合磁共振脑动脉成像对于短暂性脑缺血发作患者诊断率的

对比研究 

 
许洋

1
,陈为军

1
,娄昕

2
 

1.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五二医院 

2.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目的:探讨 320排 CT一站式灌注成像对于短暂性脑缺血发作患者诊断阳性率与磁共振弥散加权

成像与磁共振脑血管成像阳性率之间的差别 

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门诊连续 39例门诊拟诊为短暂性脑缺血发作患者分别进行 320 排一站

性脑灌注成像（脑灌注成像+脑动脉成像）及磁共振弥散加强成像与磁共振血管成像，由两名

高年资主治医师分别进行双盲图像判读，符合灌注减低、弥散受限或脑血管狭窄任意患者拟诊

为阳性，对两人判断结果进行可重复性检验，对两种检查阳性率进行 person卡方检验 

结果：320排 CT脑灌注一站式成像对于 TIA发作患者检出率明显高于弥散加权与 MRA联合检

出率,P<0.05 

结论： 320排 CT脑灌注一站式成像（脑灌注成像+脑动脉成像）TIA患者检出率有较高的检出

率同时有助于减少患者辐射剂量，应当推荐为 TIA患者的有效影像学检出手段 

  

 

 
EP-1723 

CPA 髓母细胞瘤的 MRI 表现及文献回顾 

 
王丽娟,潘自来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北院 201801 

 

目的 观察分析桥小脑角（Cerebellopontine Angle，CPA）区髓母细胞瘤的 MRI特点,提高该

病的术前诊断率。方法 回顾性分析 5例经手术病理证实的发生于桥小脑角区髓母细胞瘤的

MRI表现，并分析其 MRI表现特征及病理特征。结果 5例髓母细胞瘤 4例见囊变，且均位于肿

瘤的边缘，1例为完全实性肿块。肿瘤实性部分 T1WI呈低、稍低信号，T2WI呈稍高或高信号

为主混杂信号。2例行 DWI 扫描呈高信号。增强后强化程度多样。5例肿瘤均引起桥脑及四脑

室受压，2例临近基底脑膜强化，2例出现瘤周水肿。结论 MRI可显示桥小脑角区髓母细胞瘤

肿瘤的范围、继发改变及与周围组织的关系，其 MRI表现对其诊断有一定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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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724 

The early microstructural changes of the motor 

pathway injury in the acute brainstem infarction: A 

Diffusion Kurtosis Imaging Study 

 
Chen Hui-you,Chen Yu-chen,Geng Wen,Fen Yuan,Chen Qian,Yin Xin-dao 

Nanjing First Hospital 210006 

 

Objective The present study aimed to explore corticospinal tract changes in 

patients with brainstem infraction by using diffusion kurtosis imaging (DKI). 

Materials and Methods Twenty-one patients with brainstem infarction underwent DKI 

of the brain with 3.0 T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The DKI was obtained by using 

three b values of 0, 1000, 2000 s/mm2 with 15 diffusion directions. Regions of 

interest (ROI) were palced at four levels: the lesion, cerebral peduncle, 

posterior limb of the internal capsule and precentral gyrus. DKI 

parameters(including fractional anisotropy (FA), mean diffusivity (MD), mean 

diffusion kurtosis (MK) ) in these regions were measured from contralatera to 

ipsilateral of ischemic lesion. Results The ipsilateral of ischemic lesion showed 

a decrease in FA and MD and an increase in MK when compared with the contralateral 

normal region at all levels with statistically different (P<0.05). Conclusion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DKI could identify early microstructural changes of the motor 

pathway injury in the acute brainstem infarction. 

 

 

 

EP-1725 

探讨桥小脑角区脉络丛乳头状瘤 MRI 表现 

 
余宏辉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30006 

 

 

【摘要】目的 探讨桥小脑角区（CPA）脉络丛乳头状瘤（CPP）的 MRI 表现。方法 搜集 5例

经手术病理证实为桥小脑角区脉络丛乳头状瘤（CPA-CPP）患者资料，回顾性分析其 MR 特

征。结果 本组 5例 CPA-CPP，均单侧发病。4例呈分叶状、不规则或类圆形实性肿块，1 例呈

囊实性（本例患者曾有左侧 CPA 区肿瘤手术史）。肿块 T1WI 呈等或稍低信号，较脑实质信号

低但较脑脊液信号高，T2WI 呈稍高信号，略混杂；其中 2 例病灶内见斑点状或斑片状低信

号，CT 上呈钙化密度。4 例病灶与第四脑室关系密切，其外侧孔消失。3 例示第四脑室明显受

压，幕上可见脑积水。增强扫描均呈明显强化。结论 脉络丛乳头状瘤（CPP）起源于脉络上

皮细胞，是颅内少见的良性肿瘤。临床主要表现为脑积水而产生的颅高压症状和局限性神经损

害２大类表现，脑积水是 CPP突出特征。CPP以儿童及青少年多见，好发于脑室内，有学者统

计，约 90%的 CPP 发生于侧脑室及第四脑室。CPA-CPP 罕见，一般认为，CPA-CPP 发生于第四

脑室侧隐窝脉络丛，经外侧孔向外生长；而单纯 CPA-CPP 可能起源与胚胎脉络组织残余，也可

能为第四脑室内脉络丛乳头状瘤经脑脊液种植转移而来。CPP 的典型影像学表现为脑室内的分

叶状肿块。CPA-CPP MRI 缺乏特征性表现，形态、信号及增强表现与其他位置发生的 CPP 相

似，表现为 T1WI 呈等或稍低信号，T2WI 等或稍高信号，边界清楚而轮廓不规则，部分可见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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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坏死、囊变少见。肿瘤常明显强化。CPA-CPP 多数与第四脑室关系密切，外侧孔常受累，

并可压迫第四脑室引起幕上梗阻性脑积水，有助于 CPA-CPP 诊断。综上，MRI 检查对于 CPA-

CPP 的术前定位、定性诊断极为重要，CPA-CPP 与其他部位发生的 CPP 影像学特征类似，但发

现分叶状形态、明显强化、与第四脑室关系密切及脑积水等征象有助于诊断。 

 

 

EP-1726 

Amide proton transfer imaging combined traditional 

magnetic transfer ratio imaging can effectively 

assess brain tumor lesions and neuron damage: a 

comparative study 

 
su changliang,Zhu Wenzhen,Li Shihui,Chen Xiaowei 

Hospital of Tongji Medical College，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430030 

 

 

Purpose: To explore the differences two types of magnetization transfer imaging, 

amide proton transfer imaging (APTWI) and traditional magnetic transfer ratio 

(cMTR) imaging and their correlation with proton magnetic resonance spectroscopy 

imaging (MSRI). 

Patients and methods: After approved by the Institutional Ethics Committee, 17 

brain tumor patients and 17 age- /gender-matched volunteer were included in the 

prospective study and scanned with T1, T2 , APTWI, cMTR , MRSI and gadolinium 

contrast-enhanced MRI. Voxel-by-voxel analysis was conducted at individual-level 

and group-level with the Pearson’s correlation analysis. The values of parameters 

of voxels in MRSI and its corresponding parameters in APTWI, cMTR were obtained in 

the post-proceeding workstation and calculated as the mean value of the included 

voxels. To compare Pearson’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PCC) in two group at group 

level, Z-test was utilized and the student’s t-test was employed to compare the 

mean PCCs at individual level. 

Results: MTR imaging and MRSI provide good contrast and quantitative parameters in 

brain tumor imaging. MTRasym(3.5ppm) and Cho in brain tumors were significant higher 

than that in health volunteers; the cMTR values and NAA in tumor group were 

conversely significant lower than that in the volunteer group. In group level 

correlation analysis, MTRasym(3.5ppm)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with cMTR values (r=-

0.61, p=0.000).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MTRasym(3.5ppm), cMTR and Cho, NAA possessed 

different patterns. In tumors, MTRasym(3.5ppm) values were in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Cho(r=0.568, p=0.000) and decreased with the reduction of NAA(r=-0.619, 

p=0.000); on the contrary, cMTR decreased with the addition of Cho amount r=-0.346, 

p=0.000) and escalated with increase of NAA signal intensities (r=0.624, p=0.000). 

The similar differences were also observed in individual level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MTR and MRSI parameters. In volunteers, there were not much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changes of MTRasym(3.5ppm) and the variation of Cho, NAA(r=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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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477; r=-0.083, p=0.046), but a weak and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was revealed 

between cMTR and Cho, NAA(r=0.199, p=0.000; r=0.263, p=0.000). However, the 

correlation patterns differ among two types parameter of MTR imaging when we 

correlated them with Cho or NAA. The correlativity of cMTR with Cho, NAA in tumors 

was stronger than that volunteers (Z=-8.808, p=0.000; Z=7.238, p=0.000, 

separately). In volunteers, cMTR correlated more close to both MRSI parameters 

when compared MTRasym(3.5ppm) (Cho: Z=-2.92, p=0.003; NAA: Z=-5.998, p<0.0001,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APTWI and cMTR imaging provide good contrast for brain tumors despite 

of different contrast enhancement mechanism and the quantitative parameter 

MTRasym(3.5ppm), cMTR correlate close with Cho, NAA. Combined MTRasym(3.5ppm) and cMTR could 

supply promising, complementally information in brain tumor imaging and may be 

potentially served as an alternative to MR spectroscopy. 

  

 
EP-1727 

周围神经鞘瘤的 CT 和 MRI 表现 

 
陈松,黄泽和,陈广 

钦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钦州市地区人民医院 535099 

 

目的：探讨周围神经鞘瘤的 CT及 MRI表现。方法：所选研究对象为本院收治的周围神经鞘瘤

患者，病例选择时间范围为 2011年 12月至 2016年 12月，共纳入病例数为 15例。所有患者

均经手术病理检查，证实为周围神经鞘瘤。采用回顾性分析的方法，对 15例患者的影像学资

料进行调查。15例患者中，5例实施 CT检查，10例实施 MRI检查，分析其具体影像学表现。

结果：CT、MRI的肿瘤检出率均达 80%以上，差异不显著（P>0.05）；实施 CT检查，显示肿瘤

含较高密度包膜，且相较于肌肉组织，包膜内肿瘤组织密度明显较高；实施 MRI检查，显示肿

瘤 T1WI扫描呈现中-低信号，T2WI扫描呈现不均匀信号；增强扫描后，显示不均匀强化现象。

其中，5例患者显示存在靶征，4例呈现神经出入征，3例呈现脂肪包绕征，2例呈现脂肪尾

征。结论：周围神经鞘瘤的 CT、MRI检出率高，且其影像学表现具有一定特异性，对临床诊治

有重要意义。 

 

 

EP-1728 

脑损伤患者病灶部位与意识水平及两侧半球对称性的关系 

 
王正阁,张冰,朱斌 

南京市鼓楼医院 210008 

 

脑损伤所致意识障碍患者的诊断和预后判断一直以来都是困扰临床的难题，本文联合应用结构

磁共振成像、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成像及弥散张量成像，分析脑损伤部位、半球间的失连接、脑

网络损伤程度与意识障碍的关系，探讨多模态脑功能磁共振成像指标 用于意识障碍水平的评

估及预后的判断作用。本研究纳入脑损伤引起意识障碍的患者 19 例，其中包括创伤性脑损伤

5例、脑血管病 8例、自发性脑出血 4例及颅内感染 2例。同时招募年龄性别匹配的正常志愿

者 14例作为对照组。所有被试根据意识水平及耐受情况进行多模态磁共振成像检查（脑损伤

患者数据采集时间为脑损伤后 9-20天），通过观察磁共振结构相统计脑损伤患者的损伤部位

及胼胝体损伤区域；分析 DTI 数据比较脑损伤组及正常对照组胼胝体纤维束的各项异性分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1534 

 

数，平均扩散度、长度及数量的差异；通过 rs-fMRI 功能连接分析伴有胼胝体损伤的意识障

碍患者两侧大脑半球的对称性改变。脑损伤伴意识障碍的患者（n=19）中， CC、内侧前额叶

及脑干的损伤概率较高；脑损伤患者（n=13）胼胝体纤维束的各向异性及数量较正常对照组

（n=14）明显减低；伴有胼胝体损伤的患者（n=8），损伤的部位多在胼胝体的Ⅲ、Ⅳ区，并

且胼胝体损伤区域的各向异性及其所对应的大脑皮层区域的对称性较无损伤区域及正常对照组

减低。脑损伤伴意识障碍患者的病灶部位通常发生在胼胝体、内侧前额叶及脑干，提示 这些

部位损伤更容易导致意识丧失，其中胼胝体损伤概率更高，其损伤多集中于Ⅲ、 Ⅳ区，并且 

DTI 结果显示胼胝体白质微结构受到损坏，损伤区域更显著，并且其对应的大脑皮层区域的对

称性减低。 

 

 
EP-1729 

磁敏感加权成像(SWl)评估高血压患者心血管危险分层水平与

脑微出血（CMBS）的相关性研究 

 
李红,宋彬 

上海市闵行区中心医院 201100 

 

 目的 应用磁共振磁敏感加权成像(SWl)评估高血压患者心血管危险分层水平与脑微出血是否

存在相关性的研究。方法 按照研究纳入标准对 536例临床诊断原发性高血压患者作心血管危

险分层：低危、中危、高危、极高危；运用 1.5TMR扫描仪进行常规 MRI序列和 SWI序列进行

扫描，分析 SWI序列上不同心血管危险分层高血压患者脑内微出血(CMBs)的大小、数目、分布

区域，计算不同分级水平高血压患者 CMBs的数量；不同血脂水平高血压患者脑微出血灶分

布、大小及数目。结果 SWI 序列发现有脑微出血灶 303例患者中共检出 508枚，分别为基底节

区 136枚（27.6％）；丘脑区 60枚（11.8％）；脑干 28枚（5.5%）；皮层-皮层下区 210枚

（占 41.3%）；颞叶区 40枚（7.9%）；枕顶叶 34枚（6.7%）。SWI序列显示低危组 36例,微

出血灶阳性率 16.7%;中危组 92例,微出血灶阳性率 55.4%;高危组 139例,阳性率 41.0%;极高

危组 269例,阳性率 70.3%。脑微出血组较无脑微出血组总胆固醇(TC)、低密度脂蛋白（LDL）

水平增高，高密度脂蛋白(HDL)水平减低；脑微出血组与对照组中血脂异常检出率 P值为

0.036，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脑内微出血数量与高血压患者心血管危险分层、与血脂

异常检出率存在正相关，具有统计学意义。 

【关键词】高血压；心血管危险分层；脑微出血；磁敏感加权成像 

 

 

 
EP-1730 

线粒体脑肌病脑脊液 1H-MRS 的诊断价值研究 

 
周志凌,邢妩,谢芳芳,胡平,周高峰,王小宜,廖伟华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410008 

 

 

目的 线粒体脑肌病（Mitochondrial Encephalomyopathy , ME）作为遗传代谢性脑病中最

常见的一种类型，患者脑内病变区的质子磁共振波谱成像（Proton magnetic resonance 

spetroscopy, 
1
H-MRS）出现乳酸(Lac)峰是重要的诊断依据，而脑组织异常代谢物浓度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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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其诊断特异度明显受影响。由于脑脊液清除乳酸的速度明显慢于脑组织产生乳酸的速度，

本研究旨在探讨线粒体脑肌病脑脊液 1H-MRS的诊断价值，为临床诊断提供新的线索和思路。 

方法 对经临床及基因确诊的 10例线粒体脑肌病患者及 13例非线粒体脑肌病的各型代谢性脑

病对照组行常规 MRI和
1
H-MRS检查，感兴趣区选取病变区及脑脊液区，若脑内无明显病灶，

则选取基底节区为感兴趣区，分别比较病例组及对照组相应区域代谢物 N-乙酰天冬氨酸

(NAA)/肌酸(Cr)、胆碱(Cho)/Cr、肌醇(mI)/Cr比值及乳酸(Lac)峰的差异。 

结果 9例线粒体脑肌病患者脑内出现异常信号，其中 4例主要累及皮质并呈游走性改变，3

例主要累及白质区，2例累及双侧基底节区，1例患者常规 MRI未见明显异常。病例组与对照

组的 NAA/Cr、Cho/Cr、mI/Cr 比值均无统计学差异。9例患者脑脊液区 1H-MRS可见较特征性

的 Lac峰,另 1例未见 Lac峰；仅 5例患者病变区
1
H-MRS 可见 Lac峰，另 5例未见特征性 Lac

峰。脑脊液区诊断线粒体脑肌病的灵敏度、正确指数、阳性似然比、阴性似然比及符合率均优

于病灶区。采用联合试验的方式，串联及并联试验的正确指数、符合率仍低于脑脊液区。 

结论 线粒体脑肌病患者脑脊液
1
H-MRS出现 Lac峰较病变区 1H-MRS的 Lac峰更具有临床诊断

价值，脑脊液
1
H-MRS有助于线粒体脑肌病的早期诊断和鉴别诊断。 

 

 
EP-1731 

磁敏感序列成像联合磁共振波谱技术对首发抑郁症海马区静

脉变化及细胞代谢的研究 

 
朱彦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 10152281 

 

目的 联合磁敏感序列及磁共振波谱技术研究首发抑郁症患者海马区静脉及海马区细胞代谢变

化之间的关系。方法  20 例首发抑郁症患者及 20例健康志愿者分别采用 SWI及 1H-MRS序

列进行扫描，检测双侧海马区引流静脉的最大直径、长度、分支数目及各代谢指标（包括谷氨

酸盐混合物、乙酰天门冬氨酸盐、胆碱、肌酸、肌醇），并将引流静脉变化与细胞代谢水平进

行相关性分析。结果 与正常组对比，首发抑郁组患者左侧脑室下静脉的最大直径出现有统计

学意义的变窄，而长度及分支出现增高，但无统计学意义；右侧脑室下静脉的最大直径出现有

统计学意义的变窄，长度及分支未见明显变化。与正常组对比，首发抑郁组患者左侧海马的

Glx/Cr及 NAA/Cr下降，而 Cho/Cr升高，MI/Cr变化不明显；右侧海马仅仅出现 Glx/Cr 的下

降。左侧脑室下静脉的最大直径与左侧海马的 Cho/Cr水平呈明显负相关，与左侧海马的

Glx/Cr及 NAA/Cr水平成明显正相关。结论 首发抑郁症患者海马区的引流静脉出现形态上的

变化，这些变化影响了双侧海马的神经细胞代谢，可能是首发抑郁症发病机制的一种潜在因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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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732 

三维 HRMR 管壁成像评价颅内动脉瘤的临床应用研究 

 
朱先进

1
,姜卫剑

2
 

1.中日医院 

2.火箭军总医院 

 

背景及目的：颅内动脉瘤壁强化可能与动脉瘤破裂有关。本研究的目的是使用三维 SPACE 序列

（3D Sampling Perfection with Application optimized Contrast by using different 

flip angle Evolutions）评估颅内动脉瘤壁强化的情况，并比较不稳定组与稳定组动脉瘤的

差异。 

材料与方法：2013年 8月到 2015年 2月共连续入组动脉瘤患者 67例、共计 74处动脉瘤。将

动脉瘤分为不稳定组（破裂型或症状非破裂型）和稳定组。两名有经验的神经放射医师在 3D 

SPACE T1W平扫及增强图像中评估动脉瘤壁强化范围，比较不稳定动脉瘤及稳定动脉瘤在上述

特点的差异。 

结果：其中 7例（9.5%）动脉瘤无法在 SPACE图像中显示被排除。最终 60名患者共计 67处

（90.5%）动脉瘤纳入最终分析（53例单发动脉瘤，7例双动脉瘤），其中不稳定型动脉瘤 18

例（破裂动脉瘤 6例，未破裂症状性 12例），稳定型动脉瘤 49例。47例（70.1%）出现动脉

瘤壁强化，包括不稳定动脉瘤组 16例（88.9%）及稳定组 31例（63.3%）；不稳定组与稳定组

动脉瘤相比，不稳定组动脉瘤发生瘤壁强化的比例更高（p = 0.042）。不稳定组动脉瘤与稳

定组动脉瘤的强化范围不同，具有统计学差异（p = 0.030），不稳定组动脉瘤的瘤壁强化范

围更大（76~100%），稳定组的瘤壁强化范围更小甚至没有强化（0~25%）。在 SPACE图像中，

动脉瘤大小中位数为 7.5毫米（四分位：5.3-9.9毫米），其中不稳定组动脉瘤大小中位数为

8.4毫米（四分位：5.9-25.0 毫米），稳定组动脉瘤大小中位数为 7.5毫米（四分位：5.2-

8.7毫米）；两组之间大小未见统计学差异（p = 0.174），结论：3D SPACE平扫及增强图像

有助于全面评估动脉瘤壁的强化特点。不稳定动脉瘤中更多表现为瘤壁强化。 

  

 
EP-1733 

基于功能磁共振的 PD 立体定向核团毁损中 Vim 核显示的优化 

 
杜恒峰

1
,姚薇薇

2
,罗晓

1
,王旎

1
,夏军

1
 

1.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 

2.香港大学深圳医院 

 

目的： 探讨丘脑腹内侧中间核（ventral intermediate nucleus of the thalamus，Vim）边

界显示的最优序列，实现定位个体化，提高术中靶点损毁的命中率。 资料与方法： 选择

2014年 3月至 2015年 4月我院神经外科确诊为帕金森病（Parkinson's disease, PD）且行

立体定向核团损毁术治疗的患者 26例。1.5T 西门子 Avanto MR 对所有受检者行 FSE-T2WI、

SWI、DTI序列扫描，并得出 ADC、FA图及 DTI +T2WI融合图，分别由两名立体定向神经外科

医师和两名影像诊断医师对 Vim核边界的显示情况给予分级，在术中通过微电极刺激验证靶点

定位的准确度。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以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26例 Vim核

观测结果：在 FSE-T2WI，7例显示为 0级，19例显示为 1级；在 DTI，6例显示为 0级，17例

显示为 1级，3例显示为 2-3级；在 DTI +T2WI中，22例显示为 2-3级，4例显示为 1 级；在

SWI，24例显示为 0级，2例显示为 1级。 结论： Vim核边缘 DTI＋T2WI融合图显示最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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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734 

脑肿瘤性病变伴脑膜播散的 MRI 研究 

 
孙弋晴

1,2
,孙胜军

2
 

1.北京市房山区良乡医院 

2.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 

 

摘要：目的：对现有中枢神经系统肿瘤病例行常规 MRI增强扫描，分为术前、术后两组图像进

行对比观察，术前图像表现出支持发生脑膜播散的征象，对比术后图像加以证实或予以否认，

两者结合总结分析脑肿瘤性病变伴脑膜播散的 MRI典型征象。资料与方法：对我院 2010 年 1

月至 2017年 1月经影像或病理证实的 45例脑肿瘤性病变伴脑膜播散的病例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术前行 MRI增强扫描发现 29例有不同程度的脑膜异常强化，术后行 MRI增强扫描发现

18例术前图像表现的脑膜异常强化征象依然存在并且强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其余 11例表现为

上述征象消失或强化程度明显减轻；根据所有病例的术前、术后图像经 MRI增强扫描后出现的

共同阳性表现，得出结果如下：(1) 线状强化型：表现为弥漫或局限性细线、粗线样强化，可

同时累及硬脑膜、软脑膜及室管膜。(2)结节状强化型：表现为结节状、团块状强化，常累及

脑膜表面，室管膜下或蛛网膜下腔。（3）强化征象可延续 3个以上层面并在 2个以上不同方

位扫描中同时存在。 (4)在原发肿瘤行手术切除后进行 MRI增强扫描复查对比发现,强化表现

持续存在或强化程度进一步提高。结论：通过对比观察术前、术后图像所表现出的征象，术后

图像发现上述征象依然存在并且强化程度提高，则表明有脑膜播散；而术后图像发现上述征象

消失或强化程度减轻，则表明没有脑膜播散。 

 

 

 
EP-1735 

磁共振动脉自旋标记灌注成像和磁敏感加权灌注成像鉴别胶

质瘤复发和放射性损伤 

 
叶靖,征锦 

苏北人民医院 225001 

 

 

 目的：评价动脉自旋标记磁共振灌注成像（Arterial spin labeling，ASL) 和磁敏感加权

灌注成像（susceptibility-weighted perfusion MR Imaging，DSC)鉴别胶质瘤复发和放射性

损伤的临床价值。材料与方法：21例手术治疗后脑胶质瘤（16例胶质瘤复发，5例放射性坏

死）行 3.0T磁共振检查，同时进行 ASL和磁敏感加权脑灌注成像，并分析两组中动脉自旋标

记成像脑血流量（cerebral blood flow，CBF)和磁敏感加权脑灌注成像脑血容量（cerebral 

blood volume，CBV)之间的差异。结果：胶质瘤复发组的 ASL CBF（4.45±2.72）高于放射性

损伤（1.22±0.61） (P<0.01)， DSC rCBV（3.38±2.08） 也显著高于放射性损伤组

（1.09±0.55）(P<0.05)；ASL和 DSC-CBV磁敏感伪影评分分别为 4.85±0.37 和 

4.15±0.75，有显著统计学差异(P<0.01)结论：ASL脑灌注成像可准确鉴别胶质瘤复发和放射

性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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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736 

帕金森病静息态网络内部及网络间功能连接异常： 

基于静息态功能磁共振的研究 

 
王玉辉

1
,龚津南

3
,徐海波

2
,罗成

3
 

1.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2.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3.电子科技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目的：本研究利用静息态功能磁共振，一种研究大脑自发的血氧水平依赖的脑活动的方法,研

究帕金森病(PD)的病理生理机制。目的是从两个方面系统的研究帕金森病患者脑功能连接的改

变:静息态网络内部网络连接分析和静息态网络之间功能网络连接分析。 

方法：我们采集了 30例志愿者（14例正常对照和 16例帕金森病患者）的脑部静息态 fMRI图

像，利用组独立成分分析这些数据，得出 16个静息态网络进行静息态网络内部网络连接分析

和静息态网络之间功能网络连接分析。 

结果:（1）和正常对照组进行比较，帕金森病患者在壳核网络、丘脑网络、小脑网络、注意网

络和自我参考网络表现出静息态网络内部功能连接的降低，而在执行网络表现出功能连接的升

高；（2）帕金森病患者表现出静息态网络之间功能网络连接的全局的紊乱，尤其表现为功能

连接的升高；脑岛网络和执行网络是主要表现出功能连接升高的两个网络；小脑网络显示出与

尾状核网络、脑岛网络、自我参考网络功能连接的降低。 

结论：静息态网络内部功能连接的降低和网络间全局功能连接的紊乱是帕金森病的两个主要特

征。脑岛网络、执行网络和小脑网络是帕金森病患者静息态网络间功能连接异常的三个主要的

网络。基于静息态网络的多角度的研究可能是评估与特定静息态网络相关的功能改变的有效方

法，这有助于我们理解帕金森病的神经病理生理机制。 

 

 

 
EP-1737 

慢性酒精依赖者脑细微结构改变与认知功能损害 

 
俞翔,刘筠,许亮,范翔 

天津市人民医院 300121 

 

目的 探讨慢性酒精依赖(chronic alcohol dependent，CAD)者脑细微结构损害的空间分布及

其与认知功能的关系。材料与方法 19例 CAD者和 16例健康志愿者（healthy control，HC）

行头部常规 MRI、3DT1WI和 DTI扫描，分别应用基于体素的形态测量学（voxel-based 

morphometry，VBM）和基于纤维束示踪的空间统计（tract-based spatial statistics, 

TBSS）方法对原始数据进行后处理，分别采用双样本 t检验和非参数检验比较两组人群灰质体

积（gray matter volume, GMV）和各向异性分数（fractional anisotropy, FA）值组间差

异，采用 Pearson法对显著差异数值与 MoCA评分进行相关分析。结果 与 HC组比较，CAD组

GMV减少脑区包括双侧腹侧纹状体、前扣带回、背外侧前额叶、楔叶、顶下小叶，右侧梭状回

及左侧眶额回、岛叶、舌回；FA值减小脑区包括胼胝体膝部、体部及压部、双侧辐射冠和右

侧大脑脚、内囊后肢、视辐射。右侧前扣带回的 GMV和胼胝体压部的 FA值与 MoCA评分呈正相

关（P值均<0.05）。结论 CAD者大脑灰质和白质纤维束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结构异常，奖赏环

路相关脑区和胼胝体为酒精性脑损害的敏感部位，其中右侧前扣带回和胼胝体压部可能参与

CAD者认知损害的病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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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738 

磁敏感加权成像测量脑内血肿体积初步研究 

 
俞翔,刘筠,许亮 

天津市人民医院 300121 

 

目的：探讨磁敏感加权成像（susceptibility weighted imaging，SWI）对脑内血肿体积测量

的准确性。方法：回顾性分析 70例脑出血（intracerebral hemorrhage，ICH）病人，分别测

量 CT、常规 MRI及 SWI血肿体积，超急性期和急性期以 CT测量数据作为标准体积，亚急性期

以 T1WI测量数据作为标准体积，并与同期 SWI 融合图血肿体积比较并计算平均差异率，慢性

期血肿不作体积测量。结果：70例脑出血病人，SWI 对血肿检出率为 100%，16例急性期血肿

的 SWI体积均大于 CT体积，平均差异率为 192.55%，且满足 CT血肿体积=0.6×SWI 血肿体积

线性回归方程（Spearman’s 相关系数=0.964，P<0.001），20例亚急性早期血肿和 20例亚急

性晚期血肿 SWI体积均大于 T1WI体积，平均差异率分别为 101.66%、82.73%，以上差异均具有

统计学意义(Z= -3.516, -3.921, -3.920, P<0.05)。结论：SWI识别不同时期血肿的敏感性

均较高，但 SWI对血肿体积具有高估倾向，尤其在急性期，CT血肿体积=0.6×SWI血肿体积线

性方程，可以作为指导临床制定诊疗决策和监测预后的一项参考指标。 

 

 
EP-1739 

颞颌关节运动的研究进展 

 
张联壁,苏云杉,向述天,张勇,李颖文,王鹏 

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650021 

 

由于颞下颌关节组织结构以及运动功能的复杂性，研究颞下颌关节的运动意义重大，TMJ 运动

功能的评估目前没有绝对完备的检查方式，研究颞颌关节运动有多种方法，随着科技的进步，

学科间联系越来越紧密，本文回顾相关文献，对研究颞下颌关节运动的方法及价值作一综述。 

 

 

 
EP-1740 

Imaging Diagnosis of Orbital Wegener Granulomatosis:A 

rare case report. 

 
Yang Bin,Du Wei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Dali University 671000 

 

Introduction   

Patient A 22-year-old woman was admitted to the hospital because of intense pain 

associated with decreased visual acuity in her right eye since one day. She had 

been previously diagnosed with Wegener's granulomatosis at our hospital. Admission 

examination showed no improvement in corrected vision in the eyes, enophthalmos, 

and slight conjunctival hyperemia (Figure A). White lesions with 

neovascularization, central corneal perforation, and iris incarceration were 

observed around the inferior nasal corneal limbus in her right eye (Figure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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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rther, massive neovascularization was observed at the corneal limbus in her left 

eye, and whitish grey lesions associated with neovascularization were visualized 

on the superior nasal and temporal sides (Figure C). 

Materials and methods    

Imaging examination Orbital CT imaging showed diffuse swelling of intra-orbital 

muscles, and space-occupying lesions were present in both eyes. Most post-nasal 

anatomical structures were absent, appearing as a massive cavity shadow (Figure D, 

E). Orbital MRI showed a shadow of orbital soft tissues (Figure F, G). 

Results   

Surgery and pathology  The surgically removed conjunctiva was approximately 2 mm 

× 2 mm, dark red in color, and brittle. Histologically, light microscopy revealed 

invasion by a large number of eosinophils and plasma cells, fibrin-like 

degeneration, and hyperplasia in the capillary walls (Figure H, I). The 

pathological diagnosis was conjunctival necrotizing granulomatous lesions with 

fibrinoid vasculitis. 

  

 

 

EP-1741 

结外 NK/T 细胞淋巴瘤的 PET/CT 影像学特点 

及其预后价值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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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病理科 

2.头颈部分子病理诊断北京市重点实验室 

3.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医学影像中心 

4.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血液科 

 

目的：探讨 PET/CT检测在结外 NK/T细胞淋巴瘤临床预后判断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 2007-2016年间确诊的并于初诊时进行 PET/CT检查的 72例 NK/T 细胞

淋巴瘤住院病例，分析 PET/CT检测结果，采用 Kaplan-Meier方法分析 PET/CT发现的阳性指

标与总生存时间（overall survival，OS）的关系。 

结果：72例患者中男 54例，女 18例，中位年龄 44.5岁（13-75岁），依据 Ann Arbor 分

期，I-II期 44例（61.1%），III-IV期 28例（38.9%）。单侧鼻腔发病 26例（36.1%），双

侧鼻腔发病 36例（50%），鼻咽、口咽及喉咽发病 10例（13.9%）。累及周围组织者共 51例

（70.8%），其中累及鼻翼、鼻根及鼻前庭 29例（40.3%）、鼻窦 29例（40.3%）、颌面部软

组织 18例（25%）、上唇 10例（13.9%）、眼眶 12例（16.7%）、上下颌骨 8例（11.1%）、

眼睑 6例（8.3%）、脑组织 3例（4.2%）。和眼肌及眼球 2例（2.8%）。检测发现肝脏肿大 2

例（2.8%），脾脏肿大 10例（13.9%），颈部及腹股沟淋巴结肿大 54例（75%），骨髓受累 3

例（4.2%）。Log-rank生存分析发现累及颌面部软组织、眼睑、眼眶、上下颌骨、脑组织及

骨髓与总生存时间缩短显著相关（P值均<0.05），累及鼻翼、鼻根及鼻前庭及鼻窦、上唇累

及颈部及腹股沟淋巴结肿大者总生存时间缩短呈现出相关的趋势（P=0.091、0.139、0.181、

0.143），发病部位和肝脾肿大未显示与总生存期缩短相关（P=0.552、0.705）。 

结论： PET/CT检查能通过显示肿物及代谢两方面，准确地检测出结外 NK/T细胞淋巴瘤的肿

瘤侵犯相邻及远隔组织的范围，对临床分期及预后判断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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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742 

256 层 iCT 正常成人甲状腺大小及其影响因数的相关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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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摘要: 目的探讨 Philips 256 层 iCT正常成人甲状腺大小及其影响因数的相关性研究，以期

为甲状腺疾病（尤其是甲亢）的准确治疗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180例行头颈部 CTA或颈部 CTA扫描的患者，男女各 90例，年龄（49.44±17.43）岁

（18～78岁）。 按年龄分组：18～29岁、30～39岁、40～49岁、50～59岁、60～69岁、

≧70岁年龄组，每年龄组男女各 15例。 测量甲状腺的前后径、内外径、上下径、峡径、体

积、上动脉内径、下动脉内径及人体生理参数。两样本均数比较采用 t检验，本组等级资料采

用多个独立样本非参数 Kruskal-Wallis（K-W）秩和检验，组间比较采用 Mann-Whitney U（曼

-惠特尼 U）检验，甲状腺总体积与其影响因数关系采用多重线性回归分析。 

结果  180例甲状腺上动脉男女及左右侧均显示 180支（均 100%）。右侧下动脉显示 151支

（83.9%）大于左侧 111支（61.7%）；男性显示 148支（82.2%）大于女性 114支（63.3%）。

男性甲状腺两侧的前后径、内外径、上下径、体积、上动脉内径、下动脉内径及总体积均大于

其女性，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甲状腺右侧的前后径、内外径、上下径、体

积、上动脉内径及下动脉内径均大于其左侧，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甲状腺总

体积（11.35±2.66）cm
3
，50岁以下的年龄组与 50岁以上的年龄组之间有明显差异（P＜

0.05）。年龄与甲状腺总体积呈负相关（r﹦-3.244），体表面积（BS）与甲状腺总体积呈正

相关（r﹦3.531），左侧上动脉内径与甲状腺总体积呈正相关（r﹦2.460）（P均＜0.05）。 

结论  Philips 256层 iCT 可以评估正常成人甲状腺大小及其影响因素，对甲状腺疾病的诊

断和治疗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EP-1743 

磁共振在急性视神经炎的临床应用研究进展 

 
周凌兰 

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650021 

 

 

常规 MRI在诊断急性视神经炎方面特异性及敏感度较低，在短反转时间反转恢复序列（STIR）

视神经高信号显示率较高，但显示管内段和颅内段较差，联合使用脂肪抑制序列（FLAIR）的

T2WI对视神经炎会有更高的显示率，但报道其敏感性在 57%~83%不等，临床应用价值评价尚有

争议。DTI在观察经纤维上有独特优势，而视神经又是最好的模型，DTI较常规 MRI不仅可以

观察病变视神经的信号变化，还能进行定量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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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744 

DCE-MRI 在缺乏形态学特征的腮腺肿瘤鉴别诊断中的初步研究 

 
俞顺,包强,苏家威 

福建省立医院 350001 

 

【摘要】目的  探讨 DCE-MRI鉴别腮腺不同病理类型肿瘤的价值，以期为缺乏形态特征的腮

腺肿瘤术前精准诊断提供有用的定量指标。资料与方法  43例经手术病理证实的腮腺肿瘤分

为混合瘤组（19例）、腺淋巴瘤组（14例）及恶性肿瘤组（10例），所有患者均行 DCE-MRI

检查，分析肿瘤感兴趣区 TIC类型并计算 K
trans

、Ve、Kep值，探讨 K
trans

、Ve、Kep值在腮腺不同病

理类型肿瘤中的鉴别诊断效能。结果  ①33 例腮腺良性肿瘤中 TIC曲线表现为 A型有 10

例，B型有 9例，C型有 14 例；10例恶性肿瘤中 TIC曲线表现为 B型有 2例，C型有 8例；腮

腺良恶性肿瘤 TIC曲线类型的组间差异（P>0.05）无统计学意义。②混合瘤的 K
trans

、Kep值低

于恶性肿瘤及腺淋巴瘤，而 Ve值高于恶性肿瘤及腺淋巴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腺淋巴瘤的 K
trans

、Kep值均高于恶性肿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K
trans

、Kep、Ve值在混合瘤与恶性肿瘤、腺淋巴瘤的鉴别诊断中具有很好的诊断效能。结

论  DCE-MRI 定量参数能较准确、无创地诊断不同病理类型腮腺肿瘤，尤其为缺乏形态学特

征的腮腺肿瘤鉴别诊断提供有用的定量参数。 

  

 

 
EP-1745 

MSCT 正常成人甲状腺供血动脉的研究 

 
庹光芳,郑 露,唐光才,兰永树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646000 

 

目的 探讨 MSCT 血管成像对正常成人甲状腺供血动脉的显示能力及相应特征，以期为临床手

术提供重要参考。 

方法 180例行头颈部 CTA或颈部 CTA扫描的患者，男女各 90例，年龄（49.44±17.43）岁

（18～78岁）。在 Philips  工作站上观测甲状腺供血动脉的起源、方位、内径及面积、最

小内径及最小面积、长度、与起源动脉的夹角。男女之间对比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左右之间

对比采用配对样本 t检验。 

结果  180例共显示 360支（均 100%）甲状腺上动脉，起自 C3～C5椎体水平的颈动脉发出，

源自颈外动脉 243支（67.50%）、颈总动脉分叉 84支（23.33%）和颈总动脉 33支

（9.17%）。甲状腺下动脉显示 262支（72.78%）：右侧显示 151支（83.9%）大于左侧 111支

（61.7%）；男性显示 148支（82.2%）大于女性 114支（63.3%），起自 C7～T2椎体水平的起

源动脉发出，源自甲状颈干 240支（91.60%）和锁骨下动脉 22支（8.40%）。甲状腺最下动脉

女性显示 1支（0.56%），源自 T2椎体水平的头臂干发出。甲状腺右侧上动脉和下动脉的内径

及面积、最小内径及最小面积、与起源动脉的夹角均大于其左侧，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
＜0.05）。男性甲状腺两侧上动脉和下动脉的内径及面积、最小内径及最小面积、长度均大于

其女性，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 

结论  应用 Philips 256层 iCT可以清晰的显示甲状腺供血动脉的解剖形态，可为临床（尤

其是动脉介入栓塞）术前评估提供多方面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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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746 

疾病早期单侧搏动性耳鸣静息态神经网络功能连接密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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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静息态功能磁共振已经广泛地应用于耳鸣患者局部神经活动及全脑神经网络特点的分析

中。本研究首次利用基于体素的功能连接密度分析方法，客观评价单侧搏动性耳鸣功能网络内

及功能网络间存在的脑网络关键节点脑区分布特点。 

材料与方法：分析 32例疾病早期（患病时间小于等于 48个月）的单侧搏动性耳鸣患者及与疾

病组按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匹配的 32例健康志愿者的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数据。利用功能

连接密度分析方法，探索患者组与对照组神经网络功能连接中短距离、长距离 FCD存在差异的

脑区，并结合临床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 

结果：与正常对照组比较，单侧搏动性耳鸣组患者楔前叶、右侧顶下小叶、双侧额下回、双侧

枕中回及右侧辅助运动区短距离 FCD值升高，双侧丘脑及左侧小脑后叶 FCD值降低。单侧搏动

性耳鸣组患者楔前叶，后扣带回，双侧顶下小叶，双侧额中回，左侧小脑后叶长距离 FCD 值升

高，未发现长距离 FCD值降低的脑区。相关性分析发现，单侧搏动性耳鸣组病程与右侧枕中回

短距离 FCD值的变化呈显著相关性（r=0.402, p=0.022）。病程与后扣带回长距离 FCD 值的变

化也呈显著相关（r=0.520, p=0.002）。 

结论：单侧搏动性耳鸣神经网络功能连接中关键节点脑区具有如下特点：1、功能网络内关键

节点脑区变化以右侧（患侧）为著，功能网络间关键节点脑区变化以双侧为著；2、右侧（患

侧）视觉网络内关键节点脑区变化与病程相关，左侧无明显相关；3、默认网络与其他网络间

功能连接关键节点脑区变化主要集中在后扣带回区域，与病程相关。本研究奠定了搏动性耳鸣

脑功能连接的研究基础，从脑连接通路角度为理解搏动性耳鸣神经活动异常的病理生理机制提

供客观影像学依据。 

 

 
EP-1747 

眼眶孤立性纤维瘤的影像学表现 

 
刘玉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无 

 

 

目的：分析眼眶孤立性纤维瘤的 CT、MR表现、临床及病理特征和预后。 

方法：我们回顾性分析了 9例经病理证实的眼眶孤立性纤维瘤的临床、CT、MR和病理学特

征。其中男性 5例，女性 4例，年龄 22至 59岁。6例患者进行了 CT检查，5例患者进行了

MR检查。我们关注的影像学表现包括：部位、形态、大小、边界、内部结构及强化特点。临

床资料从医学记录中获得。免疫组织化学检查包括 CD34,vimentin,CD31, CD99, bcl-2,S-

100,SMA和 CK。预后通过临床服务和电话随访评估。 

结果：5例病灶在眶膈后，2例在眶下区，2例在泪囊区。所有患者均是单发病变，大小约

1.6-3.6（平均 2.6）.2例呈不规则形，7例呈类圆形。1例边界不清晰，8例边界清晰。所有

病例在 CT平扫上呈等密度，增强后 3例明显不均匀强化，1例明显均匀强化。病灶内未见钙

化显示。所有病例在 T1W呈等信号，T2W呈混杂稍高信号，增强后明显不均匀强化，2例病灶

内见分隔，1例眼眶底壁破坏。DWI弥散受限，TIC呈快速上升缓慢下降型。病灶的影像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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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依赖于病理结构。病灶内的低信号区代表胶原成分、少细胞区及减少的质子移动性。孤立性

性纤维瘤血供丰富，所以强化明显。 

结论：眼眶孤立性纤维瘤好发于成年人，通常表现为无痛性肿块，一个孤立的边界清晰的类圆

形病灶，明显强化，往往提示为孤立性纤维瘤的诊断。DWI 弥散受限，TIC曲线类型或许成为

有价值的诊断手段。其预后与首诊治疗密切相关，完全性切除往往预后良好。 

 

 
EP-1748 

Virtual Monochromatic Imaging in Dental Cone-beam CT 

 
zhu ling

1
,Xi Yan

1,2
 

1.shanghai ninth people's hospital 

2.CT Research Group， UEG Imaging Co.， Ltd.， China 

 

Introduction and objectives: 

Virtual monochromatic imaging was studied for dental cone-beam CT imaging. It is 

based on the combination of kVp-switching X-ray source and corresponding dynamic 

filtration for each kVp beam. The quality of virtual monochromatic images is 

evaluated by head phantom experiments and clinical trials, in terms of beam-

hardening correction, metal artifact reduction, contrast and noise optimization 

and radiation level. 

Material and Methods: 

Phantom experiments and clinical trials were carried out to study the applications 

of virtual monochromatic imaging in dental examinations. Virtual monochromatic 

images were synthesized on a Dual-energy cone-beam dental CT provided by Shanghai 

UEG Imaging Co., Ltd.. in which 80 kVp and 110 kVp X-rays emited in turn during 

one CT scan. An image-based algorithm was employed to produce the virtual 

monochromatic image based on dual-kVp CT dataset. For comparison, both 

conventional dental CT imaging (single kVp scan) and monochromatic imaging (dual-

kVp scan) were performed, and their delivered radiation dose was measured using 

iBA Multimeter MagicMsx-Universal. 

Results and Discussion: 

In our experiments, the beam-hardening artifacts in dental images were well 

suppressed by the virtual monochromatic imaging. However, for dense metal implants 

where photon starvation happens, it is not effective in metal artifact reduction 

where extra projection-based metal artifact reduction strategies are needed. A 

side-effect of the virtual monochromatic images is that the SNR is lower than 

conventional dental CT images. In UEG dual-energy dental CT, both monochromatic 

images and conventional images are simultaneously produced by a single scan which 

provide more information for dental examinations. The radiation dose delivered to 

patient in UEG dental CT is similar with conventional dental CTs. 

Conclusion: 

Virtual monochromatic image at 130 keV synthesized from dual-energy cone-beam CT 

can well reduce beam-hardening artifacts, providing clearer images for dental 

examinations and without the incensement of the radiation. Combining the less-

artifact monochromatic images and high-SNR conventional images in a single s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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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EG dual-energy dental CT can support conventional dental applications and provide 

additional clear image reading. 

 

 

 
EP-1749 

Clinical radiographic features of ossifying fibroma 

with aneurismal bone cyst of the jaws 

 
zhu wenjing 

Shanghai Ninth People’s Hospital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11， China 200011 

 

PURPOSE: To analyze the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and radiographic features of 

ossifying fibroma with aneurysmal bone cyst of the jaws. 

METHODS: We retrospectively reviewed 16 patients with histopathology-proven 

ossifying fibromas with aneurysmal bone cysts in the jaws. All 16 patients 

underwent CT and 6 patients with enhanced CT, 14 patients with X-ray, 3 patients 

with MRI. 

RESULTS: Among the 16 patients, 12 were female and 4 were male. Patient 

age ranged from 11 years old to 52 years old with a mean of 29.25 years old. 

Nine cases were located in the mandible and 7 in the maxilla. The clinical 

manifestation was slowly growing painless mass of the jaw. Radiologically, the 

lesions frequently presented as bone expansion(16/16), well defined(16/16), multi-

locular (14/16), ground-glass density(10/16), enhancement of septa and 

periphery(5/6), root resorption(9/16) and perforation (6/16). Part of the lesions 

can also be seen fluid-fluid level (3/16), scattered calcifications (3/16) and 

unerupted teeth (2/16). 

CONCLUSION:The ossifying fibroma with aneurismal bone cyst of the jaws should be 

considered if a young patient with a painless mass which radiographic imaging 

shows an expansile, multicystic lesion combined with ground-glass density, 

scattered calcifications, root resorption, or fluid-fluid level. 

 

 

 
EP-1750 

儿童梨状窝瘘 CT 及 MRI 表现 

 
高军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探讨儿童梨状窝窦（CPSF）的多层螺旋 CT（MSCT）及 MRI影像学特征。 

方法：对我院经手术证实的 10例儿童梨状窝进行回顾性分析，分析其多层螺旋 CT及 MRI 影像

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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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女 6例，男 4例，年龄 18天---14岁。MSCT平扫加增强检查 2例，MRI平扫加增强 8

例。全部发生于左侧颈部，10例均可见左侧梨状窝不同程度变浅、变窄。MSCT检查 2 例为左

侧颈部不规则囊性包块，囊壁均匀增厚并强化，下极平甲状腺左叶下级水平，胸锁乳突肌肉周

围脂肪间隙消失，局部软组织增厚。其中 1例囊性病变突出于左侧锁骨上窝。8例经 MRI 检

查，均表现为左侧颈部不同范围软组织感染，均累及左侧胸锁乳突肌前方及内侧，T2WI 表现

为边界不规则的高信号并增强后 T1WI像上明显强化，均可见累及环甲关节，显示左侧梨状窝

处周围软组织增厚并强化，局部咽缩肌内可见细条状强化，病变下级不超过甲状腺下级水平，

3例累及甲状腺左叶，表现为不均匀强化及体积增大，1例于甲状腺内形成脓肿。 

结论：儿童 MSCI及 MRI提示左侧颈部感染，累及环甲关节时，应考虑梨状窝瘘的诊断。 

  

 

 
EP-1751 

减少头颈部 CTA 锁骨下静脉中造影剂残留方法的探讨 

 
雷伟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野战外科研究所 400042 

 

目的：研究 64排螺旋 CT减少头颈部 CTA检查中锁骨下静脉造影剂残留方法的探讨。 

方法：选取我院收治的 120 例受检者进行分组研究，排除先心病、肝肾功能不全等导致循环异

常的疾病的患者，随机平均分配于 A、B、C3组。使用追踪触发技术，以气管分叉下 2cm作为

追踪层面，以降主动脉作为感兴趣区域，阈值设置为 90Hu。20G静脉留置针以右肘前静脉，以

非离子对比剂（优唯显，370mgI/ml），碘总量设定为 280mg/kg，0.9%生理盐水推注：1.嘱受

检者摘除假牙、耳环、项链等各种影像干扰物，保持平静。2.扫描头颈双定位相，从气管分叉

下 2cm至颅顶。3.选降主动脉为触发点层面，阈值 90Hu。4.各组推注造影剂流速均设定为

4ml/s。A组同流速推注 30ml 生理盐水，B组同流速推注 50ml生理盐水，C组以 5ml/s 推注

50ml生理盐水。注入对比剂后 5s开始同层检测扫描，每 1.5s检测一次，达到阈值后手动触

发扫描。扫描方向顺着头颈血流方向，从足侧向头侧扫描。5.数据传入后处理工作站。分别测

量锁骨下静脉中残留造影剂 CT值以及是否对周围血管诊断造成影像。 

结果：A组锁骨下静脉残留造影剂量最多，并且 CT值最高，A组中出现 5例严重的放射状伪

影，影像图像质量。C组锁骨下静脉残留造影剂最少，并且图像质量最好，对周围其他血管造

成干扰程度最低。 

结论：在减少锁骨下静脉造影剂残留的方法中，以更快的流速推注尽可能较多却适量的生理盐

水，能够有效的减少静脉中残存的造影剂所形成的放射状伪影对周围血管组织造成的影像。当

然，现在还不能完全避免锁骨下静脉造影剂残留，相信将来会有更好的扫描方法得以改进现目

前的技术。 

 

 

 

EP-1752 

常规及功能 MRI 对眼眶孤立性纤维瘤的诊断价值 

 
任继亮,袁瑛,陶晓峰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200011 

 

目的 探讨常规及功能 MRI对眼眶孤立性纤维瘤（SFT）的诊断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 8例经

病理证实的眼眶 SFT患者的 MR图像。MR扫描序列包括常规 MRI、弥散加权成像(DWI)及 MR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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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增强扫描（DCE-MRI）。常规 MRI上主要观察病灶形状、大小、位置及信号特点。功能 MR上

测量病灶的表观弥散系数（ADC）及 DCE-MRI参数（时间-信号强度曲线类型，最高强化率及廓

清率）。结果 大部分（6/8）肿瘤形态规则，最大径 2.5-3.7cm。8例中，1例局限于肌锥

内，2例累及肌锥内外，5例位于肌锥外。相对于脑灰质，T1WI上 8例呈均匀等信号。T2WI上

5例呈等信号，3例呈稍低信号，其中 6例信号不均匀。增强后 8例均呈显著强化，6例动态

增强扫描的时间-信号强度曲线均呈速升平台型，最高强化率为 1.37±0.54，廓清率为

6.58±3.66%。8例病变平均 ADC值为(1.28±0.25)×10
-3
mm

2
/s。结论 常规 MRI、DWI及 DCE-

MRI三者联合有助于眼眶 SFT 的正确诊断。 

 

 

EP-1753 

Comparison of conventional measurement with histogram 

analysis: prognostic value of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in patients with locally advanced head 

and neck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Ren Jiliang,Yuan Ying,Li Xiaoxia,Shi Yiqian,Tao Xiaofeng 

Shanghai Ninth People’s Hospital，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00011 

 

Purpose: The aim of the current study was to compare the prognostic performance of 

conventional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ADC) measurement and histogram 

analysis, and to determine the ADC parameters independently associated with 

postoperative survival in locally advanced head and neck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HNSCC) patients. 

Materials and Methods: A total of 74 patients with locally advanced HNSCC were 

included, who underwent pretreatment diffusion weighte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ollowed by radical resection. Based on three different region of interest (ROI) 

selection methods, two conventional mean ADC values including ADCmean-LS and ADCmean-SS, 

and ADC histogram parameters including mean ADC (ADCmean-WT), 10th, 50th and 90th 

percentiles of ADC (ADC10, ADC50 and ADC90) were obtained. Overall survival (OS) was 

analyzed upon association with ADC parameters, TNM stage and other clinical 

factors. Multivariate Cox regression models with and without ADC parameters were 

constructed. The performances of predictive models were assessed with C-index to 

determine the incremental prognostic value of ADC parameters. 

Results: Higher values of ADC parameters, including conventional parameter of 

ADCmean-LS and histogram parameters of ADCmean-WT, ADC10 and ADC50, were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worse OS. After adjusting for clinical-pathologic risk factors, 

only ADC10 and ADC50 showed significant prediction of OS. The model combining ADC10 

and clinical-pathologic risk factors achieved the best accuracy for predicting OS 

(C-index: 0.761), although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observed compared with 

the model without ADC parameters (C-index: 0.707; P =0.167). 
Conclusions: Whole tumor based ADC histogram analysis had independent and 

incremental prognostic value for the patients with locally advanced HNS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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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754 

Benign and malignant orbital lymphoproliferative 

disorders: differentiating using multi-parametric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at 3.0 T 

 
Xu Xiao-Quan,Wu Fei-Yun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210029 

 

Purpose: To determine the optimal combination of parameters derived from 3T multi-

parametric [conven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MR), diffusion weighted (DW) and 

dynamic contrast-enhanced (DCE)] MR imaging for differentiating malignant from 

benign orbital lymphoproliferative disorders (OLPDs). 

Materials and methods: Forty patients with OLPDs (18 benign and 22 malignant) 

underwent conventional 3.0T MR, DW and DCE-MR imaging examination for pre-surgery 

evaluation. Conventional MR imaging features (including tumor laterality, shape, 

number of involved quadrants, signal intensity on T1WI and T2WI, flow void sign on 

T2WI, and findings suggestive of sinusitis) were reviewed, and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used to identify the most significant 

conventional MR imaging features.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ADC) and DCE-MR 

imaging derived parameters (area under curve, AUC; time to peak, TTP; maximum rise 

slope, Slopemax) were measured and compared between two groups.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curve analyses were used to determine the diagnostic ability 

of each combination that was established based on identified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parameters. 

Results: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presence of flow 

void sign on T2WI” had a significant association with benign OLPDs (P=0.034). 

Malignant OLPDs demonstrated significant lower ADC (P=0.001) and AUC (P=0.002) 

than benign mimics. ROC analyses indicted that, ADC alone showed the optimal 

sensitivity (threshold value, 0.886×10
-3
 mm

2
/s; sensitivity, 90.9%), while 

combination of “no presence of flow void sign on T2WI” + ADC⩽0.886×10
-3
 mm

2
/s + 

AUC⩽7.366 showed the optimal specificity (specificity, 88.9%) in differentiating 

benign from malignant OLPDs. 

Conclusions: Multi-parametric MR imaging can help to differentiate malignant from 

benign OLPDs. DW imaging offers optimal sensitivity, while combination of 

conventional MR, DW and DCE-MR imaging offers optimal specifi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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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755 

Histogram analysis of diffusion kurtosis imaging of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correlation between 

quantitative parameters and clinical stage 

 
Xu Xiao-Quan,Wu Fei-Yun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210029 

 

Purpose: To evaluat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histogram parameters derived from 

diffusion-kurtosis (DK) imaging and the clinical stage of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NPC). 

Methods: DK imaging data of forty-seven consecutive NPC patients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Apparent diffusion for Gaussian distribution (Dapp) and 

apparent kurtosis coefficient (Kapp) were generated using diffusion-kurtosis model. 

Histogram parameters, including mean, median, 10th, 90th percentiles, skewness and 

kurtosis of Dapp and Kapp were calculated.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low and high T, 

N and clinical stage based on American Joint Committee on Cancer (AJCC) staging 

system. Differences of histogram parameters between low and high T, N and AJCC 

stages were compared using t test. Multiple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curves were used to determine and compare the value of significant parameters in 

predicting high T, N and AJCC stage, respectively. 

Results: High T-stage (T3/4) NPC showed significantly higher Kapp-mean (P=0.018), Kapp-

median (P=0.029) and Kapp-90th (P=0.003) than low T-stage (T1/2) NPC. High N-stage NPC 

(N2/3) showed significantly lower Dapp-mean (P=0.002), Dapp-median (P=0.002) and Dapp-10th 

(P<0.001) than low N-stage NPC (N0/1). High AJCC-stage NPC (III/IV) showed 

significantly lower Dapp-10th (P=0.038) than low AJCC-stage NPC (I/II). ROC analyses 

indicated that Kapp-90th was optimal for predicting high T-stage (AUC, 0.759; 

sensitivity, 0.842; specificity, 0.607), while Dapp-10th was best for predicting high 

N- and AJCC-stage (N-stage, AUC, 0.841; sensitivity, 0.875; specificity, 0.807; 

AJCC-stage, AUC, 0.671; sensitivity, 0.800; specificity, 0.588). 

Conclusion: DK imaging-derived parameters correlated well with clinical stage of 

NPC, therefore could serve as an adjunctive imaging technique for evaluating NPC. 

 

 
EP-1756 

永存镰状窦并先天性脑膜脑膨出一例 

 
符念霞

1
,宋建勋

2,1
,罗泽斌

3,1
 

1.广东医科大学 

2.深圳市宝安区人民医院 

3.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永存镰状窦与先天性脑膜脑膨出的临床、病理及 MRI影像学表现，以提高对永存镰

状窦及脑膜脑膨出的认识。材料与方法 回顾性分析 1例经手术病理证实的脑膜脑膨出病儿的

影像学、病理及其他临床资料，并复习相关文献。结果 MR平扫见右顶部皮下见不规则团块状

的长 T1长 T2信号，边界清晰，病灶信号不均匀，内见多发条索状短 T2信号及较厚的囊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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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灶与邻近硬脑膜相连，邻近顶骨部分骨质缺如；直窦未见显示，对于区域蛛网膜下腔增宽；

注射 GD-DTPA后囊壁及邻近硬脑膜明显强化，病灶内见条状强化影。薄层矢状位示大脑大静脉

池后部条状流空血管影自大脑大静脉向上引流至上矢状窦中、后三分之一处。MRI考虑为脑膜

膨出并静脉瘤。分离骨膜至肿物基底部，见局部颅骨缺损，弯钳夹闭肿物基底部，切除肿物，

肿物切面灰白，质软，附有毛皮。术后病理：脑膜脑膨出，免疫组化结果：Vimentin（+）、

GFAP（局部+）、EMA（-）、S-100（局部+）、CD34（血管+）、SMA（-）、Ki-67（<1%）、

Desmin（-）。结论  永存镰状窦并先天性脑膜脑膨出罕见，两者存在关联。直窦缺如，大脑

大静脉-直窦-上矢状窦通路阻断，导致镰状窦重新开放，大脑大静脉通过镰状窦汇入上矢状

窦；而脑膜脑膨出也有可能与直窦缺如、对应区域蛛网膜下腔增宽有关，本例异常增多的脑脊

液汇入顶部蛛网膜下腔，颅内压力相对增大，突向尚未融合的骨缝之外。 

 

 

 
EP-1757 

Standard Diffusion-Weighted, Diffusion Kurtosis and 

Intravoxel Incoherent Motion MR Imaging of Sinonasal 

Malignancies: Correlations with Ki-67 Proliferation 

Status 

 
Xiao Zebin,Tang Zuohua,Zhong Yufeng,Wang Rong 

Eye &amp; ENT Hospital of Fudan University 200031 

 

Objectives: To explore the correlations of parameters derived from standard 
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 (DWI), diffusion kurtosis imaging (DKI) and intravoxel 

incoherent motion (IVIM) with the Ki-67 proliferation status. 

Methods: Seventy-five patients with histologically proven solid sinonasal 
malignancies who underwent standard DWI, DKI and IVIM were retrospectively 

reviewed. Standard DWI, DKI and IVIM parameters were measured and correlated with 

the Ki-67 labelling index (LI). The Ki-67 LI was categorized as high (> 50%) or 

low (≤ 50%). 

Results: The K and f values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Ki-67 LI (r = 
0.401 and 0.235, respectively), whereas the ADC, D and D values we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Ki-67 LI (r = -0.393, -0.270 and -0.319, respectively). The 
ADC, D and D values were lower (all p < 0.05), whereas the K value was higher in 
sinonasal malignancies with a high Ki-67 LI than those in a low Ki-67 LI (p < 
0.05). A higher K value (> 0.977; odds ratio [OR] = 7.614; p = 0.017) 
independently predicted a high Ki-67 status. 

Conclusion: ADC, D, K, D and f are correlated with Ki-67 LI in patients with 
sinonasal malignancies. K is the strongest independent factor for the prediction 

of Ki-67 status.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1551 

 

EP-1758 

内淋巴囊瘤影像表现两例 

 
公婷,董季平 

西安市中心医院 710003 

 

目的：通过影像学（CT、MRI）的表现以及结合病理结果更好的认识与了解内淋巴囊瘤 

方法：回顾性分析经病理证实的 2例颞部内淋巴囊瘤的在影像学上的特点。 

结果：经冠矢状位及轴位影像学示：内淋巴囊瘤呈膨胀性生长，CT上内可见针样高密度；MR

增强明显不均匀强化，局部可见流空。 

结论：内淋巴囊瘤（ELST）是来自内淋巴囊及内淋巴管上皮的低度恶性肿瘤，其发展慢，症状

缺乏特异性，常见症状为波动性耳鸣及头晕，其位于侧颅底，紧邻重要神经、血管及后颅窝，

中年女性多见，约 7%合并 VHL（Von Hippel-Lindu）。 

 

 
EP-1759 

磁共振动脉自旋标记技术在甲状腺功能亢进 

患者脑血流灌注中的应用研究 

 
孙娜,赵斌,王宝,曹观美 

山东省医学影像学研究所 250021 

 

目的 ：利用磁共振动脉自旋标记（arterial spin labeling，ASL）技术研究甲状腺功能亢进

患者脑血流灌注变化情况并分析其可能的相关因素。 

方法：收集年龄、性别、文化程度相匹配的 17名甲亢患者和 16名健康对照者行常规颅脑磁共

振检查及三维假连续式动脉自旋标记（three dimensional pseudocontinuous ASL，3D-

pCASL）序列检查，测量病例组与对照组各脑区的脑血流量值（cerebral blood flow，

CBF）。 

结果：甲亢患者双侧额叶、颞叶、枕叶、基底节区及海马区的脑血流量较健康对照者减低（P

均<0.05，其中，双侧基底节区、颞叶、额叶、海马区 P<0.01)。诸脑区血流灌注与游离三碘

甲状腺原氨酸（free triiodothyronine，FT3）浓度、游离甲状腺素（free thyroxine，

FT4）浓度无明显相关性（p均>0.05）；左侧基底节区与促甲状腺激素（Thyroid 

Stimulating Hormone，TSH）浓度呈正相关（r=0.9506，p<0.001）；右侧基底节区、右侧顶

叶、左侧顶叶、右侧海马区与病程长短呈正相关（r=0.7979、r=0.7979、r=0.7734、

r=0.7979，p均<0.05）。 

结论：甲亢患者双侧额叶、颞叶、枕叶、基底节区及海马区的脑血流量减低，并与 TSH水平及

病程长短相关。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1552 

 

EP-1760 

Patterns of retropharyngeal lymph node metastasis in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Hua Qifeng,Jin Yinhua,Sun Wei,Chen Guoping 

Ningbo No 2 hospital 315010 

 

Abstract 

This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patterns of retropharyngeal lymph node (RLN) 

metastasis in patients with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NPC). Sixty-two patients 

with NPC underwent nasopharynge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agnetic resonance 

images were reviewed jointly by the research team. Nodal involvement was 

classified according to the Radiation Therapy Oncology Group (RTOG) nodal 

classification guidelines. Locations of the involved RLNs were recorded. 

Relationships of RLN metastasis with primary tumor extension and clinical stage 

were analyzed. Among 62 patients with NPC, 47 (75.8%) exhibited nodal metastasis 

in level IIb, and 39 (62.9%) had RLN metastases. Overall, 60 metastatic RLNs were 

detected. The center, cranial, and caudal borders of metastatic RLNs included the 

following number of lymph nodes: the occipital bone had 4 (6.7%), 17 (28.3%) and 3 

(5.0%) nodes; first cervical vertebra C1 level, 45 (75.0%), 40 (66.7%), and 33 

(55.0%) nodes; second cervical vertebra C2 level, 10 (16.7%), 3 (5.0%), and 21 

(35.0%) nodes; and third cervical vertebra C3 level, 0 (0.0%), 0 (0.0%), and 3 

(5.0%) nodes. The incidence of RLN involvement did not increase with the incidence 

of primary tumor invasion to the parapharyngeal space, prevertebral muscle, 

oropharynx, nasal cavity, skull base, paranasal sinuses, and cavernous sinus. The 

incidence of nodal metastasis among patients with NPC is the highest at cervical 

lymph node level IIb, followed by the RLNs. There was a linear decrease in the 

incidence of metastatic lateral RLNs from levels C1 to C3. 

  

 

 
EP-1761 

双期动态增强 CT 对腮腺基底细胞腺瘤诊断及鉴别诊断研究 

 
朱丹,陶晓峰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200011 

 

目的：探讨腮腺基底细胞腺瘤的 CT表现及量化诊断指标的特点，以提高对该病的影像诊断水

平。 

方法：回顾性分析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22例腮腺基底细胞腺瘤的双期动态增强 CT的表现,对肿

瘤部位、数目、大小、形态，CT密度、强化模式及 CT值量化等进行分析，并与同期搜集的 40

例腮腺多形性腺瘤和 32例腮腺 Warthin瘤的 CT表现进行对照分析。 

结果：22例腮腺基底细胞腺瘤病例中，共有 22个肿块，均为单侧单发。12例位于腮腺浅叶，

2例跨浅、深叶，8例位于腮腺深叶；肿瘤最大截面横径为 0.5～5.5mm；病灶大多为椭圆形、

类圆形软组织肿块，边界清楚，16例肿块内见囊变，1例瘤体边缘出现少许钙化。所有病例在

双期 CT增强均有强化，动脉期增强幅度较高，增强绝对值为 60.7 ±7.9Hu，最大强化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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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延迟期仍有强化；基底细胞腺瘤至少有两种强化模式：一是动脉期明显强化，延迟期

持续强化；二是多发壁结节动脉显著强化，呈花环征表现，延迟期强化幅度有所减退，同时对

两组病例的 CT值进行定量分析，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其动脉增强绝对值及最大强化

率均高于 40例多形性腺瘤及 32例 Warthin瘤,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 

结论：基于腮腺基底细胞腺瘤一定特征性的 CT表现，结合病史、临床表现等，有助于其诊断

及鉴别诊断。 

  

 

 
EP-1762 

头颈部木村病的影像表现 

 
周宙 

深圳市人民医院 518020 

 

目的：探讨头颈部木村病的 CT、MRI表现及临床特点，提高本病的认识和诊断水平。方法：回

顾性分析经手术病理证实的木村病 8例完整资料，分析其临床及影像表现。结果：本组病例以

中轻年男性多见，病程较长（2～30年），患者外周血检查嗜酸性粒细胞比例均增高，2例行

血清 IgE检测增高。7例表现为无痛性皮下结节或肿块，伴颈部淋巴结肿大；1例仅表现为颈

部多发肿大淋巴结。CT和 MRI表现为: (1) 单发病灶 2例，多发病灶 6例，位于头颈颌面区

及头皮皮下结节或肿块，累及腮腺体积增大，腮腺内可见多发结节及肿块；(2)所有病灶中较

大结节、肿块边界不清，2 例单发病灶较小者其中 1例边界清楚，1例边界模糊、不清楚，病

灶较小时局限于浅筋膜层下，未侵犯浅筋膜；较大病灶常挤压、浸润浅筋膜层，相邻筋膜增

厚、模糊，皮下脂肪间隙密度增高、模糊，皮肤连续；(3) 结节、肿块密度、信号常较均匀，

未见囊变坏死，5例增强扫描呈中度至明显强化；(4)5例伴同侧或双侧引流区多发淋巴结肿

大，肿大淋巴结边界清楚，密度、信号均匀，无囊变、坏死，未见融合趋势，增强呈均匀强

化。结论：木村病具有一定的影像特征性，结合临床表现及实验室检查，有助于提高对于该疾

病的诊断。 

 

 

 

EP-1763 

Differentiating between benign and malignant 

sinonasal lesions using dynamic contrast-enhanced MRI 

and intravoxel incoherent motion 

 
jiang jingxuan

2,1
,Qiang JInwei

2
,Tang Zuohua

3
,Zhong Yufeng

2
 

1.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tong University 

2.Jin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3.Eye and ENT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explore dynamic contrast-enhanced MRI (DCE-MRI) and intravoxel 

incoherent motion (IVIM) as tools for distinguishing between benign and malignant 

sinonasal lesions and to investigate the correlation of the two methods. Methods 

The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approved the study, and informed consent was 

obtained from all (73) patients. Patients with solid sinonasal lesions underw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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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E-MRI and IVIM before confirmation of lesions by histopathology.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malignant (n=42) and benign (n=31) groups. Parameters derived 

from DCE-MRI and IVIM were measured, the optimal cut-off values in differential 

diagnosis were determined, an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two methods was 

evaluated. Results Significantly higher K
trans

 and Kep values and significantly lower 

D and f values were observed in malignant lesions than in benign lesions 

(1.06±0.31/min vs. 0.52±0.23/min, p<0.001 and 1.97±0.59/min vs. 1.27±0.52/min, 

p<0.001; 0.74±0.26 mm
2
/s vs. 1.16±0.44 mm

2
/s, p<0.001 and 22.5±5.0% vs. 

29.6±8.1%, p<0.001).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Ve and D* valu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The area under the curve (AUC) of K
trans

 was 0.88,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larger than those of other parameter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AUCs of DCE-MRI and IVIM when parameters were combined 

(0.89 vs. 0.88; p=0.86). Significant inverse correlations were found between D and 

K
trans

 (r = -0.46, P <0.001), f and K
trans

 (r = -0.41, p <0.001), D and Kep (r =-0.37, p 

= 0.008), and f and Kep (r = -0.33, P = 0.004). Conclusions Both DCE-MRI and IVIM 

can effectively differentiate between benign and malignant sinonasal lesions. IVIM 

findings correlate with DCE-MRI results and may represent an alternative to DCE-

MRI. 

  

 

 
EP-1764 

Altered effective connectivity network of the limbic 

system in chronic tinnitus  

 
chen yuchen

1
,Chen Huiyou

1
,Feng Yuan

1
,Yin Xindao

1
,Gu Jian-Ping

1
,chen yuchen

1
,Chen Huiyou

1
,Feng 

Yuan
1
,Yin Xindao,Gu Jian-Ping

1
 

1.Department of Radiology， Nanjing First Hospital，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2.Department of Radiology， Nanjing First Hospital，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Purpose: The phantom sound of tinnitus is believed to be triggered by aberrant 

neural activity in the central auditory pathway, but since this debilitating 

condition is often associated with emotional distress and anxiety, these comorbid 

symptoms likely arise from maladaptive functional connections to limbic structures 

such as the amygdala and hippocampus. To test this hypothesis, we used resting-

state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 to identify aberrant effective 

connectivity of the amygdala and hippocampus in tinnitus patients and determine 

the relationship with tinnitus characteristics. 

Methods: Chronic tinnitus patients (n=26) and age-, sex-, and education-matched 

healthy controls (n=23) were included. We used Granger causality analysis (GCA) 

utilizing the amygdala and hippocampus as seed regions to investigate the 

directional connectivity and the relationship with tinnitus duration or distress. 

Results: Relative to healthy controls, tinnitus patients demonstrated abnormal 

directional connectivity of the amygdala and hippocampus, including primary and 

association auditory cortex, and other non-auditory areas. Importantly, scores on 

the Tinnitus Handicap Questionnaires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increased 

connectivity from the left amygdala to the left superior temporal gyrus (r=0.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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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05), and from the right amygdala to the right superior temporal gyrus 
(r=0.487, p=0.018). Moreover, enhanced effective connectivity from the right 
hippocampus to the left transverse temporal gyrus was correlated with tinnitus 

duration (r=0.452, p=0.030). 
Conclusions: Our results show that tinnitus distress is strongly correlated with 

enhanced effective connectivity that is directed from the amygdala to the auditory 

cortex. The longer the phantom sensation, the more likely acute tinnitus becomes 

permanently encoded (chronic) by memory traces in the hippocampus. 

 

 

EP-1765 

甲状腺朗格汉斯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 2 例增强 CT 表现 

 
吴任国 

中山市人民医院/广东药学院附属中山医院 528403 

 

目的：探讨甲状腺朗格汉斯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的 CT表现，提高对该病认识水平。 

方法：回顾性分析 2例甲状腺朗格汉斯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患者的 CT资料。 

结果：甲状腺弥漫性肿大 2例，形态不规则。2例甲状腺内见多发低密度结节，部分融合。甲

状腺包膜部分破坏 2例。2 例肿大甲状腺边缘强化，内部见线状或条带状强化。双侧颌下腺肿

大 2例，颌下腺内可见多发低密度结节，颌下腺边缘强化，内部见线状、条带状强化，颈部淋

巴结肿大 2例，1例肿大淋巴结呈边缘强化，中央呈低密度，1例肿大淋巴结呈内部线条状强

化。2例甲状腺、颌下腺和淋巴结内均未见钙化。甲状腺、颌下腺和淋巴结内病灶表现相似。 

结论：甲状腺郎格汉斯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 CT表现为甲状腺弥漫性不规则肿大，其内多发低

密度结节，密度减低，边缘强化，内部呈线状、条带状强化，未见钙化。当同时伴有颌下腺及

淋巴结内类似病变时，要考虑朗格汉斯组织细胞增生症可能。 

    

 

 
EP-1766 

鼻腔 NK/T 细胞淋巴瘤影像学表现 

 
杨金晶,韦炜,刘影,邓克学 

安徽省立医院 230001 

 

目的：分析鼻腔 NK/T细胞淋巴瘤的 CT及 MRI表现,探讨其影像学特征,以提高诊断的准确性。

方法：回顾性分析 16例经手术病理证实鼻腔 NK/T细胞淋巴瘤的 CT及 MRI表现。16例患者中

12例接受 CT扫描,其中 5例接受 CT平扫及增强扫描,7例仅接受 CT平扫；6例接受 MR 扫描,

其中 5例接受 MR平扫及增强扫描,1例接受 MR平扫。结果：肿瘤位于单侧 8例,双侧 8例。病

灶局限性于鼻腔前中部 6例,中后部 3例,弥漫分布于整个鼻腔 7例。肿瘤浸润鼻前庭、 鼻

翼、 鼻背或邻近面部软组织 11例。病灶与鼻中隔、鼻甲或鼻窦壁间存有小气泡 11例。16例

患者均无明显骨质吸收破坏。CT平扫肿瘤呈等或稍低密度, MR表现为 T1WI稍低信号,T2WI稍

高信号,增强后均呈轻中度强化。结论：鼻腔 NK/T细胞淋巴瘤 CT及 MRI表现具有一定特征,有

助于该病的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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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767 

Expansive arterial remodeling of carotid arteries in 

symptomatic ischemic patients 

 
chen zheyi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Affiliated Sixth People's Hospital 200233 

 

OBJECT In the present study, we sought to investigat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carotid artery expansive remodeling and ischemic 

symptoms.                                     

METHODS The present study included 41 symptomatic patients with vulnerable plaques 

and 25 asymptomatic patients with stable plaques. The patients received 3.0T high-

resolution MRI of carotid artery (CA) to measure expansive remodeling (ER) ratio 

and identify plaque stability. The ER ratio was calculated by dividing the maximum 

distance between the lumen and the outer border of the plaque in ICA to the lumen 

diameter within 1 centimeter apart from the plaque at the distal ipsilateral ICA. 

41 symptomatic patients were also divided into 4 groups regarding the stenosis 

rate (CA stenosis < 50%, 50%–74%, 75–89%, and > 90%).The correlation between ER 

ratio and stenosis rate was evaluated. 

RESULTS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bout the ER ratio between symptomatic 

and asymptomatic groups (p<0.001). When symptomatic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4 

groups regarding the stenosis degree, the ER ratio among groups showed statistical 

differences (p=0.014). 

CONCLUSIONS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ER ratio and ischemic 

symptoms. Furthermore, the ER ratio of symptomatic patients continued to increase 

with the stenosis severity. The result of the present study suggested that ER 

ratio might be a practical marker for plaque vulnerability in CA and further 

prospective studies for asymptomatic patients are needed. 

 

 
EP-1768 

ADC 值直方图分析法与传统测量法在头颈部鳞癌患者预后预测

的应用价值比较 

 
李晓霞,袁瑛,任继亮,施奕倩,陶晓峰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200011 

 

目的 比较两种表观弥散系数（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ADC）的测量方法：基于全

瘤分析的直方图分析法与传统的基于局部感兴趣区（region of interest，ROI）法在头颈部

鳞癌患者预后预测中的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 96例经病理证实的头颈部鳞癌患者的临床资料

和治疗前磁共振弥散加权成像（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MRI）图像。每例患者均分别

用以下两种方法测量 ADC值：①全瘤勾画感兴趣体积和直方图分析方法，获得参数 ADC25、

ADC50、ADC75和 ADCmean1；②多次手动勾画肿瘤实性成分 ROI，计算平均 ADC值（ADCmean2）。采用

单因素和多因素 Cox回归法评价患者临床特征（年龄、性别、病理学分期等）和以上二种方法

获得的 ADC参数对头颈部鳞癌患者总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OS）的预测价值。结果 单

因素 Cox分析结果显示，ADC25、ADC50、ADC75、ADCmean1、ADCmean2均与头颈部鳞癌患者 OS显著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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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P<0.05），且 ADC值越大，患者总生存期越短，预后越差。女性患者、肿瘤体积越大、

AJCC越晚期，患者总生存期越短，预后越差。多因素 Cox风险回归模型发现，基于全瘤分析

的 ADC直方图参数 ADC50、ADC75、ADCmean1，均是头颈部鳞癌患者 OS的独立预测因子

（P<0.05），而传统测量方法得到的 ADCmean2不具有独立预测价值（P=0.11）。结论 在头颈部

鳞癌患者预后预测方面，基于全瘤分析的 ADC直方图分析法优于传统 ADC值测量法，是患者总

生存期的独立预测因子，可以为临床精准的个体化治疗提供参考依据。 

 

 

EP-1769 

 双能量 CT 鉴别诊断甲状腺乳头状癌 

中央组淋巴结转移的价值   

 
金弋人,韩丹 

昆明医科大第一附属医院 650032 

 

【目的】：探讨双能量碘浓度及能谱曲线斜率判断甲状腺乳头状癌中央组淋巴结转移的价值。 

【方法】：31例甲状腺乳头状癌患者术前行颈部双能量 CT增强扫描，轴位加 3D定位标记短

径≥5mm 的中央组淋巴结，术中对应取材和标记，再次扫描对应术前的淋巴结，术后得到病理

结果回顾性将术前双源 CT扫描图像经双能后处理软件处理，比较动静脉期原发病灶、转移与

非转移性淋巴结标准化碘浓度（NIC）、能谱曲线斜率（K）的差异。采用 ROC曲线，选取最佳

敏感度及特异度的临界值。并比较其与碘图形态学（包括淋巴结大小、形态、密度、短长径之

比、强化方式）诊断结果的一致性。 

【结果】：31例甲状腺乳头状癌患者中，原发灶 39个（测量值取较大病灶的），共发现颈部

中央组淋巴结 73枚（最大径≥5mm 且符合定位），其中转移性淋巴结 51枚，非转移性淋巴结

22枚。原发病灶与转移及非转移性淋巴结动脉期 NIC分别为 0. 75士 0. 13、0.73士 0. 24、

0.58士 0.31，临界值为 0.63 时，敏感度为 66.3%，特异度为 69.4%；静脉期 K分别为 0. 86

士 0. 34、0. 84士 0.32、0.42士 0. 20，临界值为 0.68 时，敏感度为 64.2%，特异度为

61.7%；原发病灶与转移性淋巴结间 NIC与 K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均>0. 05)，余原发病灶与

非转移性淋巴结，转移性淋巴结与非转移性淋巴结间碘含量、NIC及 K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均<0. 05)。最佳组合参数是动脉期 NIC及静脉期 K，其与碘图形态学有较高的诊断一致性

（Kappa=0.712，0.643），三者联合诊断甲状腺乳头状癌中央组淋巴结转移的敏感度为

78.2%，特异度为 81.3%。 

【结论】：双源 CT双能量扫描碘含量、标准化碘浓度及能谱曲线斜率对甲状腺乳头状癌中央

组淋巴结转移的判断具有一定的价值，碘图形态学可提高对淋巴结定性的准确性。 

 

 

EP-1770 

甲状腺结节中钙化形态的影像诊断价值 

 
程瑞新,宋璟璟,成建明,吴晓燕,杨玉婵,黄俊,詹松华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201203 

 

探讨常见甲状腺结节钙化的特点，分析钙化形态对甲状腺结节诊断的价值。材料和方法：回顾

性分析我院近 5年经病理证实的常见的各类甲状腺结节 69例，包括甲状腺癌（13例）、腺瘤

（22例）、结节性甲状腺肿（34例）。分析比较这些疾病中 CT影像上的钙化形态及分布特

点。结果：7例（占 53.8%）甲状腺癌钙化，不规则分布（细粒样钙化 5例，结节状 2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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腺瘤 5例钙化（占 22.7%），规则分布（弧形钙化 3例，结节状钙化 2例），结甲甲状腺肿钙

化 11例（占 29.4%）不规则散在分布（弧状钙化 6例，结节状 5例）。甲状腺癌钙化率与其

它组比较有显著差异（P<0.05），细粒样钙化和弧形钙化在良、恶性结节中出现率相差显著

（P<0.05）。结论：甲状腺癌钙化率最高，以细粒状钙化中心和偏中心分布为主；弧形钙化出

现在良性的结甲和腺瘤中，偏心或边缘分布。3种甲状腺结节中均可出现结节状钙化，无诊断

特异性。 

 

 

EP-1771 

Intravoxel incoherent motion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of the normal-appearing parotid glands in 

patients with differentiated thyroid cancer after 

radioiodine therapy 

 
Shen Jie,Wu Feiyun,Xu Xiaoquan 

Jiangsu Province Hospital 210029 

 

Purpose: To investigate the feasibility of using intravoxel incoherent motion 

(IVIM)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to detect radiation-induced changes of 

normal-appearing parotid glands in the patients after RIT for DTC. 

Material and Methods: We prospectively enrolled 20 patients with RIT-induced 

sialoadenitis and 20 healthy control(HC) participants.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intermediate and late groups, and a questionnaire was used to assess the 

related symptoms. IVIM MRI was scanned using nine b-values (0, 50, 100, 150, 200, 

400, 600, 800, and 1000 
s
/mm

2
). Quantitative parameters (pseudodiffusion 

coefficient, D
*
; perfusion fraction, f; tissue diffusivity, D) were obtained using 

a biexponential model and compared among different groups using one-way analysis 

of variance (ANOVA) test.Correlations between significant parameters and symptom 

score were assessed using Spearman’s correlation analysis. 

Results: The f and D value differed significantly (f,P=0.016; D,P=0.006) among 

different groups. Post hoc analysis showed that f and D value of intermediate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HC group (f,P=0.012; D,P=0.004), 

whil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late group and HC group(f,P =0.852; 

D,P=0.707).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was found between f value and the 

total symptom score of the patients in intermediate group(P=0.028, r=0.762). 

Conclusion: The IVIM MRI might be feasible to detect the radiation-induced changes 

of parotid glands in the patients after RIT for D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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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772 

利用磁共振评估内耳出血量与临床表现及预后的关系 

 
李进叶 

山东省眼耳鼻喉医院 250022 

 

目的 利用磁共振评估内耳出血量，探讨内耳出血量与听力损害程度、治疗效果的关系。方

法 回顾性分析 2017年 4月至 2017年 7月 25例考虑为内耳出血所致突发性耳聋患者的临床

资料，包括临床表现、听力学检查、内耳 MRI影像学特点等。利用等级相关分析内耳出血量与

听力损害程度及治疗效果的相关性。结果 25例患者中男性 14例，女性 11例，年龄 12岁

~65岁（平均年龄 46.32岁）；25名患者均通过 MRI检查 T1WI、 3D-FLAIR显示内耳异常高信

号。患者的临床表现均有不同程度的眩晕，为阵发性或持续性，前庭功能有不同程度的受损，

其中 22名患者伴有持续性耳鸣。根据听力障碍分类（WHO分级法）：极重度听力损失 14例，

重度听力损失 6例，中重度听力损失 2例，中度听力损失 2例，轻度听力损失 1例。出血量：

大量出血 3例，中量出血 10例，少量出血 7例，微量出血 5例。经过扩血管药物，营养神

经、糖皮质激素、溶栓及前庭康复训练等综合治疗后，治疗效果如下：治愈者 0例，显效者 4

例，有效者 12例，无效者 9例。利用 SPSS统计分析示：出血量分级与听力障碍程度的相关系

数 r=0.406，P=0.049，两者存在正相关关系，即出血量越大，听力障碍越严重；出血量分级

与治疗效果的相关系数 r=-0.431，P=0.036，两者存在负相关关系，即出血量越大，治疗效果

越差。结论 内耳出血患者均伴有不同程度眩晕、听力损害，听力损失分级多为极度听力损

失。内耳出血量与患者听力损害程度呈正相关关系，即出血量越大，听力障碍分级越大；与治

疗效果呈负相关关系，即出血量越大，治疗效果越差。 

 

 
EP-1773 

颅内动脉瘤破裂 CT 血管成像诊断价值的 Meta 分析 

 
王翅鹏

1
,吴艳

2
 

1.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 

2.武汉市中心医院 

 

目的：用 Meta分析方法评价 CT血管成像（CTA）对动脉瘤破裂所致蛛网膜下腔出血的诊断价

值。 

方法：检索 PubMed、MEDLINE、EMBASE、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

据库（CBM）和万方数据库中的相关文献，结合 Cochrane协作网推荐内容制定纳入标准筛选文

献，提取纳入研究的特征信息并用 QUADAS评价纳入文献质量。通过 meta-disc1.4软件进行异

质性检验，采用随机效应模型汇总灵敏度、特异度、阳性似然比、阴性似然比及 95%可信区

间；绘制受试者工作特性曲线（sROC）并计算曲线下面积（AUC）；通过 stata12.0软件绘制

漏斗图检测发表偏倚。 

结果：纳入文献 14篇，共 1332例患者（1149 个破裂动脉瘤）；合并灵敏度、特异度及 95%

可信区间分别为 0.96（0.95-0.97）、0.99（0.97-1.00）；曲线下面积 AUC为 0.99,Q值为

0.9584。 

结论：CTA具有较高的灵敏度、特异度和准确率，对颅内动脉瘤破裂导致的蛛网膜下腔出血具

有较高的诊断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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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774 

正常人眼眶脂肪体积相关性因素分析 

 
冯福婷

1
,郭昭友

1
,罗敏

2
 

1.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2.自贡市第四人民医院 

 

【摘要】 目的 探讨正常眼眶脂肪体积大小与年龄、性别、眼眶前后径及横径的关系。 方法 

选择 210例眼部无阳性病征者，男女各 105例，根据年龄段分为 7组，应用螺旋 CT轴位扫

描，逐层测量眼眶脂肪面积、眼眶前后径和横径，再计算眼眶脂肪体积，分析眼眶脂肪体积与

年龄、性别、眼眶前后径及横径关系。 结果 眼眶脂肪体积在各个年龄阶段左右对称，正常人

双侧眼眶脂肪体积平均值为（18957+4143）mm
3
，正常成年人（年龄＞20岁）眼眶脂肪体积平

均值为（20340+3514）mm
3
；男性眼眶脂肪体积在各个年龄阶段均大于女性；眼眶脂肪体积与

年龄、眼眶前后径、横径均呈正相关（P＜0.001）。 结论 正常人眼眶脂肪体积大小与年龄、

性别、眼眶前后径及横径相关；男性眼眶脂肪体积大于女性。 

 

 
EP-1775 

Abnormal Brain Function in Neuromyelitis Optica: a 

fMRI investigation of mPASAT 

 
wang fei

1
,Liu Yaou

1,2
,Li Jianjun

1
,Sondag Matthew

3
,Law Meng

3
,Zee Chi-Shing

3
,Dong Huiqing

2
,Li Kuncheng

2
 

1.Hainan General Hospital 

2.Xuanwu Hos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3. Keck school of Medicine， LAC+USC Medical Center，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Purpose: Cognitive impairment with the Neuromyelitis Optica (NMO) patients is 

debated. The present study is to study patterns of brain activation in NMO 

patients during a pair of task-related fMRI. 

Materials and methods: We studied 20 patients with NMO and 20 control subjects 

matched for age, gender, education and handedness. All patients with NMO met the 

2006 Wingerchuk Diagnostic Criteria.  The fMRI paradigm included an auditory 

attention monitoring task and an mPASAT. Both tasks were temporally and spatially 

balanced, with the exception of task difficulty. 

Results: In mPASAT, Activation regions in control subjects included bilateral 

superior temporal gyri (BA22), left inferior frontal gyrus (BA45), bilateral 

inferior parietal lobule (BA7), left cingulate gyrus (BA32), left insula (BA13), 

and cerebellum. Activation regions in NMO patients included bilateral superior 

temporal gyri (BA22), left inferior frontal gyrus (BA9), right cingulate gyrus 

(BA32), right inferior parietal gyrus (BA40), left insula (BA13) and cerebellum. 

Some dispersed cognition related regions are greater in the patients. 

Conclusions: The present study showed altered cerebral activation during mPASAT in 

patients with NMO relative to healthy controls. These results are speculated to 

provide further evidence for brain plasticity in patients with N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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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776 

超大螺距结合 ADMIRE 迭代重建在头颈血管 

CTA 扫描中的应用探索 

 
张小勇,王玉权,王涛,王荣品,陆鸿宇 

贵州省人民医院 550002 

 

目的：初步探讨 Force CT超大螺距在头颈血管 CTA扫描的可行性。方法：将行头颈 CTA扫描

的患者随机分为两组，采用数字减影法行头颈 CTA扫描;（A组 50例）:采用 SOMATOM Force 

CT扫描，参考管电压 120kV，参考管电流 84mAs，螺距为 3.2，采用 ADMIRE迭代算法重建；对

照组（B组 50例）：采用 SOMATOM Definition CT扫描，参考管电压 120kV，参考管电流

175mAs，螺距为 1.2，采用 FBP（滤波反投影）重建；两组方案中 CARE kV、CARE Dose 均打

开。记录两组方案中患者 BMI、扫描时间、辐射剂量，分别测量主动脉弓、颈内动脉分叉处、

大脑中动脉、基底动脉、眶内脂肪等处 CT值、SD值等；评估两组扫描方案的患者辐射剂量、

图像感兴趣区的 CT值、SNR、CNR及图像质量主观评分等。结果：A、B两组辐射剂量分别为

（0.21±0.12）mSv，（2.89±0.16）mSv，A组较 B组辐射剂量降低约 92.7%，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A、B两组扫描时间分别为（5.93±0.27）s、（0.57±0.05）s，A组较 B组

扫描时间减少约 90.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应部位图像感兴趣区的 CT值、

SNR、CNR及图像的主观评分 A组均优于 B组，差异有统计学差异（P>0.05）。结论：Force 

CT超大螺距结合 ADMIRE迭代重建行头颈 CTA扫描，可以采用较短的扫描时间、较低辐射剂量

得到良好的图像质量，是一种简便、快捷且低辐射的扫描方法，可在临床工作中推广。 

 

 

 
EP-1777 

基于 Cube FSE-flex 序列的甲状腺相关性眼病患者眼眶脂肪

及眼肌容积的定量分析研究 

 
张菁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采用猪肉模型验证基于 Cube FSE-flex序列的半自动分割容积测量的准确性，以及对

TAO患者眼眶脂肪（OF）和眼肌容积（TEM）测量及激素冲击治疗前后眼眶容积变化评估的可

行性。材料和方法：采用 3.0T扫描仪采集 22块肥肉及 22块瘦肉的 Cube FSE-flex序列图

像，分别在脂像图及水像图采用手动勾勒（MS）和两种半自动分割方法区域增长法（RG）和多

维阈值法（MDT）测量肥肉及瘦肉体积。将三种测量方法所得模型容积值与实际容积值行

Person相关及 Bland-Altman 分析。联合手动及阈值法测量 15例 TAO和正常对照者的眼眶软

组织容积，配对 t检验两组差异。同样方法测量 15例 TAO患者激素冲击完成前后的眼眶软组

织容积，配对比较治疗前后眼眶容积变化。结果：三种容积分割法（MS RG, MDT）所测猪肉模

型的容积值与实际容积值均呈显著相关。MS所测瘦肉及肥肉的容积值与实际值的偏差均最

小，MDT次之，RG最大。与健康对照者相比，TAO患者的 OF、TEM、眼眶总容积及骨性眼眶容

积与眼球容积的容积比值均显著增大。TAO患者激素冲击治疗后 TEM的容积比有显著缩小，而

OF的容积比无显著改变。结论：基于 MRI Cube FSE-flex序列的阈值分割法是一种相当准确

的半自动容积分割技术，结合手动勾勒可在临床用于 TAO患者的 OF及 TEM测量及激素冲击前

后眼眶结构的病理变化及疗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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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778 

Quantitative 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 for 

evaluating papillary thyroid carcinoma from benign 

nodules at 3T MRI: Optimal b value 

 
Yao Qiuying,Shi Ruoyang,Wu Lianming,Xu Jianrong 

Renji Hospital，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200127 

 

Purpose: To evaluate the efficiency of 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 (DWI) under 

different b values in discriminating between papillary thyroid carcinoma (PTC) and 

benign thyroid nodules. 

Materials and Methods: DWI was performed in 37 patients with 38 thyroid nodules 

followed by surgery using six b values including 0, 250, 500, 750, 1000, 1500, 

2000 s/mm
2
. The image quality was assessed using signal-to-noise ratio (SNR) and 

contrast-to-noise ratio (CNR) in acquired DWI images.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ADC) values were measured in region of interest (ROI) for all b 

values in both thyroid nodules and normal tissue. Mean ADC values in PTC regions, 

benign thyroid nodules and the ratio of lesion to normal tissue were calculated 

using two independent sample t-test.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and area under the 

curve (AUC) of ADC values and ratio were acquired by ROC curve. 

Results: The mean ADC values and the ratio of the PTC regions were both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benign thyroid nodules (P< .05) at every b value. 

The largest AUC was acquired at b=1500 s/mm
2
 for ADC value, and b=750 s/mm

2
 for 

ratio. Applying a threshold ADC value of 1.029 x 10
-3
 mm

2
/s at b=1500 s/mm

2
, the 

sensitivity is 60.9% and the specificity is 93.3%. For ratio, the threshold was 

determined at 0.887 when b=750 s/mm
2
, the sensitivity is 69.6% and the specificity 

is 100%. 

Conclusion: Quantitative DWI can distinguish PTC from benign thyroid nodules. 

Considering both the image quality and the diagnosis accuracy, the optimal b value 

for DWI at 3T MRI to identify PTC may be 750 s/mm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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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779 

The Value of Multiphase CT Angiography in Middle 

Cerebral Artery Clot Detection ------- Less 

Experienced Radiologists and Neurologists can benefit 

from it 

 
wang yanwei,Chen Zexiang 

Xiamen Medical College Affiliated Xiamen No.2 Hospital 361000 

 

Objectives: CT angiography (CTA) is recommended as a standard imaging in acute 

ischemic stroke.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accuracy and precision in detecting 

the middle cerebral artery clot by multiphase CTA compared with single-phase CTA. 

Methods: Twenty-two middle cerebral artery clot patients who had finished single-

phase CTA and multiphase CTA were selected, the imaging were assessed by 10 

radiologists and 10 neurologists blinded to other information (7 less experienced 

and 3 experienced). Finally, 2 seniors calculated and compared the sensitivity、

specificity、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 (PPV) and negative predictive value (NPV) 

of the single-phase CTA and multiphase CTA. Krippendorff’s alpha (K-alpha) was 

used to calculate the reliability. 

Results: For the primary middle cerebral artery clot, sensitivity、specificity、

PPV and NPV of single-phase CTA compared with multiphase CTA were respectively 

85%、74%、89%、69% versus 89%，83%，93%，73%. For secondary or distal clots, 

sensitivity、specificity、PPV and NPV of single-phase CTA compared with multiphase 

CTA were respectively 40%、82%、52%、76% versus 63%，77%，72%，68%. Compared with 

single-phase CTA, the agreement in less experienced radiologist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from 42% to 66%, while the agreement in less experienced 

neurologist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from 12% to 33% by using multiphase CTA in 

detecting primary clots. Compared with single-phase CTA, the agreement in 

experienced radiologist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from 23% to 49%, while the 

agreement in experienced neurologist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from 13% to 45% by 

using multiphase CTA in detecting distal or secondary clot. 

Conclusions: Multiphase CTA is a reliable imaging tool in detecting middle 

cerebral artery clot, and less experienced physicians can benefit from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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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780 

先天性弱斜视患者在功能连接与局部脑血流 

存在异常的耦合性 

 
周福庆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30006 

 

目的：最近的相关研究提示先天性弱视患者存在静息功能活动异常，但其脑血流基础及其与脑

血流之间的耦合性并不十分清楚，本研究通过分析功能连接与局部脑血流的耦合性，为理解先

天性弱视患者脑发病机制。 

方法： 68例右利手(34例患者)相匹配的先天性斜视和健康对照组纳入研究，3.0T扫描获取

区静息态 fMRI和伪连续动脉自旋标记(pCASL)数据。分别分析大脑功能连接强度(FCS)、局部

脑血流(CBF)、体素水平的 FCS/CBF比值和 FCS-CBF耦合性(Fig.1)，及其这些改变脑区与行为

学之间的相关性。 

结果： 先天性斜视患者双侧侧楔前叶/楔状叶/舌回存在显著下降 CBF，双侧前扣回/额中回、

右侧额内侧回存在显著升高的 CBF(体素水平 P <0.01, GRF 校正在簇水平 P < 0.05, 

Fig.2)。而患者并未见显著 FCS改变的脑区，仅右侧海马旁回和右侧舌回存在显著增高的长程

FCS(体素水平 P <0.01, GRF 校正在簇水平 P < 0.05)。患者 CBF/FCS比值显著下降的脑区位

于双侧楔前叶/楔状叶/舌回、且分别和双侧视力呈正相关；患者 CBF/FCS比值显著增高的脑区

位于双侧额中回和右侧颞下回，分别和 VFQ25呈负相关(Fig.3)。先天性斜视患者前部默认网

络(dDMN)、后部 DMN、视觉空间网络、运动网络的 CBF-FCS 耦合性存在显著的降低(Fig.4)。 

结论：先天性斜视患者存在 FCS、CBF、CBF/FCS比值、CBF-FCS耦合性的异常改变。CBF-FCS

失耦合可能是先天性斜视的一个重要发病机制。 

 

 
EP-1781 

蜗神经发育不良的 HRCT 与 MRI 研究 

 
程玉书,沙炎,黄文虎,潘宇澄,洪汝建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200031 

 

目的：研究蜗神经发育不良与耳蜗、前庭畸形及内听道、蜗神经孔异常之间的关系，探讨

HRCT和 MRI 3D-CISS序列对蜗神经发育不良的诊断和评估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 66 例（单

侧 18例，双侧 48例）经 MRI 诊断为蜗神经发育不良患者的颞骨 HRCT和 MRI资料，在 HRCT上

分别测量患耳和正常耳的蜗神经孔及内听道宽度，在 MRI 3D-CISS序列垂直内听道斜矢状位上

分别测量患耳和正常耳的蜗神经直径、面神经直径及内听道宽度，重点观察面神经、蜗神经、

前庭上、下神经的形态。结果：HRCT示 114 只患耳中，蜗神经孔缺如 27 耳，蜗神经孔骨性闭

锁 17耳，蜗神经孔狭窄（直径≤1.5mm）59耳，狭窄蜗神经孔直径平均（1.0±0.2）mm，蜗

神经孔正常者 11 耳，其中骨性内听道狭窄 48耳，骨性内听道正常 66 耳。MR图像上 114 只患

耳中，81耳蜗神经缺如，33 耳蜗神经细小（直径≤0.9mm），伴面神经缺如 3耳，面神经细小

43 耳（直径<0.9mm），细小蜗神经与面神经直径均值分别为（0.6±0.2）mm和（0.7±0.1）

mm；114 只患耳中，前庭、蜗神经均缺失（I型）15 耳，蜗神经缺失或发育不良、前庭神经存

在伴耳蜗或前庭发育不良（IIa型）41耳，蜗神经缺失或发育不良、前庭神经存在伴耳蜗和前

庭正常者（IIb型）58耳。结论：HRCT显示蜗神经孔狭窄、闭锁或缺如时，高度提示蜗神经

发育不良可能，MRI能准确评价蜗神经发育不良情况，同时可评价前庭神经及耳蜗、前庭发育

情况，为人工耳蜗植入手术选择合适的候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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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782 

磁共振弥散加权成像评估甲状腺乳头 

状癌恶性分级的临床价值 

 
胡曙东,倪恩珍,王娴,谌业荣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江苏大学附属人民医院） 212002 

 

【摘要】目的：探讨术前磁共振弥散加权成像（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 ，DWI)及表观

弥散系数(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ADC) 在甲状腺乳头状癌(papillary thyroid 

carcinoma，PTC)恶性度分级评估中的诊断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 93例经手术病理证实甲状

腺乳头状癌患者的 MRI平扫、增强和 DWI图像。在工作站构建 ADC 图，分别测量 PTC实性区

域和相应部位正常参照区域的 ADC值，分析高、低度恶性 PTC实性区域 ADC 值的差异以及不

同恶性肿瘤实性区域 ADC 值与相应部位正常参照区域的 ADC 值的差异。结果：高度恶性甲状

腺乳头状癌的肿瘤实性区域 ADC值[(1.42±0.35)×10
-3
mm

2
/s]明显低于低度恶性甲状腺乳头状

癌的肿瘤实性区域 ADC值[(2.35±0.61)×10
-3
mm

2
/s，P <0.05] ，亦明显低于正常对照区

[(1.78±0.54)×10
-3
mm

2
/s，P <0.05]；而低度恶性甲状腺乳头状癌肿瘤的实性区域 ADC值

[(2.35±0.61)×10
-3
mm

2
/s ]明显高于正常对照区[(1.60±0.40)×10

-3
mm

2
/s，P <0.05] 。结

论： ADC值在甲状腺乳头状癌术前恶性度分级评估诊断中具有重要价值。 

  

 

 
EP-1783 

眼眶内原发性肝样腺癌临床病理观察 

 
刘桃桃,张士德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50086 

 

目的 探讨眼眶内原发性肝样腺癌的临床病理特征、免疫表型、诊断和鉴别诊断。方法 回顾

性分析 2015年 5月收集的 1例眼眶内原发性肝样腺癌的临床资料、免疫组化等特点，并复习

相关文献。结果 患者为 77岁吸烟男性，因右眼眶长出肿物伴视力进行性下降半年入院，伴

疼痛，眼睑闭合不全，视力进行性下降至丧失。病理为低分化腺癌，浸及眼球纤维膜及周围横

纹肌，免疫组化示肿瘤细胞 Hepatocyte、Glypican-3、CK7、CK8/18、CK5/6阳性，而 P63、

Vim、S-100、Melan-A、Desmin、MyoD1阴性，Ki-67约 50%，临床未发现原发病灶，故考虑为

眼眶内原发性肝样腺癌。结论 眼眶肝样腺癌少见，免疫表型类似于肝细胞癌，诊断的确立主

要依赖发现相似于肝细胞癌的形态（肝样结构），并通过临床病理与免疫组化检测除外肝细胞

癌等疾病的转移，其侵袭性及转移能力较强，预后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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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784 

Microstructural white matter abnormalities and 

correlations with MDVF and RNFL thickness in normal 

tension glaucoma with different severities: An atlas-

based diffusion tensor analysis study 

 
Wang rong,Tang Zuohua 

Eye & ENT Hospital of Fudan University 200031 

 

Purpose: To detect white matter (WM) damage and analyze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DTI parameters and glaucoma indices in normal tension glaucoma (NTG) patients 

using diffusion tensor imaging (DTI). 

Materials and Methods: Eighteen mild (mi-NTG), 14 moderate (mo-NTG), and 15 severe 
(se-NTG) NTG patients as well as 15 normal control (NC) subjects were enrolled in 

this study. Atlas-based diffusion tensor analysis was performed to measure the 

fractional anisotropy (FA) and mean diffusivity (MD).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DTI 

metrics and glaucoma indices was also analysed. 

Results: Compared with NC subject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FA and increased MD 
were observed in the bilateral posterior thalamic radiation (B.PTR, vision 

related), bilateral sagittal stratum (B.SS, vision related), left anterior corona 

radiate (L.ACR, attention related), bilateral cingulum-hippocampus (B.CgH, memory 

related) and bilateral fornix/stria terminalis (B.FX/ST, attention and memory 

related). Further subgroup analyses revealed that the mi-NTG subgroup had a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FA and increased MD in the B.PTR and B.SS. The mo-NTG 

subgroup had decreased FA and increased MD in the B.PTR, B.SS and B.FX/ST. The se-

AD subgroup had low FA and high MD values in all five WM regions. Furthermore, the 

FA and MD values in these WM regions had good correlations with the mean deviation 

of visual field (MDVF) and retinal nerve fibre layer (RNFL) thickness. 

Conclusions: There are microstruc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different severity of 
NTG patients and normal controls in visual, attention and memory related WM 

regions, which could be used for the early diagnosis of NTG and monitoring disease 

prog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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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785 

Evaluation of the progressive metabolic changes in 

the visual cortex in patients with normal tension 

glaucoma by single-voxel MR-spectroscopy  

 
wang rong,Tang Zuohua 

Eye & ENT Hospital of Fudan University 200031 

 

Purpose: To detect the metabolic changes in bilateral visual cortex in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severity of normal tension glaucoma (NTG) for studying the adaptive 

plasticity by using single-voxel MR-spectroscopy (
1
H-MRS).  

Materials and Methods: 20 normal controls (NC) and 60 patients with NTG in both 

eyes (20 from mild NTG, mi-NTG; 20 from moderate NTG, mo-NTG; 20 severe NTG, se-

NTG) were included in the study. Single-Voxel Spectroscopy (SVS) technique was 

performed by placing in bilateral visual cortex of all subjects. The N-acetyl-

aspartate (NAA)/Creatine (Cr), myoinositol (Ins)/Cr, choline (Cho)/Cr and Glx 

(glutamate + glutamine)/Cr ratios in the visual cortex were measured. Multiple 

group comparisons for metabolite concentration ratio between glaucoma grades and 

healthy subjects were obtained using one-way ANOVA. 

Results: The NAA/Cr ratio decreased with the progression of NTG (mi-NTG vs. NC, 

mo-NTG vs. mi-NTG, se-NTG vs. mo-NTG, all P<0.05). The Cho/Cr and the Ins/Cr 

ratios decreased in mi-NTG patients compared with NC (P<0.05), whereas these 

ratio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moderate and severe NTG patients (mo-NTG vs. mi-

NTG, se-NTG vs. mo-NTG, all p <0.05). However,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Glx/Cr between NTG and NC (p>0.05). 

Conclusion: Single-voxel
 1
H-MRS can detect metabolic changes in the bilateral 

visual cortex, suggesting developmental neuroplasticity occurred in NTG patients 

during the disease progression. 

  

 

 
EP-1786 

磁共振增强及曲面重建在面神经炎中的应用 

 
赵芸芸

1
,高燕军

2
,董季平

1
,宁文德

1
,邬小平

1
 

1.西安市中心医院 

2.西安市第三医院 

 

目的 探讨磁共振增强及曲面重建在面神经炎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对 30例面神经炎患者进

行磁共振增强扫描。应用 GE ADW4.5工作站观察分析面神经炎患者患侧面神经受累位置、信号

变化，并与健侧面神经进行比较。应用 Philips EBW工作站，行面神经的曲面重建（CPR）观

察分析面神经受累位置、信号变化及面神经走行的情况。结果 30例面神经炎患者中，患侧面

神经内听道段、迷路段、膝状神经节、鼓室段、乳突段 SI值分别为 1748.22±309.87、

1833.67±289.59、2091.23±442.67、1499.83±226.10 和 1293.25±264.07(P<0.05),健侧

SI分别为 1110.03±182.61、1074.83±146.21、1434.33±291.14、960.61±167.80 和

940.03±186.09(P<0.05),ΔSI%分别为 58.61±22.74、71.59±23.97、47.49±2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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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22±36.10 和 38.68±18.13(P<0.05)，这些指标在不同节段有显著差异 (P<0.05)。结

论 面神经磁共振增强扫描及重建技术能清晰显示面神经受累位置、信号变化及其相邻结构受

累情况，是面神经炎临床治疗前评估的可靠方法。 

 

 
EP-1787 

MR 扩散加权成像预测晚期鼻咽癌诱导化疗敏感性研究 

 
郭炜

1
,罗德红

2
 

1.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2.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目的 评估 MR扩散加权成像 (DWI)预测晚期鼻咽癌诱导化疗敏感性的价值。方法 搜集经病理

证实的 36例鼻咽癌患者，放射治疗前行两周期诱导化疗。于诱导化疗结束后依据肿瘤缓解情

况分为完全缓解组（complete response，CR）和非完全缓解组（Non-CR）。非完全缓解组包

括部分缓解（partial response，PR）及稳定(stable disease，SD)。对诱导化疗前后各组间

ADC值进行分析比较。结果 鼻咽癌两周期诱导化疗后达 CR16例，Non-CR20例。CR组疗前

ADC、ΔADC 及疗中 ADC值分别为(0.73±0.03)×10
-3
 mm

2
 /s、(0.19±0.09) ×10

-3
 mm

2
 /s和

(0.94±0.09) ×10
-3
 mm

2
 /s ; Non-CR组疗前 ADC、ΔADC 及疗中 ADC值分别为(0.81±0.07) 

×10
-3
 mm

2
 /s、(0.08±0.06) ×10

-3
 mm

2
 /s和(0.88±0.09) ×10

-3
 mm

2
 /s。与 Non-CR组比

较，CR组疗前 ADC较低、ΔADC 较高，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疗中 ADC在两组

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ROC曲线分析，以疗前 ADC=0.76×10
-3
 mm

2
 /s为阈值预测诱

导化疗后达 CR，曲线下面积（AUC）、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0.920、87.5%和 83.3%；以

ΔADC=0.09×10
-3
 mm

2
 /s为阈值预测诱导化疗后达 CR，AUC、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0.889、

93.8%和 77.8%。结论 MR-DWI可以预测鼻咽癌对诱导化疗的敏感性。 

 

 

 
EP-1788 

咽旁间隙神经鞘瘤与多形性腺瘤的影像学鉴别诊断 

 
苗焕民,胡粟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15006 

 

 

目的 探讨咽旁间隙神经鞘瘤和多形性腺瘤的影像学表现，旨在提高对两者的鉴别诊断能力。 

材料和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12例神经鞘瘤和 8 例多形性腺瘤的 CT 和/或 MRI

表现，分析内容包括病灶部位、最长径、形态与边界、密度或信号特点、强化方式、邻近解剖

结构改变情况等。 结果咽旁间隙神经鞘瘤及多形性腺瘤发生于左、右侧分别为 6/6例和 3/5

例；两者均表现为类圆形肿块，境界多较清楚。CT 表现为软组织密度肿块，可伴有囊变。

MRI 多表现为长 T1 长 T2 信号，伴有囊变者信号不均匀，增强后呈不均匀强化。神经鞘瘤多

见于茎突后间隙（10/12，83.3%），推压二腹肌后腹（10/12，83.3%）、颈动脉鞘区血管

（8/12，66.7%）及茎突（4/12，33.3%）向前和/或外侧移位，与腮腺深叶间境界均较清楚。多

形性腺瘤多见于茎突前间隙（6/8，75%），推压二腹肌后腹（5/8，62.5%）、颈动脉鞘区血

管（5/8，62.5%）及茎突（6/8，75%）向内和/或后侧移位。有 2 例（25%）与腮腺深叶分界不

清。 结论 咽旁间隙神经鞘瘤和多形性腺瘤的影像学表现极为相似，临床工作中需仔细分析

其起源部位、与周围结构的关系等帮助鉴别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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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789 

弥散加权成像（DWI）联合氢质子波谱分析（1H-MRS）对三种

脑内环形强化病变的鉴别诊断价值 

 
何银 

上海市东方医院 200125 

 

目的 探讨磁共振弥散加权成像联合氢质子波谱分析（
1
H-MRS）在脑脓肿、单发脑转移瘤及囊

变-坏死性胶质瘤三种脑内环形强化病变的鉴别诊断价值。方法 选取经穿刺、手术病理证实

或临床其他检查确诊的脑内环形强化病变 56例，包括脑脓肿 10例，囊变－坏死胶质瘤 31例

和脑内单发转移瘤 15例，均经 MRI增强扫描并行 DWI、（
1
H-MRS）检查，分别观察 DWI 图像信

号改变、ADC图信号变化，然后测量囊内容物、囊壁 ADC值及 MRS波谱信息，与健侧相应区域

比较，计算出脑脓肿、胶质瘤与转移瘤囊壁 rADC值（患侧 ADC值／对侧 ADC值）、MRS上 NAA

峰、Cho峰、Cr峰、Cho/Cr、Cho/NAA、NAA/Cr的差别。结果  脑脓肿囊内容物以 DWI高信

号，ADC图低信号为主（8/10）， 囊变-坏死性胶质瘤与转移瘤囊内容物以 DWI低信号，ADC

图高信号为主（44/46）， 脑脓肿、胶质瘤与转移瘤囊壁的 rADC值各为(0.95±0.11)、

(1.77±0.29)和(1.74±0.29) ；脓肿与肿瘤性病变囊内容物与囊壁的 ADC值差异性显著，

P<0.05，脓肿与肿瘤性病变囊壁的 rADC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1
H-MRS 脑脓肿壁 Cho和 NAA峰

低于对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Cho/Cr、NAA/Cr、Cho/NAA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P>0.05）。肿瘤壁 Cho、Cho/Cr及 Cho/NAA均较对侧正常组织明显升高，Cr及 NAA峰对侧

正常对照处明显减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结论 对于脑脓肿、囊变-坏死胶质瘤

及转移瘤这三种脑内环形强化病变，DWI结合 ADC值分析及 MRS检测，可以对脓肿与肿瘤性病

变鉴别诊断提供更多有价值的信息，是常规 MRI增强检查的重要补充，为临床进一步治疗方案

的选择提供指导作用。 

  

 

 
EP-1790 

腮腺基底细胞腺瘤 MRI 特征与病理对照分析 

 
何慕真 

福建省立医院放射科 350001 

 

目的：探讨腮腺基底细胞腺瘤 MRI特征及其与病理学相关性。材料与方法：回顾性分析经手术

病理证实的 26例腮腺基底细胞腺瘤患者的临床表现、病理学改变及 MR影像学特征。分析患者

临床表现、病灶数目、部位、大小、形态、信号与强化特征及其病理学表现。结果：26 例患

者中女性 18例；中位年龄 51岁（32~72岁）；共 27枚病灶（25例单发，1例双侧各一

枚）。病灶平均大小 22mm（11~36mm）。13枚病灶位于浅叶，5枚位于深叶，9枚同时累及

深、浅叶；肿瘤呈圆形或椭圆形，均未见分叶，边界清楚，其中 25枚病灶 T2WI见周缘低信号

环；对照颈部肌肉，病灶实性部分 T1WI呈等或略高信号，T2WI呈高或略高信号，其中 21枚

病灶内见大小不一囊变区。增强后 21枚病灶实性部分呈均匀强化，6枚呈不均匀强化。时间-

信号强度曲线 21枚病灶（77.8%）呈平台型，6枚（22.2%）呈流出型。9例患者（10枚病

灶）行 DWI检查，ADC均值为(1.22±0.20)×10
 -3

mm
2
 /s。镜下：肿瘤由单一基底细胞构成，

并有明显的基底细胞层及基底膜样结构，缺乏黏液软骨样成分。结论：腮腺基底细胞腺瘤 MRI

表现有一定特征性，分析其 MRI特征与其病理相关性，对于肿瘤的定性诊断及鉴别诊断有较大

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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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791 

上半规管裂的发生率及 HRCT 表现 

 
王淑叶 

北京朝阳医院京西院区 100730 

 

目的  采用高分辨率 CT（HRCT）统计 3岁以上人群上半规管裂的发生率，并统计不同年龄段

及不同性别间上半规管裂的发生率；并分析上半规管裂的 HRCT表现。   

方法  收集 2015年 6月至 2015年 12月期间本院 3岁以上行颞骨 HRCT扫描的受检者影像资

料 3904例（7216侧）。其中男性 1897例，年龄 3~90岁；女性 2007例，年龄 3~88岁。利用

64层螺旋 CT颞骨容积扫描数据，在 Philips Extended Brilliance Workspace 2（EBW2）图

像后处理工作站上进行图像标准化处理，在重组以后的斜矢状面评估有无上半规管裂，并统计

上半规管裂的发生部位及大小。   

结果  3904例患者中共发现上半规管裂 16例，总体发生率约 4.1‰（16/3904），其中男性

和女性发生率分别约 3.6‰和 2.6‰，且上半规管裂多发生于上半规管顶壁正中部，其次为后

部，裂隙大多小于 4.0mm；其中 28岁以下患者未见报道，即发生率为 0.0‰ ,29~38 岁患者发

生率约 3.7‰(2/547)，39~48 岁患者发生率约 6.1‰(4/656)；49~58岁患者发生率约

8.0‰(6/759)；59~68岁患者发生率约 6.0‰(3/502)；69 岁以上患者发生率约 4.6‰

（1/216）。不同年龄组间上半规管裂的 HRCT发生率差异（P>0.05）无明显统计学意义。同一

年龄组不同性别间上半规管裂的 HRCT发生率差异（P>0.05）无明显统计学意义。   

结论  上半规管裂的发生率约 4.1‰，相对较低，裂隙多位于上半规管顶壁正中部，且裂隙

一般较小，但可引起明显的耳鸣或眩晕等症状，因此运用颞骨 HRCT多平面重组以后的斜矢状

面图像可对上半规管裂做出较准确的诊断，从而为临床进一步治疗提供依据。 

  

 

 

EP-1792 

藏族成人颅面部气化腔的 CT 评估 

 
唐文婷,苏云杉 

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650000 

 

目的 测量世居高原地区的藏族成人鼻道、额窦、上颌窦、蝶窦及颞骨气化腔容积，并测量藏

族鼻宽、鼻高、鼻深、鼻指数及面宽，进行分析。从而评估世居高原地区藏族成人各气化腔间

含气程度的关系及相关因素所体现的体表特征。方法 回顾性分析 50例世居云南省德钦县

（平均海拔约 4270米）的正常藏族成人受检者的副鼻窦 HRCT图像，在原始图像上利用

Vitrea进行气体三维容积重建，分别测量鼻道、不同侧别额窦、上颌窦、蝶窦及颞骨气化腔

容积、鼻宽、鼻高、鼻深、鼻指数及面宽，并进行统计学比较。结果 世居高原地区的藏族成

人上颌窦、 额窦、 蝶窦及颞骨气化腔平均容积分别约 18.32ml、5.21 ml、6.05 ml、5.90 

ml；鼻高、鼻宽、鼻深、鼻指数、面宽分别为：50.30mm、40.98mm、19.75mm、81.29、110-

156mm，经统计发现性别、不同侧别间含气腔容积均无显著差异( P ＞ 0． 05) 。除蝶窦外，

不同侧别间含气腔容积分别线性相关( P = 0． 000) 。除上颌窦与颞骨气化腔外， 其他含气

腔两两线性相关( P ＜0． 05)；藏族成人面宽、鼻高、鼻腔大为其面部特征。结论：世居高

原地区的藏族成人颅面部各气化腔在气化程度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面部特征具有一定的相似

性，鼻高、鼻腔较大、面宽，与海拔、气候等相关因素可能有关系，该结果大致分析高原地区

藏族人气化腔的基本情况及鼻部特征，有助于理解藏族面部解剖特征及美容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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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793 

Preoperative High Resolution 3D VIBE Evaluations of 

the Neurovascular anatomy of patients with 

Microvascular Decompression for Hemifacial Spasm 

 
LIU Xiaoming,Xiong Nian,Liu Dingxi,Kong Xiangchuang,Yu Jianming 

Union Hospital， Tongji Medical College，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430022 

 

Objective: High-resolution 3D MR cisternography techniques such as 3D SPACE are 

used preoperatively to assess neurovascular anatomy in patients with neurovascular 

compression syndrome, but contrast between vessels and cranial nerves at the point 

of neurovascular contact is limited. High resolution 3D VIBE provides both high 

spatial resolution and excellent contrast in depicting the neurovascular contact. 

We evaluated the usefulness of 3D VIBE compared with 3D SPACE and 3D TOF-MRA. 

MATERIALS AND METHODS: Sixty patients who underwent microvascular decompression 

for hemifacial spasm were examined preoperatively with 3D SPACE ,3D TOF-MRA and 3D 

VIBE. Two neuroradiologists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and scored lesion conspicuity, 

defined as the ease of discrimination between offending vessels and compressed 

nerves or the brain stem at the neurovascular contact. Comparative analysis the 

image quality of the three images to evaluation of the Neurovascular anatomy by 

the 4-point Score, and the kappa test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consistency of the 

two reader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degree of vascular compression and the 

clinical grade was analyzed by correlation analysis. The difference of image 

quality between the three methods was analyzed by independent t test. P <0.05 was 

significant statistical difference. 

Results: The 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 and specificity of VIBE image （95%，

93.75%）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SPACE image(79%，78.3%) group (P 

<0.01).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n sensitivity 

and negative predictive value (P> 0.05). The 3D VIBE image quality score (3.62 ± 

1.08)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3D SPACE (3.14 ± 0.97) images and 3D 

TOF (1.47 ± 1.16) images, (P ≤ 0.01).  The clinical grade of hemifacial spasm 

was not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the degree of facial nerve compression (r = 

0.26). The contrast in depicting the neurovascular contact of VIBE images were 

higher than that of SPACE images. 

Conclusion: High resolution 3D VIBE is useful to evaluate neurovascular anatomy 

and to improve contrast  in patients with Microvascular Decompression for 

Hemifacial Spa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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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794 

头颈部 CTA 对偶发病变的诊断价值 

 
姜雪,吕发金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目的:探讨头颈部 CTA对颅内及头颈血管以外区域偶发病变的诊断价值及其临床意义。方法:回

顾性分析 982例无颅外症状的患者的 CTA图像，根据年龄分为少年组、青年组、中年组、老年

组，再根据病变的临床重要性将所有偶发病变分为 E1~E4组,分别比较各组之间发病率的差

异，并多变量分析其相关临床因素。结果: E2~E4级病变总体发病率老年组高于其余三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头颈部 CTA对颅内及头颈血管以外区域的病变有较高的诊断

价值，且随着年龄的增加，有重要意义的偶发病变发生率随之增加，尤其是对于 60岁以上的

老人。       

 

 

 

EP-1795 

头颈部钙化上皮瘤 MRI 表现与病理对照研究 

 
易坤明,王璐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400042 

 

目的：探讨钙化上皮瘤的 MRI特征性表现及其与病理相关性，提高对本病认识。 

方法：搜集经病理证实的 11例钙化上皮瘤患者的临床及 MRI影像资料，回顾性分析其特征性

MRI表现，包括形态、大小、信号特点及强化特点，并与病理结果对照，分析 MRI表现与病理

相关性。 

结果：11例患者，男性 5例，女性 6例，年龄 11-56岁，平均年龄 34.2岁；11例病灶均为皮

下单发无痛性肿块，最大径 0.5-4.6cm（1.6±1.2cm）；11例病灶主要呈长 T1信号，其中 2

例内部见结节状稍高信号影，1例见网状稍高信号影；11 病灶在 T2WI及 T2压脂上主要呈低信

号，11例病灶内部均见结节或斑片状低信号影，其中 8例病灶内部见网状、斑片状长 T2信

号，其中 3例病灶边缘见环形长 T2信号，11例病灶在 T2 压脂上均见环形高信号影；11 例病

灶均行增强检查，11例病灶均有环形强化，8例内部见网状及斑片强化，3例病灶仅表现为环

形强化，同时 T2WI高信号区强化程度高于低信号区强化程度；病理发现 11例肿瘤均有完整

包膜，11例肿瘤内均有不同程度钙化，同时肿瘤增生血管主要位于细胞间的纤维基质及包膜

内，同时纤维基质、包膜及包膜周围伴不同程度炎症细胞浸润；通过影像与病理对照分析，

T2WI及 T1WI上极低信号影与病理学上钙化成分一致，MRI 上网状结构及分隔对应病理上纤维

基质、水肿；T2压脂、T2WI 上环形高信号及环形强化区域对应肿瘤的纤维包膜。肿瘤的最大

径与病灶是否具有网状结构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2）。 

结论：钙化上皮瘤主要位于头颈部皮下，钙化可能是钙化上皮瘤的特征性表现，MRI上极低信

号影提示钙化可能；MRI对病变内间质水肿和周围炎性反应的检测更为敏感， T2WI、T2 压脂

上网状结构、分隔、边缘高信号及网状、边缘强化是钙化上皮瘤的另一特征性影像学表现；肿

瘤越大，出现网状结构、分隔的概率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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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796 

颞下颌关节色素沉着绒毛结节性滑膜炎的 CT 表现 

 
毛伟玉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 100730 

 

目的 探讨颞下颌关节色素沉着绒毛结节性滑膜炎的 CT特征性表现，提高对该疾病的认识及影

像诊断能力。方法 回顾性分析北京大学口腔医院 2013年 3月至 2017年 3月收治的 11例经手

术及病理诊断为颞下颌关节色素沉着绒毛结节性滑膜炎的 CT表现及临床资料。 结果 11例患

者均表现为高密度软组织肿块伴不同程度钙化，7例增强扫描影像均表现为明显强化，7例

（63.6%）出现髁突骨质吸收或破坏，7例（63.6%）伴有颅底骨质破坏。结论 颞下颌关节色

素沉着绒毛结节性滑膜炎的 CT特征表现为高密度软组织肿块伴钙化，明显强化，可伴有髁突

和颅底骨质侵蚀。 

  

 

 

EP-1797 

MR 动态增强定量分析联合扩散加权成像鉴别诊断眼眶良 

恶性淋巴增生性疾病的价值 

 
钱雯,胡昊,马高,苏国义,许晓泉,刘虎,施海彬,吴飞云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10029 

 

目的 探讨磁共振动态增强（DCE-MRI）定量分析联合扩散加权成像（DWI）鉴别良恶性眼眶淋

巴增生性疾病（OLPDs）的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病理或临床随访证实的 OLPDs患者 43例，包括良性 OLPDs20例和眼眶淋

巴瘤 23例。分析肿瘤的 DCE-MRI定量参数（容积转运常数 K
trans

、返流速率常数 Kep和血管外细

胞外间隙容积分数 Ve）和平均表观弥散系数（ADC）。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评价两组间定量参

数的差异。采用受试者工作曲线法（ROC）分析各参数和联合诊断模型的鉴别诊断效能。 

结果 恶性组平均 ADC值低于良性组（P<0.001），Kep值高于良性组（P=0.001），而两组间

K
trans

值和 Ve值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637和 0.023）。平均 ADC值诊断眼眶淋巴瘤的曲线

下面积为 0.896，以 0.809×10
-3 
mm

2
/s为阈值诊断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 95.7%和 80.0%。

Kep诊断眼眶淋巴瘤的曲线下面积为 0.848，以 0.863 min
-1
为阈值诊断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

为 91.3%和 75.0%。联合平均 ADC值和 Kep鉴别诊断良恶性 OLPDs的 ROC曲线下面积为 0.926，

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 91.3%和 90.0%。 

结论 平均 ADC值和 Kep是鉴别良恶性 OLPDs的重要定量参数。联合 DWI和 DCE-MRI可进一步提

高鉴别诊断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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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798 

PD 患者吞咽障碍的 VFSS 影像学分析 

 
杜丽洁,黄梦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030001 

 

目的：通过对帕金森病（PD）患者行 X线透视录像造影（VFSS）检查，探讨 PD吞咽障碍的异

常表现形式，探讨 PD患者年龄、性别、病程长短及 Hoehn-Yahr(H&Y)分级对吞咽障碍及误吸

的影响；比较 VFSS检查与洼田饮水试验两种检查方法对 PD患者吞咽障碍及误吸的检出率及分

析 PD患者误吸的危险因素。 

方法：通过对我院 66例 PD 患者分别行 X线透视录像造影检查和洼田饮水试验，分析吞咽相关

参数指标，进行数据正态性及方差齐性检验，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表示，计数资料采用

卡方检验和 LOGISTIC回归分析，所有数据均采用 SPSS 19.0进行分析，以α=0.05，P<0.05

判定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1.吞咽障碍组与非吞咽障碍组、误吸组与非误吸组患者在 H&Y分级存在显著性差异（p

＜0.01），在年龄、性别及病程长短之间并无显著性差异（p＞0.05）。2.PD患者咽期吞咽障

碍的形式有会厌谿滞留、梨状窝的滞留、喉上抬的功能（高度或速度）异常、环咽肌的开放不

足或不开放、咽通过时间延长及分次吞咽。3.VFSS检查与洼田饮水试验两种方法对 PD吞咽障

碍及误吸检出率不同（p＜0.05），VFSS检查对 PD吞咽障碍的检出率（43/66）高于洼田饮水

试验的检出率（8/66），VFSS 检查对 PD误吸的检出率（23/23）高于洼田饮水试验的检出率

（8/23）。4.梨状窝、喉上抬功能（高度或速度）的异常与误吸 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B＞

0，P＜0.05。 

结论：1、PD患者存在隐匿性误吸；2、PD患者咽期存在着不同形式的吞咽障碍，有会厌谿滞

留、梨状窝的滞留、喉上抬的功能（高度或速度）异常、环咽肌的开放不足或不开放、咽通过

时间延长及分次吞咽。梨状窝的滞留、喉上抬功能（高度或速度）异常是 PD患者发生误吸的

危险因素。 

  

 

 
EP-1799 

原发肿瘤三维径线值和体积测量与鼻咽癌临床分期 

的相关性研究 

 
马高,许晓泉,胡昊,洪汛宁,孙新臣,吴飞云,施海彬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江苏省人民医院） 210029 

 

 

目的 探讨鼻咽癌原发肿瘤三维径线值（three-dimension measurement of the tumor thickness，

TDMTT）和体积（primary tumor volume，PTV）测量与临床分期的相关性。 资料与方法 回

顾性分析经病理证实的 118 例鼻咽癌患者的临床及影像学资料。分别基于轴位、冠状位和矢状

位脂肪抑制 T2WI 图像测量鼻咽癌原发肿瘤的左右径(medial-lateral diameter，MLD)、上下径

(superior-inferior diameter，SID)和前后径(anterior-posterior diameter，APD)，并采用面积求和法

计算 PTV。结果 依照 2008 分期标准，进展性 T 分期（T3+T4）组的 PTV、APD、MLD 和

SID 均明显高于局限性 T 分期（T1+T2）组（P<0.05）。受试者工作特性（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分析结果提示以 PTV 作为参考标准，APD 和 SID 鉴别局限性和进展

性 T 分期的诊断效能与其相仿（P>0.05），而 MLD 明显低于 PTV（P<0.05）。PTV、AP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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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D 和 SID 在 N0 期和 N+（N1+N2+N3）期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鼻咽癌

TDMTT 和 PTV 与鼻咽癌 T 分期密切相关。以 PTV 为参考标准，APD 及 SID 在鉴别局限性和

进展性 T 分期中效能相仿。 

 

 
EP-1800 

Prognostic value of pretreatment CT findings and 

clinical features in patients with recurrent 

hypopharyngeal carcinoma 

 
Zheng Meizhu

1
,Xia Shuang

2
,Yu Changlu

1
 

1.The third central hospital of Tianjin 

2.Tianjin Frist central hospital 

 

Purpose:To obverse subjective pretreatment CT findings, clinical and pathological 

features of recurrence of hypopharyngeal carcinomas at least 2 years of follow-up 

Material and Methods: We reviewed the records of patients with newly diagnosed 

hypopharyngeal cancer, who been initially treated. Patients were included if they 

had histologically proven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without metastasis. The CT 

enhancement images, clinical features and pathological features were collected, 

which also were called risk factors. Using hierarchy process, every patients had a 

risk score considering all the risk factor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disease free 

time and risk score was analyzed. 

Results: of the 72 patients, 11 were excluded mainly because of different 

pathology, the presence of distance metastasis, incomplete radiological data or 

follow-up. Patients’ age, tumor size, involvement of thyroid cartilage, multiple 

positive lymph nodes, way of therapy and pathologic differentiation could affect 

the prognosis of patients in different extend. The results verified the score and 

disease free time had a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That means the score is 

higher, disease free time is shorter. 

Conclusion: Tumor recurrence is a complicated process. We could suggest to shorter 

the interval when patient’s risk score is high, in order to realize recurrence 

earlier. 

 

 
EP-1801 

通过头颈部 CTA 探讨 TIA 患者中茎突与颈内动脉的关系 

 
陈忠强 

1.湖北医药学院附属随州医院 

2.随州市中心医院 

 

目的：在短暂性脑缺血发作（transient is-chemia attach，TIA）患者中，通过头颈部 CTA

扫描及三维后处理技术，观察茎突与颈内动脉之间的关系，探讨茎突的长度及茎突与颈内动脉

之间的距离与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的相关性及临床意义。资料与方法：选取我院 50例具有短暂

性脑缺血发作史且无头颈部血管狭窄的患者及 50例无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史的进行头颈部 C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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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的对照研究，年龄范围 21～82岁，平均年龄（57.38±9.99）岁。将原始数据传入 GE AW 

4.5工作站进行容积再现（VR），多平面重组（MPR）等后处理，观察茎突与颈内动脉之间的

距离；测量茎突的长度及茎突尖端与颈内动脉之间的最短距离。结果：50例有短暂性脑缺血

发作史的受试者茎突的平均长度约为 44.8mm，茎突尖端与颈内动脉最短距离平均值约为

3.26mm；50例对照组茎突的平均长度约为 22.5mm，茎突尖端与颈内动脉最短距离平均值约为

10.38mm。茎突长度及茎突尖端与颈内动脉最短距离在受试者与对照组间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5）；茎突的长度与短暂性脑缺血发作之间存在很好的正相关性，茎突与颈内动脉之

间的距离与短暂性脑缺血发作之间存在很好的负相关性。结论：茎突过长及茎突与颈内动脉之

间的距离过短导致颈内动脉受到过长茎突的压迫刺激可能是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的原因之一，为

临床医师诊断疾病提供重要的帮助。 

  

 

 
EP-1802 

头颈部及胸部髓外浆细胞瘤影像学征象分析 

 
王婷婷 

安徽省肿瘤医院 230001 

 

目的 总结分析头颈部及胸部髓外浆细胞瘤影像学表现特点，提高对该病的影像学诊断及鉴别

诊断的能力。 

材料和方法 （1）收集分析我院自 2010.9至 2016.7经病理证实 6例髓外浆细胞瘤病例；

（其中男 3例，女 3例，年龄 29-76岁，平均年龄 52岁）。（2）6例病例影像表现特点，

由两位从事多年影像诊断的主任及副主任医师分析总结。（3）CT检查采用多层螺旋 CT 机

（GE Discovery CT750 HD），患者取仰卧位，扫描层厚 5.0mm，重建间隔 5mm；双筒高压注射

器经外周静脉团注碘伏醇，剂量 1.2ml/kg，流速为 3.5ml/s。MRI检查采用采用 GE 3.0T 磁共

振，标准头颈联合线圈，患者取仰卧位，扫描层厚 5.0mm，平扫采用 T1WI FSE（横断位、矢状

位）、T2WI FSE及其压脂序列、DWI序列、T2WI- IDEAL ASSECT,增强扫描采用 LAVA-FLEX 动

态扫描或非动态扫描序列、T1-IDEAL +C。使用高压注射器经外周静脉团注 Gd-DTPA，剂量

0.2mmol/kg，流速为 2.5ml/s，团注后立即用生理盐水冲洗，保持等速等量原则。 

结果 （1）发生部位：口咽部 1例、鼻腔 2例、肺内 2 例、前纵隔 1例。（2）口咽部及胸内

病变 CT行平扫加增强扫描，病灶 CT呈等密度，增强扫描见中等—明显强化，且 3例病灶边缘

可见多根细小血管影，双侧颈部见多发肿大淋巴结，部分伴有坏死。（3）2例鼻腔病例采用

3.0T MRI检查，行鼻咽部及头颅 MRI平扫加增强扫描，T1WI呈等或稍低信号，T2WI呈等或稍

高信号，坏死少见，增强扫描呈中等—明显强化；2例病灶内可见细小血管影，临近骨质可见

破坏，无明显骨质硬化改变。（4）鉴别诊断：发生在头颈部病变主要与鼻咽癌、口咽癌及淋

巴瘤进行鉴别；发生于肺部主要与肺癌、淋巴瘤及神经内分泌肿瘤鉴别。 

结论  髓外浆细胞瘤具有一定的影像学特点，但缺乏特异性，确诊需病理活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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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803 

早盲青少年伴有光感眼及无光感眼的脑局部一致性研究 

 
周智凤,刘霞,侯芬,周静仪,罗锦沛,李恒国 

暨南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510630 

 

目的 通过比较伴有低光感眼（LLP）及无光感眼（NLP）的早盲青少年（EBA）与正常视力青少

年之间脑局部一致性（ReHo）的差异，观察有无光感 EBA患者静息状态下局部脑活动变化。 

方法  利用 3.0T磁共振扫描仪对 7例左眼无光感、右眼低光感（LLP-EBA组）及 17例双眼

均无光感的 EBA患者（NLP-EBA组）及 12例视力正常的健康志愿者（正常对照组）行静息态

fMRI检查。采用 SPM12和 REST软件进行数据处理，获得三组两两之间 ReHo值存在显著差异

性的脑区。  

结果 与正常对照组相比，NLP-EBA组双侧额叶 ReHo值显著减低（p < 0.05，FWE校正），

LLP-EBA组所得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与 NLP-EBA组相比，LLP-EBA组左侧颞中回、楔叶及

右侧中央后回 ReHo值显著升高（p < 0.05，FWE校正），右侧颞中回及舌回 ReHo值显著降低

（p < 0.05，FWE校正）。  

结论 静息状态下，伴有低光感眼及无光感眼早盲青少年的脑局部神经活动差异主要表现在初

级脑功能区，而高级脑功能区局部活动性相对增强可能反映了补偿性效应。 

  

 

 
EP-1804 

3.0T 磁共振 3D CUBE 脂肪抑制序列在颅内段面神经成像中的

初步研究 

 
赵慧

1
,孙立新

1
,胡娜

1
,林祥涛

2
,巩若箴

2
 

1.山东省眼耳鼻喉医院 

2.山东省医学影像学研究所 

 

目的：探讨 3.0T磁共振 3D-CUBE脂肪抑制序列在颅内段面神经成像中的价值 

方法：48例临床面神经功能正常、12例患有周围性面瘫的患者进行颅脑常规 MRI平扫排除脑

内病变，将未发现异常的志愿者纳入研究，所有受试者采用 16通道头颈线圈行双侧面神经平

扫及强化后 3D T1-CUBE-FS 序列扫描，对所获得的图像行 MPR、MIP重组，观察面神经的显示

及强化特点，采用双盲法由两名放射科医生分别根据神经显示情况及强化特点对图像进行评

分，根据神经的显示情况及信号特点按照四级评分标准进行评分。神经显示情况评分标准：3

分：面神经显示清晰，边缘锐利； 2分：面神经显示较清晰，边缘较模糊；1分：面神经显示

较清晰，但边缘模糊或扭曲变形；0分：面神经显示不良，变形明显，难以辨认；神经强化情

况评分标准：3分：面神经强化明显，接近颈静脉强化程度；2分：面神经中等强化，强化轻

度低于颈静脉；1分：面神经轻度强化；0分：面神经无强化。对于两名阅片者评分结果进行

一致性 Kappa检验。 

结果：（1）3D T1-CUBE-FS 图像可以清晰显示 48例 96侧志愿者强化前、后面神经的全程及

面神经周围结构；强化后双侧面神经各节段强化程度不一致且双侧面神经强化程度不对称，通

常以膝状神经节及垂直段强化明显，迷路段及水平段强化稍弱，内听道段未见强化；（2）3D 

T1-CUBE-FS图像可以显示 12例面神经麻痹病人患侧及健侧面神经情况，经证实为 5例为面神

经鞘瘤，3 例为 Hunt 综合征，4 例为贝尔面瘫，患侧面神经有不同程度的增粗并明显异常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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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侧面神经未见异常强化；（3）两名阅片者之间的一致性良好，一致性水平分别为 0.89 和

0.82。 

结论：3D T1-CUBE-FS具有较高的分辨率和信噪比，通过不同角度重组可以清晰显示面神经及

强化情况，对面神经及相关病变的显示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EP-1805 

副鼻窦软骨样脊索瘤 

 
刘娇 

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650021 

 

目的 探讨副鼻窦软骨样脊索瘤的临床病理学特征，复习相关文献。方法与结果  男性患者，

23岁。临床表现为右侧鼻阻 3个月，右侧眼球外突 2个月。CT平扫显示右侧上颌窦边缘不规

则、密度不均匀占位性病变；MRI平扫及增强显示右侧上颌窦不规则形混杂信号肿块，增强呈

明显不均匀强化，上颌窦壁骨质呈膨胀性骨质破坏。在局部浸润麻醉下进行鼻内镜下右侧鼻

腔、鼻窦肿物活检手术，镜下右侧上颌窦新生物呈灰白色结节状、质脆，表面粘膜充血，血管

扩张明显，轻触易出血。组织形态学表现为软骨源性肿瘤，细胞丰富。肿瘤细胞表达 EMA

（+）、CK8/18（+）、CD10（+）、CK19（+）、Ki-67（+）、S100（-）、CEA（-），最后病

理诊断为右侧鼻腔软骨样脊索瘤。术后随访，一般状况良好，肿瘤无复发。结论 软骨样脊索

瘤多生长于中轴骨骼，具有特殊的组织学构象和免疫表型，患者预后较典型脊索瘤好，诊断时

应注意与典型脊索瘤和软骨肉瘤相鉴别。 

  

 

 

EP-1806 

喉淋巴瘤的 CT、MR 表现（附九例报告及文献复习） 

 
瞿姣,杨泠,杨亚英,李王慧,袁欣,熊倩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学影像科 650032 

 

【摘要】目的 分析喉淋巴瘤的 CT及 MRI特点，以提高对本病影像学表现的认识。方法：回

顾性分析 9例经病理证实喉淋巴瘤的临床表现及 CT、MRI形态学表现，同时复习相关国内外文

献，总结喉淋巴瘤的影像学特征。结果：9例病理诊断均为喉非霍奇金淋巴瘤，临床表现无特

殊性。部位：8例病灶中心位于声门上区，1例位于声门及声门下区，均向上或向下蔓延。形

态：5例形成肿块突向喉腔，4例软组织弥漫增厚。密度/信号、强化特征：8例密度/信号均

匀，增强扫描均为轻中度均匀强化，9例均未见钙化、囊变坏死及软骨破坏。3例伴颈部淋巴

结肿大，肿大淋巴结增强呈轻中度强化。结论：喉淋巴瘤的 CT及 MRI表现具有一定特征性：

发病部位多位于声门上区，易累及邻近结构；病灶多位于粘膜下，密度/信号多均匀，增强轻

中度均匀强化，囊变坏死、钙化及软骨破坏极少见，可伴颈部淋巴结肿大，肿大淋巴结强化方

式与病变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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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807 

CT 类灌注半定量参数纹理分析在甲状腺良恶性结节的应用 

 
张穗诚 

广东医学院附属医院 524001 

 

 

目的 探讨基于 CT类灌注半定量图像及增强 CT影像图中的纹理分析在鉴别甲状腺良恶性结节

中的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2010年 6月至 2017 年 3月期间手术切除且病理证实

为良性和恶性患者 121例，良性组 71例，恶性组 50例。将扫描后的 CT增强图像（DICOM 格

式）导入 CT Kinetics ，GE Healthcare软件中，由软件自动生成类灌注半定量图像，并对类

灌注半定量图像及增强 CT影像图进行纹理分析。对结果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以 P<0.01 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甲状腺良恶性结节类灌注半定量图像及增强 CT影像图的 t检验得出了较多的有意义的直

方图参数及纹理参数。类灌注 area under the curve（AUC）图像有 3个，包括 1个直方图特

征，1个 GLCM特征，1个 GLRL特征；类灌注 time to peak（TTP）图像有 5个，包括 2个直

方图特征，1个 GLCM特征，2个 GLRL特征；类灌注 maximum concentration（Max Conc）图

像有 6个，包括 4个直方图特征，1个 GLCM特征，1个 GLRL特征；类灌注 maximum slope

（Max Slope）图像有 5个，包括 3个直方图特征，1个 GLCM特征，1个 GLRL特征；增强 CT

图像有 21个，包括 9个直方图特征，6个 GLCM特征，6 个 GLRL特征。 

结论 CT类灌注半定量图像及增强 CT影像图像的纹理分析对鉴别甲状腺良恶性结节具有一定

价值。 

 

 
EP-1808 

鼻咽癌 ADC 整体直方图参数特征及与肿瘤分期的相关性 

 
王国杰

1
,王颖

1
,叶颖

1
,陆苑婷

2
,陈飞

1
,李绍林

1
 

1.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 

2.南方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目的：探讨鼻咽癌 3.0T MRI 高分辨率扩散加权成像表观扩散系数（ADC）整体直方图参数特征

及与肿瘤分期的相关性。 

方法：回顾性分析 2013年 10月至 2016年 2月 154例新发鼻咽癌患者的 MRI资料，其中男性

102例，女性 52例，年龄 15-80岁，平均年龄 48.4±11.4 岁；所有患者治疗前行高分辨率扩

散加权成像 RESOLVE序列检查。利用 Image J 软件在 ADC图上逐层定义肿瘤区域并生成直方

图，最后由 SPSS 22.0软件生成整体直方图；间隔 1个月，由同一研究者重复上述操作。利用

SPSS软件计算两次测量的组内相关系数（ICC）；生成鼻咽癌的 ADC直方图参数（体素数，

ADCmean、ADC25%、ADC50%、ADC75%，偏度，峰度），比较不同肿瘤分期直方图参数的差异，分析各

分期与直方图参数的相关性。 

结果：鼻咽癌 ADC整体直方图观察者内测量的一致性好（偏度除外）。不同 T分期鼻咽癌体素

数存在统计学差异（K=22.306,P＜0.05），与 T分期正相关（r=0.368），各 ADC值、偏度、

峰度均无统计学差异；直方图所有参数在临床总分期、N分期、M分期均无统计学差异。按鼻

咽癌体积差异，分为小病灶组（＜2.0cm
3
）、大病灶组（≥2.0cm

3
）；小病灶组 ADCmean、

ADC25%、ADC50%在不同 T分期均存在统计学差异，且与 T分期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约 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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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9、0.235，而 ADC75%、偏度及峰度值均无统计学差异；大病灶组 ADC值、偏度及峰度值在

T分期均无统计学差异；大、小病灶组间偏度、峰度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鼻咽癌体积越大，T 分期越高；小体积鼻咽癌组织相对均匀，ADCmean、ADC25%、ADC50%与 T

分期正相关，大体积鼻咽癌组织构成不均，各 ADC值在不同 T分期均无统计学差异。ADC 整体

直方图各参数与临床总分期、N分期及 M分期均无相关性。 

  

 

 

EP-1809 

酰胺质子转移成像在头颈部正常组织中应用的初步研究 

 
俞璐,陈敏,李春媚,罗晓捷,陈涓 

北京医院 100730 

 

目的：探讨酰胺质子转移成像在头颈部正常组织中应用的可行性，并评价不同组织在 3.5 ppm

处磁化转移比率的不对称性[MTRasym(3．5 ppm)]。 

方法：30名健康志愿者纳入本研究，采用 Philips公司 3.0 T Achieva磁共振成像系统，先

进行常规扫描，再根据 T1WI 图像选择腮腺、甲状腺、颈后肌群三个层面进行 APT序列扫描。

对所获取的 APT原始图像进行质量评价，去除图像伪影明显者后再采用 IDL软件进行处理。由

两名经验丰富的放射科医生独立在分别 APT图上勾画感兴趣区，其 APT信号通过测量酰胺质子

3.5 ppm处不对称磁化转移率(MTRasym)来获得，分别测量颈髓、颈后肌群、椎体、腮腺、甲

状腺的 MTRasym(3．5 ppm)。两样本配对 t检验比较双侧腮腺、双侧颈后肌群 MTRasym(3．5 

ppm)的差异；利用组内相关系数（ICC）评价两名医生之间测量值的一致性。 

结果：两名医生测量颈后肌群的 MTRasym(3．5 ppm)分别是 2.20%±0.56%、2.05%±0.60%，

ICC为 0.91；颈髓的 MTRasym(3．5 ppm)分别是 2.05%±1.13%、2.18%±0.98%，ICC为 0.87；

椎体 MTRasym(3．5 ppm)分别是 8.70%±0.86%、7.76%±1.57%，ICC为 0.76；腮腺

MTRasym(3．5 ppm)分别是 1.89%±4.21%、2.35%±3.56%，ICC为 0.61；甲状腺 MTRasym(3．5 

ppm)分别是 1.45%±0.81%、1.38%±0.42%，ICC为 0.85。双侧颈后肌群及双侧腮腺的

MTRasym(3．5 ppm)间没有差异（P﹤0.05）。 

结论：APT成像在头颈部正常组织中应用具有可行性，可间接反映头颈部组织中游离蛋白质和

多肽浓度，为研究头颈部病变提供了新方法。 

 

 

EP-1810 

双源 CT 碘含量及能谱曲线在鉴别甲状旁腺增生、甲状腺 

和淋巴结中的价值 

 
秦培鑫,王国杰,王颖,陈秋樾,李绍林 

广东珠海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 519000 

 

目的  利用双源 CT碘含量及能谱曲线斜率鉴别甲状旁腺增生、甲状腺和淋巴结。方法  回

顾分析手术病理证实的 10例甲状旁腺增生患者共计 38枚甲状旁腺增生的双源 CT图像，分别

测量动脉期甲状旁腺增生、同层面甲状腺及相邻层面淋巴结的融合图像 CT值、碘含量及能谱

曲线斜率，并比较其差异。结果 甲状旁腺增生、甲状腺、淋巴结的 CT值、碘含量、能谱曲线

斜率分别为(88.66±12.78)HU、(165.07±24.62)HU、(69.03±13.80)HU，（1.51±0.27）

g/L、（3.24±0.75）g/L、（0.71±0.34）g/L，2.14±0.57、4.31±0.90、0.95±0.36；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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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腺与甲状旁腺增生、甲状腺与淋巴结的 CT值、碘含量及能谱曲线斜率均存在统计学差异；

甲状旁腺与淋巴结的 CT值没有统计学差异，但碘含量、能谱曲线斜率存在统计学差异；ROC

曲线表明，1.15 g/L是区分甲状旁腺及淋巴结碘含量的界值，敏感性为 100%，特异性为

81.6%，1.38为区分甲状旁腺及淋巴结能谱曲线斜率的界限值，敏感性为 100%，特异性为

89.5%。结论 双源 CT碘含量及能谱曲线斜率能够有效鉴别甲状旁腺增生、甲状腺和淋巴

结。     

  

 

 
EP-1811 

能谱曲线对甲状腺癌与颈部转移淋巴结相关性的价值初探 

 
赵雯,韩丹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影像中心 650000 

 

目的 探讨能谱曲线斜率对甲状腺结节定性诊断及发现甲癌转移淋巴结的价值，初步研究甲癌

与转移淋巴结的相关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200例甲状腺结节患者，均经颈

部双能量 CT行双期增强扫描，根据病理结果将结节分为两组（恶性 120例、良性 80例），采

用单因素方差分析、t检验比较正常甲状腺与良、恶性结节的能谱曲线斜率。其中甲癌并颈部

淋巴结转移且可与手术精准定位的淋巴结 55枚，无淋巴结转移且可见淋巴结门 45枚，采用 t

检验比较转移与正常淋巴结的能谱曲线斜率。55例甲癌并淋巴结转移的患者中，采用相关性

分析分别得到动、静脉期甲状腺癌结节与转移淋巴结的相关性。 结果 （1）静脉期正常、恶

性、良性组的能谱曲线斜率 x ± s 分别为 4.71±0.95、3.56±1.05、4.13±1.06，差异均匀

统计学意义（P均<0.05），动脉期差异无统计学意义。（2）动脉期转移与正常淋巴结的能谱

曲线斜率为 5.52±2.48、2.12±0.7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8.348，P<0.01）；静脉期分别

为 3.70±0.96、2.33±0.7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7.351，P<0.01）。（3）动脉期甲状腺

癌与转移淋巴结能谱曲线斜率的相关性为 0.44，相关性差；静脉期为 0.90，相关性好。 结

论 双能量 CT能谱曲线斜率对鉴别甲状腺良恶性结节有价值，对发现甲癌转移淋巴结有有一定

的帮助。 

  

 

 
EP-1812 

Early Evaluation of the Rosuvastatin Therapy Effect 

for Chinese Carotid Atherosclerotic Plaque by Dynamic 

contrast-enhanced MRI 

 
Liu Danqing

1
,Cai Jianming

2
,Ye Ping

2
,Du Ruixue

2
,Wang Qingjun

3
 

1.West Branch of Beijing Chaoyang Hospital 

2. Chinese PLA General Hospital 

3.General Navy Hospital 

 

Purpose：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rosuvastatin therapy for Chinese carotid 

atherosclerotic  

plaque by dynamic contrast-enhanced MRI (DCE-M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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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Patients with ＞15% carotid artery stenosis confirmed by MRI and low 

density lipoprotein-cholesterol(LDL-C) ranging from 2.0 mmol/L to 6.5 mmol/L were 

enrolled in the serial study. All the patients received intensive rosuvastatin 

lipid-lowering therapy (5-20mg/d) for 2 years to obtain targeted LDL-C level
1
, and 

had carotid artery DCE-MRI at the baseline , 3 months, 12 months and 24 months 

after treatment. Plaque with the largest lipid-rich necrotic core (LRNC) in 

bilateral carotid arteries was chosen, and all the DCE-MRI images at the four time 

points were matched. We measured artery adventitial perfusion parameters including 

K
trans

 and V
p
 by using a custom software (CASCADE)

2
, and then analyzed the change of 

adventitial K
trans

 and V
p
 in the vessel wall during the rosuvastatin therapy. 

Results: MR images of 32 patients were analyzed for the final results. The carotid 

artery adventitial V
p
 value at the four time points were 0.12±0.06, 0.09±0.05, 

0.07±0.04 and 0.06±0.05, respectively. The reduction percents were 25.0%, 22.2%, 

14.3% and the differen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After 3 months of 

rosuvastatin therapy, adventitial K
trans

 dramticaly increased from 0.061 to 0.074 

(p>0.05), and decreased by 4.1% at time point 3 (K
trans

=0.071), by 28.1% at time 

point 4 (K
trans

=0.051). 

Conclusion: The perfusion of adventitial vasa vasorum in the vessel wall decreased 

during the rosuvastatin therapy. DCE-MRI can evaluate the efficacy of lipid-

lowering therapy in Chinese atherosclerotic plaque in the early stage. 

 

 
EP-1813 

眼眶占位性病变 CT 及 MRI 的影像诊断及鉴别诊断 

 
闫瑶瑶 

甘肃省第二人民医院（原：兰州铁路中心医院） 730000 

 

目的：探讨研究眼眶常见占位性病变的 CT及 MRI影像表现特点以及病变良恶性的诊断及鉴别

诊断，为临床诊断、治疗及预后评估提供重要的参考价值。 

方法：回顾性分析 56例眼眶占位性病变的 CT及 MRI影像表现。资料与方法：1、临床资料：

本文收集 2016年 3月-2017 年 3月间 56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其中男 25例，女

31例，年龄 2岁-81岁，患者以突眼、视力下降、白瞳症、疼痛及结膜充血就诊，全部病例均

经 CT检查，其中 25例患者同时做 MR平扫及增强检查，并经手术病例或临床证实确诊。2、检

查方法：CT薄层扫描及后处理二维及三位重建，MR扫描使序列：T1WI、T2WI及 T2WI抑脂序

列轴位及 T2WI抑脂序列斜矢状位及冠状位，增强扫描序列为 T1WI抑脂序列轴位、冠状位及斜

矢状位。 

结果： 56例眼眶占位性病变中，原发性眼眶肿瘤 53例，继发性眼眶肿瘤 2例，转移性眼眶

肿瘤 1例。按组织来源分类常见的是脉管源性病变 20例，接下来分别为囊肿性病变 12例，泪

腺源性 9例，炎症性病变 8例，淋巴造血系统病变 5例，间叶组织性病变 2例。按年龄分组：

儿童组(18岁以下)患者中常见的病变为皮样囊肿 7例，中青年组(19-59岁)患者中常见良性肿

瘤为海绵状血管瘤 12例；老年组(60岁以上)患者中常见良性肿瘤为海绵状血管瘤 8例，按起

源部位分类，肌锥外区占位性病变 25例，肌锥内区病变 18例，混合型病变 13例，影像学表

现：良性肿瘤大多形态规则，与周围组织边界清，无明显骨质破坏，恶性肿瘤大多边界不清，

形状不规则，边缘不光整，与周围组织分界不清；增强扫描良恶性病变均可无强化、轻度强

化、中度及明显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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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眼眶占位性病变种类较多，主要分为肿瘤性病变及非肿瘤性病变，良性病变与恶性病

变以及各自特征性影像表现，可以很好的指导临床诊断、治疗及预后评估。 

 

 

EP-1814 

The MR imaging features of nodular fasciitis in the 

head and neck 

 
Wang Shaoying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Ninth People’s Hospital，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200011 

 

 

Introduction and objective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describe the MR 

imaging findings of nodular fasciitis occurring in the head and neck region. 

Material and Methods: We retrospectively reviewed MR images of nodular fasciitis 

with pathologic correlation in 8 cases collected between August 2003 and October 

2015 from our pathologic database. All of the MR images were retrospectively 

evaluated with respect to the location, size, relationship to fascia, signal 

characteristics , enhancement, and enhancement pattern by 2 experienced 

radiologists. 

Results and discussion: All patients presented with a palpable mass in the head 

and neck that was noticed 1–3 months earlier. There were 2 male and 6 female 

patients. Mean age was 40 years (range, 21–59 years). Lesions ranged in size from 

1.2 to 2.7 cm. All lesions were located in the head and neck region. Six lesions 

were subcutaneous in location, and 2 were intra-muscular. Lesions were 

consistently ovoid in shape with broad fascial contact. They exhibited internal 

homogenous low T1 and heterogeneous intermediate T2 signal with surrounding edema 

and slightly inhomogeneous enhancement. One lesions exhibited central non-

enhancing areas. 

Conclusions: MR imaging features of nodular fasciitis are generally non-specific 

and can be mistaken for a soft tissue sarcoma. This series, the largest MRI series 

of head and neck cases in the literature, confirms the predilection of nodular 

fasciitis for the head and neck. When a rapidly growing oval mass in contiguity 

with a fascial plane is recognized, the diagnosis of nodular fasciitis should be 

enterta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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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815 

The CT imaging findings of nodular fasciitis in the 

head and neck 

 
shi huimin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Ninth People’s Hospital，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200011 

 

 

  

Introduction and objective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describe the CT 

imaging findings of nodular fasciitis occurring in the head and neck region. 

Material and Methods: We retrospectively reviewed CT images of nodular fasciitis 

with pathologic correlation in 23 cases (11 men and 12 women; age range, 11–82 

years ) collected between August 2003 and October 2015 from our pathologic 

database. All of the CT images were retrospectively evaluated with respect to the 

location, size, relationship to fascia, enhancement, and enhancement pattern by 2 

experienced radiologists. 

Results and discussion: All patients presented with a palpable mass in the 

head and neck that was noticed 1–3 months earlier: 22 in the face and the 

remaining one in the occipital scalp. All lesions appeared as a discrete mass on 

imaging, ranging from 0.6 cm to 3.2 cm in diameter (mean, 1.55 cm). 15 masses were 

located in the subcutaneous tissue adjacent to fascia; 8 were at the 

subcutaneous/muscular border; however, all were in contact with fascia and 22 

lesions showed a fascial tail on CT. 23 lesions, all of which appeared benign. 19 

lesions were solid, and 4 lesions were partly or completely cystic in appearance. 

13 lesions were well defined, whereas 10 lesions were ill defined.14 of 15 lesions 

showed moderate to marked diffuse enhancement, whereas the remaining lesion 

demonstrated. Four cystic lesions showed peripheral, nodular, or rimlike 

enhancement. 

Conclusion: Although rare, nodular fasciitis occurs as a discrete solid or cystic 

mass in the head and neck, depending on the predominant stromal components. When 

one sees a head and neck mass with a superficial location with fascial tail and 

moderate to marked enhancement on CT , nodular fasciitis should be included in the 

differential diagnosis, especially in patients with a recently developed, rapidly 

growing mass and a history of recent trauma. 

 

 
EP-1816 

垂体腺瘤质地与 MRI 图像的纹理分析比较 

 
杨晓莹,朱远,徐凯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221002 

 

目的： 探讨 MRI 纹理分析在垂体腺瘤质地评估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手术及

病理证实为垂体腺瘤的患者 106 例， 所有患者术前均行 MRI 平扫检查。 以手术中外科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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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瘤体质地的评估为标准分为质地软组与质地韧组， 应用纹理分析软件在 T1WI、 T2WI 上逐

层勾画肿瘤边界，统计得到整个瘤体的纹理分析相关参数：均数、熵值、偏度、峰度及体积。 

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对两组间纹理分析参数进行比较，对熵值与偏数两组参数进行 ROC 分

析，分别计算曲线下面积、最佳截断点、敏感度及特异度。 结果： 质地软组 89 例，质地韧

组 17 例。 在 T2WI 上， 两组间熵值分别为 5.33±0.21、 5.17±0.22,偏度分别为-

0.32±0.68、 0.27±0.6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熵值及偏度的最佳截断点分别为 

5.205、 0.5085； 而均数、峰度及体积在两组间无明显统计学意义（P>0.05）。 两组间比较 

T1WI 纹理分析各参数均没有明显统计学差异。 结论： 术前 MRI 平扫 T2WI纹理分析在垂体

腺瘤患者瘤体质地的评估中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EP-1817 

颈动脉内膜剥脱术患者脑灌注变化情况研究 

 
朱远,杨晓莹,胡春峰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221002 

 

目的 探讨行颈动脉内膜剥脱术（CEA）患者手术前后脑灌注的变化情况，并寻找评估脑灌注变

化的敏感参数。方法 搜集 2015年 9月-2017年 3月于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收治的行 CEA患

者 27例，手术前 1周及术后 1月内均行脑 CT灌注成像（CTP）和头颈部 CT血管成像(CTA)检

查。分析患者手术前后不同脑供血区诸灌注参数变化情况，绝对灌注参数包括：脑血容量

（CBV）、脑血流量（CBF）、平均通过时间（MTT）、达峰时间（TTP），相对灌注参数（术侧

绝对参数/对侧绝对参数）包括：rCBV、rCBF、rMTT、rTTP 及标化灌注参数（术侧绝对参数/

脑干绝对参数）包括：sCBV、sCBF、sMTT、sTTP。结果 （1）术侧大脑半球绝对灌注参数中：

额叶、前分水岭区、大脑中动脉供血区及基底节区的 TTP术后较术前缩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2）术侧大脑半球相对灌注参数中：大脑中动脉供血区及基底节区 rMTT、rTTP

术后较术前缩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3）术侧大脑半球标化灌注参数中：大脑

中动脉供血区的 sCBV术后较术前降低，额叶及大脑中动脉供血区的 sCBF术后较术前增加，基

底节区及大脑中动脉供血区的 sMTT术后较术前缩短，额叶、前分水岭区、大脑中动脉供血区

及基底节区 sTTP术后较术前缩短，以上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脑 CT灌注成

像对行 CEA的患者脑灌注评价有意义，术后脑灌注较术前有所改善，标化灌注参数比相对灌注

参数及绝对灌注参数对判断术后变化情况更有价值。 

 

 
EP-1818 

 MRI 在舌癌术前分期中的诊断价值 

 
许奇俊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5 

 

目的：探讨 MRI在舌癌术前分期中的诊断价值。 

材料及方法：回顾性分析 2013年 1月-2015年 12月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124例舌癌患者的 MR

影像资料，所有病例均行 MR平扫+增强。观察病灶的部位，形态，信号，边界，最大径，强化

方式，淋巴结转移情况，周围结构侵犯范围及远处转移情况。参照国际舌癌分期标准，应用

Kappa检验评价 MRI与病理对 T分期、N分期及 AJCC分期诊断的一致性，应用 Spearman 秩相

关分析评价 T分期与 N分期的相关性，均以 p<0.05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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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1.舌体部 105例，舌根部 10例，舌体-舌根部 6例，舌体舌癌累及口底 3例。规则形

25例，不规则形 99例。T1WI 上低信号 106例，稍低信号 13例，等信号 5例；T2WI上高信号

99例，稍高信号 22例，等信号 3例。边界清楚 43例，边界不清 81例。最大径范围为 0.7-

6.9cm，平均 2.7cm。均匀强化 63例，不均匀强化 61例。轻度强化 2例，中度强化 120例，

重度强化 2例。淋巴结转移 27例。累及舌骨舌肌 26例，茎突舌肌 5例，腭舌肌 11例，颏舌

肌 25例，下颌舌骨肌 3例，舌骨舌肌无法评价 1例，颏舌肌可疑受累 2例。累及下颌骨 6

例。肺转移 1例。2.评价 MRI与病理诊断 T分期、N分期及 AJCC分期的一致性中，得到的

Kappa值分别为 0.783、0.564 及 0.732，p值均小于 0.01,有统计学意义。3.应用 Spearman 秩

相关分析评价 T分期与 N分期相关性，相关系数 r= 0.25,p<0.01,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1.MRI与病理在舌癌术前分期中具有较好一致性，MRI可以用于舌癌术前分期诊断。

2.MRI在舌癌术前分期诊断中，T分期越高，N分期越高。 

  

 

 

EP-1819 

搏动性耳鸣乙状窦沟骨壁重建术后的颞骨增强高分辨 CT 分析 

 
丁贺宇,赵鹏飞,王振常 

北京友谊医院 100050 

 

目的：分析搏动性耳鸣乙状窦沟骨壁重建术后的颞骨增强高分辨 CT影像表现，为术野及进一

步的临床疗效评估提供客观依据。 

方法：对 33例搏动性耳鸣乙状窦沟骨壁重建术后随访的颞骨增强高分辨 CT检查进行回顾性分

析，按随访时间分为两组，短中期随访组≤18 个月共 12例，长期随访组＞18个月共 21 例。

评价术后静脉窦腔及窦沟变化，分析总结不同随访时间段修补物密度及形态的影像特征，观察

手术入路及术区邻近结构的影像表现。 

结果：①修补物：短中期随访组术后修补物平均 CT值（781.7±127.8）HU，长期随访组修补

物平均 CT值（1449.7±321.8）HU，两组修补物 CT值差异有明显统计学意义（P=0.000）；短

中期随访组中 5例修补物无典型骨皮质结构表现，5例表现出不完整骨皮质结构，2例呈完整

骨皮质表现；长期随访组中 2例修补物无典型骨皮质结构表现，19例呈完整骨皮质表现，长

期随访组完整骨皮质的出现比例明显高于短中期随访组，而无骨皮质及不完整骨皮质的出现比

例明显低于短中期随访组（P=0.001）；②静脉窦：13例（39.4%）骨壁缺损合并憩室形成，

其中 4例憩室基本还纳，5 例憩室还纳不全但憩室内骨壁缺损修补完全，4例憩室还纳不全且

憩室内残留骨壁缺损；20例（60.6%）单纯骨壁缺损，其中 7例残留不同程度骨壁缺损未修补

完全；③手术入路：患侧乳突气房外侧壁骨质缺损 16例（48.5%），缺损最长径 2.8-

22.6mm，乙状窦沟外侧壁骨壁缺损 5例（15.2%），缺损最长径 2.8-8.1mm；④邻近结构：12

例（36.4%）术后修补物与邻近正常乳突骨质结构完全融合，16例（48.5%）部分融合，5例

（15.2%）完全不融合。 

结论：颞骨增强高分辨 CT可以动态观察乙状窦沟骨壁重建术后的变化，修补物形态和密度、

静脉窦腔、手术入路及邻近结构在 CT上表现出一定的规律。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1587 

 

EP-1820 

颞骨 HRCT 曲面重组技术对外伤性面瘫的诊断价值 

 
马鸣岳,董季平,杨军乐,邬小平,刘红生,杨想春,刘润,孙东海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西安市中心医院 710003 

 

目的  

探讨颞骨高分辨率 CT(HRCT) 曲面重组技术对外伤性面瘫的诊断价值。 

方法  

对 32例外伤性面瘫患者行颞骨 HRCT横断面扫描并进行双侧面神经管曲面重组(CPR)，对照其

手术所见回顾性分析颞骨骨折对面神经管损伤的影像学诊断价值。 

结果  

32例外伤性面瘫患者中，颞骨纵行骨折 21例，颞骨横行骨折 7例，颞骨混合型骨折 4 例，

HRCT能显示全部 32例患者患侧面神经管骨折状况。32例均为单侧面神经管骨折，骨折同时累

及面神经管迷路段膝状神经节及鼓室段 12例； 骨折累及迷路段 14例，其中仅累及膝状神经

节 8例；骨折仅累及面神经管鼓室段 6例。与手术结果对照，HRCT曲面重组所显示 32例患者

面神经管骨折状况与手术所见完全一致。 

结论  

颞骨 HRCT曲面重建技术能清晰显示面神经管的全貌，为外伤性面瘫的临床病因诊断及手术治

疗提供准确参考，诊断效果与术中所见具有高度一致性。 

 

 

EP-1821 

基底细胞腺瘤的 CT 特征 

 
王灿 

上海市第九人民医院 201900 

 

目的 探讨基底细胞腺瘤(BCA)的 CT特征。方法 回顾分析 23例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BCA 患者

的临床资料及 CT增强图像。结果 23例均为单发，22例位于腮腺，1例位于右颌下腺。位于

腮腺浅叶者 19例，同时累及浅、深叶者 2例，位于深叶者 1例。类圆形及圆形 17例，形态

不规则者 6例，边缘均清晰。肿瘤直径为 1.1～4.3cm，其中 3例直径＞3.0cm。5例密度均

匀，18例伴有囊变，2例伴有钙化。平扫肿瘤实性部分与肌肉软组织密度基本相同，16 例增

强扫描呈显著强化，增强幅度>40HU，静脉期的增强幅度较动脉期略有下降，7例肿块的实性

部分表现为轻中度渐进性强化（增强幅度＜40HU）。结论 腮腺浅叶的孤立性结节、体积小、

易囊变、动脉期肿瘤实性部分显著强化，静脉期增强幅度略有下降是 BCA典型的 CT征象，结

合临床特点对于肿瘤的定性诊有很大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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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822 

突发性耳聋的 MR 信号分析 

 
田静 

山东省眼耳鼻喉医院 250022 

 

摘要 目的 分析突发性耳聋患者 MR 信号，为临床诊断及治疗提供影像学依据。方

法 本院 2017 年 1 月至 5 月间共 120 例突发性耳聋患者，利用 GE3.0T 磁共振，

CUBE T1，CTBET2，3D-FLAIR 序列扫描内耳，分析三个序列内耳 MR 信号变化，

并与临床相联系。结果 120 例突发性耳聋患者内耳 MR 扫描，其中 28 例内耳 3D-

FLAIR 序列呈不同范围略高或高信号，3D-FLAIR 序列显示略高或高信号患耳侧别

与临床突聋侧别一致，健侧内耳 3D-FLAIR 序列呈低信号；CUBE T1 显示患侧内耳

呈高信号，正常内耳在 CUBE T1 序列呈等信号，所以 3D-FLAIR 序列显示内耳高信

号范围较 CUBE T1 更精确，有 2 例 3D-FLAIR 序列内耳高信号，在 CUBE T2 序列可

见低信号，较 3D-FLAIR 序列高信号范围小；除 2 例 CUBE T2 序列可见低信号，余

118 例患者内耳 CUBE T2 均呈高信号。结论 通过分析 120 例突发性耳聋患者 MR

信号，可以为临床判断突聋的病因提供可靠的影像学依据，从而指导临床对突发性

耳聋的治疗。 

 

 
EP-1823 

8 例 BSL 的 CT 诊断分析 

 
纪元,王丽君,王海涛,李春风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6011 

 

目的：分析 Madelung（Benign Symmetric Lipomatosis）综合征 CT诊断价值。 

方法：回顾我院 8例 madelung病患者，针对其临床病史，饮食习惯，及影像特点进行分析。 

结果：8例患者均有饮酒史，5例有长期大量饮酒；4例并高血压，3例伴有血糖增高，1例甲

状腺功能减退。CT表现为颈部对称性脂肪沉积。 

结论：madelung病是少见的脂肪代谢障碍引起的疾病，主要影像表现为颈肩部皮下脂肪弥漫

性、对称性沉积，患者常伴有酗酒史。 

 

 
EP-1824 

MRI 鉴别咽旁间隙颈动脉体瘤和迷走神经来 

源副神经节瘤的价值 

 
王新艳,鲜军舫,陈晓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100730 

 

目的 探讨 MRI在鉴别咽旁间隙颈动脉体瘤和迷走神经来源副神经节瘤的价值。  方法 回顾

性分析位于咽旁间隙的颈动脉体瘤 32例、迷走神经来源副神经节瘤 13例的 MRI资料，均经过

MRI平扫、增强扫描。评估的 MRI指标包括：病变侧别、大小、形态、T1WI及 T2WI信号及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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匀度、血管流空、颈静脉孔受累、颈内动脉与病变的关系：是否被包绕、与肿瘤的位置关系

（位于肿瘤前、后）、颈动脉分叉是否扩大，并与组织学结果进行比较。采用 Fisher精确检

验、秩和检验及独立样本 t检验比较两组间参数的差异。结果 迷走神经副神经节瘤多见于女

性（P=0.012）。颈动脉分叉扩大、病变与颈内动脉的位置关系、颈静脉孔受累征象在颈动脉

体瘤和迷走神经来源副神经节瘤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值均<0.05）。颈内动脉多位

于迷走神经副神经节瘤的前方（11/13,84.6%），位于颈动脉体瘤的后方（19/22,86.4%）；颈

动脉体瘤易发生颈动脉分叉扩大（20/22,90.9%），迷走神经副神经节瘤很少发生分叉扩大

（1/13,7.7%）；颈静脉孔受累多见于迷走神经副神经节瘤（P=0.002）。迷走神经副神经节瘤

的上下径（6.15±1.49cm）大于颈动脉体瘤（4.79±2.17cm）（P=0.033）。Logistic回归显

示性别、颈动脉分叉扩大是鉴别颈动脉体瘤和迷走神经来源副神经节瘤的独立因子，鉴别的准

确率、敏感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分别是 94.3%、91.7%、100%、100%、84.6%. 

结论 MRI对于咽旁间隙颈动脉体瘤和迷走神经来源副神经节瘤的鉴别具有重要价值。 

 

 

 
EP-1825 

磁共振弥散峰度成像多参数值评价原发性开角型青光眼视神

经损伤的研究 

 
王英,鲜军舫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100730 

 

目的 利用磁共振弥散峰度成像（DKI）研究原发性开角型青光眼（POAG）眶内段视神经损伤及

眶内段不同位置损伤严重程度的差异，进一步探讨 POAG视神经损伤的发病机制。 方法 对 25

例原发性开角型青光眼患者及 15例性别、年龄匹配健康对照组行 DKI检查。DKI图像处理分

别得到平均弥散峰度图（MK）、弥散各向异性图（FA）、平均弥散系数图（MD）、轴向弥散系

数图（Da）、径向弥散系数图（Dr）、轴向弥散峰度图（Ka）、径向弥散峰度图（Kr）、弥散

峰度各向异性（FAk）。分别于双侧视神经球后 3、9、15mm 处放置感兴趣区 (ROI)，每个参数

测量 3次取平均值。结果 ①POAG 组与对照组视神经的参数值：MK（0.56±0.15 vs 

0.67±0.20）、FA（0.47±0.13 vs 0.55±0.14）、FAk（0.47±0.16 vs 0.53±0.29）、Ka

（0.46±0.11 vs 0.53±0.12）、Kr（0.62±0.33 vs 0.81±0.45）、MD

（1.92±0.63vs1.51±0.49）、Da（2.92±0.83 vs 2.55±0.69）、Dr（1.44±0.59 vs 

1.05±0.49），POAG组与对照组比较，MK、FA、FAk、Ka、Kr值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POAG组 MD、Da、Dr值较对照组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②POAG 组

视神经球后 3、9、15mm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视神经球后 3、9、15mm处，MK、FA、FAk、

Ka、Kr值依次降低，MD、Da、Dr值依次升高；于球后 3 vs 9mm、3 vs 15mm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结论 DKI 多参数成像对于诊断原发开角型青光眼视神经损伤有一定价值，

并发现视神经眶内段球后部损伤最重，提示顺行性神经退行性变可能是原发性开角型青光眼的

发病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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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826 

HRCT 及后处理技术在颌骨造釉细胞瘤中的应用 

 
邬小平,杨军乐,马鸣岳,刘润,董燕,赵芸芸,刘红生 

西安市中心医院 710003 

 

目的：探讨 HRCT及后处理技术在颌骨造釉细胞瘤中的应用价值。方法：结合文献回顾性分析

13例经手术病理证实的颌骨造釉细胞瘤，所有病例均行 HRCT扫描及后处理技术处理，重点观

察病变的位置、形态、内部结构、牙根改变、邻近结构改变及下颌神经管侵犯等表现。结果 

13例病灶均表现为不同程度周围骨质呈膨胀变薄，病灶位于上颌骨 4例、下颌磨牙区 5例、

下颌体部 4例。7例呈现多房型，表现为皂泡状 3例、蜂窝状 4例，骨壳菲薄、部分中断，骨

性房间隔可完整或不完整。6例呈现单房型，表现为膨胀性骨质破坏，边界清楚，骨壳完整或

不完整，内未见骨嵴影，部分壁可见小嵴状突。6例为囊性型，表现为均匀低密度，cT 值为

12—25HU，增强扫描囊壁可见轻度强化；2例为实性型，表现为不均匀中等密度，cT值约

30—50HU，增强扫描后呈不均匀强化；5例囊实型，表现为密度混杂，增强扫描可见实性部分

明显强化。6例有不同程度牙根吸收表现为不同程度截断状。6例病灶可见囊壁周围骨质缺

损，但无硬化缘；2例穿破邻近骨皮质形成软组织肿块。2例侵及上颌窦，6例侵及下颌神经

管。结论 颌骨造釉细胞瘤在发生部位、形态、内部结构及邻近结构侵犯等方面均具有一定的

特征性，HRCT及后处理技术可直观了解病灶的大小、形态、位置、内部结构、周围骨质破

坏、牙根吸收及周围组织结构，对提高造釉细胞瘤的术前诊断及鉴别诊断有重要价值，为手术

方案的选择及制定提供了客观依据。 

  

 

 
EP-1827 

联合低频振幅及局部一致性 fMRI 评价视网膜脱离患者静息态

下脑自发活动 

 
李海军,彭德昌,曾献军,龚洪翰,邵毅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30006 

 

目的：联合运用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低频振幅（ALFF）和局部一致性（ReHo）方法，探讨

视网膜脱离（RD）患者静息态下脑自发活动情况。 

方法：选取我院眼科确诊为 RD的患者 20例（右眼失明 11例，左眼失明 9例）及年龄、性

别、教育程度相似的正常对照组（NC）20例，采用 Siemens 3.0T磁共振仪对 RD组及 NC组分

别进行静息态下 fMRI扫描及临床评估。基于 Matlab2016a平台，采用 DPABI V2.3软件包进行

数据预处理及计算 ReHo及 ALFF值，大致步骤如下：1）格式转换；2）去除前 10个时间点；

3）时间层和头动校正；4）配准到 MNI空间并重采样为 3 mm各向同性的体素；5）滤波

（0.01-0.08Hz）、去线性漂移和去除头动、白质及脑脊液等协变量；6）对 0.01-0.08Hz 频段

下计算信号的功率谱得 ALFF 值；7）计算全脑每个体素与空间相邻 26个体素间时间序列同步

性得 ReHo值，并全宽半高为 6mm的高斯核进行空间平滑。使用 REST V1.8软件包进行独立样

本 t检验分别比较 RD组与 NC组 ALFF值及 ReHo值的差异。最后，RD组差异脑区与临床量表

评估进行相关分析。 

结果：与 NC组比较， RD组右侧枕叶皮层，右侧额中回的 ALFF值减低；右侧眶额皮层及左侧

颞下回的 ALFF增加。RD组右侧枕叶皮层，右侧颞上回及双侧楔叶皮层的 ReHo值降低；而左

侧脑岛的 ReHo值升高。相关分析发现右侧枕叶皮层 ALFF值、ReHo值与眼压呈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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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静息态下 RD患者在 ALFF和 ReHo分析中存在局部异常自发脑功能活动，减低区均位于

枕叶视觉皮层，提示 RD患者不仅仅存在视力的障碍，视觉皮层也存在异常，为临床治疗提供

了新的思路。 

 

 
EP-1828 

鼻区骨折后自然愈合的高分辨率 CT 研究 

 
王存强

1
,祁小纪

2
,王金萍

2
,孙佳乐

2
 

1.新乡市第一人民医院 

2.新乡牧野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 

 

目的 探讨鼻区骨折后自然愈合的高分辨率 CT（HRCT）影像表现，提高陈旧性鼻骨骨折诊断准

确性。方法 对 60例鼻区骨折患者分别于骨折 3天内、1个月、2个月、3个月行 HRCT冠状位

容积扫描（0.65㎜），应用后重建方法观察骨折类型、骨折缝走行、宽窄，对比同一患者不

同时间点骨折复位及骨折缝愈合情况。结果 （1）15例骨折 3天内 CT片示骨折断端对位对线

良好，随访骨折缝先增宽后变窄 6例，变宽后未变窄的 4例，前后宽度没有改变 5例；15例

中，3月后 2例骨折线完全愈合，余 13例骨折线 9例模糊，4例骨折缝增宽，骨折断端略圆

润，在骨折线上见到点样骨性融合。（2）41例骨折后 3天内 CT片示分离移位，随访骨折缝

完全复位 27例，部分复位 14例；此 41例中，3月后 12 例骨折线完全愈合，余 29例中 16例

骨折线模糊，13例虽然变窄，骨折缝仍然存在，骨折断端略圆润，在骨折线上见到点线样骨

性融合。（3）16例骨折后 3天内 CT片示重叠移位，随访骨折断端完全复位 3例，部分复位

13例；3月后 3例骨折线完全愈合，余 13例未见到断端愈合，仅示骨折断端略圆润，重合侧

方见到点线样骨性融合。（4）49例骨折后 3天内 CT片示成角移位，随访骨折断端完全复位

13例，部分复位 36例；3月后 13例骨折线完全消失，余 36例成角愈合中，17例呈“L”型

骨折断端愈合，19例呈“T”型骨折断端愈合；此 36例中，骨折愈合方式不一，11例骨折缘

完全愈合，9例骨折缘不完全线样愈合，8例骨折缘断续样点线状愈合，8例骨折缘点状愈

合。（5）在 CT扫描上，鼻区冠状位亚毫米容积扫描优于轴位扫描；VR或 MIP重建时，后期

愈合复位稍有偏差的骨折线均能在重建图像上阳性发现，结合三位薄层扫描综合判断。结论 

鼻区骨折后均有自然复位愈合的动态过程；骨折缝的愈合形式多样，点线状愈合方式在临床中

长期存在；CT冠状位亚毫米容积扫描方式最优，应用后重建的各种方式应注意优缺点。 

  

 

 
EP-1829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Benign and Malignant 

Palatal Lesions by Conventional MRI：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105 Cases 

 
zheng yingyan,Xiao Zebin,Zhang Hua,She Dejun,Lin Xuehua,Lin Yu,Cao Dairong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Fujian Medical University 350005 

 

Objectives: To evaluate the value of conventional MR imaging in discriminating 
benign from malignant palatal lesions and find the crucial differential imaging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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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Design: Conventional MR imaging features of 105 patients with palatal 
lesions confirmed by histopathology were retrospectively reviewed. Clinical data 

and imaging findings of location, size, margin, morphology, signal intensity, 

cystic/necrosis, degree of enhancement, capsule, adjacent structures, perineural 

spread and metastatic lymph nodes were assessed. The influential factors of 

palatal tumors for differential diagnosis were further analyzed with logistic 

regression. 

Results: Malignant lesions comprised almost three-quarters of palatal entities, 
the majority of malignancy in the palate was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67.11%) 

while pleomorphic adenoma (58.62%) was the most common benign palatal lesion. 

Among clinical information and imaging manifestations, margin, capsule and age 

were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in differential diagnosis, especially the ill-

defined margin (β = 4.724; OR = 112.648). The existence of those influential 
features made the risk of malignancy increasing from 72.4% to 90.5%, the forecast 

precision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100% and 99.4%,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Conventional MRI is useful in discriminating benign with malignant 

palatal lesions. Ill-defined margins, absence of capsule and the elderly are 

highly suggestive of malignancy, especially the ill-defined margin. 

 

 

EP-1830 

伴有光感眼及无光感眼的早盲青少年基于 fALFF 的静息态

fMRI 成像研究 

 
周智凤,刘霞,侯芬,周静仪,罗锦沛,李恒国 

暨南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510630 

 

目的  采用基于低频振幅比率（fALFF）的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观察伴有光感眼及无光感眼的

早盲青少年（EBA）静息状态下的脑活动特点。 

方法  采用 3.0T 磁共振扫描仪对 7例左眼无光感、右眼低光感（LLP-EBA组）和 17例双眼

均无光感的 EBA患者（NLP-EBA组）及 12例视力正常的健康青少年（正常对照组）行静息态

功能磁共振数据采集。利用 SPM12和 REST软件进行数据处理，获得三组被试全脑的 fALFF

图，并比较三组被试全脑 fALFF值差异。 

结果  与正常对照组相比，NLP-EBA组双侧直回、丘脑及扣带回 fALFF值显著减低（p < 
0.05），双侧额叶 fALFF值显著升高（p < 0.05）；LLP-EBA组双侧额颞叶、小脑及扣带回

fALFF值显著减低（p < 0.05），双侧中央前回、中央后回及右侧枕叶 fALFF值显著升高（p 
< 0.05）；与 NLP-EBA组相比，LLP-EBA组双侧枕叶及左侧中央前回 fALFF值显著升高（p < 
0.05），双侧小脑及右侧颞上回、舌回 fALFF值显著降低（p < 0.05）。 

结论  视觉剥夺及光感刺激对青少年静息态下默认模式网络及注意网络等脑区功能活动有明

显影响，可能与认知功能变化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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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831 

CT venography of cervical vertebral venous plexus: 

the preliminary study. 

 
Ou guangqian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outhwest Medical University. 646000 

 

Objective：To explore the detectability of cervical vertebral venous plexus(VVP) 

by multi-slice CT venography (MSCTV). Material and methods: Collect 50 cases 

patients that perform cervical CTA without venous disease by chance. Scan 3 phases 

primary data，choose the venous phase data to perform VVP reconstruction at 

workstation to evaluate the MSCTV detectability of the longitudinal vessel of 

internal vertebral anterior venous plexus(LVIVAVP).Use the vessel analysis (VA) 

software to survey the LVIVAVP diameter (Dmax, Dmin, Dmean) from C2 to C5. Use 

SPSS-13.0 statistical packages for statistical analysis. Result: There is 

statistical difference of LVIVAVP diameter between nearby cervical segment, and 

the LVIVAVP diameter become small from C2 to C5. There is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C2 Dmax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There is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C3 to C5 Dmax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There is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C2 Dmin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There is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C3 to C5 Dmin between male and female.There is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C2 Dmean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There is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C3 to C5 Dmean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There is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of LVIVAVP diameter between the age team. Conclusion：

MSCTV can detect the cervical vertebral venous plexus clearly，especially the 

LVIVAVP.  

 

 

EP-1832 

颞骨气化程度对颈静脉球窝形态及毗邻 

重要结构位置关系的影响 

 
王蓬,赵鹏飞,王振常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100050 

 

目的：探讨颞骨气化程度对颈静脉球窝的形态及其与毗邻重要解剖结构位置关系的作用。 

方法：回顾性分析 2017年 3 月至 4月符合纳入标准的颞骨 HRCT受检者 100例。在横断面重组

图像上基于谁谁的标准评估颞骨气化程度，观察有无颈静脉球窝高位；在多平面重组图像上将

图像放大至最高倍数（要写具体倍数，如 5倍、10倍），测量颈静脉球窝与面神经管垂直

段、内听道下壁、前庭导水管的最短距离、颈静脉球窝骨壁厚度。 

结果：颈静脉球窝与面神经管垂直段距离为 5.87±2.76mm，颈静脉球窝与内听道下壁距离为

6.63±2.51 mm，颈静脉球窝与前庭导水管距离为 5.79±3.62 mm，颈静脉球窝骨壁厚度为

0.70±0.51 mm。颞骨气化程度与颈静脉球窝与面神经管垂直段距离程正相关，且 p＜0.05。

颞骨气化程度与颈静脉球窝与内听道、前庭导水管距离及颈静脉球窝骨壁厚度无明显相关性。

不同气化程度组间颈静脉球窝高位程度无明显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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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颞骨气化程度影响颈静脉球形态及其与周围结构间的关系，该结果可为制定个性化手术

方案提供解剖学参考。 

  

 

 
EP-1833 

泪囊造影螺旋 CT 诊断泪道阻塞的应用价值 

 
陈晓丽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100730 

 

目的： 探讨泪囊造影螺旋 CT在诊断不同原因引起泪道阻塞中的应用价值，为临床制定合理治

疗方案提供客观影像学依据。 

方法： 自 2016年 1月至 2017年 7月因单眼或双眼溢泪于我院就诊临床诊断为泪道阻塞及鼻

腔泪囊吻合术后复查以除外吻合口阻塞的 841例患者，行单或双侧泪囊造影螺旋 CT检查，获

得的薄层原始图像再进行多平面重组（MPR）和最大密度投影（MIP）。 

结果：841例中，行单侧泪囊造影螺旋 CT检查者 136例，行双侧泪囊造影螺旋 CT检查者 705

例，共获得 1546侧泪囊造影螺旋 CT图像。1546侧泪囊造影螺旋 CT中：慢性泪囊炎 748侧，

其中 CT显示泪道阻塞 637侧，占 85.2%，表现为造影剂于泪囊窝聚集而鼻腔未见造影剂显

影；人工泪管置管术后 48侧，CT显示置入的人工泪管阻塞 33侧，占 68.8%，表现为人工泪管

及鼻腔内未见造影剂显影；人工泪管拔管术后 11侧，CT显示拔管后泪道阻塞 9侧，占

81.8%，表现为鼻泪管区造影剂显影浅淡或不显影、鼻腔未见造影剂显影；鼻腔泪囊吻合术后

复查 165侧，CT显示吻合口阻塞 9侧，占 5.5%，表现为鼻腔泪囊吻合口被软组织影充填、鼻

腔未见造影剂显影；正常泪囊 574侧，造影后 CT均显示无泪道阻塞，表现为泪囊、鼻泪管及

下鼻道内细条状造影剂显影。 

结论： 泪囊造影螺旋 CT能清晰显示慢性泪囊炎、人工泪管置管术后、人工泪管拔管术后及鼻

腔泪囊吻合术后有无泪道阻塞、泪道阻塞的部位及相邻的解剖结构有无异常，对明确诊断、指

导治疗有重要价值。 

 

 
EP-1834 

动脉自旋标记成像在头颈部肿瘤的应用研究 

 
赵慧

1
,孙立新

1
,戴文晖

1
,于学文

1
,王莉

1
,巩若箴

2
 

1.山东省眼耳鼻喉医院 

2.山东省医学影像学研究所 

 

目的：研究 3.0T 三维准连续动脉自旋标记（3D pCASL）序列在头颈部肿瘤诊断与分级中的应

用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 2016年 12月至 2017年 7月来我院就诊的未经治疗的头颈部肿瘤

患者 52例，其中经病理学证实的头颈部肿瘤 50例（7例外耳道肿瘤、2例腮腺肿瘤、5例颞

骨区肿瘤、13例鼻窦肿瘤、14例鼻咽部肿瘤，9例眼眶肿瘤），将头颈部肿瘤分为良性病变

组、高分化肿瘤组、低分化肿瘤组，所有患者行头颈部常规 MRI、3D pCASL 、DCE-MRI及

T1WI增强扫描。测量 ASL(PLD=1500ms)灌注加权图像上肿瘤的血流量（TBF），对每个肿瘤最

高灌注区域的 CBF及强化特点进行分析。应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各组间 TBF值，对两两比较采用

SNK-q检验，P<0.05有统计学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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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3D-ASL磁共振灌注加权成像可以测量头颈部肿瘤的血流量，低分化肿瘤的 TBF值明显

高于高分化及良性肿瘤的 TBF值，有统计学差异(p<0.05)；高分化组肿瘤的 TBF值略高于良性

肿瘤的 TBF值，但两者之间差异无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ASL技术在评估头颈部肿瘤局部血流灌注情况是可行的，可以较为真实可靠地反映头

颈部肿瘤微循环的灌注情况，对头颈部肿瘤的诊断及分级有指导意义。 

  

 

 

EP-1835 

双源 CT 低管电压颈部血管成像的可行性研究 

 
郑露, 兰永树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646000 

 

目的：通过改变双源 CT管电压对颈部血管成像进行研究，探讨低管电压对颈部动脉成像的可

行性及价值。资料与方法：选取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2014年 4-6月间做颈部 CT血管成像的患者

180例，随机平分为 A、B组两组，在其它扫描参数不变的情况下，A、B组分别使用 120Kv、

100Kv进行扫描，扫描图像传至 Philips V4.5工作站，通过 VR、MIP、CPR等技术进行图像后

处理获得颈部 CTA图像。由 2名丰富经验的医生对两组图像质量按 3分法进行主观评价，同时

分别在颈动脉分叉横断面图像上测量动脉 CT值及标准差、背景噪声，计算信噪比（SNR）、对

比噪声比（CNR）并比较，对两组的 CT容积剂量指数（CTDIvol）、剂量长度乘积（DLP）及有

效剂量（ED）进行比较。采用 SPSS 13.0软件对结果进行统计学处理，计数资料采用 X
2
检验、

计量资料采用两独立样本 t检验，以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果：两组图像质量主观

评价结果均能满足疾病诊断的需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X
2
 =1.456， P>0.05）。颈总动脉段

血管 CT值及标准差统计结果 A组明显低于 B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颈总动脉段

图像噪声 A组低于 B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SNR、CNR统计结果 A组均低于 B

组，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A组的 CTDIvol）、DLP和 ED均大于 B组，两组各

辐射剂量统计结果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双源 CT 100Kv颈部血管成像的图

像质量不仅能够满足对疾病的诊断，同时还能降低辐射剂量，有利于对机器设备和患者的保

护。 

 

 
EP-1836 

鼻咽血管纤维瘤影像特征分析及其临床意义 

 
李婷婷 

厦门市第二医院 361021 

 

摘要：目的 探讨 20例鼻咽纤维血管瘤的影像学特征表现及其临床意义。 材料与方法 回顾性

分析 20例临床资料完整的鼻咽血管纤维瘤的 CT与 MRI增强图像，其中全部为男性，平均年龄

24±3.5 岁，术后复发 6例，随访 2年到 15年不等。观察鼻咽纤维血管瘤的影像特征，包括

直接征象与继发改变，观察邻近骨质、翼管、圆孔、卵圆孔、海绵窦及视交叉是否受侵，记录

患者临床症状。 结果 本研究中 17例病灶起源于翼突根部，病灶明显强化，沿松质骨呈浸润

性生长。9例病灶沿松质骨向颞骨生长，并未跨越颞鳞缝，被颅缝所限制。3例突向眶下裂及

翼腭窝生长的病灶，邻近骨皮质呈受压移位的改变。7例翼管受累，同侧泪腺萎缩，临床有干

眼症状。6例翼丛受累。4例海绵窦受累并眼静脉扩张。3例视神经及视交叉受累，临床有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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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下降症状。 结论 鼻咽纤维血管瘤患者特征性的临床表现均可在影像学找到与之对应的依

据。 

  

 

 
EP-1837 

鞍区侵袭性垂体瘤与恶性脑膜瘤 MR 鉴别诊断 

 
廖蕤堃,黄显龙 

重庆市第三人民医院 400014 

 

目的：探讨鞍区侵袭性垂体瘤与恶性脑膜瘤 MR鉴别诊断。方法：采用回顾性分析方法，收集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放射科 2013-2016年诊断为鞍区恶性肿瘤患者。本研究包括经手术

证实或病理学证实的鞍区恶性肿瘤患者。侵袭性垂体瘤与恶性脑膜瘤共 48例包含在研究中，

其中 28例诊断为侵袭性垂体瘤患者和 20例恶性脑膜瘤患者。GE 3.0T超导型 MR行平扫+动态

增强扫描。影像结果由两位有超过 5年颅脑 MR诊断经验的放射科医师回顾性地诊断分析（诊

断前两位放射科医师均不知道病理结果，仅知道所有患者都存在鞍区肿块）。MR图像评估肿

瘤大小、轮廓、形状、坏死或囊状部分、肿瘤内的钙化和邻近血管、斜坡的侵袭情况，对肿瘤

增强程度进行评估。统计学分析采用 SPSS18.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评价，采用 Fisher法进行侵

袭性垂体瘤和恶性脑膜瘤信号强度值测量，p＜0.05代表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结果：恶性脑

膜瘤病灶内钙化率高于侵袭性垂体瘤，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侵袭性垂体瘤中

病灶与邻近血管关系的存在率高于恶性脑膜瘤，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恶性脑

膜瘤对斜坡侵犯的检出率高于侵袭性垂体瘤，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侵袭性垂

体瘤病灶内坏死或囊性部分的检出率与恶性脑膜瘤相比无显著差异，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侵袭性垂体瘤病灶强化程度与恶性脑膜瘤强化程度相比，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5）。同时，年龄作为一个重要的因素，本次研究所采纳所有的 20例侵袭性脑膜瘤

病例年龄均在 30岁以上，而侵袭性垂体瘤有 16例在 30岁以下，12例在 30岁以上。因此侵

袭性垂体瘤患者平均年龄较恶性脑膜瘤患者年轻，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

论：年龄、斜坡受累情况、病灶钙化率、与邻近血管间关系均有助于鉴别诊断鞍区侵袭性垂体

瘤与恶性脑膜瘤。 

  

 

 

EP-1838 

3.0T MR Imaging of Nasopharynx with IDEAL T1-weighted  

Contrast-Enhanced Technique 

 
Wang Haitao,Wang Lijun,Ji Yuan,Song Qingwei,Miao Yanwei,Liu Ailian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Dalian Medical University Dalian， China 

116011 

 

PURPOSE：To retrospectively compare Iterative Decomposition of Water and Fat With 

Echo 

Asymmetry and Least-Squares Estimation (IDEAL) T1-weighted contrast-enhanced 

imaging with a fat-saturated T1-weighted contrast-enhanced imaging of the 

nasopharyn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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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ERIALS AND METHODS：Nasopharyngeal Images acquired at 3.0 T in 40 patients 

using IDEAL T1-weighted contrast-enhanced imaging were compared with a fat-

saturated T1-weighted contrast-enhanced imaging. The Signal-to-noise ratio -

efficiencies were measured in all image in the axial plane.the Images were scored 

by two independent blinded radiologists on a 4-point scale for fat suppression 

and overall image quality. Student t test and Wilcoxon’s signed rank test were 

used to study SNR-efficiency, fat suppression and image quality. 

RESULTS：SNR of nasopharynx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with IDEAL T1-weighted 

contrast-enhanced imaging (p < 0.01) than with a fat-saturated T1-weighted 
contrast-enhanced imaging. IDEAL T1-weighted contrast-enhanced technique provided 

superior fat suppression (p < 0.01) and image quality (p < 0.01) compared to a 
fat-saturated T1-weighted contrast-enhanced technique. 

CONCLUSION：Compared with a fat-saturated T1-weighted contrast-enhanced imaging, 

IDEAL T1-weighted contrast-enhanced imaging can provide a higher SNR-efficiency，a 

more uniform fat suppression and a higher image quality.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indicate that IDEAL T1-weighted contrast-enhanced imaging is a promising MR 

technique for the evaluation of nasopharynx. 

 

 

 

EP-1839 

先天性单纯中耳畸形患者镫骨结构异常的 MSCT 诊断及分析 

 
刘红生,杨军乐,董季平,邬小平 

西安市中心医院 710003 

 

 

目的  探讨先天性单纯中耳畸形患者镫骨结构异常的 MSCT 表现。 

方法  选取 2010年 2月～2016年 12月在西安交通大学附属西安市中心医院接受 MSCT 检查

诊断为先天性单纯中耳畸形的患者 94例（125耳）先天性单纯性中耳畸形患者，行颞骨 HRCT

轴位扫描并作听小骨 MRP重组全程显示镫骨、锤骨及砧骨结构，以及行听骨链 CPR重组，二种

方法结合观察单纯性中耳畸形患者中镫骨畸形的类型及程度。 

结果 94例（125患耳）中，镫骨畸形 107耳，占 85.6%。畸形类型包括：（1）完全缺如（41

耳，38.3%）；（2）异位，但结构完整（4耳，3.8%）；（3）单纯性底板固定（12耳，

11.2%）；（4）发育不良（50耳，46.7%）。其中发育不良包括：①发育小、与底板不连（8

耳，16.0%）；②“棒状”即呈单足弓结构（5耳，10.0%）；③头颈部粗大畸形，前后脚可正

常或发育不良（5耳，10.0%）；④融合成骨块，无法区分头颈及前后脚等结构（8耳，

16.0%）；⑤前脚或后脚发育细小（7耳，14.0%）；⑥“环状”即镫骨头颈部缺如（5 耳，

10.0%）；⑦前脚或后脚缺如（12耳，24.0%）。 

结论  先天性单纯中耳畸形患者听骨结构异常主要表现为镫骨异常，且畸形类型复杂多样； 

MSCT听骨 MPR及听骨链 CPR 能精确显示镫骨畸形类型及严重程度，为临床治疗提供准确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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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840 

婴儿声门下血管瘤的普萘洛尔治疗及 CT、MRI 动态观察 （附

4 例报告） 

 
刘红生

1
,董季平

1
,张晓彤

2
 

1.西安市中心医院 

2.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婴儿声门下血管瘤的影像学诊断及治疗。 

方法 声门及声门下区 CT平扫、增强扫描显示声门下血管瘤的部位、大小、范围。口服普萘洛

尔 0.5mg日两~三次，观察临床疗效，用 CT或 MRI增强扫描观察声门下血管瘤经药物治疗后动

态变化。 

结果  4例声门下血管瘤中 2例位于声门下气管后壁，1例位于左侧壁，1例累及后壁及侧

壁，病灶均呈显著强化，边界清晰。口服普萘洛尔后 24~48 小时，喘鸣、呼吸困难等症状得到

明显好转，服药 1周后症状基本消失，服药 2个月后 CT或 MRI增强扫描动态观察，声门下血

管瘤瘤体明显缩小，1例服药 7月后停药，临床观察 2年，未再出现喘鸣及呼吸困难症状，其

余 3例仍在继续服药中。 

结论  普萘洛尔是治疗婴儿声门下血管瘤安全、有效的一线药物；CT、MRI增强扫描有助于

本病的诊断及疗效的动态观察。 

  

 

 
EP-1841 

成人后髁导静脉 CT 评估 

 
赵智勇,王振常,赵鹏飞,丁贺宇,马隽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100050 

 

目的 基于头颈部 CTA评估成人后髁导静脉的解剖学特征，为颅内静脉相关研究提供基线参

考。方法 纳入符合标准的受检者 254例（508侧），多平面重组评估后髁导静脉的有无、走

行、长度、截面积，管壁完整性，内口汇入位置，与静脉回流优势及颈静脉球窝高位关系。结

果 成人后髁导静脉发生率约 50.98%（259/508) ，性别、侧别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双侧多

见，约 37.40%；走行为 S型者 175侧，14侧短小,呈直线型,另 70侧走行各异；长度平均约

(1.98±0.17)cm；截面积平均约 9.94mm²；管壁完整占 52.51%，3侧见管壁缺失，范围约 4-

10mm；内口汇入乙状窦下曲段占 16.60%，汇入颈静脉球占 57.53%，余汇入二者交界处；静脉

回流优势侧与对侧相比（2.36:1），导静脉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759）,粗大后髁导

静脉（截面积≥40mm²）中位于回流优势侧者占 14/19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21）；颈

静脉球窝高位侧后髁导静脉出现率较无高位侧低（158:9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28）。结论 后髁导静脉在不同个体间走行、长度、截面积等差异很大，高分辨 CT可

用于评估后髁导静脉的解剖学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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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842 

不同 VEGF 表达水平喉及下咽鳞癌能谱参数的研究 

 
杨亮

1
,罗德红

2
,蒋涛

1
,赵燕风

3
,林蒙

3
,李琳

3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2.国家癌症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深圳医院 

3.国家癌症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 

 

目的  探讨不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表达水平喉及下咽鳞癌能谱参数的差异，为判断

喉及下咽鳞癌预后及个性化治疗提供帮助。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年 1月至 2016年 7月我

院经病理证实并行 VEGF表达检测的喉及下咽鳞癌患者 98例，所有患者治疗前均行能谱 CT扫

描，扫描后数据用在工作站进行分析，得到病变部位的碘基物质浓度(iodine concentration 

of lesion, IC-L)、水基物质浓度(water concentration of lesion, WC-L)、颈动脉窦碘基

物质浓度（iodine concentration of carotid sinus、IC-C）、颈动脉窦水基物质浓度

（water concentration of carotid sinus、WC-C），并计算标化碘基物质浓度

（standardized IC,sIC）、标化水基物质浓度（standardized WC ,sWC）、能谱曲线斜率

(λHU)值，按照 VEGF表达程度分为 VEGF（-）、VEGF（+）、VEGF（++）、VEGF（+++）四组，

比较不同组间 sIC、sWC、λHU、T分期、淋巴结转移发生率的差异。结果：四组λHU分别为［

（2.00±0.75）、（2.47±0.87）、（2.50±0.81），、（3.06±1.33）F=3.34］，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P<0.05)；进一步两两比较显示 VEGF（-）、VEGF（+++）组λHU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余各组两两比较 λHU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四组间 sIC 、sWC值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T分期构成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淋巴结转移发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

论：不同 VEGF表达水平的喉及下咽鳞癌λHU值有一定差异；VEGF表达程度越高越易发生淋巴

结转移；能谱参数对判断预后有一定帮助。 

 

 
EP-1843 

SUSAC 综合征的 MRI 征象及临床诊断 

 
孙聪 

山东省医学影像学研究所 250021 

 

 

目的：探讨 SUSAC综合征(视网膜耳蜗大脑微血管病)的 MRI征象及临床诊断价值。 

材料与方法：回顾性分析了 2016年 1月至 2017年 5月经我院神经内科证实的 3例 SUSAC 综合

征的患者资料（包括临床查体、三大常规、脑脊液、等）。患者均行 T2-FLAIR、T1-FLAIR、

T2WI、DWI序列及强化序列扫描，由 2名高年资放射科医师独立分析 MRI图像，对 MRI征象进

行判读。记录 3例患者的眼底荧光造影、电测听、免疫学检查及 MRI征象等临床及影像资料。 

结果：2例眼底荧光造影显示：视网膜分支动脉充盈缺损，血管呈串珠样改变，血管壁轻度渗

漏。3例电测听显示：听力明显下降，其中 2例表现为双侧感音神经性听力下降，1例表现为

单侧感音神经性听力下降。MR表现为：脑轻度肿胀，胼胝体、皮层下见多发小灶状长 T1长 T2

异常信号，似呈粟粒样，直径约 3-7mm ，其中 1例有幕下病灶，位于右侧小脑半球；2例 T2-

FLAIR序列表现为胼胝体中央部“雪球样”高信号改变，1例 T1-FLAIR表现为胼胝体中央部

“空洞征”；1例 DWI(b=1000)示内囊、胼胝体膝部、压部呈“串珠样”高信号改变，相应

ADC图呈低信号；2例病灶呈轻度强化，1例软脑膜强化。2例患者出现血清抗内皮细胞抗体阳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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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Susac综合征是一种罕见的不明原因引起的大脑、视网膜及耳蜗小动脉的自身免疫性微

血管病。多发灰白质小病灶、胼胝体 “雪球样”“轮辐样”表现、内囊“串珠样” DWI 高信

号改变、胼胝体中央部空洞征、血清抗内皮细胞抗体阳性以及视网膜分支动脉闭塞、听觉受损

是 SUSAC综合征患者具有鉴别意义 MRI征象及临床表现，对于 SUSAC综合征的诊断具有重要价

值。 

 

 
EP-1844 

腮腺粘液表皮样癌的 CT 表现 

 
江明祥

1
,朱玲英

1,2
 

1.浙江省肿瘤医院 

2.浙江省台州市肿瘤医院 

 

【摘要】 目的  分析腮腺粘液表皮样癌（MEC)的 CT表现，以提高对该少见疾病的认识。方

法  回顾性分析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20例（MEC)的 CT资料。20例中男 7例，女 13例，中位

年龄 45.6岁(14～71岁)。对肿瘤的部位、大小、形态、边缘、CT密度及强化形式进行分析。

结果 20例患者均为单发肿瘤，右侧 8个，左侧 12个，其中病灶位于腮腺浅叶 11个，深叶 6

个，跨深、浅叶 3个。肿瘤最大径约 0.6～3.8cm，病灶呈类圆形或椭圆形肿块 5例，不规则

分叶状肿块 15例；边缘光整 8例，边缘不光整 12例，密度均匀 6例，不均匀 14例（70%）。

CT平扫病灶呈等密度 12例，低密度 8例；增强后病灶呈明显强化 13例（65%）、中度强化 5

例、轻度强化 2例。3例伴有颈部淋巴结肿大。结论 腮腺浅叶、单发、侵袭性生长、强化明

显、伴有囊腔形成的肿块以及伴有明显强化的颈部肿大淋巴结可以提示 MEC的诊断. 

【关键词】涎腺肿瘤；粘液表皮样癌；体层摄影术，X线计算机 

  

 

 

EP-1845 

甲状腺恶性淋巴瘤的 CT 表现分析 

 
朱玲英

1,2
,江明祥

1,2
 

1.台州市肿瘤医院 

2.浙江省肿瘤医院 

 

【摘要】目的 探讨甲状腺恶性淋巴瘤的 CT特征及鉴别诊断要点。方法  回顾性分析 12例经

病理证实的甲状腺恶性淋巴瘤的 CT表现。结果 （1）12例患者中，弥漫性大 B细胞性淋巴瘤

（DLBCL）8例，结外边缘区 B细胞粘膜相关淋巴组织淋巴瘤（MALT）4例，其中 10例（DLBCL 

6例、MALT 4例）合并慢性淋巴细胞性甲状腺炎;（2）单侧 10例（DLBCL 6例、MALT 4

例）、双侧 2例（DLBCL，峡部同时累及），共 14个病灶，最大径约 1.3cm～7.5cm，其中 4

个＞5cm（DLBCL），10个＜5cm(DLBCL 6个、MALT 4个);病灶呈类圆形 2个（MALT）、椭圆

形 5个（DLBCL 3 个、MALT 2 个）及不规则形 7个（DLBCL）;（3）肿瘤 CT平扫较颈部肌肉

呈稍低密度 10个，呈等密度 4个；所有病灶内均未见钙化及出血；病灶密度均匀 12个

（DLBCL 8个、MALT 4个）、密度不均匀 2个（DLBCL）;（4）增强后病灶轻到中度强化 12个

（DLBCL 8个、MALT 4个），明显强化 2个（DLBCL）;（5）8例 DLBCL病灶边缘不光整及甲

状腺包膜不完整，其中 1例肿瘤包绕同侧颈总动脉，1例侵犯同侧颈部横纹肌，1例侵犯气

管，2例伴上纵隔淋巴结肿大，肿大的淋巴结密度均匀，均未见钙化，增强扫描呈轻到中度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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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4例 MALT病灶边缘光整，甲状腺包膜完整，均不伴上纵隔淋巴结肿大。结论 甲状腺恶

性淋巴瘤的 CT表现有一定的特征性，不同病理类型的甲状腺恶性淋巴瘤 CT表现有一定差异。 

  

 

 
EP-1846 

碘浓度及标准化碘浓度诊断腮腺多形性腺瘤及腺淋巴瘤 

 
杨亚英,张隐迪,李青青,田扬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650031 

 

目的 探讨双源 CT双能量碘值对腮腺多形性腺瘤及腺淋巴瘤的诊断价值。  资料与方法 回

顾性分析有完整手术病理资料的双源 CT双能量技术动脉期及静脉期扫描的腮腺多形性性腺瘤

及腺淋巴瘤患者 27例（29 个病灶），其中 18例腮腺多形性腺瘤，9例腺淋巴瘤（11个病

灶）。将双能量扫描动脉期及静脉期图像分别调入双能量后处理软件“Liver VNC”,得到碘

图，分别测量动脉期、静脉期腮腺内病灶碘浓度，同时相病灶侧颈动脉碘浓度，分别计算动脉

及静脉期腮腺病灶与同侧颈动脉对比的标准化碘浓度。结果 动、静脉期腮腺多形性腺瘤碘浓

度分别为 0.86±0.47mg/ml、1.66±0.57mg/ml，动、静脉期腮腺多形性腺瘤标准化碘浓度分

别为 0.07±0.04mg/ml、0.40±0.22mg/ml；多形性腺瘤动脉期碘浓度及标准化碘浓度小于静

脉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8.137,t=7.462,P=0.000）；动、静脉期腺淋巴瘤碘浓度分别为

1.88±0.69mg/ml、1.01±0.54mg/ml，动、静脉期腺淋巴瘤标准化碘浓度分别为

0.31±0.19mg/ml、0.21±0.11mg/ml。腺淋巴瘤动脉期碘浓度大于静脉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5.610,P=0.000）；动脉期多形性腺瘤碘浓度及标准化碘浓度小于腺淋巴瘤，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t*=4.429，t=3.920,P=0.000）；静脉期多形性腺瘤及腺淋巴瘤标准化碘浓度之间的

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t=1.112,P=0.227）。结论 多形性腺瘤动脉期碘浓度及标准化碘浓度

均小于静脉期，呈渐进性强化，且动脉期腺淋巴瘤碘浓度及标准化碘浓度大于多形性腺瘤；静

脉期两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动脉期及静脉期碘浓度及标准化碘浓度对腮腺多形性腺瘤及腺淋

巴瘤鉴别有一定意义。 

  

 

 

EP-1847 

会厌神经鞘瘤一例 

 
杨亚英,张隐迪,李青青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650031 

 

患者 女，50岁，因咽部异物感 2年余入院；纤维镜检示：会厌喉面一约 1.0cmX0.5cm大小新

生物突起，表面光滑。CT平扫示会厌喉面正中小条状突起，长约 1.0cm，横径约 0.6cm，边界

清晰，密度略不均，CH值约 45HU，增强后动脉期 CT值约 56HU、延迟期 CT值约 68HU（图 1-

3），诊断：会厌部良性结节。 

手术： 行全麻支撑喉镜下会厌肿物摘除术。暴露声门，见会厌喉面根部有长约 1.0cm 肿物，

双侧声带未见异常，于肿物根部完整切除肿物，局部微波止血。 

病理：大体标本见灰白完整组织一条，1cmX0.8cmX0.5cm。光镜下见瘤细胞较丰富，呈束状栅

栏样分布（图 4-5）。免疫组化：S-100(+)（图 6）,Vim(+),CD57(-),MBP(-),SMA(-

),desmin(-),h-desmin(-),CD34(+)。诊断：（会厌）神经鞘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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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848 

 MSCT 联合曲面体层摄影在颌骨造釉细胞瘤的诊断价值 

 
姜増誉 何生,张帆,陈文青,陈丹,李健丁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山西医科大学医学影像学系 030001 

 

 

目的：探讨 MSCT、曲面体层摄影在颌骨造釉细胞瘤中的诊断价值，提高对造釉细胞瘤术前的

诊断准确性，为临床手术策略提供指导。  

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病理证实的 20 例造釉细胞瘤 MSCT图像、三维重建图像、曲面 体层摄

影影像资料，两名高年资影像医师双盲阅片，对病变部位，形态，内容物性质，牙根受累情

况，病变周围骨质改变以及对下颌管侵犯等方面进行比较，并结合病理分型进行综合评价，比

较二者诊断效能。结果：（1）两种影像检查手段均能清楚显示病灶的位置和边界。 5 例位于

上颌骨，15 例位于下颌骨（3 例位于磨牙区，7 例位于下颌支，5 例位于下颌体或下颌支与

体交界处）； 12 例位于左侧，8 例位于右侧；病灶主要好发于下颌骨，而左右发病率基本相

同。（2）二者都能清楚显示病灶内受累牙齿，15  例囊内含有牙齿，并大部分牙齿牙根被不

同程度侵蚀；（3）在对病灶形态、周围骨质情况和内含物性质的观察上，MSCT优于曲面体层

摄影。MSCT能够对病灶进行准确分型， 8 例为多房型、7 例呈单房型、蜂窝型 3 例、2 例

软组织型；MSCT能充分显示病灶囊壁情况； 14 例病灶囊壁不连续，6 例病灶囊壁连续，但

大部分边界清楚并向唇侧、颊侧膨胀；2 例病灶突入上颌窦内，11 例可显示下颌管的侵犯。

（4）曲面体层摄影对瘤区牙根间浸润更为直接。16 例可清楚显示瘤区牙根间浸润情况，14 

例显示牙齿牙根呈截断状或锯齿状改变。 

结论：MSCT扫描（三维重建技术）和曲面体层摄影联合应用能够优势互补，充分显示病变部

位，形态，内容物性质、牙根受累情况，病变周围骨质改变以及对下颌管侵犯，在日常工作

中，应该联合应用这些检查方法，以提高造釉细胞瘤的诊断率。 

 

 
EP-1849 

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 in thyroid nodule: 

comparison of readout-segmented EPI and single-shot 

EPI Sequences 

 
Chen Luguang,Sun Peipei,Hao Qiang,Wang Minjie,Lu Jianping 

Changhai Hospital of Shanghai， Secon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200433 

 

Purpose The aims of the present study are to evaluate whether readout-segmented 

echo planar imaging (RS-EPI) can provide better image quality in imaging thyroid 

gland in comparison with Single-shot echo planar imaging (SS-EPI), and to compare 

ADC values, acquired from RS-EPI with those of SS-EPI. 

Materials and Methods Subjects Sixteen patients (age, 45.8±16.8 years; 

male/female, 3/13) with thyroid disease were enrolled in this prospective study, 

which was approved by the local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and written informed 

consent was obtained from each patient. MRI protocols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was performed on a 3T MR system using a standard 20-channel phased-array head/neck 

coil. In all patients, the examination protocols of thyroid gland included an 

axial T1-weighted turbo spin-echo (T1W TSE), a coronal T2-weighted TSE and t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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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xial DWI with RS-EPI and SS-EPI techniques (two b values, 0 and 500 s/mm
2
). T1W 

and T2W images were used for detecting the thyroid nodules and positioning the DWI 

sequences. Image analysis RS-EPI and SS-EPI DWI images were evaluated by two 
independent observers  for identification of susceptibility, motion artifacts (1, 

marked; 3, no artifact) and detectability of thyroid nodules (1, poor; 3, good) 

using quantitative scores. ADC values of thyroid nodules were measured and 

compared. The regions of interest (ROI) of thyroid nodules were manually outlined 

on ADC maps with the sizes of ROIs ranged from 1.05 mm
2
 to 4.2 mm

2
. Statistical 

analysis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RS-EPI and SS-EPI for visual scores, and 
ADC value were assessed by using Wilcoxon signed rank tests. 

Results 

One patient was excluded in the final image analysis due to poor image quality and 

uncooperative examination.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susceptibility (P 
< 0.05), motion artifacts (P < 0.05), except for detectability of thyroid nodules 
(P > 0.05). RS-EPI technique is superior to SS-EPI technique in image quality.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observed for ADC measurements of thyroid nodules 

between RS-EPI and SS-EPI techniques (1.629±0.539×10
-3
 mm

2
/s and 1.623±0.596×10

-

3
 mm

2
/s, respectively, P=0.8469). 

Conclusion 

In this study, we demonstrated significantly higher image quality of thyroid DWI 

using RS-EPI than that using the conventional SS-EPI technique, with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ADC values, which indicated that RS-EPI DWI is an 

effective method for reducing image distortion, artefacts and improving image 

quality in thyroid gland. The RS-EPI technique provides significant image quality 

improvement compared with SS-EPI at 3 T, and can potentially offer high image 

quality in imaging thyroid gland. 

  

 

 

EP-1850 

头颈部多发性淋巴管瘤病的临床、病理及影像学表现特征 

 
韩思圆

1,2
,王仁贵

1
,孙小丽

1
,沈文彬

1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 

2.北京大学医学部第九临床学院 

 

目的：回顾性分析 52例头颈部多发性淋巴管瘤病的临床、病理及影像学表现特征。 

材料与方法：收集累及头颈部的多发性淋巴管瘤病的病例 52例，所有患者均有完整的临床、

病理及影像学资料并多数有病理诊断。其中男 32例，女 20例，发病年龄 1天-52岁。经手术

治疗者 48例，均行常规病理及免疫组化确诊，其中囊性淋巴管瘤 1例，海绵状淋巴管瘤 6

例，血管瘤淋巴管瘤 11例，脉管瘤 18例，符合淋巴增生病变 6例。52例患者均行常规 CT检

查，44例行直接淋巴管造影和 CT淋巴管造影检查，40例行 MRI检查，48例行核素下肢淋巴

显像。 

结果：52例累及头颈部的多发性淋巴管瘤病的患者中，发病最多的年龄段为 20-30岁

（38.5%），其次为 10-20岁（30.8%）和 0-10岁（19.2%）。52例患者中伴胸部异常者（包

括纵隔、胸壁、肺等）20例、伴腹部异常者 43例、伴下肢异常者 29例，累及到骨骼的有 13

例，合并乳糜性腹水、胸水和心包积液者分别为 12例、27例和 5例。根据 CT和 MRI表现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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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两种类型：多发囊性肿物者 15例和多发囊实性肿物者 37例。其中沿血管间隙爬行者 26

例，包绕大血管者 10例。直接淋巴管造影中，淋巴回流异常（反流或分流或缓慢回流等）者

32例，病变内见对比剂者 5例。CT淋巴管造影检查中提示胸导管末段淋巴回流受阻的有 46

例。 

结论：多发性淋巴管瘤病病因可能与淋巴管发育异常有关，除累及头颈部，还可累及胸部、腹

部、下肢及骨。发病年龄多在儿童及 20岁左右青年，常因发现体表包块来就诊。影像学表现

以囊性及囊实性肿块为主，常合并胸腔积液、腹腔积液及心包积液。直接淋巴管造影和 CT淋

巴管造影成像可明确病变是否与正常淋巴管相通以及是否伴有淋巴回流异常和胸导管病变，是

术前评估淋巴系统整体功能的重要检查方法。此病的最终诊断须靠病理免疫组化来诊断。 

 

 
EP-1851 

腮腺多形性腺瘤的 CT 影像学特征与 Ki-67 指数的相关性分析 

 
刘现伟,詹青,赵江民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200011 

 

【摘要】目的：探讨腮腺多形性腺瘤的增强 CT的影像学特征与 Ki-67指数大小的相关性。方

法：回顾性分析经手术及病理证实的 43例多形性腺瘤瘤患者的临床资料（年龄、性别）以及

双期增强 CT影像学表现特征，均行双期增强 CT、免疫组织化学检查，比较患者 Ki-67 指数与

CT影像学特点的差异。结果：43例腮腺多形性腺瘤病例中，大多呈类圆形、椭圆形软组织肿

块或者结节，边界清晰； CT平扫密度多不均匀，肿块密度较均匀 11例（11/43），密度不均

匀 30例(30/43)(26例可见大小不一的低密度囊变区),肿块实质呈等密度 18例（18/22），稍

低密度 4例(6/22) (与同层咬肌密度相比)，经统计分析，所有腮腺多形性腺瘤中 22例

（22/43）病灶呈轻-中度强化；21例（21/22）病灶呈明显强化。31例出现 Ki-67指数<5%患

者中， 64.5%（20/31）形状为类圆形，74.9%（23/31）边缘毛糙，54.8%（17/31）出现明显

强化，71.0%（22/31）出现病灶内部密度不均匀，83.9%（26/31）出现囊变坏死，明显高于

Ki-67指数>5%的多形性腺瘤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腮腺多形性腺瘤

Ki-67指数<5%患者，影像学表现多为类圆形，边缘光滑，强化程度多中等或明显强化，内部

密度多不均匀，容易出现囊变坏死现象。相比 Ki-67指数>5%的腮腺多形性腺瘤患者有较大差

异。 

 

 

 
EP-1852 

双能量 CT 成像在诊断甲状腺乳头状癌颈部淋巴结转移状态的

临床应用价值 

 
何慕真 

福建省立医院 350001 

 

【摘要】目的：探讨双能量 CT成像在诊断甲状腺乳头状癌颈部淋巴结转移的临床应用价值。

材料与方法：前瞻性收集 2016.08~2017.05月 55例临床可疑甲状腺癌拟手术治疗的患者，所

有患者均由本人或家属签署知情同意书，并经伦理委员会通过，进行颈部双能量增强 CT 扫描

及定量分析，并与常规 CT征象对比。测量及计算短径≥5mm 淋巴结感兴趣区动脉期、静脉期

标准化碘浓度（normalized iodine concentration ratio，NIC）及能谱曲线斜率（λ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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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分析经手术病理证实的转移组及未转移组淋巴结的常规 CT表现和双能量 CT中动脉期、静

脉期 NIC及λHU值差异是否具有统计学意义。采用受试者特性曲线分析 NIC及λHU值的最佳诊

断阈值，评价诊断效能。结果：以手术病理为金标准，与术前 CT准确配对淋巴结 212 枚，包

括转移淋巴结 124枚（58.5%），未转移淋巴结 88枚（41.5%）纳入统计。通过常规 CT 形态学

征象包括淋巴结短径（＞10mm）、明显强化、不均匀强化、淋巴结坏死（囊变）、淋巴结内钙

化、侵犯周围组织等对 PTC 转移淋巴结进行诊断的敏感性为 4%-79.0%，特异性为 63.6%-

100%，准确性为 43.9%-72.6%。PTC颈部淋巴结转移和未转移组动脉期 NIC、静脉期 NIC、动脉

期λHU、静脉期λHU值均有显著性差异（P＜0.001）。其中动脉期 NIC值对 PTC颈部转移淋巴

结诊断效能最高，以 25.8%为最佳诊断阈值，其敏感性为 90.3%，特异性为 96.6%，准确性为

92.9%，阳性预测值 97.4%，阴性预测值 87.6%，AUC值为 0.986。动脉期 NIC比值及λHU值的

诊断效能均高于静脉期（P＜0.001）。结论：双能量 CT成像的定量参数 NIC比值及λHU比值

较常规 CT形态学征象在诊断 PTC颈部淋巴结转移状态中具有更高的准确性。 

 

 

 
EP-1853 

鳃裂囊肿并恶变影像学分析 

 
俞璐,陈敏,陈涓,李春媚 

北京医院 100730 

 

患者，女，54岁，颈部肿物逐渐增大 40天入院。查体右上颈部可触及 3×2×2cm 肿物，边界

清晰，活动度良好，质中，有弹性，较光滑，无压痛，皮肤颜色正常。实验室检查均正常。 

影像学表现：MR示右侧颈动脉鞘前外侧囊实性肿物，囊性成分 T1WI呈等、略低信号，T2WI呈

高信号，实性成分 T1WI、T2WI呈等信号，DWI呈略高信号，边界清晰，大小约

2.6×2.3×1.9cm，增强扫描囊壁及实性成分明显强化，向前推压下颌下腺，胸锁乳突肌受压

向后移位，周围见略肿大淋巴结。 

病理结果：完整切除肿物，病理示符合鳃裂囊肿，部分囊肿内表面被覆上皮癌变为鳞癌，中-

低分化；局部淋巴结可见转移鳞癌。免疫组化结果：（囊壁）P40（+++），P63（+++），TTF-

1（-），Syn（-），CgA（-），CD56（-），Ki-67（90%+），EMA（+），CEA（+），CK7（-

），CK20（-）；（淋巴结）：AE1/AE3（局灶+），CD34（示血管+）。 

鳃裂囊肿癌变在临床上相当少见，影像诊断困难。其原因尚不明了，可能与感染、多次手术或

穿刺的刺激及其他致癌因素作用有关。其临床特点、影像学表现、穿刺活检等均不易与鳃裂囊

肿相鉴别。早期仅表现为囊壁增厚，但轮廓清楚，往往被误诊为鳃裂囊肿。囊肿癌变发展到后

期，常出现周围结构和颈部淋巴结及远处转移，易误诊为其它恶性肿瘤。 

鳃裂囊肿恶变要与神经鞘瘤囊变、淋巴结病变鉴别。神经鞘瘤多位于颈动脉鞘后、内侧，使颈

动、静脉向外、前移位。淋巴结结核好发于颈静脉链及颈后三角，病变常多发，可相互融合，

其内坏死区不规则，强化可不均匀，边界不清，周围脂肪间隙模糊。淋巴结转移瘤常有原发肿

瘤病史，常见于颈静脉链周围，部分恶性肿瘤的淋巴结转移具有一定的特征性。 

本例病变位于右侧颈动脉鞘前外侧，病变部位对于腮裂囊肿的诊断具有一定的提示意义，但囊

壁增厚并强化、局部淋巴结肿大时，要考虑到恶变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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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854 

头颈部粘液表皮样癌 CT 表现及与恶性度的相关性分析 

 
沈莎莎,常雯,韩丹,刘顼,薛凤麟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650032 

 

目的探讨头颈部粘液表皮样癌 CT特征及与恶性度的关系方法回顾性收集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58

例头颈部粘液表皮样癌临床、CT表现及病理分级，分析临床表现、CT表现（包括病变的部

位、形态、大小、密度、钙化、边缘、囊变坏死、强化程度、临近结构侵犯、颈部淋巴结肿

大、远隔转移）及 CT表现与病理恶性度（低度恶性、高度恶性）的相关性结果无意发现头颈

部肿物 40例，触诊边界清晰 38例,仅 2例触及颈部淋巴结肿大。位于腮腺 21例，腭部 14

例，颌骨及颌区 13例（包括颌下腺 1例），鼻咽部及咽旁 4例，鼻腔 3例，磨牙后区 1例，

中耳 1例，面颊部 1例。肿瘤直径 1.1～7.5cm，结节 33/58，肿块 23/58，多结节并融合

2/58，多发小囊腔(边界清晰、内壁光滑的多发小片状无强化低密度区)36/58，囊变坏死

14/58，形态不规 43/58，边界不清晰 48/58，钙化(大小不一，形态不规则)7/58。增强扫描

（54例），呈持续性明显不均匀强化 40/54，强化 CT净增值动脉期（49.9±25.5)HU，静脉期

（53.0±20.5)HU，邻近组织侵犯 32/58（病变与周围结构分界不清 15/58，周围脂肪间隙模糊

3/58，邻近骨质破坏 19/58，邻近结构分界不清且伴骨质破坏 5/58），颈部淋巴结转移

16/58，无远隔脏器转移。低度恶性 29例,高度恶性 11例,未分级 18例。低度恶性组易出现多

发小囊腔改变，占 75.86%，高度恶性组占 36.36%；高度恶性组易侵犯邻近组织，占 72.73%，

低度恶性组占 31.03%；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①头颈部粘液表皮样癌多发生于

腮腺、腭部、颌区等腺体及小涎腺分布区域，呈单发结节或肿块，边缘模糊、形态不规则，其

内可见多发小囊腔或钙化，呈持续性明显不均匀强化，易侵犯周围组织，但淋巴结及远隔转移

少见，确诊仍需依靠病理。②粘液表皮样癌的一些 CT征象与肿瘤的恶性程度存在一定相关

性。 

 

 

 
EP-1855 

双源 CT 平扫碘值与甲状腺自身免疫性抗体 TGAb、TPOAb 的相

关性初探 

 
沈莎莎,常雯 ,韩丹,张正华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650032 

 

目的 探讨双源 CT平扫碘值与甲状腺自身免疫性抗体 TGAb、TPOAb的相关性，为甲状腺自身免

疫性疾病患者的甲状腺功能成像提供参考。 方法  回顾性收集本院 2014年 1月-2016 年 1

月行颈部双能 CT检查并在一周内接受甲状腺功能检测的病例 72例(自身抗体升高 19例：男 3

例，女 16例，年龄 12～70 岁，平均年龄 41.8±14.9 岁；甲状腺自身抗体正常 53例:男 9

例，女 44例，年龄 27～70 岁，平均年龄 45.8±14.5)。采用 SEIMENS第二代双源 CT行颈部

双能量平扫，扫描参数：A 球管电压 80kV，B球管电压 Sn 140kV，打开 CARE Dose 4D,双能融

合系数 0.5，螺距 0.7，重建层厚 0.75mm，间隔 0.5mm，扫描范围自颅底至胸廓入口，测量甲

状腺抗体升高组与正常组的碘浓度，比较两组间碘值的差异，采用受试者工作特性曲线（ROC

曲线），选取最佳敏感度及特异度的临界值，并比较其与甲状腺功能检测结果的一致性，对碘

值与甲状腺自身免疫性抗体 TGAb、TPOAb进行相关性分析。 结果 甲状腺自身抗体升高组碘

浓度低于正常组（P ＜0.01），而 TGAb、TPOAb明显高于正常组（P ＜0.001），碘值的临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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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为 0.975mg/ml时，灵敏度为 42.1%，特异度为 94.3%，且与甲状腺自身免疫抗体（TGAb、

TPOAb）诊断结果相比一致性一般（Kappa值=0.421，P ＜0.01）。双能 CT平扫碘值与甲状腺

自身免疫性抗体 AGAb、TPOAb 呈负相关（P ＜0.05）。 结论  双源 CT双能平扫甲状腺组织

的碘值与甲状腺自身免疫性抗体 AGAb、TPOAb有一定的相关性，可为未进行甲状腺功能检测患

者的甲状腺功能状态提供更多的信息，为临床早期诊治甲状腺自身免疫性疾病提供一定的参考

价值。 

  

 

 
EP-1856 

鳃裂瘘管的 CT 及 MRI 表现 

 
王奥楠,邬海博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00191 

 

目的 分析各型鳃裂瘘管的 CT及 MRI影像表现特点，以提高鳃裂瘘管诊断的准确性。方法 本

文搜集我院临床确诊的鳃裂瘘管 33例，分析各型鳃裂瘘管 CT和（或）MRI影像表现的特点。

结果 鳃裂瘘管根据组织来源分为第一、二、三、四型，通常表现为耳周、颈部的异常管状结

构，其内可伴有囊肿形成，囊内容物以液体、黏蛋白、钙化成分为主，急性期病变因合并感

染，病灶内可见气体影，甚或脓肿形成，慢性期病变常有管壁或囊壁增厚的表现。每型根据解

剖位置不同，其 CT和 MRI又具有相应的影像学特点：33例患者中，7例（21%）符合第一鳃裂

瘘管，病灶可起源于外耳道、腮腺，表现为耳周的管状结构，部分病变可穿经腮腺，部分病变

可侵犯面神经，从而引起面神经症状。18例（55%）符合第二鳃裂瘘管，表现为胸锁乳突肌前

外侧至胸锁关节范围内的长管状结构。8例（24 %）符合第三或第四鳃裂瘘管，二者不易区

分，均起自梨状窝基底部，部分穿经甲状腺。结论 当患者临床症状为耳周、胸锁乳突肌前外

侧、梨状窝附近的反复感染时，怀疑鳃裂瘘管，且查体未发现明确外瘘管时，应建议行 CT和

（或）MRI检查，以了解病灶的位置、范围、走行途径、是否有囊肿形成、囊内容物性质、是

否处于急性期，从而协助诊断及鉴别诊断各型鳃裂瘘管，并指导临床治疗方案的制定。 

 

 
EP-1857 

上颌骨良恶性肿瘤的 CT 表现及恶性肿瘤的预后分析 

 
王晶波,陶晓峰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200011 

 

目的：探求上颌骨肿瘤及肿瘤样变 CT表现特征与预后相关因素。 

方法：选取 2003年 1月至 2013年 12月我院初诊并行 CT 检查及病理学证实的上颌骨肿瘤及肿

瘤样变病例共 332例，按病理类型分为良性组（145例）及恶性组（187例）。分别对其进行

临床资料及 CT影像学资料的获取及研究，并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1）良性组较恶性组发病年龄早（34.19±19.64 岁/46.39±18.79 岁），起病

时间长（739.65±1252.94 天/327.93±1058.78 天），而性别在良恶性组中无统计学差异。

（2）良恶性组病理类型共计 42种，良性肿瘤中最多见为成釉细胞瘤，恶性肿瘤中最多见为骨

肉瘤。（3）影像学数据显示良性组较恶性组平均肿瘤最大直径小

（3.43±1.44cm/4.26±1.66cm），密度均匀者更多（33.3%/9.2%），周围组织受累者更少

（32.9%/89.2%）。而骨质破坏在良恶性组中无统计学差异。（4）恶性组患者中位生存期为

3186天，良性组全部存活。恶性组不同病种间的生存曲线及术后是否复发对生存曲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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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统计学差异，而术后是否进行继续治疗及是否进行复诊对于生存曲线的影响无统计学差

异。 

结论：（1）起病年龄晚、发病时间短提示病灶恶性。颌骨肿瘤临床表现良恶性组间有差异，

而同组病种之间的临床表现并无明显特异性。（2）影像学上病灶最大径大、病灶密度不均匀

以及病灶累及周围组织提示病灶恶性。病灶密度均匀与否以及是否在形态学上表现出累及周围

组织的特征虽可以作为判断肿瘤良恶性的参考，却不能进一步反映恶性肿瘤的恶性程度。CT

值增加值及肿瘤最大径共同影响生存率，但并不是主要影响因素。（3）颌骨肿瘤种类繁多，

且其影像学表现多有相似之处，仅依靠影像学确诊不易，因此影像科医生应结合临床病史、流

行病学、病灶部位、与牙的关系等信息对病灶进行简洁的鉴别诊断，以期给临床及病理科医生

正确的引导。 

 

 
EP-1858 

CT FINDINGS OF MAXILLARY TUMORS AND PROGNOSIS OF 

MALIGNANCY OCCOURED IN MAXILLA 

 
jingbo Wang,Tao Xiaofeng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Shanghai Ninth 

People's Hosiptial 200011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 between CT features and prognostic factors of 

the maxillary tumors and tumor-like lesions. 

Methods: All cases were selected from our hospital with available CT data between 

January 2003 to December 2013, and confirmed with pathological examination. 

According to pathological results, 332 case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benign group (145 cases) and the malignant group (187 cases). The clinical and CT 

imaging data were both collected, and analyzed statistically. 

Result: (1) According to clinical statistics, the benign group showed earlier 

onset age and longer onset time than the malignant group did (benign, 34.19 ± 

19.64 years old, 739.65 ± 1252.94 days; malignant, 46.39±18.79 years old, 

327.93±1058.78 days). Gender ha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se two 

groups. (2) There are total 42 pathology types of tumors and (or) lesions in these 

two groups. The most common benign tumor was ameloblastoma, and the most common 

malignant one was osteosarcoma. (3) The benign group exhibited smaller averaged 

lesion diameter (3.43 ± 1.44cm / 4.26 ± 1.66cm) in CT imaging, more homogeneous-

density case percentage (33.3% / 9.2%), and less surrounding-tissue-penetrated 

case percentage (32.9 % / 89.2%) compared to the malignant group. Whil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bone destruction was observed between two groups. (4) 

The malignant group's median survival time was 3186 days, and all members in the 

benign group were still alive by the time of this study. Tumor type and whether 

recurrence influenced the survival curves of the malignant group, and whether the 

patients got the postoperative treatment or whether they take referral ha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survival curves. 

Conclusion: (1) Late onset age, short onset time indicated malignancy of the 

maxillary tumors.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between benign and malignancy was 

different, but they were no obvious specificity. (2) Larger diameter and uneven 

density lesions with surrounding tissue penetrated were often malignant. Incre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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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 value and the maximum tumor diameter influenced the survival rate, but neither 

of them are the main factor. (3) There were a wide range of jaw tumor, and their 

radiological features were often similar, so the morphology characteristics should 

be considered together with clinical history, epidemiology, the lesion site, the 

lesion's relation with teeth and other information to diagnose.  

  

 

 

EP-1859 

坏死性鳞癌转移淋巴结和结核淋巴结双能量能谱分析 

 
郑凌琳,李青青,杨亚英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650032 

 

目的 分析颈部坏死性鳞癌转移淋巴结与淋巴结结核能谱曲线特征，探讨双源 CT双能量成像技

术在两种颈部坏死性淋巴结鉴别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病理证实并行双能量

动脉期增强扫描的 25例患者共 81枚颈部坏死性肿大淋巴结，将图像资料在 MMWP后处理工作

站上通过双能自配后处理软件“Mono Energetic”得到能谱曲线。分别观察两种淋巴结实质区

域及坏死区域能谱曲线变化趋势,比较两种不同病理性质淋巴结坏死区斜率、实质区斜率及及

60~180 keV不同单能量水平对应的 CT 值。 结果 81枚坏死淋巴结中，鳞癌转移性淋巴结 42

枚，淋巴结结核 39枚。鳞癌转移淋巴结与淋巴结结核在实质区在 60-180keV范围内，随着单

能 keV值的升高，其 CT值逐渐递减，且随 keV值越高，CT值降低的幅度越小，其能谱曲线在

60-180keV下均呈“下降型”。鳞癌转移淋巴结坏死区呈“下降型”，淋巴结结核坏死区能谱

曲线呈“上升型”。两种不同性质淋巴结实质区及坏死区曲线斜率均存在不同，其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p＜0.05）。ROC 曲线分析显示坏死区曲线斜率的诊断效能高于实质区曲线斜率；

当曲线斜率为 0.456时，鉴别两者的敏感度为 89.7%，特异度为 44.2%，曲线下面积为 0.75。

结论 双源 CT动脉期能谱曲线对颈部坏死淋巴结影像鉴别诊断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P-1860 

CT and MRI observations of rhabdomyosarcoma occurring 

in masticator space 

 
Dai Xiaoqing,Shi Huimin,Tao Xiaofeng 

Ninth People’s Hospital Medical School，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200001 

 

Objective:To evaluate patient age,sex and location,CT and MR imaging appearances 

of rhabdomyosarcoma occurring in masticator space. 

Materials and methods:Retrospective review 28 cases of histologically proved 

rhabdomyosarcoma occurring in masticator space was performed. All of the patients 

underwent both pre and post contrast CT examination.Besides 9 cases underwent 

contrast MR and 3 patients only underwent pre contrast MR examination. All of the 

CT and MR images were retrospectively evaluated with respect to the location, size, 

relationship to bones, intracranial extension, enhancement and enhancement pattern 

by 2 experienced radiolog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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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Of 28 rhabdomyosarcoma cases,there were 11 male and 17 female patients. 

All of the patients exhibited ill-defined soft-tissue masses. On CT,the tumors 

appeared as hypodense (n=23) or isodense (n=5) on pre-contrast CT images. And 54% 

(15/28) with inhomogeneous enhancement on post-contrast CT images. On T1-weighted 

images (WI), 12 tumors exhibited isointensity (12/12) .On T2WI,8 tumors 

demonstrated inhomogeneous hyperintensity(8/12). And 6 tumors exhibited 

inhomogeneous enhancement on contrast-enhanced (CE)-T1WI(6/9).25 cases presented a 

multi-cavity growth.23 cases showed adjacent bone destruction, including mandible, 

maxillary and even skull base. And 5 cases had intracranial extension through the 

patent foramen.Metastases included one regional lymph node metastases and three 

lung metastases. 

Conclusions:This study provides age and sex distribution and CT and MR imaging 

featuers of rhabdomyosarcoma occurring in masticator space. 

  

 

 
EP-1861 

能谱 CT 单能量技术优化头颈部 CTA 图像质量的研究 

 
雷雨欣,陈晓侠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712000 

 

目的:探讨宝石能谱 CT单能量技术对头颈部 CTA图像质量优化的临床价值。 

方法:选取本院头颈联合 CTA 患者 28例，采用能谱扫描，体重指数（BMI）≤23kg/m
2
用 GSI-

51协议，BMI＞23kg/m
2
用 GSI-1协议。扫描后分别重建 60、65、70、75、80keV单能量图像，

将图像传入 AW4.6工作站，行 MPR、VR、CPR重建。由两名有经验的医师对两组图像质量进行

4分制主观评分，应用 Kappa 检验比较观察者间评分的一致性；测量主动脉弓、双侧颈总动

脉、双侧颈内动脉、双侧大脑中动脉、胸锁乳突肌、脑实质的 CT值，及双侧颈总动脉、双侧

颈内动脉、胸锁乳突肌、脑实质的 SD值，双侧对称性动脉求其 CT值、SD均值，计算出颈部

血管的信噪比（SNR）、对比噪声比（CNR）。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 5组图像的 CNR、

SNR、主观评分，组间对比采用 LSD检验。结果:两位医师对两组图像评价结果的一致性较好

（Kappa 值均＞0.800）。获得最佳 CNR的最佳单能量水平为 60-65keV。5组图像的 SNR、CNR

及主观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60keV组和 65keV组的 SNR、CNR及主观评分最

高，SNR分别为颈总动脉（66.42±18.84、68.04±13.67）、颈内动脉（42.42±13.08、

43.10±12.98）、大脑中动脉（45.51±12.47、45.52±11.47）；CNR分别为颈总动脉

（77.22±24.10、75.92±24.04）、颈内动脉（77.31±25.47、76.03±25.04）、大脑中动脉

（39.97±11.99、39.45±11.05）；主观评分分别为 3.64±0.49、3.61±0.50，二者之间无

统计学差异（p均＞0.05）。结论:单能量图像约在 60-65keV 可以获得最佳 CNR的头颈 CTA图

像，宝石能谱 CT能够提高头颈 CTA图像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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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862 

梅尼埃病耳蜗内淋巴积水程度与听力及其症状的相关性分析 

 
王凤,陆平,沙炎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200031 

 

目的 探讨单侧梅尼埃病患者耳蜗内淋巴积水程度与听力及其临床症状的相关性。 

方法 回顾性定量分析 57例单侧梅尼埃患者的耳蜗内淋巴积水程度，并与患者听力及其临床症

状进行相关性分析。以患侧耳为试验组（57只耳），对侧无症状耳为对照组（57只耳）。双

侧耳均经鼓膜穿刺鼓室内注入 Gd-DTPA稀释液，24h后行三维真实重建反转恢复（3D real 

IR）序列 MRI扫描，定量测量耳蜗底旋、中间旋、尖旋内淋巴间隙沿蜗轴及迷路腔沿蜗轴方向

的最大径线，计算两者的比值（R）[底旋（R1）、中间旋（R2）、尖旋（R3）]。采用配对 t

检验比较试验组与对照组耳蜗内淋巴间隙程度的差异；Pearson 检验分析患侧耳蜗内淋巴积水

程度与听力、临床症状持续时间的相关性。结果患侧耳蜗 R1、R2、R3分别为 0.354±0.097、

0.445±0.098、0.467±0.102，正常侧分别为 0.185±0.031、0.201±0.046、

0.221±0.053，患侧各值均大于正常侧，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值分别为 13.729、17.097、

15.787，P值均<0.01）。患侧耳蜗底旋、中间旋及尖旋的内淋巴积水程度均与高频听力有弱

相关性（P值均<0.05，r值分别为 0.275、0.281、0.329），而与患者眩晕病程、每次眩晕持

续时间、耳鸣时间及听力下降时间无相关性（P>0.05）。此外，耳蜗尖旋的内淋巴积水程度与

低频、中频、高频听力下降均有弱相关性（r值分别为 0.271、0.269、0.329，P<0.05）。 

结论 耳蜗底旋、中间旋内淋巴积水程度与高频听力损失有相关性，尖旋内淋巴积水程度与低

频、中频、高频听力损失均有相关性，而耳蜗内淋巴积水程度与年龄及其症状持续时间无明显

相关性。 

 

 
EP-1863 

High-Resolution 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 Improves 

the Diagnostic Accuracy of Dynamic Contrast-Enhanced 

Sinonas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Wang Feng,Sha Yan,Zhao Menglong 

Eye and ENT Hospital of Fudan University 200031 

 

Object:The aim of the study was to evaluate the incremental value of high-

resolution 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 and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ADC) 

mapping compared with that of dynamic contrast-enhanced (DCE) sinonas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in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benign versus malignant 

sinonasal tumors at 3.0T. Materials and Methods:Ninety-eight patients (61 females, 

37 males;mean age, 48 years) with sinonasal lesions who underwent high-

resolution DW-MRI and DCE-MRI were included in this study. The lesions 

were divided into malignant and benign groups on the basis of 

pathological examination. In total, 58 malignant tumors and 40 benign tumors were 

evaluated.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s were acquired with 0 and 1000 s/mm
2 
b 

values. Semiquantitative parameters (time–signal intensity curve [TIC] type, time 

of peak enhancement within the first 2 minutes [Tpeak], peak percentage 

enhancement within the first 2 minutes [PEpeak], the last time point percen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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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hancement [PElast],and the washout percentage-enhancement difference [PEwashout]) 

were derived from DCE-MRI. The DCE-MRI parameters and ADCs were included in 

multivariate models to predict a diagnosis of a benign versus malignant lesion. 

Results:The accuracy using semiquantitative DCE-MRI parameters alone was 70.4% 

(0.693 area under the ROC curve, 57.5% sensitivity,79.3% specificity). Adding 

absolute ADCs to dynamic contrast-enhanced MR data showed the higher diagnostic 

accuracy of 85.7% (0.873 area under the ROC curve, 85.0% sensitivity, 86.2% 

specificity). Moreover, the absolute ADCs differed significantly between the 

benign (mean [SD] ADC, 1.211 [0.32] 10−
3
mm2/s) and malignant (mean [SD] ADC, 

0.702 [0.28] 10 

−3mm2/s) sinonasal tumors (P< 0.001). In addition,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found between the ADC values of malignant and benign lesions in washout 

enhancement TICs (t=7.039,P< 0.001). Conclusions:High-resolution DWI with ADC 

mapping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 diagnostic accuracy of dynamic contrast-

enhanced sinonasal MRI at 3.0T. In addition, ADC values could distinguish benign 

lesions from malignant tumors in washout enhancement TICs. 

 

 

EP-1864 

Pleomorphic Adenoma Versus Warthin Tumor of the 

Parotid Gland: Diagnostic Value of CT Perfusion 

Imaging and Its Pathologic Explanation 

 
Xu zhifeng,Pan Aizhen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the first Peop’s Hospital of Foshan， Guagndong， China 528000 

 

AIM: To investigate the value of CT perfusion (CTP) imaging in the differentiation 

of pleomorphic adenoma and warthin tumor deriving singly from the parotid gland, 

and to explain its pathological basis. 

METHODS:  CTP was successfully performed in 29 patients with parotid tumors whose 

diagnoses were confirmed by surgery or biopsy. Data were postprocessed by using 

the Philips EBW workstation and analyzed using a dynamic analysis module. 

Postprocessing-generated a tissue time-density curve (TDC) and maps showed blood 

flow (BF), blood volume (BV), time-to-peak (TTP) and peak enhancement index (PEI). 

Independent-sample test and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curves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difference and diagnostic efficacies of all perfusion data 

between the  tumors.  HE  dyeing pathological section of all tumors was 

obtained after operation. 

RESULTS: Perfusion maps of all tumors were successfully obtained. TDC of 

pleomorphic adenomas mainly showed a gradually ascension, and warthin tumours 

showed a fast  ascent followed by a fast descent. The BF, BV, PEI and 

TTP  valu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t between the pleomorphic 

adenomas and warthin tumors (p < 0. 01). ROC demonstrated that BF, BV and PEI, 

except for TTP, had actual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se two tumor types. 

Warthin tumors contains rich  capillary network, and with a high cellula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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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omal grade. With regard to pleomorphic adenomas, it had less angiogenesis, but 

abundant muciform and chondroid tissue. 

CONCLUSIONS: CTP could provide TDC and perfusion data, which is feasible 

to  differentiate  pleomorphic  adenomas  from  Warthin tumors, and could 

reflect tumors histopathological feature. 

  

 

 

EP-1865 

增强 3D SPACE 序列在臂丛神经成像中的应用 

 
王龙胜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30601 

 

【摘要】 目的 探讨 MR增强三维短反转时间反转恢复变角激发 T2WI快速自旋回波序列（3D 

STIR T2WI SPACE）在臂丛神经成像中的应用可行性，旨在提高臂丛神经的 MRI显示效果。方

法 随机选取 32例行肩部 MR检查患者，采用 3D STIR T2WI SPACE序列扫描，前瞻性研究臂丛

神经成像效果。32例中 23 例进行了平扫，其中 10例行平扫加增强扫描；9例仅进行了增强扫

描。由 2名影像诊断主任医师对臂丛神经的扫描结果进行评分，并测量臂丛神经与肌肉的对比

噪声比(CNR)。对增强和平扫结果进行比较采用 t检验， 10例同时行平扫及增强的结果行自

身比较，采用配对资料 t检验。结果  23例臂丛神经平扫评分（7.80±1.29）分，CNR 为

24.97±3.41；19例增强扫描评分平均为(13.11±1.65)，CNR为 38.49±4.95，两者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t值分别为－11.72、－10.47，P 均＜0.01）。10例同时行增强和平扫的患者，

平扫评分（7.35±1.65）分、CNR平均 26.23 ±4.43，增强评分（13.30 ±1.58）分，CNR为

38.19±5.03，两者相比图像质量评分及 CNR差异均具有有统计学意义(t值分别为－8.22、－

5.64，P 均＜0.01)。2名医师对平扫和增强 3D STIR T2WI SPACE 序列臂丛神经显示评分结果

一致性分析，平扫 Kappa值=0.68, p=0.00，一致性一般，增强 Kappa值=0.82, p=0.00，一致

性较好。结论 增强 3D STIR T2WI SPACE序列可很好的抑制背景组织信号，有利于臂丛神经的

显示，对臂丛神经病变的诊断有重要价值。 

 

 

EP-1866 

常规 MR 扫描对于扁桃体癌和扁桃体淋巴瘤的鉴别诊断价值 

 
李超

1
,董越

2
 

1.辽宁省人民医院 

2.辽宁省肿瘤医院 

 

 

目的 探讨常规 MR扫描征象对于扁桃体癌和扁桃体淋巴瘤的鉴别诊断价值。 

材料与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2006年 6月至 2017年 3月经病理证实的 52例扁桃体癌和扁

桃体淋巴瘤患者（男女比例 9:4，平均年龄 54.96岁，范围 13-87岁），其中扁桃体癌 32

例，扁桃体淋巴瘤 20例。所有病例均行常规 MR扫描，对病灶位置、大小、范围、形状、边

缘、T1W和 T2W信号强度和均匀程度、T1W增强扫描强化方式及颈部淋巴结转移情况进行评

价。首先对患者一般资料和 MR征象进行单因素分析，对于两者鉴别有意义的征象再进行多因

素分析，确定对两者鉴别有意义的征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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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32例扁桃体癌发现病灶 34个（2例双侧病灶），平均直径 28.59mm；9个病灶越过中线

生长；32个病灶形态不规则，呈浅分叶状；28个病灶边缘不清晰并侵犯咽旁间隙。20例淋巴

瘤共发现病灶 25个（5例双侧病灶），平均直径 29.55mm；13个病灶越过中线生长；10 个扁

桃体淋巴瘤病灶形态不规则，呈浅分叶状；3个病灶边缘不清晰，侵犯临近咽旁间隙。两组肿

块的 MRI影像均为 T1W呈等信号、T2W呈稍高信号。27个扁桃体癌病灶 T2W信号不均匀，32

个病灶增强不均匀强化。7 个扁桃体淋巴瘤病灶 T2W信号不均匀，3个病灶增强不均匀强化。

27例扁桃体癌合并颈部淋巴结受累，增强扫描 5例均匀强化，22例不均匀强化。11例扁桃体

淋巴瘤出现颈部淋巴结受累，增强扫描均为均匀强化。单因素分析两组的年龄、肿块位置、大

小无统计学意义(P>0.05)，余变量均有统计学差异（P<0.05），将单因素分析有意义的变量进

行 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出肿瘤边缘具有统计学意义（P=0.028，OR=23.566），变量引入

后的预测准确度由 61.5%上升到了 94.2%，因此肿瘤边缘可作为鉴别两者的独立因素。 

结论 常规 MR扫描征象对于扁桃体癌和扁桃体淋巴瘤的鉴别诊断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 

 

 

EP-1867 

单发甲状腺乳头状癌同侧中央组淋巴结转移 CT 征象的多因素

分析 

 
韩志江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310000 

 

【摘要】目的  探讨单发甲状腺乳头状癌（papillary thyroid carcinoma，PTC）同侧中

央组淋巴结转移（ipsilateral central lymph node metastasis，ICLNM）的各种 CT征

象，通过多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明确其诊断价值。方法  回顾分析经手术及病理证实的

302例直径＞1.0cm单发 PTC 的 CT资料，通过 ROC曲线获得淋巴结转移的最佳阈值，并采用多

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淋巴结大小、强化程度、钙化或囊变、中央区浑浊和侧颈部淋巴结阳

性与 ICLNM阳性的关系。结果  302例 PTC中，病理证实 ICLNM阳性和阴性比例分别为

63.6%（192/302）和 36.4%（110/302）。根据 ROC曲线，随着淋巴结直径的增加，诊断淋巴

结转移的敏感度降低而特异度增高，当阈值为 0.4cm时，约登指数最大（0.358），此时的敏

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50.5%和 80.3%。多因素分析显示直径≥0.4cm、高强化、中央区浑浊和侧

颈部淋巴结阳性是 ICLNM阳性的独立风险因子，OR值分别为 4.189（95%C.I. 2.037～

8.617）、3.875（95%C.I.1.561～9.617）、4.054（95%C.I. 2.230～7.371）和 8.735

（95%C.I. 1.093～69.831）；钙化或囊变在 ICLNM阳性中无统计学意义。结论  单发 PTC

颈部淋巴结的 CT评估中，直径≥0.4cm、高强化、中央区浑浊和侧颈部淋巴结阳性是 ICLNM 阳

性的独立风险因子，对这些征象的准确识别，对于外科医生采取更彻底的手术治疗方案及降低

术后复发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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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868 

CT 检查中淋巴结大小和分布状态对单发甲状腺乳头状癌同侧

中央组淋巴结转移的诊断价值 

 
韩志江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310000 

 

【摘要】目的  探讨 CT检查中淋巴结大小和分布状态对单发甲状腺乳头状癌

（papillary thyroid carcinoma，PTC）同侧中央组淋巴结转移

（ipsilateral central lymph node metastasis，ICLNM）的诊断价值。方法  回顾分

析经手术及病理证实的 278 例直径＞1.0cm单发 PTC的 CT资料，依据同侧中央组淋巴结直径

将其分为＜0.2cm组、0.2~0.4cm 组和≥0.4cm 组，统计 ICLNM阳性和阴性在 3组间和组内的

分布差异，再依据淋巴结分布状态将 0.2~0.4组分为浑浊组（≥3枚）和非浑浊组（1~2

枚），将≥0.4cm 组分为簇状组（≥3枚）和非簇状组（1~2枚），统计浑浊组和非浑浊组、

簇状组和非簇状组间的差异。结果  278例 PTC中，病理证实 ICLNM阳性和阴性比例分别为

65.8%（183/278）和 34.2%（95/278），＜0.2cm组、0.2~0.4cm 组和≥0.4cm 组 ICLNM 阳性分

别占 37.3%（31/83）、68.0%（66/97）和 87.8%（86/98），组间和组内χ2和 p分别为

51.082和 0、16.956和 0、49.955和 0、11.022和 0.001，浑浊组和非浑浊组 ICLNM阳性分别

占 74.0%（57/77）和 45%（9/20），χ2和 p分别为 6.151和 0.013，簇状淋巴结组和非簇状

淋巴结组 ICLNM阳性分别占 92.6%（50/54）和 82%（36/44），χ2和 p分别为 2.619和

0.106。结论  PTC患者的 CT检查中，随着中央组淋巴结直径增大、增多，ICLNM阳性比例

增加，对于 0.2~0.4cm组病例，浑浊征象提示转移可能性更大，对这些征象的准确识别，有助

于外科医生采取更彻底的手术治疗方案，对降低术后复发具有重要意义。 

  

 

 
EP-1869 

各种 CT 征象在不同大小甲状腺乳头状癌诊断价值中的比较 

 
韩志江

1
,王海滨

1
 

1.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2.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放射科 

 

目的  探讨各种 CT征象在不同大小甲状腺乳头状癌（papillary thyroid carcinoma，

PTC）诊断价值中的比较。方法  回顾分析经手术及病理证实的 396例 406枚 PTC的 CT征

象，依据瘤体最大径，将其分为 1.1～2.0cm组、2.1~3.0组和＞3.0cm组，分析形态不规则、

咬饼征、增强后范围缩小/模糊和微钙化在各组瘤体中的分布。结果  406枚 PTC中，1.1～

2.0cm组、2.1~3.0组和＞3.0cm组分别为 318枚、60枚和 28枚，其中形态不规则、咬饼征、

增强后范围缩小/模糊和微钙化在各组瘤体中分别占 89.6%（285/318）、75%（45/60）和

64.3%（18/28）：83.6%（266/318）、71.7%（43/60）和 64.3%（18/28）：84.0%

（267/318）、78.3%（47/60）和 67.9%（19/28）：35.5.0%（113/318）、40%（24/60）和

59.3%（16/27）。三组瘤体中，形态不规则（χ2=20.092，p=0.000）和咬饼征（χ2=9.695，

p=0.008）具有统计学差异，增强后范围缩小/模糊（χ2=5.175，p=0.075）和微钙化

（χ2=5.277，p=0.071）无统计学差异；进一步对形态不规则和咬饼征进行组内比较，1.1～

2.0cm组和 2.1~3.0组（χ2=9.746，p=0.002）、1.1～2.0cm组和＞3.0cm组（χ2=15.180，

p=0.000）在形态不规则上均具有统计学差异，1.1～2.0cm组和＞3.0cm（χ2=6.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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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10）在咬饼征上具有统计学差异，余组内比较无统计学差异。结论 尽管形态不规则、

咬饼征、增强后范围缩小/模糊和微钙化是诊断 PTC的重要 CT征象，但不同征象随瘤体大小而

存在一定差异，需重视。 

  

 

 

EP-1870 

CT 在甲状腺结节良、恶性风险评估中的价值 

 
韩志江

1
,王海滨

1
 

1.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2.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放射科 

 

目的  探讨 CT在甲状腺结节良、恶性风险评估中的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组织学证

实的 447例 461枚直径＞1.0 cm恶性结节的 CT表现，包括结节形态、咬饼征、微钙化、增

强后范围缩小/模糊、囊变为主和高强化，并与同期直径＞1.0 cm的 484例 548枚良性结节

的 CT征象进行比较，通过单因素和多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对各种 CT征象进行统计，并计

算阳性 CT征象在良、恶性结节诊断中的敏感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和准确度。 结

果  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显示，结节形态不规则、咬饼征、微钙化、增强后范围缩小/模糊

均更常见于恶性结节中，χ2、P和 OR值分别为 509.263、0.000和 5.297vs 504.619、0.000

和 3.467vs 97.793、0.000 和 1.730vs 361.967、0.000和 5.729，囊变为主和高强化征象

更常见于良性结节中，χ2、P和 OR值分别为 223.208、0.000和 7.537vs 65.983、0.000 和

10.782。结节形态不规则、咬饼征、微钙化、增强后范围缩小/模糊诊断恶性结节的敏感度、

特异度、阳性预测值和准确度分别为 80.5%、90.0%、87.1%和 85.6% vs 74.2%、94.3%、

91.7%和 85.1% vs 80.7%、79.4%、76.7%和 80.0% vs 35.6%、90.1%、75.2%和 65.2%；囊

变为主和高强化征象对良性结节诊断的敏感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和准确度分别为 42.2%、

98.1%、67.7%和 96.3% vs 19.0%、97.4%、45.2%和 89.7%。结论  形态不规则、咬饼征、

微钙化及增强后范围缩小/模糊是 CT评估恶性结节的重要征象，囊变为主和高强化是 CT评估

良性结节的重要征象，各种 CT征象的诊断效能和 OR值存在较大差异，需重视。 

  

 

 
EP-1871 

1H-MRS 对原发颅内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预后评估的应用价值 

 
肖慧,方梦诗,曲利娟,钟群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 350025 

 

目的：通过分析原发颅内弥漫大 B细胞淋巴瘤（DLBCL）术前 1H-MRS与术后病理的相关性，评

价 MR波谱在 DLBCL预后评估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回顾性分析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15例原发颅内 DLBCL 患者的 MRI、1H-MRS及病理资料。

分析肿瘤的部位、形态、信号等特点；定量测量肿瘤实质区和对照脑实质区各代谢物（Cho、

Cr、NAA）波峰下面积和峰高比值（NAA/Cr、Cho/Cr、Cho/NAA），采用配对 t检验比较两组间

差异；对肿瘤实质区的 Cho 峰下面积与免疫组化 Ki-67表达水平进行 Spearman相关性分析。 

结果：15例原发颅内 DLBCL 均表现为肿瘤实质区 Cho峰升高，NAA峰及 Cr峰减低，并可见

Lip峰，Cho/Cr比值升高，NAA/Cr比值减低。统计分析表明，除 Cr外，肿瘤实质区与对照脑

实质区各代谢物（Cho、NAA）及比值（NAA/Cr、Cho/Cr、Cho/NAA）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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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Spearman相关分析显示，肿瘤实质区 Cho峰下面积与 Ki-67表达水平呈正相关

关系（rs=0.627，P=0.039）。 

结论：1H-MRS对原发颅内 DLBCL的术前定性诊断具有重要价值；通过与术后免疫组化指标 Ki-

67相关性的初步研究，证实其在术前评估原发颅内 DLBCL的预后中亦有一定的应用价值，可

为临床治疗提供参考依据。 

 

 
EP-1872 

高清 CT 不同重建方式对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诊断价值 

 
姚小玲,李真林,帅桃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610041 

 

 

目的：探讨高清 CT高清重建模式对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诊断价值 

方法：一般资料：收集拟诊断为颈动脉狭窄及斑块的患者 20例，其中男 9例，女 12例，年龄

44~84岁，平均年龄（66±0.46）岁。 

扫描方法：20例病例均行高清 CT 颈动脉血管成像。所得原始图像采用标准重建和高清重建，

两种重建模式的参数除了 ASIR-V，其他都一样。为了保证两种重建模式有相同的噪声，标准

重建的 ASIR-V为 40%，高清重建的 ASIR-V为 50%。 

数据测量：测量颈部血管相对肌肉的对比噪声比，斑块的 CT值，钙化的面积，斑块的面积，

血管的狭窄程度。 

统计分析：采用 SPSS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对上述参数分别进行配对 t检验，检验水准

α=0.05。所有测量数据均采用配对 t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标准重建和高清重建均发现 73个斑块，其中钙化斑块 28个，混合斑块 23个，软斑块

22个。两种重建方式的对比噪声比无统计学意义（P>0.05）。钙化面积 P=0.024，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高清重建的钙化面积(3.6±3.0)小于标准重建(4.27±3.45)减小了 18.6%。血管的狭

窄程度 P=0.129,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斑块面积 P=0.598,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高清 CT的高清重建模式可以提高诊断颈动脉斑块的精确性。 

 

 

EP-1873 

经鼓室注射钆动态增强 3D-FLAIR 技术对 

梅尼埃病的临床诊断价值 

 
王必园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200233 

 

摘要：目的采用经鼓膜穿刺鼓室内导入造影剂 Gd-DTPA动态增强三维快速液体衰减反转恢复磁

共振扫描(3D－FLAIR)技术，评价其对梅尼埃病的有效性及临床诊断价值。方法 5例正常志愿

者，11例经临床确诊的梅尼埃病患者，采用经鼓膜穿刺中耳腔给药的方法，在耳内窥镜监视

下注入稀释的钆喷酸，给药 4小时，12小时，24小时后在 3.0T磁共振机器进行动态增强三维

快速液体衰减反转恢复磁共振扫描(3D一 FLAIR)。由 2名熟悉内耳的放射科医生对 16例样本

耳蜗、前庭、半规管进行测量 SIR值，并对内耳及同层脑干的信号强度比分别进行测量和计

算，进行统计学分析。分别测量 5例正常志愿者及 11梅尼埃患者内淋巴间隙面积/前庭内外淋

巴总面积比值，统计结果并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16例受试者动态增强扫描检查均可显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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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的耳蜗、前庭、半规管。动态增强 4小时扫描大部分耳蜗、小部分前庭可显影，12小时耳

蜗、前庭、半规管均可显影，24小时扫描耳蜗信号强度较淡，前庭部分显影可，半规管显影

较好。梅尼埃病患者内淋巴间隙面积/前庭内外淋巴总面积大于 1/3,而正常对照组小于 1/3，

两者比较有统计学意义。结论经鼓膜穿刺鼓室内导入造影剂礼，内耳 3D－ FLAIR MRI动态增

强扫描检查，可以多期相动态观察耳蜗、前庭、半规管外淋巴对造影剂的摄取情况，从而明确

内淋巴积水的情况，为梅尼埃病提供重要的临床诊断价值。 

 

 

EP-1874 

Characterizing internal architectures and vascular 

malformation in tongue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using 

Susceptibility Weighte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and its correlation with pathological findings 

 
Wu Yingwei,Shi Huimin,Yang Xing 

shanghai Ninth People's hospital 200011 

 

Purpose 

This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feasibility of SWI in detection of internal 

architactures in oral tongue cancer and the value of ITSS in determination of 

tumor grade. 

Materials and methods 

Thirty patients with tongue Squamous cell carcinoma(SCC) were recruited in the 

study. MR examinations were performed on a 1.5T MRI scanner with T1-, T2- and 

contrast-enhanced(CE) T1-weighted imaging. In addition to conventional MRI, pre- 

or post- contrast-enhanced(CE) SWl were performed．Lesion size, location, signal 

intense, and the intratumoral susceptibility signal intensities (ITSSs) on SWI 

were analyzed and recorded, and ITSSs were categorized as 0-3 points. Tongue SCCs 

were categorized as low- and high-grade according to the pathologic resul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WI and conventional MR imaging in detecting tongue SCCs, and 

correlation between ITSSs scores and tongue cancer grade were analyzed. 

Results 

SWI was more sensitive than conventional MR imaging in revealing tumor internal 

architecture such as small vasculars and microbleeds. In terms of tongue SCCs 

grading, the increase of ITSSs was observed in 90%(9/10) high-grade and 

70.0%(14/20) low-grade patients, and the ITSS score between high-grade and low-

grade had a correlation with pathological grade of tongue cancer, respectively. 

All these measurements were statistically different (P<0.05). 

Conclusion 

SWI is better than conventional MR imaging to reveal the internal architectures of 

tongue lesions. Semi-quantitative parameters ITSS was well correlated with tumor 

grade of oral tongue cancer, which will potentially be helpful for tumor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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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875 

SAFIRE 迭代重建技术在颈部临床应用价值研究 

 
郭冉

1,2
,鲜军舫

1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2.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潞河医院 

 

【摘要】目的：研究不同级别迭代重建技术（SAFIRE）与滤波反投影算法（FBP）对颈部图像

质量的影响，探讨获得最佳图像质量的迭代重建级别。材料与方法：回顾性分析 50例双源双

能量 CT颈部检查患者，对扫描后数据分别采用滤波反投影重建算法和 1-5级基于原始数据的

迭代重建技术进行重建，比较 6组图像层面胸锁乳突肌及颌下腺 CT值、信噪比、对比噪声比

及主观质量评分。结果：SAFIREl-5重建及 FBP重建图像各组间图像噪声均有统计学差异

（P<0.05），级别越高，噪声越小,SAFIRE重建噪声小于 FBP重建；胸锁乳突肌及颌下腺的信

噪比及对比噪声比在 6组图像间有统计学差异（P<0.05），级别越高，值越大；6组图像 CT

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主观质量评分 SAFIER3与 4间无统计学差异。结论：在颈部

CT扫描中，与滤波反投影重建(FBP)比较，采用基于原始数据迭代重建技术(SAFIRE)能显著提

高图像信噪比，降低图像噪声，随着迭代级别增高，噪声及信噪比改善程度逐渐增加，重建级

别 3、4时图像主观评分最高。 

  

 

 
EP-1876 

颞颌关节磁共振对于髁突自溶性吸收的诊断价值 

 
董敏俊,孙琦,陶晓峰,杨驰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200011 

 

目的：探讨颞颌关节磁共振检查对于髁突自溶性吸收的诊断价值，总结髁突自溶性吸收的 MR

表现。 

材料与方法：回顾性分析 16例临床诊断髁突自溶性吸收的颞颌关节磁共振图像，常规磁共振

扫描：闭口斜矢状位及斜冠状位 PDWI序列（TR/TE：1825.0/24.0；FOV：10cm×10cm，带宽：

15.63kHz；层厚/层间距：2.0mm/1.0mm;矩阵：320×192；扫描时间：121s）；张口位斜矢状

位 T2WI序列（TR/TE：3775.0/85.0；FOV：10cm×10cm，带宽：15.63kHz；层厚/层间距：

1.5mm/0.5mm;矩阵：320×192；扫描时间：129s）。由两名医师分别对每例 TMJ关节盘的位

置、髁突的大小、形态、信号和关节腔积液情况进行诊断。 

结果：16例临床诊断髁突自溶性吸收的颞颌关节磁共振图像中，10例不可复性盘前移，6例

不可复性盘前移伴内移；所有病例髁突明显变小，表面凹凸不平，14例骨髓腔信号明显降

低；12例未见明显积液，4例见少许积液。 

结论：颞颌关节磁共振对于髁突自溶性吸收的诊断是有一定价值的。髁突自溶性吸收的 MR表

现主要为髁突形态、大小、信号的异常，关节盘的不可复性盘前移或旋转移位。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1620 

 

EP-1877 

DCE-MRI 早期预测鼻咽癌新辅助化疗疗效的时机探讨 

 
郑德春,林浩,张潇潇,陈韵彬,陈英,曹喜生,周新辉 

福建省肿瘤医院 350014 

 

目的：鼻咽癌化疗敏感性的高低与肿瘤组织内的微循环状态密切相关。本研究拟探讨 DCE-MRI

用于早期预测鼻咽癌新辅助化疗疗效的最佳时间点。 

材料与方法：前瞻性入组 44 例局部中晚期鼻咽癌患者，分别在治疗前、新辅助化疗（NAC）后

第 4天、第 1周期末和第 2周期末进行四次常规 MRI和 DCE-MRI扫描。获得各时间点原发肿瘤

的 DCE-MRI参数值（Ktrans
、Kep、ve和 vp）和最大直径，计算前述参数治疗前后的变化，分别计

算肿瘤在第 1周期末（NAC1）、第 2周期末（NAC2）和调强放疗（IMRT）末的退缩率并采用

RECIST标准评估疗效（SD，PR和 CR）并分为有效组和无效组。通过比较 DCE-MRI参数及在治

疗中早期变化用于预测新辅助化疗 1或 2周期末不同疗效组的诊断效能，明确 DCE-MRI预测

NAC疗效的最佳时间点。 

结果：44例患者中，分别有 13例(29.5%)和 24例(54.5%)的鼻咽癌患者在新辅助化疗 1和 2

周期后获益归为有效组。放疗结束后的治疗组与残留组之间的第 2周期末肿瘤退缩水平差别具

有统计学差异（P=0.02），而在第 1周的肿瘤退缩水平差异无统计学差异（P=0.06）。在新辅

助化疗第 1周期末和第 2周期末，有效组（PR和 CR）鼻咽原发灶的 Ktrans
(Pre-Tx)和治疗前后的变

化值（△Ktrans
(0-4)和△vp(0-4)）均显著大于无效组（SD）（P＜0.05）。然而，△Kep(Pre-Tx)和△Kep(0-4)

这两个指标仅在新辅助化疗后 2周期末的有效组与无效组之间统计学差异（P＜0.05）。逻辑

回归分析表明：DCE-MRI预测 NAC2的诊断效能优于预测 NAC1，对应的 AUC分别为 0.863和

0.809。 

结论：新辅助化疗不同疗效组间的早期 DCE-MRI定量参数变化存在显著差异，DCE-MRI治疗后

的早期参数变化更适用于预测新辅助化疗 2周期的疗效。 

 

 
EP-1878 

面神经管正常解剖结构及变异的 64 排螺旋 CT 研究 

 
王伟,罗敏 

自贡市第四人民医院 643000 

 

【摘要】目的：利用 64排螺旋 CT研究面神经管正常解剖结构特点及解剖变异发生率。方法：

选取 2013年 3月-2015年 2月来我院行鼻副窦、颞骨 CT检查且无颞骨病变的患者 100 例(200

侧)，将原始图像传至后处理工作站，采用多平面重建技术（MPR）和曲面重组技术（CPR）对

面神经管进行观察，利用 MPR对面神经管进行斜横断位、斜矢状位重建。在 MPR斜横断位、斜

矢状位上测量面神经管各段的长度、宽度及第一、二膝角度，对测量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在

CPR上观察面神经管解剖变异，统计解剖变异发生率。结果：1、面神经管迷路段长度

（3.53±0.44mm）、宽度（0.87±0.08mm）；鼓室段长度（11.51±1.43mm）、宽度

（0.91±0.15mm）；乳突段长度（12.89±1.71mm）、宽度（1.14±0.14mm）；第一膝和第二

膝角度分别为（68.18±13.17°）、（111.15±16.61°）。2、面神经管各段结构在不同性

别、不同侧别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3、面神经管膝状神经节骨壁缺损发生率

18.5%，鼓室段骨壁缺损发生率 29.5%。。结论：利用 64排螺旋 CT多平面重建技术及曲面重

建技术可清晰显示面神经管解剖结构及变异，并对其精确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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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879 

 颈部囊性病变的多排螺旋 CT 影像学特征分析 

 
彭泰松 

大同市第三人民医院 37008 

 

目的 

 颈部囊性病变是上颈部占位性病变的常见类型，因解剖位置深在，毗邻关系复杂，病变种类

多样，容易造成诊断困难，CT对于体积较大以及位置深在的肿块的定位和定性有较大的作

用，现对颈部常见的囊性病变的 CT表现进行回顾分析，以提高诊断和鉴别诊断能力。 

方法 

  回顾性分析 34例经病理证实的颈部囊性病变的解剖部位及多排螺旋 CT影像学征象。 

结果 

  本组研究中以甲状舌管囊肿最为多见，共 16例，10例位于正中线舌骨水平，6例位于正中

线略偏，病变呈囊袋状、类圆形，较规则，病变呈水样密度改变，内可见分隔，边界较清，矢

状位可见囊肿通过甲状舌管与舌盲孔相通或突向邻近解剖间隙，使喉腔等毗邻解剖结构受压变

形，增强扫描病变囊壁较薄，呈环形线样轻度强化，部分病灶并发感染，囊壁明显增厚；第二

鳃裂囊肿发生仅次于甲状舌管囊肿，有 9例，位于颌下腺后外侧，颈鞘外侧，胸锁乳突肌前

内，形态圆形或类圆形，CT 表现胸锁乳突肌前内 1/3可见囊性肿块，边界清，壁薄，肿块内

密度呈水样改变，增强扫描病变囊壁轻度强化，其内可见分隔强化，颈动脉鞘向前内移位；本

组 2例表皮样囊肿分别位于颈中线舌骨水平、颈后部，形态规则或不规则，CT扫描密度均

匀，增强扫描未见明显强化，感染病例可见囊壁增厚，周围脂肪间隙模糊。会厌囊肿 3例位于

会厌前间隙，咽喉腔受压变窄，CT表现为囊性低密度肿块，边界清，邻近结构受压变形；淋

巴管瘤 4例位于右侧颈后三角区及左侧胸锁乳突肌前内侧等处，CT呈不规则形态囊性肿块，

边界较清，内部可见分隔，囊腔大小不一，呈多房分叶状向周围间隙侵入，增强扫描分隔可见

强化，周围组织可见被推移。 

结论 

 颈部囊性肿块常有固定的来源，在影像表现有一定的特征性，病变的精确解剖定位及影像表

现对其诊断和鉴别诊断具有重要的意义，有助于指导临床制订手术方案。 

  

 

 
EP-1880 

Mechanisms of Temporal Bone Pneumatization on 

Pulsatile Tinnitus Induced by Sigmoid Sinus 

Diverticulum and/or Dehiscence 

 
Zhao Hui Liu

1
,Wenjuan Liu

2
,Lizhen Wang

3
 

1.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Beijing Tongren Hospital 

2.Jining First People's Hospital 

3.Beihang University 

 

Introduction 

Although many studies have suggested that air cells of the temporal bone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pulsatile tinnitus (PT) resulting from sigmoid sinus 

diverticulum and/or dehiscence (SSDD), the precise underlying mechanisms re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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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clear. The current study quantitatively evaluated the effect of temporal bone 

pneumatization on PT induced by SSDD using realistic object simulation models. 

Materials and methods 

Twenty-five PT patients with SSDD underwent preoperative pure tone audiometry and 

tinnitus matching test to assess the sound intensity and frequency transmitted to 

the cochlea from the sigmoid sinus. Eight temporal cadaveric head specimens were 

used to develop realistic object simulation models. Each pneumatization group 

included two models. The intensity of inputted sound at the site of dehiscent 

sigmoid plate and the received sound in the middle ear were measured. All models 

underwent high-resolution computed tomography (HRCT) to measure the distance of 

sound transmission from the dehiscent sigmoid plate to a noise-measuring 

instrument inserted via the external auditory canal. Inputted and received sound 

intensity with different sound frequencies were compared in different pneumatized 

temporal bone models. 

Results 

The mean sound intensity for 25 PT patients was 34.3 dB. The mean sound 

transmission distances were 41.7 mm, 45.2 mm, 47.6 mm and 48.4 mm in the hypo-

pneumatization, moderate pneumatized, good pneumatized, and hyper-pneumatized 

models, respectively. When the received sound in the middle ear was 34 dB, the 

mean inputted sound intensities were 46.9 dB, 46.2 dB, 45.2 dB, 47.1 dB, 57 dB, 

57.4 dB, and 74.1 dB, and sound attenuation ratios were 1/20, 1/16, 1/13, 1/23, 

1/237, 1/1587, and 1/50500 with increased sound frequencies (125 HZ, 250 HZ, 500 

HZ, 1000 HZ, 2000 HZ, 4000 HZ, and 8000 HZ) in the hypo-pneumatized model. The 

mean inputted sound intensity was 42.6 dB, 43 dB, 41.5 dB, 43.2 dB, 47.3 dB, 58.2 

dB, and 78.8 dB, and the sound attenuation ratio was 1/9, 1/9, 1/6, 1/9, 1/53, 

1/299, 1/46011 with increased sound frequencies in the moderate pneumatized model. 

The mean inputted sound intensities were 52.6 dB, 52.8 dB, 48.1 dB, 61 dB, 64.2 dB, 

82.4 dB, and 87.3 dB, and the sound attenuation ratios were 1/25, 1/82, 1/29, 

1/626, 1/1248, 1/30059, and 1/501187 with increased sound frequencies in the good 

pneumatized model. The mean inputted sound intensities were 47.2 dB, 46.2 dB, 45.4 

dB, 49.4 dB, 54.9 dB, 66.6 dB, 77.7 dB, and the sound attenuation ratios were 1/25, 

1/20, 1/14, 1/48, 1/44, 1/2048, and 1/ 23735 with increased sound frequencies in 

the hyper-pneumatized model. The mean inputted sound intensity and attenuation 

ratio we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models. 

Conclusion 

Sound intensity was reduced in pneumatized temporal bone when transmitted through 

temporal bone air cells. Sound attenuation was similar between different 

pneumatized temporal bone types. Sound attenuation of lower-frequency sound (≤ 

1000 HZ) was less than that of higher-frequency sound (> 1000 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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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881 

Assessment of collateral circulation in patients with 

stenosis or occlusion of unilateral anterior 

circulation using whole-brain CT Perfusion combined 

head and neck CT angiography 

 
Liu Zhiwen

1,2
,Chen Juan

1,2
 

1.Beijing Hospital 

2.National Center of Gerontology 

 

Purpos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llateral circulation and cerebral 

perfusion in symptomatic patients with severe stenosis or occlusion of unilateral 

anterior circulation by using whole-brain CT Perfusion combined head and neck CT 

angiography on a 320-row CT. 

Materials and Methods: 37 symptomatic patients with severe stenosis or occlusion 

in unilateral anterior circulation (M 23，F 14；age range 32～82 years) underwent 

whole-brain CTA and CTP imaging on a 320-row CT．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status of collateral circulation. The patients with 

collateral circulation were divided into 3 subgroups based on the collateral 

pathway: Willis circle opening only, secondary collaterals only, and both of them. 

All CTA images and CTP parameters were compared. 

Results: CTP abnormality was revealed in all of 37 patients. Collateral 

circulation was revealed in 25 patients including 6 cases with Willis circle 

opening only，12 cases with secondary collaterals only, and 7 cases with both 

types of collateral pathway. There were 11 cases without collateral circulation. 

CBF (32.58±7.11 vs 28.96±3.03 ml/100g•min) in the affected side of the patients 

with and without collateral circulation revealed statistic different (P=0.038).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CBV, MTT, and TTP between the patients with 

and without collateral circulation. rCBV (ratio of CBV on affected side to that on 

the contralateral side) show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atients with 

the circle of Willis opening only and the who have secondary collaterals only 

(P=0.007). There was no statistic difference for other parameters. 

Conclusion: Whole-brain multiphase CTA and CTP may be helpful to evaluate 

collateral circulation, and may potentially indicate different collateral route. 

The cerebral blood flow was higher in patients with collateral circulation than 

those without collateral circ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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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882 

上颈椎椎弓根内倾角范围基于临床路径的 MSCT 研究 

 
戴贵东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646000 

 

目的：探讨基于临床路径的国人正常上颈椎（C2-C3）椎弓根内倾角（PMA）的范围，以期为行

后路椎弓根螺钉置入术的临床应用提供相关解剖学参数。材料与方法：搜集我院成人正常颈椎

CT影像资料 50例。依照临床后路内固定手术常用路径在工作站通过 MPR法对原始薄层数据进

行相应后测量：在椎弓根中份横断面上，垂直过椎弓根最窄处骨皮质连线的中点做一条直线，

该条直线为最佳进钉路线；该直线与椎体后缘的交点，为最佳进钉点；以最佳进钉路线与椎体

正中矢状面的夹角为最佳内倾角；以最佳进钉点起点过椎弓根最窄处内侧，但不突破内侧骨皮

质的进钉路线与椎体正中矢状面的夹角为最大内倾角；以最佳进钉点起点过椎弓根最窄处外

侧，但不突破外侧骨皮质的进钉路线与椎体正中矢状面的夹角为最小内倾角。将测得数据采用

配对 t检验比较左右椎弓根之间的差异，独立样本 t检验比较同侧不同椎体等间的差异。结

果： C2右侧最佳内倾角度为 30.12°±8.35°，内倾角的范围是

21.91°±9.15°~38.17°±7.92°：左侧最佳内倾角度为 30.08°±8.61°，内倾角的范围

是 23.00°±9.76°~38.47°±7.45°。C2左右两侧 P值大于 0.05，其内倾角范围近似。C3右

侧最佳内倾角度为 45.71°±5.40°，内倾角的范围为 38.69°±6.15°~51.52°±5.03°；

左侧最佳内倾角度为 48.35°±5.56°，内倾角的范围为 43.34°±5.56°~53.84°±5.06°,

左右比较，其 P值小于 0.05。C2和 C3通过统计学发现 P值小于 0.05，两椎体之间内倾角有统

计学差异，不可互做参考。结论：通过 MSCT并参考临床路径在活体影像上能准确测量出颈椎

（C2-C3）椎弓根内倾角范围。能够为临床行颈椎经椎弓根行后路钉道内固定术，提供切实可

靠，更加准确的影像参考数据，提高手术安全性和成功率。 

  

 

 
EP-1883 

Cortical anatomy plasticity in cases of cervical 

spondylotic myelopathy associated with decompression 

surgery: a longitudinal fMRI study 

 
tan yongming,He Laichang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chang University 330006 

 

Objective: Using voxel-based morphometry (VBM), study brain changes of cortical 

gray volume on patients with spondylotic myelopathy (CSM) before and after 

cervical cord surgical decompression. Then discuss its structure damage mechanism 

and its the neural plasticity mechanisms involved in post-decompression CSM. 

Methods: Forty-one CSM patients, 41 CSM patients follow-up 3 months after surgery 

and 41 age-, sex- and level of education matched healthy volunteers underwent 

high-resolution 3-dimensional T1-weighted scans by 3.0 T MR. Then VBM measurements 

were performed statistical by second-level random-effect or paired 2-tailed 

student t test (p values less than 0.05 were considered significant), and assess 

cortical gray volume alterations of within pre- and post-decompression CSM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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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y controls (HC), alternately, as well as its correlations to clinical 

indices by Pearson correlation. 
Results:. Compared with HC, pre-decompression CSM show reduced gray matter volume 

in left caudate nucleus and right thalamus. After 3 months, post-decompression CSM 

find decreased gray matter volume in bilateral cerebellar posterior lobe compared 

with pre-decompression, however, gray matter volume increase in brain-stem; 

Compared with HC, post-decompression CSM patients demonstrated a significantly 

lower gray matter volume in the left caudate nucleus; However, pre-decompression 

CSM showed a significantly higher regional gray matter volume in the right 

inferior temporal gyrus、right middle orbitofrontal cortex (OFC) and bilateral 

lingual- precuneus /posterior cingulate cortex. Abnormal areas gray volume in CSM 

patients pre-decompression or post- decompression show no significantly 

correlation with JOA scores, NDI scores and Disease duration (P> 0.05). 

Conclusion: Myelopathy in cervical cord may affect cerebral structure damage 

chronic before and after decompression stage, prominently altered in brain regions 

involved in motor execution/control, vision processing, default mode network, and 

which are associated with sensorimotor compensatory reorganization. 

 

 
EP-1884 

iZoom IVIM 参数对甲状腺良恶性结节的诊断价值研究 

 
岳云龙,金延方,郭劲松,左利利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 100038 

 

目的：以病理结果为金标准，评估 iZoom体素内不相干运动扩散加权成像（IVIM-DWI）参数对

甲状腺良恶性结节的诊断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 40例患者的 45个经病理证实的直径超过

5mm的甲状腺结节(乳头状甲状腺癌 23例，结节样增生 19例，甲状腺腺瘤 2例，桥本氏甲状

腺炎 1例)。iZoom DWI序列采用 8通道颈动脉斑块专用线圈。2D RF脉冲， 8 个 b 值 (0, 

20, 50, 100, 200, 400, 600, 990) s/mm
2
。两位影像科医师在不知道病理结果的情况下手动

勾画覆盖整个病灶的 3D ROI，应用双指数模型计算扩散系数（D）; 灌注分数（f）; 伪扩散

系数（D
*
）。应用独立样本 t 检验比较良性组和恶性组各参数的差异，应用 ROC曲线分析各参

数鉴别甲状腺结节良恶性的价值，同时计算曲线下面积（AUC），最佳临界值及其鉴别结节良

恶性的准确率、敏感性、特异性、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结果：甲状腺恶性结节组的 D值

和 f值明显低于良性结节组（恶性组：D=0.79±0.19×10
-3
mm

2
/s，f=29.54±7.48%；良性组：

D=1.20±0.34×10
-3
mm

2
/s, f=36.39±7.79%），良恶性结节的 D

*
值没有显著性差异（恶性组：

D
*
=11.21±2.31×10

-3
mm

2
/s；良性组： D

*
=10.53±2.77×10

-3
mm

2
/s）。D值和 f值的 AUC 值分

别为为 0.883、0.729。D值和 f值的最佳临界值为分别为 0.874×10
-3
mm

2
/s和 28.50%，其相应

的准确率、敏感性、特异性、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分别为 86.67%, 82.61%, 90.91%， 

90.47%及 83.34％， 68.89％，52.17％，86.36％，79.99%, 63.34％。结论： 基于 2D RF 的

iZoom 技术的覆盖全病灶的 D值和 f值测量可以有效鉴别甲状腺结节的良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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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885 

贝尔面瘫患者面神经管的多层螺旋 CT 研究 

 
袁辉,王仁贵,岳云龙*,段永利,郭劲松 

北京世纪坛医院 100038 

 

【摘要】目的 探讨 MSCT扫描及 MPR技术在贝尔面瘫中的应用价值，分析其解剖特点与发病机

制之间的关系。资料与方法 回顾性分析 49例贝尔面瘫患者的 MSCT影像资料，原始数据传至

工作站进行 MPR后处理，分别获得双侧颞骨同层显示面神经管迷路段、膝状神经节段及鼓室段

的斜轴位图像，对患侧及健侧面神经管迷路段、膝状神经节段及鼓室段宽度分别进行同层测量

及比较。结果 2例病人单侧面神经管斜轴位 MPR重建未能同层显示面神经的三段骨管结构，

MPR同层显示率为 98.0%（96/98）。患侧面神经管迷路段、膝状神经节段、鼓室段内径平均值

分别为 0.89±0.19mm( 0.60~1.49mm )，3.07±0.21mm（2.66~3.80mm），1.08±0.18 

mm( 0.72~1.44mm)；健侧面神经管迷路段、膝状神经节段、鼓室段内径平均值分别为

0.94±0.17mm (0.73 

~1.55mm)，3.22±0.27mm (2.05~3.95mm)，1.11±0.16mm (0.80~1.57mm)。患侧面神经管迷路

段、膝状神经节段内径较健侧窄，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 p<0.05）。结论 MSCT扫描及其 MPR

技术能够最大程度同层面对称显示双侧面神经管情况，贝尔面瘫患者面神经管迷路段、膝状神

经节段骨管相对较窄可能是贝尔面瘫患者发病的解剖学基础。 

  

 

 

EP-1886 

Imaging Features of Intracranial Solitary Fibrous 

Tumor and Analysis of Diagnostic Errors：Report of 

Two Cases  

 
Xu Kai

1,2
,Lei Junqiang

1
 

1.The First Hospital of Lanzhou University 

2.The First Clinical Medical College of Lanzhou University 

 

 

1. Abstract   

Solitary fibrous tumor (SFT) was restructured as one entity that solitary fibrous 

tumor and hemangiopericytoma(SFT/HPC) by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in 

2016 ,because of the long-standing controversy. The disease was first described by 

Klemperer in 1931. To date，approximately 2000 cases have been reported, with a 

majority arising from the pleura, and only a handful of cases of SFT occurring in 

central nervous system(CNS). Because of limited and sporadic cases, CNS SFTs were 

mysterious and often confused with other tumors. We present two cases of 

intracranial solitary fibrous tumor (ISFT). One case was misdiagnosed as 

astrocytoma，and in this case we found some atypical signs rarely reported in the 

previous study. Another one case was misdiagnosed as meningioma. Now we sincerely 

share our understanding about the image features of these patient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awareness of IST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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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887 

Volumetric quantification of unilateral vestibular 

endolymphatic hydrops with 3D FLAIR 

 
Hui Zheng,Li Yuhua,Wang Dengbin 

Xinhua hospital affiliated to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00092 

 

Purpose 

To quantify the severity of vestibular endolymphatic hydrops (EH) using three-

dimensional fluid attenuated inversion recovery (3D FLAIR). 

Method 

Thirty patients with a clinical diagnosis of unilateral Ménière's disease (MD) 

were enrolled in this study. Eightfold diluted gadolinium hydrate was injected 

into the bilateral tympanic cavities, and the EH was evaluated 24h later using 3D 

FLAIR. Patients without any enhancement in the inner ear were excluded. We 

outlined the endolymphatic space and the fluid in the vestibule slice by slice, 

and then obtained the volume. The mean and standard deviation (SD) of the volume 

of fluid space in the vestibule and endolymphatic space of all of the ears were 

calculated. The volume ratio of the endolymphatic space to the vestibular fluid 

space for both ears was calculated and compared using a paired-t-test. 

Results 

The volumes (mean ± SD) of the fluid space in the vestibule and endolymphatic 

space for normal ears were 83.17± 21.97 mm
3 
and 3.64± 5.62mm

3
 respectively, and 

the corresponding values for affected ears were 82.67 ± 20.57 mm
3 
and 45.63 ± 

36.06 mm
3
. There were large variations in the volume of the endolymphatic space. 

The volume ratios of the endolymphatic space to the fluid space in the vestibule 

for the affected ears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ose in normal ears, (t= 

-5.86, p=0.00). 

Conclusion 

EH can be detected in vivo using MRI. Bilateral intratympanic introduction of 

contrast can be used to demonstrate and quantify the severity of EH in patients 

with MD. 

 

 

EP-1888 

Contrast-enhanced dynamic and diffusion-weighted MR 

imaging at 3.0 T to assess early-stage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倪良平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30601 

 

Objectives: To assess early-stage NPC with DCE-MRI and DWI at 3.0 T. Materials: 

Forty-four newly diagnosed NPC patients underwent MR examination at 3.0 T using 

DCE-MRI and DWI. We investigated the K
trans

, Kep, Ve  and ADC of tumour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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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elation between clinical stages and ADC value and K
trans 

were analysed. The 

diagnostic accuracy of K
trans

 and ADC were estimated using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s. Results: NPC stage correlated positively with K
trans

 and 

negatively with ADC values. The tumour K
tran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ADC value. 

The sensitivity and accuracy of K
trans

 and ADC in combination in distinguishing 

between stage II and stage III and stage (III and IV ) were higher than the values 

of either measurement used separately.Conclusion: Ktrans
 and ADC derived from DCE-

MRI and DWI may be useful to stage early NPC accurately. K
trans

 and ADC in 

combination were better than either alone. 

  

 

 
EP-1889 

Contrast-enhanced dynamic and diffusion-weighted MR 

imaging at 3.0 T to assess early-stage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ni linagping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anhui medical university 230601 

 

Abstract. Background and Objectives: To assess early-stage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NPC) with dynamic contrast-enhance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DCE-MRI) 

and 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 (DWI) at 3.0 T. 

Materials and methods: Forty-four newly diagnosed NPC patients were included in 

this study. All patients underwent MR examination at 3.0 T using DCE-MRI and DWI. 

We investigated the volume transfer constant (K
trans

), the flux rate constant 

between extravascular extracellular space and plasma (Kep), the volume of 

extravascular extracellular space per unit volume of tissue (Ve ), and the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ADC) of tumour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clinical stages 

and ADC value and K
trans 

were analysed. The diagnostic accuracy of K
trans

 and ADC were 

estimated using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s. 

Results: NPC stage correlated positively with K
trans

 and negatively with ADC values. 

The tumour K
tran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ADC value. The sensitivity and accuracy 

of K
trans

 and ADC in combination in distinguishing between stage II and stage III 

and stage (III and IV ) were higher than the values of either measurement used 

separately. 

Conclusion: Ktrans
 and ADC derived from DCE-MRI and DWI may be useful to stage early 

NPC accurately. K
trans

 and ADC in combination were better than either al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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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890 

成人原发性横纹肌肉瘤的影像表现及病理分析 

 
唐文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00092 

 

目的：探讨成人原发性横纹肌肉瘤（rhabdomyosarcoma，RMS）患者的临床、病理及影像学特

征。方法：回顾性分析 4例经手术病理证实的成人原发性 RMS患者的临床资料。本研究选取我

院 2012-2016年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4例成人原发性 RMS患者，其中女性 3例，男性 1例，平均

年龄为 35.5岁（分别为 34、23、56、29岁）。病灶位于纵膈内的患者，临床表现主要为胸闷

症状；位于子宫内的患者表现为阴道出血，位于副鼻窦内的患者主要表现为鼻塞症状，位于咀

嚼肌间隙内的患者表现为脸部肿胀及舌头麻木。4例患者经肿瘤部分切除或全部切除加化疗治

疗后，1例患者出现远处转移。（由于患者信息不足，未能随访到目前情况）结果：4 例患者

中，病变位于头颈部 2例，位于盆腔 1例，位于纵隔 1例。所有患者均因相应部位肿胀或压迫

症状就诊。CT显示病灶为软组织密度肿块，密度欠均匀，周围组织受压推移或侵犯；增强后

病灶呈明显不均匀强化，4 例患者的病灶内均可见坏死，但未见钙化成分。MRI检查 T1WI 图像

上可见病灶呈等低混杂信号，T2WI图像上则以稍高信号为主；增强后呈不均匀持续强化。结

论：成人原发性 RMS罕见，其在 CT及 MRI图像上具有一定特征性，结合患者的临床表现进行

分析，可提高诊断的准确率。 

 

 

 

EP-1891 

Use of texture analysis based on contrast enhanced 

MRI to predict the treatment response to chemo-

radiotherapy in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Jaleel N Abdul,Wang Lijun,Miao Yanwei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Dalian medical university 116011 

 

• Purpose: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potential of Texture analysis using 1.5T MRI 

for predicting the therapeutic response of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from the 

pretreatment MR images.  

• Materials & Methods: 

The dataset comprised of Contrast enhanced MR images of 40 patients diagnosed with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sets 1. 

Responders(non-residual lesions) 21 no: & 2. Non-responders(residual lesions)19 no: 

based on the post chemo-radiotherapy MR images. 

The pre-treatment T1C & T2 MR images of the respective groups were studied after 

the Region of interest ROI were delineated. Texture analysis software were used to 

extract the Quantitative image parameters . The parameters were statistically 

filtered to identify a subset of reproducible &  non-redundant parameters that 

were used to construct the predictive model. Mann-Whitney test & Independent t 

test  were used to test the statistic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erformances of 

the extracted parameters in predicting the treatment 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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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ults:  

T1C parameters showed potential in predicting treatment response with 

    (i) four Texture analysis parameters showing p value < 0.05 in Independent 

t test : 

 1.Inertia (p=0.011) 2.Low grey level run emphasis (p=0.016) 3.Short run low grey 

level emphasis(p=0.016) 4.Glcm (p=0.048) 

   (ii) one Texture analysis parameter showing p value <0.05 in Mann-Whitney 

test; Correlation p value of 0.029 

While T2 parameters doesn't show any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 Conclusion: 

T1C MR images allow for predicting the treatment response of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to Chemo-radiotherapy. 

  

 

 
EP-1892 

APPLICATION OF TEXTURAL ANALYSIS METHOD FOR 

DISTINGUISHING BENIGN AND MALIGNANT THYROID NODULES 

WITH CIRCINATE MACROCALCIFICATION ON CT IMAGES 

 
Lijun Wang

1
,Mu Zhuan zhuan

1
,Sun Zhao nan

1
,Liu Yijun

1
,Liu Ailian

1
,Guo Yan

1
 

1.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Dalian Medical University 

2.GE healthcare， China 

 

Objective: To assess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textural analysis method (TA) in 

differentiating malignant from benign thyroid nodules which were within circinate 

macrocalcifications (CMCs) using CT images. 

Materials and Methods: 60 patients with CMCs were identified from pathology 

database, among them, 19 (31.6%) were papillary thyroid carcinomas, 40 (66.7) were 

nodular goiters and 1 (1.7%) was Hashimoto’s thyroiditis. Inclusion criteria were 

as follows: pattern of calcification is circinate, and the girth of 

calcification≥ 2/3 perimeter, all scans were performed on a HD750 CT scanner. 2D 

regions of interest (ROIs) were defined at the slice with the maximum diameter of 

CMCs. Mean, median and 64 texture features, including shape and size-based 

features, histogram and GLCM as well as GLRLM features of CT value were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sing Omni-Kinetics software (GE Healthcare). Statistical analysis 

was conducted with SPSS 22.0 software. Independent sample Mann-Whitney U test and 

Pearson correlation test with r＜0.9 were used and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curve was plotted to assess diagnostic efficiency of them. 

Results: Mann Whitney U test showed that 31 features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t 

between benign and malignant groups, Pearson test reduced them into 9 features: 

Quantile25, Uniformity, MedianIntensity, MinIntensity, Inertia and 

LongRunLowGreyLevelEmphasis were significant lower while GreyLevelNonuniformity, 

Skewness and Correlation were higher in benign lesions than that in malignant 

le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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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TA Method could efficiently classify benign and malignant thyroid 

nodules with circinate macrocalcification on CT images with good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while traditional CT and Ultrasound failed. 

 

 
EP-1893 

头颈部木村病的 CT 和 MR 表现 

 
吴艳秋,陈潭辉,曹代荣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5 

 

目的：探讨头颈部木村病的 CT和 MR表现。 

材料与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 2009年 3月至 2017 年 8 月经组织病理学证实为木村病的 17例

患者的临床及 CT、MR资料。5例患者行 CT平扫检查，2 例患者同时行 CT及 MRI检查，10例

患者行 MRI检查，其中 6例行平扫及增强检查。分析病变累及的部位、大小、数量、形态、边

界、CT密度、MR信号特点及邻近结构受累情况。 

结果：17例患者中，男性 14例，女性 3例；年龄 11-55 岁，中位年龄 39岁；病程 2月-20年

不等，平均病程 6.6年；除其中 2例患者伴局部皮肤瘙痒外，余均表现为单侧或双侧腮腺区、

耳周、颌下区、颌面部无痛性软组织肿块；15例患者伴有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增多。除 1例

患者病变位于面颊部，余 16例患者病变均累及或邻近大唾液腺，分别位于腮腺区（n=10）、

颌下区（n=4）、耳后区（n=2）；肿物最大径范围为 1.4-5.5cm；3例为单发病变，14例为多

发病变；8例位于双侧，9例位于单侧；3例表现为结节状，边界清楚，14例表现为斑片状或

团状软组织影，边界均欠清或不清；CT平扫相对于邻近肌肉均表现为稍低密度，CT值约 40-

51HU；MRI平扫相对于邻近肌肉均表现为稍短 T1长 T2信号，增强扫描 6例均呈明显强化，8

例病灶内或者边缘可见迂曲流空的小血管影；16例患者病变累及邻近皮下脂肪间隙，致局部

皮下脂肪层密度增高或萎缩变薄；17例患者均可见双侧颈部多发淋巴结增大，边界清晰，密

度均匀，无囊变或坏死，未见融合。 

结论：头颈部木村病 CT和 MR表现具有一定特征，多表现为大唾液腺或其邻近皮下软组织内的

多发病灶，伴多发颈部淋巴结增大且密度均匀，结合临床病史及实验室检查，可提示该病的诊

断。 

 

 
EP-1894 

慢性侵袭性真菌性鼻窦炎的 CT、MRI 诊断价值 

 
张金玲,肖喜刚,盛欣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0001 

 

【摘要】目的：探讨慢性侵袭性真菌性鼻窦炎的 CT、MRI表现及其诊断价值。方法：选取 8例

经病理学确诊为慢性侵袭性真菌性鼻窦炎的患者进行研究，其中男 5例，女 3例，年龄最小为

36岁，年龄最大为 65岁，伴有鼻塞、头痛、眼眶疼痛等临床症状。所有患者均分别进行 CT、

MRI扫描。结果：CT图像中可见鼻窦窦腔内软组织密度影，密度不均，5例软组织内可见斑点

状钙化，鼻窦壁骨质出现缺损，向周围组织侵犯，其中 2例侵及翼腭窝，翼内外肌受累，肌间

隙模糊，3例累及眶尖，与眼外肌分界不清，3例伴有前颅窝骨缺损，受累脑膜增厚强化，受

累鼻窦壁可出现明显增生肥厚。MRI可见 T1WI呈低信号或等信号，T2WI信号不均匀，低信号

为主，增强可见明显不均匀强化。结论：慢性侵袭性真菌性鼻窦炎应用 CT、MRI联合诊断，提

供更多信息指导临床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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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895 

基于体素内不相干运动的弥散加权成像对鼻咽癌早期治疗阶

段的疗效评估 

 
朱娟,汪飞 

安庆市立医院 246003 

 

目的：探讨基于体素内不相干运动理论的弥散加权成像(IVIM-DWI)技术在评估鼻咽癌（NPC)治

疗效果的可行性；对比鼻咽癌治疗前后肿瘤真实扩散系数(D值)、灌注相关扩散系数(D
*
值)及

灌注分数(f值)，研究其在鼻咽癌的早期治疗阶段的的参数变化，并探讨其对肿瘤疗效评估的

价值。 

方法：选择临床确诊为鼻咽癌并进行同步放化疗或新辅助化疗的患者 16例。分别在治疗前、

治疗后 1周、治疗后 4周，使用 GE3.0T磁共振系统（Discovery  MR750） 对鼻咽部进行常

规 MRI及 IVIM-DWI扫描，IVIM-DWI选取 11个 b值(0、10、30、50、80、100、150、200、

400、600、800 s/mm
2
)。IVIM-DWI处理使用第三软件 OmniKinetics，计算真实扩散系数(D

值)、灌注相关扩散系数(D
*
值)及灌注分数(f值)。比较肿瘤治疗前后的各参数变化。各参数比

较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法。 

结果：鼻咽癌患者治疗前肿瘤的 D 值为（0.758±0.201）×10
-3
mm

2
 /s、D

*
值为

（139.725±38.701）×10
-3
mm

2
/s、f值为 0.168±0.031；治疗后肿瘤组织的 D值呈升高趋

势、D
*
值呈下降趋势，治疗后一周及治疗后四周的 D值和 D

*
值，与治疗前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

意义（p﹤0.05）；f值变化轻微，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IVIM-DWI技术对鼻咽癌的疗效评估具有一定价值，其操作简单，结果稳定，具有很好

的可重复性， 为鼻咽癌综合治疗方案的选择及调整具有指导意义。 

  

 

 
EP-1896 

心电监控 4D-CTA 对颅内破裂动脉瘤 搏动点的研究及其临床

意义 

 
顾艳

1
,许新堂

1
,刘希光

1
,胡春洪

3
 

1.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2.连云港市中医院 

3.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通过观察已破裂颅内动脉瘤在心电监控 4D-CTA检查中一个心动周期内的搏动情况，探

讨搏动点的临床意义.方法:将 102个破裂动脉瘤病人进行了双源 CT的心电监控 4D-CTA检查，

将扫描结束后的原始数据进行重建，得出一个心动周期内的时间间隔均为 5％的 20组数据

包，经工作站三维软件处理后，得到 20幅图像及动态图。将同一部位连续 3幅及以上图像发

现小泡状或小尖状凸起，判定该凸起为搏动点。根据有无搏动点出现分为有搏动点组和无搏动

点组，并将两者的临床病史等进行统计分析，并将出现搏动点的动脉瘤与手术结果进行对照。

结果: 102个破裂动脉瘤中 81个发现有搏动点，有搏动点组和无搏动点组的性别、年龄、部

位家族史、有无并发多发动脉瘤、是否合并高血压及有无吸烟史之间比较无统计学意义

（p>0.05），而直径以及瘤颈比在两组之间有统计学意义。在 81例有搏动点的动脉瘤中，其

中 66例进行了夹闭术，并发现 62例出血的部位与搏动点的部位一致。且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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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裂动脉瘤直径和瘤颈比大，更倾向于容易发现搏动点；破裂动脉瘤的搏动点与术中破裂点有

较好的一致性,这对破裂动脉瘤的治疗有很大的临床意义. 

 

 

EP-1897 

3D CE-MRA 对头颈部动脉开窗畸形的诊断价值 

 
杨维柘 

泰州市人民医院 225300 

 

目的：探讨头颈部动脉开窗畸形的 MR增强血管成像（CE-MRA）表现及好发部位，提高对该血

管变异的认识。资料与方法：回顾性分析 61例头颈部动脉系统开窗畸形的影像学表现和临床

表现。将原始和减影图像经工作站处理后，得到容积重组（VR）、最大密度投影（MIP）、薄

层最大密度投影多平面或曲面重组（TS MIP）。比较各组图像对血管异常的显示情况。结果：

颅颈动脉开窗畸形 61例，位于大脑前动脉 23例、大脑中动脉 2例、大脑后动脉 1例、基底动

脉 5例、椎动脉 30例。6例合并有颅内动脉瘤。结论：CE-   MRA可准确显示头颈部动脉开

窗畸形位置、形态和毗邻关系，有助于指导临床制定合理的治疗方案，提高其治疗的安全性。 

 

 
EP-1898 

头皮软组织恶性肿块的 CT、MR 诊断价值 

 
屈耀铭,芮绮虹,温志波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510282 

 

目的  分析头皮恶性肿块于 CT、MRI表现，探讨其诊断及鉴别诊断价值  方法  搜集 12例

经手术病理证实、1例临床随访确诊的头皮软组织恶性肿块的病例资料，对其进行回顾性分

析。CT检查 7例，MRI检查 8例  结果  头皮恶性肿块多位于顶枕部（7/13），以基底细胞

癌（2/13）、鳞癌（2/13）相对多见，病变较大、范围广，组织密度或信号不均，出血、囊变

及坏死多见，边界不清，边缘大多不光整，呈菜花状或火焰样改变，可突破软组织最外层至头

皮外，发病部位邻近骨质可呈虫蚀状破坏，甚至穿通颅内外，增强扫描呈不均匀明显强化。亦

有部分恶性肿块呈良性病变的影像学表现，如淋巴瘤、隆突性皮肤纤维肉瘤，平扫及强化密度

或信号较均匀，边界清晰。  结论  CT、MR能更好地显示头皮肿块的部位、形态、邻近骨

质及颅内的改变，当头皮病变较大或累及分为较广、边缘不规整、有出血、囊变坏死、骨质受

累及强化不均匀等特点时多考虑为恶性病变，结合其临床特征，能更好判断其良恶性及作出明

确诊断。 

  

 

 

EP-1899 

MSCTA 在颈动脉粥样硬化与缺血性脑 

卒中相关性研究中的应用 

 
宋娟 

1.无锡市第一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第一医院，无锡市儿童医院） 

2.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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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探讨多层螺旋 CT血管造影（MSCTA）在颈动脉粥样硬化与缺血性脑卒中相关性

研究中的应用。方法 回顾性分析 180例脑卒中患者的 MSCTA 检查资料，其中缺血性脑卒中 87

例，非缺血性脑卒中 93例。首先对图像质量进行评价，其次对比两组患者颈动脉狭窄程度及

颈动脉斑块部位、性质，最后采用 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缺血性脑卒中的相关危险因素。结

果 ① 180 例患者的 360支颈动脉血管中，2支颈动脉图像质量差不能用于分析，358支血管

（缺血性脑卒中组 172支，非缺性脑血卒中组 186支）最终纳入研究，两组间图像质量比较无

显著差异；② 缺血性脑卒中组颈动脉重度狭窄病例明显多于非缺血性脑卒中组（χ2=11.80，

P=0.001）；③ 缺血性脑卒中组检出斑块 411个，非缺血性脑卒中组 430个。两组间斑块性质

有显著差异（χ2=11.47，P=0.001），缺血性脑卒中组以不稳定斑块多见，非缺性脑血卒中组

则以稳定斑块多见；④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提示，颈动脉狭窄、不稳定斑块均是缺血性脑

卒中的重要危险因素（P＜0.05），其中以不稳定斑块更为重要。结论 MSCTA是评价颈动脉粥

样硬化的可靠影像学方法，颈动脉狭窄程度及粥样硬化斑块性质与缺血性脑卒中有一定的相关

性，不稳定斑块是引起缺血性脑卒中最重要的危险因素。 

 

 
EP-1900 

舌神经鞘瘤的 CT、MRI 表现 

 
刘建宜,曹代荣,陈潭辉,陈德华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5 

 

目的：分析舌神经鞘瘤的 CT、MRI表现，以提高对本病的认识。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1

年 1月至 2017年 7月经病理证实的 5例舌神经鞘瘤的影像资料，其中 1例患者行 CT平扫+增

强检查，4例患者行常规 MRI 平扫+增强检查。患者发病年龄 9～23岁，中位年龄 21岁；男 2

例，女 3例。结果：肿瘤最常位于舌体（3/5），多位于右侧（4/5）。肿瘤均为椭圆形

（5/5），边界清楚（5/5），大小为 2.2±1.00cm。肿瘤在 T1WI上呈略高或稍低混杂信号，

在 T2WI上呈高信号。最大长径小于 2cm的肿瘤信号较均匀（2/5），增强扫描呈均匀明显强

化；最大长径大于 2cm的肿瘤信号不均（3/5），增强扫描部分呈轻度强化，部分呈明显强

化。肿瘤 CT平扫呈软组织密度，与舌实质相比密度较低，CT增强扫描后动脉期见中央血管样

明显强化，静脉期强化程度减低，强化范围扩大。结论：舌神经鞘瘤缺乏特征性影像表现，但

CT、MRI检查可以为诊断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EP-1901 

CTA、磁共振血管壁成像联合应用对颅内动脉 

瘤破裂风险的评估 

 
张媛,刘连锋,张涛,吕琳,陈浩,白江涛,张利安,蒋小锋,张飞,宋波 

延安大学咸阳医院 712000 

 

【摘要】目的： 研究颅内动脉瘤形态学参数与其破裂风险的关系，探讨 CT及 MR-VWI预测动

脉瘤破裂的价值。方法 收集我院 2016年 1月至 2017年 8月行 CTA及 3.0T HR-MRI多序列

动脉瘤管壁成像的患者 40例，共 51例动脉瘤，依据 CT 平扫及 DSA的影像学表现，将其分

为破裂组和未破裂组。运用 CTA对动脉瘤形态学参数包括瘤颈宽度(N)、瘤体大小及形状、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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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深度与瘤颈宽度的比值(AＲ)、瘤体深度与载瘤动脉直径的比值(SＲ)、瘤颈宽度与载瘤动脉

直径的比值(NPＲ)、动脉瘤面积与瘤颈处载瘤动脉面积的比值、动脉瘤入射角度，进行精确测

量；再运用 MR-VWI对动脉瘤增强前后进行分析，观察瘤壁强化情况以评估动脉瘤的不稳定

性。结果 ：51动脉瘤瘤体平均最大径为(5.3mm±1.8mm)，动脉瘤管壁增厚及瘤壁增强率为

35.29(18/51)，瘤壁强化情况与瘤体大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且随着瘤体的增大，

瘤壁强化率呈增高趋势;CTA 对动脉瘤的形态学参数可以进行精确测量，但对动脉瘤壁的观察

不如 MR-VWI。结论： CTA 结合 MR-VWI成像技术的应用，可以精准显示动脉瘤管腔的形态学

结构，提供瘤壁的强化幅度及范围，对预测颅内动脉瘤破裂风险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 

  

 

 
EP-1902 

双源 CT 三低扫描模式在头颈部 CTA 中的临床应用研究 

 
陈平,宋芹霞,史恒峰,桂广华,吴发银,胡汉金 

安庆市立医院 246000 

 

 

 目的：探讨低管电压、低对比剂剂量及浓度、低注射速率的扫描模式在头颈部 CTA中的临床

应用。方法：30例患者行三低头颈 CTA检查，对比剂碘佛醇(320 mg I／ml)，对比剂剂量为

30ml，注射速率为 3ml/s，管电压 70kV；30例作为对照组行常规 CTA检查，对比剂碘佛醇

(320 mg I／ml)，对比剂剂量为 50ml，注射速率为 5ml/s，管电压 120Kv; 两组均采用适应统

计迭代重建(SAFIRE)技术进行图像重建。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比较两组剂量长度乘积(DLP)，

辐射剂量(ED) 和主动脉弓、基底动脉、两侧颈总动脉末段、两侧颈内动脉 C1段、两侧大脑中

动脉 M1段 CT值平均值以及其信号噪声比和对比噪声比；采用 Kappa一致性检验比较两组图像

质量评分。结果：三低组辐射剂量（ED）平均值为 0.237±0.208mGy，对照组为

2.634±0.186mGy，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0,P<0．01)。三低组 DLP均值为

102.001±8.121mGy•cm，对照组为 1145.118±81.032mGy•cm，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0,P<0．01)。两组图像质量主观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Kappa＝0.781，p=0.000)。主

动脉弓、基底动脉、两侧颈总动脉末段、两侧颈内动脉 C1段、两侧大脑中动脉 MI段 CT值三

低组明显高于对照组，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信号噪声比、对比噪声比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70kVp、低对比剂剂量及浓度、低注射速率头颈 CTA检查所得图

像能够满足诊断需求，同时降低了辐射剂量和对比剂用量，值得临床应用与推广。 

 

 

 
EP-1903 

鼻腔及鼻窦内磷酸盐尿性间叶肿瘤的 CT 和 MRI 表现 

 
韩文广,潘卫东 

北京协和医院 100730 

 

目的：探讨鼻腔鼻窦内磷酸盐尿性间叶肿瘤的 CT和 MRI表现。 

方法：回顾性分析 14例经病理证实的鼻腔鼻窦内磷酸盐尿性间叶肿瘤患者的 CT(13例)和

MRI(8例)资料，8例行 CT平扫加增强扫描，6例行 MRI平扫加增强扫描，2例仅 CT平扫检

查，1例仅 MRI平扫检查，1例行全身 MRI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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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14例磷酸盐尿性间叶肿瘤均为良性；发生于鼻腔 2例，筛窦区 4例，筛窦及蝶窦区 2

例，全组副鼻窦及鼻腔 1例，额窦、筛窦及鼻腔 1例，筛窦及前颅窝 1例，筛窦及额窦 1例，

鼻腔及筛窦 1例，鼻腔、筛窦及额窦 1例；病变边界清楚，呈类圆形或椭圆形 7例，不规则形

7例。 

CT表现：与脑白质比较，平扫病变呈高密度 8例，略高密度 1例，混杂密度 2例，等密度 1

例，低密度 1例，增强后 1例呈显著均匀性强化，6例呈不均匀显著强化，1例呈中度欠均匀

性强化；邻近骨质受压、吸收 4例，骨质侵蚀破坏 2例。 

MRI表现：与脑白质比较，6例 T1WI呈等或稍低信号，1例呈等/高混杂信号，1例呈稍高/等

T1信号，2例内部见条状或小片状高信号；T2WI呈不均匀高/稍高信号 4例，等信号 2 例，混

杂信号 2例，其中 1例病变内见多发环形短 T2信号，压脂序列病变信号不减低。增强后 5例

显示不均匀显著强化，1例欠均匀轻度强化。1例做全身 DWI成像，DWI为稍高信号。1 例伴有

阻塞性鼻窦炎。MRI均可清楚显示病变的范围和伴发的炎症。 

  

结论：CT和 MRI增强后显著强化是鼻腔、鼻窦磷酸盐尿性间叶肿瘤较典型的影像表现；CT检

查有助于评价骨质破坏结构，MRI检查可准确显示病变范围。联合应用 CT和 MR两种影像检查

方法可对该病的诊断、定位提供更全面的信息。 

  

 

 
EP-1904 

甲状旁腺增生的 MSCT 表现 

 
朱宗明,丁国良,方向明,翟晓东,陈寅,陈宏伟 

无锡市人民医院 214035 

 

摘要 目的：探讨甲状旁腺增生的多层螺旋 CT(MSCT)表现，提高诊断正确率，减少漏诊。 方

法 回顾性分析 47例经手术及病理证实的甲状旁腺增生患者的 MSCT平扫或平扫及增强图像，

并纳入实验组，对甲状旁腺增生的发生位置、形态学特征、强化特点及周围毗邻关系进行分

析，同期 8例甲状旁腺腺瘤的 MSCT图像设为对照组，比较两组的 MSCT表现的异同。结果 47

例甲状旁腺增生患者中，CT 检查病灶 158个，与手术结果(n=175)的符合率为 90.3%。CT测量

PH病灶面积在 0.21~6.72cm2 之间。原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与继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患者

在甲状旁腺增生病灶的面积(t=-0.918, p=0.360>0.05)上进行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二

者在血清磷的浓度(t=4.693, p=0.000<0.05)上进行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47例甲状旁腺

增生单侧或双侧均可发生，双侧多见，形态呈类圆形或椭圆形，平扫呈软组织密度，无出血、

囊变或坏死。原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患者的甲状旁腺增生无钙化；继发性钙化发生率为

60.5%，多发者双侧病灶形态不对称。甲状旁腺增生的动态增强扫描时间-密度曲线为缓慢上升

型和速升缓降型。甲状旁腺增生造成骨骼改变表现为多发囊性改变和/或毛玻璃片样改变。病

理上甲状旁腺增生与甲状旁腺腺瘤在病灶最大径(t=-3.792, p=0.000<0.05)上进行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其它鉴别在平扫及增强图像上差异不大。 结论 甲状旁腺增生发生特定的解剖

区域，单发或双侧不对称发生，继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患者的甲状旁腺增生的钙化率及骨骼

改变发生率较高，CT增强扫描有助于甲状旁腺增生的识别。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1637 

 

EP-1905 

骨化性迷路炎的影像学检查 

 
董燕 

西安市中心医院 710003 

 

目的 探讨骨化性迷路炎的影像学检查方法及其诊断价值。 

资料与方法  对 21例因中耳炎、胆脂瘤、脑膜炎、肿瘤和外伤等不同病因导致听力下降、经

临床及影像学诊断为骨化性迷路炎患者，对其颞骨薄层高分辨 CT（HRCT）检查、多平面重组

(MPR)、曲面重组(CPR)图像及 MR影像学表现进行回顾性分析，总结 HRCT及 MRI检查在该病诊

断中的价值。 

结果   对于行颞骨高分辨 CT检查及三维后处理重建的考虑为骨化性迷路炎的 21例 23

耳，主要表现为迷路内腔密度增高，迷路内腔变形、狭窄且边缘不规整，部分或全部迷路内腔

硬化消失，可单独存在或并存。全部累及耳蜗、水平半规管、上半规管、后半规管及前庭为 3

例 4耳。单纯累及耳蜗为 5耳，单纯累及水平半规管为 2耳，累及耳蜗及 1-3个半规管为 7

耳，累及 1-3个半规管为 3耳，累及半规管及前庭为 2耳。其中累及耳蜗为 17耳，底圈均有

受累，中圈及顶圈受累 5耳。受累机率由高至底依次是耳蜗、水平半规管、上半规管、后半规

管及前庭。对于该 21例中 4例 5耳行 MR检查，T2WI序列及内耳水成像能显示正常迷路的高

信号被低信号或无信号取代，但均为进行强化扫描。 

结论  高分辨 CT及 MPR、CPR后处理可以较好显示骨化性迷路炎的骨性结构异常改变，MRI

对于显示迷路内腔有重要价值，二者结合，对诊断骨化性迷路炎及判断病变累及部位具有重要

临床意义。 

 

  

 

 

EP-1906 

颌骨囊肿及肿瘤性病变 CT 表现分析 

 
乔英

1
,张丽

1,2
,王金凤

1,2
 

1.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2.影像科 

 

目的：探讨颌骨囊肿及肿瘤性病变 CT表现，提高对其诊断及鉴别水平。方法：收集本院近 3

年颌骨囊肿及肿瘤性病变 40例，均经病理证实，均有完整平扫及多期增强 CT检查资料，以手

术病理为标准，对其 CT表现进行回顾性观察分析。检查设备：GE公司 64排 Light Speed 

VCT，管电压 120KV，管电流自动毫安秒（10~620mAS），螺距 0.984:1，重建层厚 5mm，扫描

原始数据重建层厚 0.625mm，并输入 AW工作站内进行多平面及三维重建观察。图像由两名 10

年以上工作经验进行观察分析，不一致时取协调一致结果。结果：1、根尖囊肿：本组 2例，

均位于上颌前牙区，形态相对规则，较小，内缘光滑，病变内均见完整根尖。2、含牙囊肿：

本组 6例：上颌前牙区 3例，下颌 3例（支角部 2例，体 1例）所含牙均为异位牙，牙冠朝向

囊内上颌部病变可膨胀明显（可能与骨吸收及骨皮质薄有关）病变越大，骨缺损及膨胀越明显

缺损处亦可见等密度或致密囊壁影，均匀光滑。3、角化囊肿本组 22例，男 15例、女 7例年

龄 10-76岁，平均年龄 45岁上颌骨 9例，下颌骨 13例，伴感染 3例 1例根尖吸收，余均无牙

破坏，被推挤分离 2例均为单囊，均无分隔及骨嵴除感染及子囊区外，余骨质边缘光滑上颌骨

9例均膨胀相对明显。4、造釉细胞瘤：本组 10例，男 8 例，女 2例，中位年龄 41岁病变位

于下颌骨 9例，上颌骨 1例单囊型 1例，多囊型 8例，蜂窝型 1例除 1例单囊型边缘光滑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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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均有边缘分叶改变内部见骨性分隔或骨嵴相邻牙齿及骨质明显破坏 3例骨质缺损区大而多

见。结论：上述四种疾病为颌骨常见病，内部、边缘、相邻牙齿改变是相对可靠的诊断与鉴别

征象；典型表现有一定区别，但征象有重叠，应综合分析；角化囊肿与造釉细胞瘤鉴别是难

点。 

  

 

 
EP-1907 

MR imaging in the prediction of aggressive 

histological features in papillary thyroid carcinoma 

 
song bin,Wang Hao,Chen Yongqi,Liu Weiyan,Dai Zedong,Hu Wenjuan,Ding Yi,Wang Ranyun,Wei Ran 

Central Hospital of Minhang District， Fudan University 201199 

 

Objective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dentify the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features that can be used to predict tumor aggressiveness in 

patients with papillary thyroid carcinoma (PTC). 

Methods A consecutive series of 62 lesions with PTC were evaluated by MRI, 
diffusion-weighte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DWI) and contrast material–

enhanced sequences. Descriptive statistics for tumor aggressiveness PTCs, and the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and accuracy of individual features were determined. A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was developed to identify features that 

were independently predictive for tumor aggressiveness. Analyses of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curve were performed. 

Results High aggressive PTC differed from low aggressive PTC in size (P=0.016), 
size classification (P=0.000),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ADC) value (P=0.01), 
ADC value classification (P=0.029), angulation on the lateral surface (P=0.009), 
signal intensity heterogeneity on ADC images (P=0.003), early enhancement degree 
(P=0.000), tumor margin on delayed contrast-enhanced images (P=0.000), inner 
lining of delayed ring enhancement (P=0.028). The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showed 
lesion size classification and tumor margin on delayed contrast-enhanced images as 

strongest independent predictors of high aggressive PTC. The area under ROC curve 

for ADC value and lesion size were 0.682 and 0.81,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MRI before surgery has the potential to discriminate tumor 
aggressiveness in patients with PTC. 

 

 
EP-1908 

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脑小血管病及其相关危险因素分析 

 
叶玉冰

1
,张龙江

1
,罗松

1
,程震

1
,周岩

1
,郑罡

2
, 张宗军

1
 

1.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2.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将军大道 29 号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目的：探究系统性红斑狼疮(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SLE)患者脑小血管病

（cerebral small vessel disease，SVD）的影像特征以及相关因素。方法：纳入 2014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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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至 2016年 8月就诊的 76 例 SLE患者和 40例年龄、性别匹配的健康志愿者，根据估算的肾

小球滤过率（eGFR）将 SLE 患者分为肾功能受损组（eGFR＜90 ml/（min·1.73 ㎡））38例、

肾功能正常组（eGFR≥90 ml/（min·1.73 ㎡））38例。对所有对象行 MR检查及神经心理学

量表测试，收集 SLE患者的临床生化指标，并对 MR图像进行脑小血管病量化评分。运用 SPSS 

19.0软件对各组间 SVD评分进行统计分析，将 SVD评分与临床资料、神经心理学量表进行相

关性分析。结果：与健康对照组相比，SLE患者基底节区血管周围间隙（PVS）、深部白质高

信号（WMH）、总 WMH分数高于对照组（P＜0.01）。肾功能受损组的 SLE患者与其他两组的

PVS（包括基底节区及半卵圆中心）、WMH（包括脑室旁及深部 WMH）及总 SVD分数的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P＜0.01）。相关分析显示 SLE患者总 SVD 分数及总 WMH分数与 eGFR、C 反应蛋

白间存在相关性；总 WMH分数还与血红蛋白存在相关。结论 SLE患者较正常人脑小血管病明

显增加，主要以基底节区 PVS、深部 WMH为著，且与患者肾小球滤过率、C反应蛋白及 Hb水平

存在一定相关性。 

  

 

 
EP-1909 

磁共振 3D-FLAIR-CUBE 及 3D-MPRAGE 序列对诊断梅尼埃病的

对比诊断分析 

 
舒婷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30006 

 

目的:对拟诊为单侧梅尼埃病患者采用经鼓膜穿刺鼓室内注入对比剂钆剂，使用内耳 3D-

FLAIR-CUBE序列及 3D-MPRAGE 扫描，将两种序列显示的膜迷路积水情况相互对照，探讨此两

种序列在梅尼埃病诊断中的准确性。方法：45例经临床确诊的单侧梅尼埃病患者，经鼓膜穿

刺向双侧鼓室内注入对比剂钆喷酸葡胺稀释液，24h后行 3D-FLAIR MRI和 3D-MPRAGE扫描,观

察双侧耳蜗、前庭和半规管外淋巴间隙的增强显影，对前庭外淋巴间隙显影范围进行测量，强

化程度进行评分。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全部患者内耳均显

示对比剂钆广泛分布于耳蜗、前庭和半规管的外淋巴间隙，可清晰对比显示内淋巴间隙。对患

者双耳进行总淋巴间隙面积和内淋巴间隙面积的测量和计算。患侧 3D-FLAIR-CUBE与 3D-

MPRAGE序列显示耳蜗底转外淋巴间隙显影范围分别为(7.09±2.97)mm
2
和(5.79±3.08)mm

2
,耳

蜗敏感性为 0.805；特异性为 0.171；截点为 6.24，曲线下面积为 0.773，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3D-FLAIR-CUBE与 3D-MPRAGE序列显示前庭外淋巴间隙显影范围(-x±s)分别为

(7.72±2.89)mm2 和(5.93±1.14)mm2，前庭敏感性：0.463；特异性；0.152；截点：8.245；

曲线下面积：0.775；二者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经鼓室钆注射内耳成像中，对于外淋巴间隙强化程度和范围, 显示膜迷路积水情况, 3D-

FLAIR-CUBE更具优势，可为梅尼埃病的诊断提供更准确的影像学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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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910 

Dual energy CT angiography of the carotid arteries: 

quality, bone subtraction and radiation dosage using 

second- and third-generation dual-source CT 

 
Chen Yu,Zhu Yuanli,Zhang Xiaobo,Xue Huadan,Jin Zhengyu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100730 

 

Purpose:To study the differences in vascular image quality, bone substraction, and 

dose of radiation of dual energy CT angiography (CTA) of the supraaotic trunks 

using second- and third-generation dual-source CT (DSCT). Comparing the diagnostic 

performance of arterial stenosis between the third-generation dual-source CT and 

digital subtracted angiography (DSA).  

METHOD AND MATERIALS:CTA of the supraaortic trunks in 40 patients were 

retrospectively reviewed. 20 patients used second-generation dual-energy CT (DECT) 

system (100/Sn140 kp tube voltage) and 40-mL contrast material. Another 20 

patients used third-generationDECT  system (90/Sn150 kV tube voltage) and 30-mL 

contrast material. The attenuation was measured in common carotid artery (CCA), C7 

segment of internal carotid arteries, and cervical muscle (CM). The noise of CCA 

and CM was recorded. The signal-to-noise ratio (SNR) of CCA and contrast-to-noise 

ratio (CNR) were calculated. 5-scoring system was used for bone removal of C1-C7 

segments of internal carotid arteries (1=poor, 5=excellent). DSA was performed if 

necessary. Accuracy, sensibility, specificity were calcuated. 

RESULTS:The attenuation of third-gener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 higher on C7 

(P=0.001), and not different on CCA (all P = 0.317) compared with that of second-

generation group.Both SNR and CNR of CCA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second-

generation group than third-generation group ( both p < 0.05). The dose-length 

product in second-generation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ird-generation group 

( 299.7 ± 16.7 vs. 218.3 ± 27.8 mGy×cm, P<0.001).Scores of the bone removal of 

C2, C3, C4 and C7 were were evaluated as 5 score in the third-generation group, 

which were higher than that of  second-generation group were lower (all P < 0.05). 

6 patients in the third-generation group received DSA examination, the accuracy, 

sensibility, specificity for detecting >50% arterial stenosis were 98.8%, 100% and 

98.8%. 

CONCLUSION:Third-generation dual-energy scan mode is is able to decrease the 

volume of contrast material, reduce the radiation dose and improve the image 

quality of bone removal compared with second-generation grouu. the accuracy, 

sensibility, specificity are high compared with D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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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911 

3.0T MRI RESOLVE 技术在预测局部晚期鼻咽癌 

同步放化疗早期疗效中的价值 

 
许春苗 

河南省肿瘤医院 450003 

 

目的  探讨 3.0T MRI 读出方向上的分段弥散成像技术(RESOLVE)在预测局部晚期鼻咽癌同

步放化疗早期疗效中的价值。方法 收集经病理证实的 68例局部晚期鼻咽癌患者，利用

3.0T-MRI 扫描仪进行 RESOLVE扫描(b值=800s/mm
2
)，由 2名 5年以上工作经验的放射科诊断

医师采用双盲法分别测量治疗前及同步放化疗 2周后病灶区的 ADC值及感兴趣区(ROI)面积，

并采用 ANOVA分析对 2名医师的测量结果行一致性评价。以 Spearman等级相关分析评价肿瘤

治疗前的 ADC值与病理组织学类型、患者临床特点、ROI面积、肿瘤消退率的相关性分析；采

用独立样本 t检验比较 CR组与非 CR组治疗前 ADC值的差异；绘制 ROC曲线，以约登指数最大

时 ADC值为界值，计算 ADC 值，预测 CR的敏感度、特异度及曲线下面积(AUC)。结果 ⑴ 2

名医师所测结果一致性极好，治疗前肿瘤的 ADC值和 ROI面积以及治疗后非 CR组 ROI面积的

ICC值分别为 0.89、0.92及 0.95。⑵ CR组与非 CR组患者治疗前肿瘤的 ADC值分别为

（0.877±0.103×10
-3
）和（0.779±0.078×10

-3
 ）mm

2
/s，二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 值

=2.874, P值=0.005) 。⑶治疗前 ADC值预测 CR的 AUC为 0.778，以治疗前 ADC值 0.792×10
-

3
 mm

2
/s作为预测 CR的界值，敏感度及特异度分别为 85.2%和 71%。⑷ 治疗前肿瘤的 ADC值

与同步放化疗 2周后肿瘤的消退率具有明显相关性（r=0.333，P =0.006），但与患者的病理

组织学类型、性别、年龄及肿瘤面积均无相关性(P值均＞0.05)。结论 采用 RESOLVE技术所

测肿瘤的 ADC值对预测局部晚期鼻咽癌同步放化疗早期疗效具有重要价值。 

 

 

 
EP-1912 

动态增强磁共振成像定量参数对于 IgG4-相关性 

眼病的诊断价值研究 

 
李靖,杨本涛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100730 

 

摘要 目的 探讨动态增强磁共振成像（Dynamiccontrast-enhanced-

magneticresonanceimaging，DCE-MRI）定量参数对于 IgG4-相关性眼病（IgG4-related 

ophthalmic disease，IgG4-ROD）的诊断价值研究。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4例(41眼)确诊为

IgG4-ROD患者 DCE-MRI图像，测量病变区的 DCE-MRI定量参数容量转移常数(Ktrans)、速率

常数(Kep ) 、血管外细胞外间隙容积比(Ve)，同时，测量 16例（26眼）确诊为淋巴瘤患者

的上述参数作为对照。采用 两独立样本 t检验或 Wilcoxon秩和检验，比较 IgG4-ROD和淋

巴瘤患者的 DCE-MRI定量参数的差异。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曲线)分析 IgG4-ROD患

者 Ktrans、Kep、Ve的诊断价值。结果：IgG4-ROD和淋巴瘤患者 Ve值有明显统计学差异

（t=-4.601，P=0.00），而 Ktrans、Kep无明显统计学差异（P均＞0.05）；Ktrans检出

IgG4-ROD的灵敏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Auc和 P值分别为 40%、88.1%、

53.3%、81.2%、0.60、0.21；Kep检出 IgG4-ROD的灵敏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

值、Auc和 P值分别为 15%、100%、100%、77.6%、0.52、0.76；Ve检出 IgG4-ROD的灵敏度、

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Auc和 P值分别为 85.0%、69.5%、48.6%、93.2%、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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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1。 结论 IgG4-ROD和淋巴瘤患者 Ve值有明显统计学差异，对于二者鉴别诊断有一定价

值；Ve对于诊断 IgG4-ROD 敏感性较高，而 Ktrans和 Kep特异性较高，综合分析上述指标有

助于术前精准诊断。 

  

 

 

EP-1913 

CT 灌注成像对腮腺肿块鉴别诊断价值的研究 

 
潘桂海 

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524000 

 

 

﹝摘要﹞目的 探讨 64层螺旋 CT灌注成像对腮腺肿块诊断及鉴别诊断的价值。方法 经病理证

实且均接受 CT灌注的腮腺肿块病例 28例，其中混合瘤 8 例，腺淋巴瘤 6例，基底细胞瘤 3

例，炎症性病变 5例，恶性肿瘤 6例。经灌注软件自动生成血流量(BF)、血管表面通透性

（Per）、达峰时间（TTP）、patlak血容量(P-BV)，并通过 TDC计算出增强峰值（PH）；TDC

分为Ⅰ型～Ⅳ型。结果 混合瘤 PH较其余四种肿块小，而 TTP则较其余四种肿块长，其 BV及

BF较恶性肿瘤小，且差别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恶性肿瘤的 BF、BV及 PH较混合瘤大

而较基底细胞腺小，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与腺淋巴瘤及炎性肿块的 BF、BV及

PH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炎性肿块 BF及 BV较腺淋巴瘤和基底细胞瘤小，且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炎性肿块 TTP与腺淋巴瘤及基底细胞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炎性肿块恶性肿瘤灌注参数值存在重叠。基底细胞瘤 Per较其它四种肿块大，且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五种不同性质肿块时间-密度曲线（TDC）有一定特点。结

论  CT灌注成像对腮腺肿块鉴别诊断有一定价值。 

 

  

 

 
EP-1914 

MRI 序列主观评估对 IgG4 相关性眼病诊断价值的研究 

 
李靖,杨本涛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100730 

 

目的 探讨主观评估核磁共振（magneticresonanceimaging，MRI）各序列应用于 IgG4相关性

眼病（IgG4-related ophthalmic disease，IgG4-ROD）诊断效能。方法 收集 2010年 9月至

2016年 12月期间诊断为 IgG4-ROD资料，泪腺淋巴瘤和炎性假瘤患作为对照。首先，两位头

颈影像诊断医师采用双盲法分别主观描述 MRI各序列（TIWI、T2WI、DWI、ADC、增强后

T1WI）图像信号，并对其结果进行一致性评价；其次，根据病理和血清结果，把上述患者结果

分为 IgG4-ROD、泪腺淋巴瘤以及炎性假瘤组；最后，采用 X
2
检验比较三组结果差异以及受试

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曲线)分析上述结果对于 IgG4-ROD的诊断价值。结果 两位影像诊断医

师对 MRI各序列（TIWI、T2WI、DWI、ADC、增强后 T1WI）信号描述的结果一致性非常好。淋

巴瘤组与 IgG4-ROD组，甲、乙医师均在 T2WI、ADC、增强后 T1WI序列上描述信号的结果有明

显差异；炎性假瘤组与 IgG4-ROD组，甲医师在 DWI、增强后 T1WI序列上描述信号的结果有明

显差异，乙医师在 DWI、ADC、增强后 T1WI序列上描述信号的结果有明显差异。TIWI检出

IgG4-ROD的灵敏度、特异度、Auc分别为 100%，2.0%，0.50；T2WI为：66.7%，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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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6；DWI为：33.3%，82.1%，0.57；ADC为：60.0%，63.0%，0.57；增强后 T1WI为：

89.7%，43.4%，0.67；联合诊断结果为：60.0%，92.6%，0.79。结论 MRI各序列信号详细描

述有助于 IgG4-ROD治疗前精准诊断诊断，具有较好的临床应用前景。 

 

 

 

EP-1915 

Multi-phase contrast-enhance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with breath-hold  in papillary thyroid 

carcinoma 

 
王浩 

上海市闵行区中心医院 201199 

 

Purpose To investigate the role of multi-phase contrast-enhanced MR imaging in 

papillary thyroid carcinoma .Methods  A consecutive series of 62 lesions with PTC 

were prospective evaluated by MR imaging with breath-hold. Lesions were evaluated 

for location, size, shape, margin, rim, degree and pattern of enhancement. 

Results 52 (83.9%) lesions showed moderate enhancement. 45 (72.6%) lesions showed 

ring-enhancement and 42 (67.7%) showed central washout enhancement during the 

delayed phase. 36(58.1%) manifested ill-defined margin and irregular rim (49, 

79.0%) after administration of the contrast medium.  Conclusion Multi-phase 

contrast-enhanced MRI with breath-hold improves the diagnostic imaging. PTC 

commonly manifest moderate enhancement during the initial phase, with ill-defined 

margin and irregular rim. Central wash out enhancement and ring-enhancement occur 

during delayed contrast –enhanced phase. 

 

 
EP-1916 

Evaluation of the Consistency of Pituitary adenoma 

Based on Texture Analysis of Contrast-Enhanced MRI 

 
Yang Xiaoying,Zhu Yuan,Xu Kai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uzhou Medical University 221002 

 

Objective To study whether the texture analysis of contrast-enhanced MRI can 

evaluate the consistency of the pituitary adenoma. Methods 113 patients 

with pituitary adenoma accepted surgery and pathological examination were studied. 

All patients conducted contrast-enhanced MRI before surgery. They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based on the tumor’s consistency evaluated by surgeons. MRI 

texture analysis was performed on whole tumor by sketching tumor boundary level-

wise. The related variables (mean, entropy, skewness, kurtosis, volume and 

Inhomogentiy) about tumor text analysis were obtained. Independent sample t test 

was used for texture analysis variables comparis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ROC) analysis about entropy and skew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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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e performed to study the evaluation effect of the consistency of pituitary 

adenoma. Results In 113 patients, 92 cases were soft， 21 cases firm. In two 

groups, the value of entropy were 5.56±0.02, 5.22±0.03; the value of 

inhomogenity were 0.22±0.04, 0.19±0.04;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wo groups(P<0.05). Entropy and inhomogentiy have great value 

for evaluating the consistency of pituitary adenoma. Diagnostic cut-off point of 

entropy and inhomogentiy were 5.323 and 0.198. Conclusion Texture analysis of 

contrast-enhanced MRI is efficient in evaluating the consistency of pituitary 

adenoma.   

 

 
EP-1917 

双源 CT 双能量虚拟平扫在喉部病变扫描中的应用 

 
杨亚英,李王慧,瞿姣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650031 

 

【摘要】 目的 探讨双源 CT双能量成像技术虚拟平扫在喉部病变扫描中的临床应用价值。材

料与方法 回顾分析 28例经病理证实并行喉部 CT常规平扫及动脉期、静脉期双能量扫描的喉

部病变患者的影像资料，利用“Liver VNC”软件得到虚拟平扫图像，分别测量并比较常规平

扫（TNC）及虚拟平扫（VNC）图像中喉部病变病灶相同位置的平均 CT值、噪声（SD）、信号

噪声比（SNR）、对比噪声比(CNR)及图像质量、对病灶的显示情况，并比较常规扫描模式及双

能量扫描的辐射剂量（用 CTDIvol及 DLP表示）。 结果 喉部病变 TNC与双期 VNC图像的平均

CT值、SD值、SNR值、CNR 值进行比较：TNC与 VNC（A）平均 CT值及 CNR值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P<0.05），且 VNC（A）的 CNR要高于 TNC；但 TNC与 VNC（A）的 SD、SNR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TNC与 VNC（V)的平均 CT值、SD、SNR、CNR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TNC图像与双期 VNC图像对喉部恶性病变病灶及转移淋巴结内坏死、喉旁间隙侵犯、喉软骨侵

犯均显示良好（100%显示）。TNC图像与双期 VNC图像的图像质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且评分

均在 4分以上。双能量双期增强扫描较常规三期扫描的有效辐射剂量降低了约 38%。结论 喉

部病变 CT检查中，一次双能量增强扫描可以得到增强图像及 VNC图像，VNC图像与常规平扫

图像的图像质量基本一致同时显著降低了辐射剂量，双能量虚拟平扫具有代替常规平扫的可

能。 

 

 

 

EP-1918 

快速扩弓会影响上气道容积吗？一项基于 CBCT 的 meta 分析 

 
卫峥 

南京市口腔医院（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 210008 

 

摘要：本文是根据已有文献研究，用锥形束 CT展示在快速生长期，使用快速扩弓的方法使得

患者口咽气道容积增大的现象。用电子索引的方法在 PubMed, Web of science, 

sciencedirect, MEDLINE, 中国知网及万方数据库，搜索了自 2000年 1月至 2016年 6 月的文

章。搜索关键词“上气道变化 AND 快速扩弓 AND CBCT“，初步检索到可能满足要求的文章有

1145篇，多重筛选后最终只有 15篇纳入我们的研究。据目前已有的研究所知，快速扩弓与上

气道变化之间明确的关系并不清楚。因此，通过详细的 meta分析来更进一步的了解两者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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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是十分必要的。结果：通过对纳入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我们得出如下结果：已发表的

15篇快速扩弓治疗对上气道改变影响文献具有同质性（异质性检验 x2=13.13，P=0.52）,合并

效应量 SMD采用固定效应模型，SMD的合并效应量（total）为 0.58，其 95%CI为（0.41，

0.76），合并效应量的检验 Z=6.56，P<0.00001。根据此结果分析，可认为与不加扩弓治疗相

比，快速扩弓其健康评分的 SMD有统计学意义，表明进行快速扩弓与治疗前相比，上气道体积

增大具有统计学意义，尤其是对上颌骨发育不全伴口呼吸导致腭弓狭窄的青少年来讲，快速扩

弓后使鼻腔和腭咽腔体积增大，加大了呼吸运动中吸气量，增加患者氧供，这样的收益对患者

的身体活动支持以及生长发育都是极为有利的。 

 

 

EP-1919 

基于 CBCT 容积数据的体绘制可视化上颌后牙区骨量评估 的

初步研究 

 
觧鑫 

南京市口腔医院（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 210008 

 

【摘要】目的:研发基于 CBCT 容积数据的体绘制可视化技术，并对上颌后牙区骨量不足患者进

行骨量评估及种植方案的设计，以期提高对上颌后牙区种植患者的骨量及上颌窦情况评估的直

观性，辅助种植方案的设计。方法：将经临床筛选的 13例上颌后牙种植患者使用 CBCT扫描所

获得的原始 DICOM数据分别导入 NNT 2.19(J.Morita Manufacturing Corp.)软件及本项目组

研发的三维可视化软件，分别测量牙槽嵴顶至上颌窦底的高度（H1）、种植区牙槽嵴颊腭向宽

度（H2），对两种软件测量的骨量进行统计学分析，同时使用体绘制可视化技显示上颌窦形态

及位置，二维骨量测量值在牙槽骨内的空间位置。结果：用两种软件测量的 13例上颌后牙种

植患的骨量测量不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同时可视化技术可以将不同测量值在上颌骨内

的三维空间位置实时显示及变换，便于医患交流，并辅助种植方案的设计。结论：体绘制可视

化技术可以实现对上颌后牙种植区解剖结构的三维显示并将二维测量值在三维模型上进行实时

演示，提升了 CBCT技术对种植骨量评估的直观性，具有一定的种植模拟的效果，有助于实现

可视化临床治疗目标。 

 

 
EP-1920 

比较原发性中枢系统淋巴瘤治疗前 18-FDG PET / CT 的代谢

参数与临床预后因素的相关性 

 
刘盼盼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221002 

 

 

目的：比较原发性中枢系统淋巴瘤患者的 18-FDG PET / CT 显像代谢参数与临床预后因素之间

的相关性。 

方法：对 18例原发性中枢系统淋巴瘤患儿进行回顾性研究。是对患者治疗前 18-FDG PET / 

CT进行图像处理得到肿瘤代谢体积（Metabolic tumor volume  MTV）、最大摄取值

（SUVmax）和基于重量（weight）、瘦质体重（lean body mass）、体表面积（body surface 

area）及血浆葡萄糖水平（plasma glucose levels of tumors）校正得到的 SUVweight、 

SUVlbm、SUVbsa及 SUVglucose。将这些代谢参数与临床相关因素进行分析，包括年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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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淋巴结组织的数量,脾的累及, Arbor分期,血清白细胞(WBC)计数,红细胞沉降率(ESR)、

血清白蛋白、血红蛋白的水平及 ki-67表达水平。 

结论：治疗前患者 18-FDG PET / CT的代谢参数可能在预测原发性中枢系统淋巴瘤患者预后有

重要作用。 

结果：SUVbsa、SUVlbm 、SUVweight 、SUVglucose和 MTV在 III-IV期、淋巴结直径≥3及较

高的 ki-67表达水平的患者中较高(p < 0.05)。ESR,白蛋白水平和白细胞与这些代谢参数之间

没有显著相关性(p > 0.05)。SUVbsa和 SUVlbm在贫血患者中较高(p < 0.05)。此外, 随着年

龄增长， SUVweight,MTV,SUVglucose 大幅增加 

而 SUVbsa和 SUVlbm与年龄的增长没有显著相关性(p > 0.05)。SUVbsa和 SUVlbm在定量评价

患者时可 SUVweight更好。 

  

  

 

 

EP-1921 

能谱 CT 与常规超声对鉴别甲状腺结节良 

恶性诊断价值的对照研究 

 
赵曦曈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背景目的探讨能谱 CT对鉴别甲状腺结节良恶性的诊断价值，联合病理结果与常规超声进行对

照研究。材料方法对本院 2015年 8月至 2016年 8月行能谱 CT扫描并且经过病理证实的甲状

腺结节患者 55例，共计 80 个结节。分为良性组及恶性组两组 ，并选取 35名颈部非甲状腺疾

病患者作为正常对照组。通过分析纳入患者的超声声像图分别记录结节的形态、边界、有无囊

变、周围声晕等参数。超声图像数据组采用多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计算出相应的敏感度

及特异度，评价效能。结果病理结果对照，通过形态学影像诊断甲状腺恶性结节的敏感度和特

异度分别为 66.42%和 79.49；通过在静脉期标准化碘浓度区小于 0.56及静脉期斜率绝对值小

于 1.48为阈值分别诊断甲状腺恶性结节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79.6%、78.8%和 83.3%、

81.10%。联合形态学、碘浓度、标准化碘浓度及能谱曲线多参数分析，诊断甲状腺结节良恶性

的敏感度为 91.4%，特异度为 93.3%。良性组与恶性组的结节形态、微钙化、声晕及血流形态

特征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回归方程如下：logit(P)=-3.076+形态×1.965+微钙化

×2.996+声晕×2.679-Ⅰ级血流×2.174-Ⅱ级血流×2.645+Ⅲ级血流×0.197，将回归方程计

算 P≥0.50 判断为恶性,P<0.50 判断为良性作为判断标准时，敏感度为 77.1.%，特异度为

68.9%，曲线下面积为 0.757。静脉期联合形态学、标准化碘浓度及能谱曲线多参数分析诊断

甲状腺结节的敏感度及特异度均优于常规超声。结论甲状腺良恶性结节的碘浓度及能谱曲线斜

率不同，本次研究显示在甲状腺结节直径≧1cm 时，静脉期联合形态学、标准化碘浓度及能谱

曲线斜率有助于提高甲状腺结节良恶性鉴别的准确率，敏感度及特异度要优于超声。联合应用

能谱 CT技术多参数成像可为甲状腺结节的定性诊断提供可靠的影像学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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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922 

MRI imaging diagnosis of tumor in parapharyngeal  

space 

 
Guo Ran

1,2
,Xian Junfang

1
 

1.Department of Radiology，Beijing Tongren Hospital，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2.Department of Radiology，Beijing Luhe Hospital，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MRI findings of parapharyngeal space tumors 

and to investigate the significance of MRI in the diagnosis of parapharyngeal 

space tumors. Methods 128 patients with histopathology confirmed parapharyngeal 

space tumors were analyzed retrospectively,All cases underwent MRI enhanced 

scan.  Results 20 cases of parapharyngeal schwannoma showed "anti D" in the 

sagitta, the majority of them demonstrated heterogeneous enhancement,17 cases 

associated with local cystic and necrosis. 24 cases of paraganglioma associated 

with separation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carotid artery; 19 cases of pleomorphic 

adenoma located in the front of styloid, irregular shape, there is no fat tissue 

between the tumor and deep lobe of the parotid gland. Conclusion MRI is a reliable 

imaging method for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parapharyngeal space lesions. It can 

provide more information before the operation. 

  

 

 
EP-1923 

腮腺少见病变的影像分析 

 
刘连生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510405 

 

腮腺病变多依赖 CT和 MR诊断，然而，由于腮腺疾病种类多，肿瘤病理分型复杂，给诊断带来

困难，少见病则更难。主要包括：先天发育异常、炎性病变、肿瘤及其它。 

1、鳃裂囊肿：囊性病灶，边缘清楚；内部无强化而囊壁强化；年青患者，单发病灶，可合并

有瘘管或窦道。 

2、血管瘤：婴幼儿多见，沿腮腺间隙蔓延，动态增强呈渐进性强化；MR可见流空血管，病灶

内点状强化血管影有助于诊断；皮肤暗红色。 

3、腮腺结核：年轻女性多见；腮腺内密度不均，边缘模糊的结节或肿物；增强扫描呈均匀强

化、不均匀强化、花边状强化或环形强化。 

4、肌上皮瘤：青壮年患者，腮腺椭圆形肿块，边缘清楚锐利或不规则，增强扫描显著强化，

有一定特点。 

5、基底细胞腺瘤：常见于 60岁以上女性，腮腺椭圆形肿块，边缘清楚，可见低密度（低信

号）包膜 可见囊变及壁结节，增强扫描明显强化，内部可见条带状或星状低密度无强化区有

一定特征。 

6、脂肪瘤：脂肪密度（信号）肿块，多为单侧发病，边缘清楚。 

7、良性对称性脂肪瘤病：双侧对称性分布，均一的脂肪密度（信号）肿块，内见索条状高密

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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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血管内皮瘤：婴幼儿，生长迅速，单发或多发，增强扫描明显强化，几乎与血管强化一

致。 

9、纤维组织细胞瘤：类似腮腺良性肿瘤，确诊仍需要病理检查。 

10、腺样囊性癌：中老年多见，腮腺区肿块有疼痛，具有腮腺恶性肿瘤的特点，密度不均，边

缘不清，增强扫描不均匀强化，具有高度侵袭性，易沿神经、周围间隙扩散，可出现邻近骨质

破坏及神经受侵症状。 

11、淋巴瘤：单侧或双侧，单发、多发，密度相对均匀，边缘清楚，肿块大而坏死少，增强后

强化明显，伴有颈部淋巴结肿大并融合成团块。 

12、转移瘤：原发瘤病史。 

13、良性淋巴上皮病：多发囊性或实性肿块，可伴腮腺弥漫肿大，淋巴结反应增生。 

14、嗜酸性淋巴肉芽肿：中青年男性，弥漫性肿大，明显强化、边缘不清但无坏死，累及皮肤

及皮下脂肪层，伴淋巴结肿大淋巴肿大，嗜酸性粒细胞增多。 

 

 

EP-1924 

Dual-source dual-energy computed tomography in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on differentiation degree of 

laryngeal and hypopharyn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Guo Ran

1,2
,Xian Junfang

1
 

1.Department of Radiology，Beijing Tongren Hospital，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2.Department of Radiology，Beijing Luhe Hospital，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value of dual-source dual-energy computed tomography 

(CT) in the differentiation degree of laryngeal and hypopharyn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LHSCC). Methods: Retrospective review was performed on 80 cases with 

pathologically confirmed laryngeal and hypopharyn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Among them, 20 tumors were well differentiated, 42 were moderately differentiated 

and 18 were poorly differentiated. Patients underwent dual-phase enhanced scans 

using dual-source dual-energy CT mode. Iodine overlay images and the 

monochromatic images were obtained by the dual-energy post-processing 

software.The mean iodine concentrations in the lesion (ICLes) and the 

carotid artery (ICCar) of the same level were measured from iodine overlay 

images. The CT value of lesions from 40 and 70keV were measured from the 

monochromatic images. The normalized iodine concentration and the slope of 

spectral curve (λ) were calculated. The difference of quantitative parameters 

among different grades of laryngeal and hypopharyn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were analyzed by analysis of variance. Results: The arterial phase of 

poorly differentiated laryngeal and hypopharyn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IC 

[(3.13±0.54)mg/ml], NIC (0.38±0.10), λ (5.40±0.92)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moderately differentiated [(2.56±0.85)mg/ml, (0.28±0.16), and 

(4.56±1.41)] (P<0.05) and well differentiated [(2.38±1.02)mg/ml, (0.25±0.091), 

and (4.19±1.18)](P<0.05).The venous phase of poorly differentiated laryngeal and 
hypopharyn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IC [(2.59±0.62)mg/ml]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moderately differentiated [(2.02±0.93)mg/ml](P<0.05)and well 
differentiated [(1.96±0.56)mg/ml] (P<0.05).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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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ces in the differentiation of laryngeal and hypopharyn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P<0.05) in the standard iodine concentration and the slope of the curve 

from the venous phase. The arterial phase normalized iodine concentration had the 

highest area under the receiver operating curve(0.812) to distinguish well and 

poorly differentiated laryngeal and hypopharyn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by 

using the optimal threshold of 0.31, which was derived with receiver operating 

curve, the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 , negative 

predictive value, and accuracy were 70.0%, 75.0%, 71.4%, 87.5%, and 

78.4%, respectively. The normalized iodine concentration of arterial phase was 

best for distinguishing moderately and poorly differentiated laryngeal and 

hypopharyn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with area under the receiver operating 

curve,sensitivity, specificity, 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 negative predictive 

value, and accuracy were 0.772,88.2%, 69.0%, 51.7%, 93.5%, and 

74.6%,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Dual-source dual-energy CT quantitative 

parameters can give preliminary evaluation of the differentiated degree of 

laryngeal and hypopharyn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to some extent, which can 

provide more information for preoperative evaluation of the differentiated degree 

of laryngeal and hypopharyn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EP-1925 

能谱 CT 参数对喉和下咽鳞癌颈部淋巴结定性诊断的价值 

 
胡镭,罗德红,杨亮,李琳,林蒙,赵燕风,郭炜,张娅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00021 

 

目的：评估宝石能谱 CT参数对喉和下咽鳞癌（laryngeal and hypopharyn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LHSCC）转移淋巴结与非转移淋巴结鉴别诊断的价值。 

方法：回顾性分析本院 2014 年 1月-2017年 5月经病理证实的 LHSCC患者 73例（转移组 42

例，非转移组 31例），所有患者治疗前均行能谱 CT扫描，利用能谱 CT后处理软件对其扫描

所得的 101幅单能量图像进行能谱分析，根据公式λHu=（CT40keV－CT90 keV）/50keV分别计算转

移组与非转移组原发灶及淋巴结的能谱曲线斜率；根据公式斜率比值λHu=λHu-L/λHu-P（λHu-L 

和λHu-P 分别代表淋巴结和原发病灶的能谱曲线斜率）计算淋巴结斜率与原发病灶斜率的比

值。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绘制 ROC曲线确定诊断淋巴结转移的λHu-L及λHu

的最佳临界值及诊断的敏感度及特异度。 

结果：按病理确诊的淋巴结转移状态分组，转移组淋巴结（42枚）能谱曲线斜率与非转移组

淋巴结（31枚）的λHu-L分别为（2.459±0.732）和（2.097±0.706），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 0.037）；转移组原发灶（42灶）与非转移组原发灶（31灶）的λHu-P分别为

（2.403±0.849）和（2.660±0.721），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177）；转移组与未转移组

的λHu分别为（1.087±0.377）和（0.805±0.249），差异具有非常显著的统计学意义

（P=0.001）。ROC曲线分析确定斜率比值 λHu诊断淋巴结转移的最佳临界值为 0.857，AUC为

0.773，敏感度、特异度分别为 0.833,0.774。 

结论：宝石能谱 CT参数有助于喉和下咽鳞癌转移淋巴结与非转移淋巴结的鉴别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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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926 

成人后髁导静脉及其骨管的 CT 评估 

 
赵智勇,王振常,赵鹏飞,丁贺宇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100050 

 

目的 基于头颈部 CTA评估成人后髁导静脉的解剖学特征，为颅内静脉相关研究提供参考依

据。方法 纳入符合标准的受检者 254例（508侧），多平面重组评估后髁导静脉的有无、走

行、长度、截面积，骨管壁完整性，内口连接位置，与静脉回流优势及颈静脉球窝高位关系。

结果 成人后髁导静脉发生率 50.98%，性别、侧别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其中双侧 37.40%；走

行为 S型者 175侧，直线型 14侧,走行各异 70侧；平均长度 2.14cm；平均截面积 7.55mm²；

骨管壁完整占 52.51%，3侧见管壁骨质缺失较大，（直径分别为 0.70cm、0.90cm、

1.00cm）；内口连接乙状窦下曲段占 16.60%、颈静脉球占 57.53%、交界处 25.87%；同侧脑静

脉回流是否为优势侧与后髁导静脉是否出现之间无统计学意义（x²=0.094,P= 0.759）,粗大后

髁导静脉（截面积≥40mm²）中位于回流优势侧者占 14/19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21）；颈静脉球窝高位侧后髁导静脉出现率较无高位侧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28）。结论 后髁导静脉在正常人常见解剖，变化差异大，是脑静脉回流重要途径，增

强 CT是在体个性化评估可靠方法。 

  

 

 
EP-1927 

涎腺腺样囊性癌的 MSCT 表现分析 

 
杨军乐,刘红生 

西安市中心医院 710003 

 

目的：分析发生于涎腺的腺样囊性癌的 MSCT特征，旨在提高诊断的准确性。 

方法：回顾性收集和分析 38例涎腺腺样囊性癌患者的影像学资料,其中 29例手术，9例为病

理穿刺活检证实。结合临床及病理,观察 MSCT（平扫/增强）表现。 

结果：肿瘤来源:发生于腮腺 10例，颌下腺 7例，舌下腺 6例，腭部及上颌区 9例，颊粘膜和

舌各 3例。MSCT 表现:①肿瘤形态不规则，呈无定形生长。②常沿间隙生长，发生于腭部及上

颌区者常伴有明显骨质破坏，发生于腮腺者可沿面神经生长，4例伴有面神经骨管破坏，面神

经增粗、强化。③增强扫描表现为明显延迟强化，内部可见多发的小囊性改变为其特征。 

结论：MSCT检查尤其是增强延时扫描有助于提高对病变的准确诊断和浸润范围的估计，也可

满意显示骨质破坏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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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928 

3.0T 高场强磁共振扩散张量成像技术对 

轻型创伤性脑损伤诊断价值的研究 

 
蒋杏芳 

金华市中心医院 321000 

 

目的：探讨分析 3.0T高场强磁共振扩散张量成像技术对轻型创伤性脑损伤的诊断价值。方

法：选取我院 2011年 11月～2016年 12月期间 64例轻型创伤性脑损伤患者作为研究对象,运

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两组；观察组 30例患者采用 3.0T 高场强磁共振扩散张量成像技术进

行诊断，对照组 34例患者采用 1.5T磁共振扩散张量成像技术进行诊断；比较两种不同场强的

磁共振扩散张量成像技术对轻型脑损伤的诊断成像质量、各向异性指数、灵敏度、特异度、阳

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以及诊断符合率。结果：观察组的成像质量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比较两种诊断方法的各向异性指数（FA），在足够信噪比（SNR）的情况

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 40%SNR的情况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观察组诊断方法灵敏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以及诊断符合率均高于对照组。结

论：3.0T高场强磁共振扩散张量成像技术对轻型创伤性脑损伤的诊断有较高的灵敏度、特异

度和诊断符合率，在 40%SNR 的情况下即可达到较高的各向异性指数，该技术将为临床提供广

阔的应用范围和美好的应用前景。 

 

 
EP-1929 

MRI 对鉴别卵巢卵泡膜-纤维瘤类肿瘤和 

成人型颗粒细胞瘤的价值 

 
黄国权,谢闵,汪健文 

芜湖市第二人民医院 241000 

 

 摘要：目的 比较卵泡膜-纤维瘤类肿瘤和卵巢颗粒细胞瘤的 MRI表现，探讨 MRI对两者鉴

别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有完整 MRI检查资料并经术后病理证实的 13例卵巢性索间质瘤，

其中卵泡膜-纤维瘤类肿瘤 8例，卵巢颗粒细胞瘤 5例。结果 13例肿瘤均为单侧发病，肿瘤

多为类圆形、巨大病灶呈分叶状；肿瘤边界光整，实性为主多见。卵泡膜-纤维瘤类肿瘤最大

径为 23～268mm，平均长径为（124±84）mm。MRI平扫肿瘤实性部分 T1WI呈等信号 5 例，呈

稍低信号 3例；T2WI表现为高信号，6例混杂等、稍高及高信号；8例肿瘤实性部分为轻度强

化，肿瘤囊性部分呈长 T1长 T2信号，无强化，4例伴有盆腔积液和卵巢其他肿瘤样病变。5

例卵巢颗粒细胞瘤最大径为 27～110mm，平均最大径为（84±33）mm。MRI平扫肿瘤实性部分

T1WI呈稍低信号，T2WI呈高信号为主，肿块见裂隙样和蜂窝状坏死囊变区，4例见单发或多

发出血灶；肿瘤实质呈中-高度不均匀强化，并延迟强化，实质信号趋于均匀改变。3例伴有

子宫内膜增厚，1例有子宫内膜癌。结论 卵巢卵泡膜-纤维瘤类肿瘤与颗粒细胞瘤在 MRI平

扫及增强上都有着不同的表现，有助于两者的鉴别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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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930 

Value of clinical parameters an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with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ADC) values for preoperative identification of 

different subtypes of uterine sarcomas 

 
Bi Qiu,Xiao Zhibo,Lv Fajin,Zou Chunxia,Shen Yiqing,Liu Xiaoshuang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Chongqing Medic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16， China 400016 

 

PURPOSE 

To investigate clinical parameters an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performance with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ADC) values in preoperative 

identification of different subtypes of uterine sarcomas (USs) including uterine 

leiomyosarcoma (LMS), endometrial stromal sarcoma (ESS), and carcinosarcoma (CS). 

METHODS 

Thirty-seven patients with USs by surgery and pathology were compared with the 

patients’ preoperativ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MRI image findings.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conventional MRI features, mean ADC values, minimum ADC 

values, and rADC values (lesion ADC to the muscular ADC value) were collected. 

RESULTS 

Patients with CS were older than patients with LMS and ESS (P=0.006 and 0.003 

respectively). A statistical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distribution of 

clinical manifestation was found between patients with CS and patients with LMS 

and ESS (P = 0.001 and 0.020 respective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observed 

in the location, anteroposterior (AP) tumor diameter, and the schedule of 

enhancement in the MRI of LMS compared with CS (all P<0.01). The stalk sign could 

separate ESS from LMS and CS (P=0.016 and 0.003 respectively). A majority of the 

MR images in CS (84.6%) showed slight hypointensity on T1WI and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compared with LMS and ESS (all P<0.01). The rADCIOM (lesion ADC 

values/internal obturator muscular ADC values) of LMS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ESS (P=0.014). 

CONCLUSION 

Certain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MRI features with rADC values are beneficial 

in distinguishing subtypes of USs. These findings can be beneficial in helping 

guide operative decisions and avoiding unnecessary surgical resection to a large 

ex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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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931 

钆贝葡胺双功能对比 MRI 对肝细胞癌 LI-RADS 定义征象的识

别率分析 

 
李丽艳,褚丽娟,郭云志,郭微,高阳 

吉林省吉林市人民医院 132001 

 

目的：探讨 2014版肝脏影像报告及数据系统（LI-RADS v2014）所定义的各种征象在钆贝葡胺

（Gd-BOPTA）双功能对比一站式 MR成像上的识别率。 方法：2013年 10月－2016年 9月肝硬

化患者 40例入组本研究，均行肝脏 Gd-BOPTA双功能对比一站式 MR成像（包括多期增强、肝

胆期成像、平扫、扩散加权成像），且经病理证实为 HCC。由两位阅片者对 MR图像进行独立

盲法读片，遵循 LI-RADS v2014对主要征象、次要征象进行评价，计算两者对各种征象的识别

率，并通过 Kappa检验来分析两者对征象识别的一致性。 结果：两位阅片者对 HCC病灶的动

脉期高强化、廓清、包膜等３个主要征象的识别率依次分别为 85.7%和 90.5%、78.6%和

81.0%、50.0%和 52.4%，阅片者间的一致性（Kappa值）分别为 0.774、0.779和 0.667；对于

次要征象，以 HCC病灶肝胆期低信号、T2WI稍高信号、扩散受限的识别率最高，分别为 83.3%

和 81.0%、81.0%和 85.7%、90.5%和 85.7%，阅片者间的一致性（Kappa值）分别为 0.780、

0.659和 0.807，而其它次要征象识别率较低，尤其在最大径＜2.0cm的小 HCC中部分征象未

被识别。 结论：肝脏 Gd-BOPTA双功能对比一站式 MR成像适用于肝硬化背景下 HCC的 LI-

RADS v2014分析。 

 

 

EP-1932 

SWI 在腹壁子宫内膜异位症的应用价值初探 

 
谷守欣

1,2
,李克

2
,张鹤

1
 

1.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 

2.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目的：研究 SWI诊断腹壁子宫内膜异位症（AWE）的能力和影像特点，并与常规 MRI图像对

照，初步探讨 SWI在腹壁子宫内膜异位症的应用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进行过 SWI扫描的

AWE以及非 AWE病例各 10例分别作病例组和对照组。方法（1）将病例组与对照组的 SWI图像

随机排序。两名医师共同对 SWI图像观察分析。内容包括：腹壁的异常信号灶及其数目、形态

和信号（2）两名医生共同观察病例组的常规序列以及 SWI序列对异常信号灶的显示。分析包

括：评价 SWI区分病例组和对照组的敏感性，分析病例组和对照组的 SWI图像特点。结果：

1.SWI诊断病例组的敏感性 100%：1）病例组 SWI图像特征：SWI显示异常信号灶 13处，其

中，病灶边缘显著、呈极低信号者 12 (12/13) 处，病灶部分边缘显著呈极低信号者 1 (1/13) 

处。边缘形态呈圆形线状者 3（3/13）处，呈不规则线状者 10（10/13）处。病灶内部信号不

均，表现为点状极低信号者 8（8/13）处，内部信号均匀者 5（5/13）处。2）对照组 SWI 图像

特征：腹壁静脉显示为走行连续的光滑线状极低信号，并且于腹壁两侧呈对称性分布。2.腹壁

子宫内膜异位症 SWI及常规 MRI对照结果显示： SWI与 T1WI、T1WI-FS及动态增强显示的异

常信号分别是：13、12、12、12。其中，直径约 0.3cm出血灶仅见于 SWI图像。3.子宫内膜异

位症的 SWI特征分析：（1）病灶边缘：边缘显著，且呈极低信号者 10(10/11)处；部分边缘

显著，且呈极低信号者 1（1/11）处。（2）边缘形态：表现为不规则线状者 10（10/11）处，

光滑圆形线状者 1（1/11）处。（3）病灶内部的均匀性：内部信号不均匀，表现为点状极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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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者 8（8/13）处，内部信号均匀者 5（5/13）处。结论：SWI可以有效区分 AWE病例组与

对照组，并且显示腹壁子宫内膜异位症有一定特征性，值得进一步研究。 

  

 

 
EP-1933 

MRI 钆剂瘘管造影与 DCE-MRI 联合使用对高位复杂型肛瘘细小

分支瘘管及瘘口的诊断价值 

 
王军大 

重庆市中医院 400011 

 

【摘  要】目的：MRI钆剂瘘管造影与动态对比增强磁共振成像(dynamic contrast 

enhanced MRI，DCE-MRI)联合使用，对高位复杂型肛瘘进行诊断，探讨其对高位复杂型肛瘘术

前评估的指导意义。方法:收集 2014年 12月 10日至 2016 年 12月 10日 MRI平扫初步证实为

高位复杂型肛瘘但细小内瘘口、分支瘘管显示不清的患者 264例，首先行 DCE-MRI检查，30 

min后再行瘘管内注入钆特酸葡胺 4 mL+生理盐水 16 mL造影检查同步 DCE-MRI扫描。分别对

MRI平扫、DCE-MRI及瘘管造影+DCE-MRI诊断结果特异度及敏感度行约登指数、ROC曲线下面

积(AUC)进行检验。结果:瘘管造影+DCE-MRI示高位复杂型肛瘘外瘘口、内瘘口及分支瘘管显

示清晰，瘘管 T1WI、T2WI上呈高信号；脓肿为不规则形或马蹄状，T1WI等、稍低信号，

T2WI、脂肪抑制高信号。对照手术结果，瘘管造影+DCE-MRI对于术前诊断对于细小内瘘口及

细小分支瘘管的诊断价值明显提高；MRI平扫对于细小瘘管显示约登指数为 31.60%，曲线形面

积为 0.576，对于细小内瘘口约登指数为-23.70%，曲线形面积为 0.176；DCE-MRI对于细小瘘

管显示约登指数为 69.40%，曲线形面积为 0.603，对于细小内瘘口约登指数为-4.80%，曲线形

面积为 0.201；瘘管造影+DCE-MRI对于细小瘘管显示约登指数为 87.80%，曲线形面积为

0.798，对于细小内瘘口约登指数为 79.50%，曲线形面积为 0.898。结论:钆剂瘘管造影与

DCE-MRI联合使用检查对临床高位复杂型肛瘘的术前评估具有极高指导意义。 

 

 
EP-1934 

SWI 联合 DWI 对单纯皮层静脉血栓形成的诊断价值 

 
曹鑫

1,2
,史浩

1
,方强

1,3
 

1.山东大学附属千佛山医院 

2.山东大学齐鲁医学部 

3.泰山医学院 

 

【目的】 探讨单纯皮层静脉血栓形成的影像学表现以及 SWI序列联合 DWI序列较 MRI 常规序

列对诊断该病的价值和优越性。  【资料与方法】回顾性分析经临床确诊单纯皮层静脉血栓

形成的 12例患者临床资料，其中 2例进行过一次复查，1例进行过两次复查，9例未复查，共

计 16人次检查，均行 MRI常规序列（T1WI、T2WI、T2-FLAIR）、SWI序列及 DWI序列检查，

归纳总结其影像学表现，比较 MRI常规序列、SWI序列及 DWI序列图像所见征象的阳性率。并

通过复查图像的前后对比，观察病情变化引起的信号改变。 【结果】在 16组图像中，5组

MRI常规序列图像发现“束带征”，阳性率为 31.3%；13组 SWI图像发现增粗的侧支静脉，阳

性率为 81.3%；13组 DWI图像发现异常高或稍高信号灶，阳性率为 81.3%；通过部分患者的随

访发现，随着病变进展，SWI 所见侧支静脉的征象越来越明显。 【结论】SWI序列及 DWI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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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联合使用较单纯 MRI常规序列可以有效地提高单纯皮层静脉血栓形成的诊断率，其中 SWI所

见梗阻静脉周围增粗的侧支静脉对该病的诊断及鉴别诊断具有一定的特异性。 

 

 

EP-1935 

MRI 测量 TAPSE 及 RVFS 评价房间隔缺损患者右室功能的应用

研究 

 
韩曙光,胡春峰,徐凯,李绍东,荣玉涛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221002 

 

 

目的  应用 MRI三尖瓣环位移幅度（TAPSE）及右心室轴缩短率（RVFS）定量评估成人房间隔

缺损患者的右心室功能，探讨其与肺动脉压收缩压及右室射血分数的相关性研究。 

方法  38例经我院 TTE诊断为房间隔缺损的患者，依据 DSA右心导管所测肺动脉平均压

(mPAP)将病例分为 2组：房间隔缺损不伴 PAH组(mPAP<25mmHg，n=21)、房间隔缺损伴 PAH组

(mPAP≥ 25mmHg，n=17)，另选 17例健康成年人作为对照组(n=17)。三组均行四腔心电影 MRI

测得三尖瓣环右室游离壁处相对于右室心尖部的收缩期峰值位移（TAPSE）及校正后右心室轴

缩短分数（RVFS），比较三组间各位移的差异并分析与肺动脉收缩压（PASP）及右室射血分数

的相关性。 

结果  1. 对照组、ASD不伴 PAH组、ASD伴 PAH组的 TAPSE测值不具有统计学差异

(P>0.05)；ASD伴 PAH组 RVFS 明显低于对照组及 ASD不伴 PAH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ASD伴 PAH组与对照组、ASD不伴 PAH组相比 RVEF值显著降低(P<0.05)。 

2. TAPSE及 RVFS均与 RVEF 呈正相关(r值为 0.74/0.85)，以 RVFS的相关性较好；TAPSE及

RVFS与 PASP在病例组呈显著负相关(r值为-0.70/-0.79，P<0.05)；RVEF与 PASP亦呈显著负

相关(r值为-0.84，P<0.05)。 

结论 MRI测量 TAPSE及 RVFS 评价房间隔缺损患者右室功能省时、准确；随着肺动脉高压的

出现，RVFS显著降低，可作为临床无创评估患者右心室功能、判断预后的可靠指标。 

 

 
EP-1936 

三维动脉自旋标记技术对交叉性小脑失联络的诊断价值 

 
韩曙光, 胡春峰,谢丽响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221002 

 

目的 探讨 MRI三维动脉自旋标记(3 dimensional-arterial spin labeling,3D-ASL)技术对不

同脑幕上病变患 者 交 叉 性 小 脑 失 联 络 (crossed cerebellar diaschisis ,CCD)现 

象 的 诊断价 值 。 

方法 收 集 单 侧 幕 上 脑 病 变 患 者 45例 ,其中原发性脑肿瘤 14例，脑梗塞 21例，

脑出血 3例，脑转移瘤 5例，脑外伤 2例。采用动脉自旋标记序列进行脑 血流灌注成像扫描,

通 过 GE AW4.5版本工 作 站 Functool软件 处 理 得 出 对 应 的 脑 血 流 (cerebral 

blood flow,CBF)伪 彩 图 ,测量双侧小脑半球镜像 ROI 的 CBF值, 计 算 小脑不 对 称 指 

数 (asymmetric index, AI)评 判 小 脑 异常灌 注情况，依据 AI 大于 10%时诊断为 CCD,

并 分析幕上病灶种类、分布与 CCD 之间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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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果  45 例 患 者 中 CCD 阳 性 38 例 ，幕上脑组织的 CBF 测值越低、病变累及越广

泛，其对侧小脑半球 CBF 值越 低，呈明显相关性，差异具有显著意义（p<0.05）。 CCD 阳 

性 组 及阴 性 组幕 上病变在基 底 节 区 、放 射 冠 区 、半卵圆中心、额 顶 枕 颞 叶

皮层区分 布 上 差 异 无 统 计 学 意 义 (P >0.05)。 蝶鞍、脑室发生的肿瘤对应的 AI指

数明显低于其他部位幕上脑肿瘤；脑梗塞、原发脑肿瘤组 AI值高于脑转移瘤、脑出血及外伤

组 (P <0.05)。 

结 论  3D-ASL 技术具 有无创、定量评估脑血流量的优势,有助于 CCD 的检出及随访，并为

CCD发生机制的进一步研究提供新的技术支持。 

 

  

 

 
EP-1937 

基于三维高分辨 Dixon MRI 的胰腺自动分割可行性初步研究 

 
马超

1
,杜超璘

2
,龚晓亮

2
,杨盼盼

1
,陈宇飞

2
,单晓英

2
,傅彩霞

3
,严序

3
,王莉

1
,陈录广

1
,金爱国

1
,陆建平

1
 

1.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2.同济大学嵌入式系统与服务计算国家重点实验室 

3.西门子公司磁共振合作事业部 

 

目的  计算机辅助诊断（Computer-Aided Detection/Diagnosis，CAD）具有重要的临床应用

前景，基于影像学的胰腺自动分割对胰腺癌放疗定位、胰腺结构与功能评价等方面具有重要意

义。Dixon技术是常用的腹部 3D MRI检查方法之一，一次扫描即可获得到水、脂肪分离的 MRI

图像，本研究前瞻性探究三维高分辨 Dixon磁共振成像（Dixon MRI）进行胰腺计算机辅助分

割的可行性。方法  前瞻性招募志愿者 5名，行包括上腹部 3D常规及高分辨 Dixon序列的

MRI检查，基于医学影像交互平台（MITK）自主开发胰腺分割程序，分别对两种 Dixon方法的

反相位和水相图像进行手动及计算机胰腺分割。以医生手动分割为标准，计算胰腺计算机分割

的区域相似度（Dice系数）。独立样本 t检验分析两种 Dixon方法的反相位和水相图像胰腺

分割的 Dice系数差异。 结果 基于常规 Dixon反相位和水相图像胰腺计算机分割 Dice系数分

别为 0.69±0.08 和 0.75±0.03；基于高分辨 Dixon反相位和水相图像，计算机胰腺分割 Dice

系数分别为 0.44±0.24 和 0.83±0.02，基于高分辨 Dixon 水相图获得 Dice显著高于其他三

组图像。 结论 基于高分辨 Dixon MRI进行胰腺计算机辅助分割是可行的，Dixon水相图胰腺

计算机分割获得最佳相似度。 

  

 

 

EP-1938 

磁共振扩散峰度成像对常规 MRI 阴性癫痫的研究 

 
龚霞蓉,毕国力,王波,陈婧,张宏江,吴昆华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 650032 

 

目的：探讨扩散峰度成像（DKI）应用于常规 MRI阴性的癫痫的研究价值。方法：选择临床确

诊为常规 MRI阴性的癫痫患者及正常对照组各 17人，在 GE3.0TMR扫描仪上行常规 MRI、DKI

等多序列扫描，在双侧海马、双侧颞叶选择兴趣区（ROI），手动测量相应区域的部分各向异

性（FA）,平均扩散系数（MD）、平均峰度（MK）、径向峰度（K⊥）、平行峰度（K∥）并进

行统计学分析。结果：癫痫组患侧海马与正常对照组海马对比，FA下降，K⊥下降，且差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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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性，P＜0.05；癫痫组正常侧海马与正常对照组海马对比，FA下降，且差异有显著性，P

＜0.05。癫痫组患侧和正常侧海马各指标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癫痫组患侧颞叶和正常侧颞叶

相比，MK值和 K⊥值明显下降，并有显著性差异，P＜0.05。结论：扩散峰度成像可发现常规

MRI阴性的癫痫所致的微结构改变及致痫灶以外区域脑结构的改变。 

  

 

 
EP-1939 

丘脑卒中患者认知障碍与海马体积及 MRS 关系研究 

 
靳雨,郭志伟,母其文 

南充市中心医院 637000 

 

目的：研究丘脑卒中后认知障碍患者海马的结构及功能变化情况，初步探讨其认知障碍的神经

影像学机制。方法：选取 24例慢性丘脑卒中（梗塞及出血）患者（实验组）和性别、年龄及

受教育程度与之相匹配的健康志愿者 30名（对照组）。对所有患者行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

(MMSE)评分，MRI全脑高分辨 T1WI及海马
1
H-MRS扫描。NAA/Cr及 mI/Cr通过后处理软件获

取，海马体积运用 Freesuefer V.5.3 软件进行海马分割及体积计算。结果：（1）实验组

MMSE评分（P=0.000）、词语短延迟回忆（P=0.001）、长延迟回忆（P=0.004）、再认

（P=0.000）、复杂图形回忆（P=0.04）及数字倒背分数（P=0.002）均显著低于对照组。

（2）实验组患侧海马体积显著小于对照组及健侧，健侧海马体积与对照组比较无差异。（3）

实验组患侧海马区 NAA/Cr及海马体积显著减低，而 mI/Cr显著升高，同时发现与对照组比较

实验组对侧海马区的 NAA/Cr 减低。实验组患侧海马体积减低率与 MMSE存在正相关关系。结

论：丘脑卒中患者认知功能减退可能是病灶侧海马体积萎缩所致；MRS能活体、无创、动态地

检测海马区生化代谢改变，可作为客观的手段用于丘脑卒中后认知障碍的实验研究。 

  

 

 
EP-1940 

MR findings of ovarian granuloma with focus on the 

differentiation with other ovarian sex cord –stromal 

tumors.  

 
Gu Shouxin Gu,Zhang Guofu,Zhang He,Tian Xiaomei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Hospital 200011 

 

Purpose:  To describe MR features of ovarian granulomas (OGs) and compare with 

other sex cord – stromal tumors (OSCs) in ovary. 

Methods and materials: MR findings of 20 patients with surgically confirmed 

ovarian granuloma in our single institution were retrospectively reviewed by two 

radiologists with consensus reading. All MR examinations were prospectively 

performed within one month.  Clinical and imaging characteristics of OGs were 

evaluated and compared with OSCs. 

Results: In 20 patients, 22 ovarian granulomas were detected on MRI.  17 tumors 

appeared as pure solid or mostly solid mass (17/22), while only 5 tumors with 

solely cystic mass. Pathological pelvic fluid was not common in OGs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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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ed with OSCs, most of OGs displayed as the relatively large mass (10.8±7.8 

cm vs 5.1±2.2 cm, p = 0.017). On T2 weighted imaging (T2WI), most of tumors 
displayed hyper intensity signals and mixed signals (20/22); 12 tumors (12/22) 

with similar signals on T1 weighted imaging (T1WI). Hemorrhage components were 

detected on MRI in 5 tumors. On 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 (DWI) images, almost 

all OGs appeared as high signals (16/18). Average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ADC) values in OGs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control group (0.79 ± 

0.16 vs 1.37 ± 0.53 × 10−
3
 mm

2
/s, p = 0.000). 

Conclusions: MRI could provide important information in OG diagnosis. ADC values 

might be useful in differentiating OGs from OSCs. 

 

  

 

 

EP-1941 

Optimal b Value of Renal DTI at 3.0 T MRI and 

Repeatability of Measurements 

 
Wang Yuting,Yan Xiong,Li Yingchun,Yin Longlin,Pu Hong,Lai Li,Li Kuide 

Sichuan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and Sichuan Provincial People’s Hospital 61772 

 

 

Objective To determine the optimal b value of renal diffusion tensor imaging at 

3.0T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evaluat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enal 

parameters, and assess the repeatability of measurements. 

Methods DTI images of normal kidneys of 15 volunteers using 3.0T MRI scanner and 

employing b values of 0,200 s/mm
2
, 0,400 s/mm

2
, 0,600 s/mm

2
 were compared. B value 

which had the largest cortical-medullar differentiation on images was set as the 

optimal b value and was used for renal DTI of 28 healthy volunteers. 

Characteristics of renal parameters were evaluated. Measurements between two 

observers and two measurements of the same observer were compared by t test, and 

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ICC) was employed to measure the consistency 

and repeatability. 

Results The largest cortical-medullar differentiation was obtained using b values 

of 0,200 s/mm
2
（P<0.001）.Cortical FA values were significantly greater than those 

of the medulla（P<0.001）.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left and 

right kidneys, nor between the global FA value of the male and female. However, 

the male had greater cortical-medullar difference when using the average of two 

measurements of one observer（P=0.006）.Medullar FA show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measurements of two observers（P=0.041）, otherwise no difference was 

detected regarding repeatability. The ICC of two observers measuring medullar FA 

was 0.743, and all other ICCs were above 0.9. 

Conclusion DTI of kidneys using 3.0T MRI system can gain better cortical-medullar 

differentiation using lower b values, and can depict the diffusion characteristic 

regarding anisotropy. Measurements generally have good repeatability, except that 

the interobserver consistency of medullar FA was relatively l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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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942 

血糖感知-调节的脑网络动态变化的 rs-fMRI 初步研究 

 
邓灵灵,刘华生,王维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410013 

 

 

目的：因此本课题拟采用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方法，研究正常被试者口服葡萄糖后血糖感知和调

节相关脑区间的功能连接及脑功能网络组织情况的动态变化过程；分析大脑区域间功能连接及

脑功能网络组织情况的动态变化与血糖、胰岛素水平动态变化的相关性。 

方法：本研究招募 10名正常志愿者，男性 7人，女性 3 人。对所有受试者行常规头部核磁共

振成像、3D结构成像及空腹阶段 BOLD成像。按照 OGTT标准给予志愿者口服 75g葡萄糖，然

后进行连续 8个 BOLD成像，并于每个 BOLD序列时间段中点采集血液样本。采用图论及功能连

接的方法计算志愿者口服葡萄糖后脑功能指标（图论参数，如中心度、网络效率等，脑区间功

能连接）的变化，并分析脑功能指标的动态变化与生化指标（血糖、胰岛素）动态变化之间的

相关性。 

结果： 

1.生化指标与脑功能指标随时间动态变化。 

2.杏仁核中心度与胰岛素水平存在一致性较好的正相关，而相同志愿者口服清水后杏仁核中心

度与胰岛素水平无相关性。 

3.以左、右侧杏仁核为种子点分析它们与其它体素之间的功能连接，并计算各连接值与胰岛素

的相关性，得出左侧杏仁核与左侧脑岛、左侧壳核、左侧丘脑、左侧扣带以及右侧扣带之间的

功能连接的动态变化与胰岛素水平的动态变化存在正相关。右侧杏仁核与右侧脑岛、左侧脑岛

间的功能连接的动态变化与胰岛素水平的动态变化存在正相关性。 

结论：口服葡萄糖后杏仁核、脑岛、壳核、丘脑等多个脑区的功能连接存在有规律的动态变

化，提示在血糖调节脑网络中这些脑区可能起到网络中心的作用。静息态功能磁共振能够反映

脑区的活动与血糖感知和调节的关系。 

 

 
EP-1943 

高 BMI 成人脑功能连接-血糖变化的相关 fMRI 初步研究 

 
陈娟,邓灵灵,王维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410013 

 

 

目的：探索血糖变化时，高 BMI成年人双侧眶额皮层与全脑其它体素间功能连接的改变情况；

分析这种改变与体重指数（BMI）、血糖及胰岛素水平之间的相关性。 

材料与方法：给予 11名高 BMI成年人及 9名正常体重志愿者口服 75g葡萄糖或等量的清水，

并在喝糖（水）前后对所有志愿者进行常规功能磁共振及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成像扫描，计算双

侧眶额皮层与全脑其它体素间的功能连接值，并进行自身喝糖（水）前后比较以及组间比较，

选取组间具有显著差异的脑区，并计算其功能连接的平均值，与临床指标做相关性分析。 

结果： 

1、高 BMI组右侧眶额皮层内侧前部与左侧缘上回、双侧额上回、右侧额中回的功能连接强度

较正常组减低；与双侧舌回、右侧后扣带回、右侧距状回、左侧枕下回、右侧楔叶功能连接强

度较正常组增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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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 BMI组右侧眶额皮层内侧后部与左侧岛叶、左侧苍白球、左侧壳核、左侧尾状核、左侧

额下回功能连接强度较正常组减低；其中，与左侧岛叶之间的功能连接强度值与胰岛素水平、

体重指数呈负相关（t=-3.51 P=0.01、t=-3.83 P=0.012）；与右侧额下回之间功能连接强度

值与胰岛素、体重指数呈负相关（t=-3.13 P=0.017、t=-3.27 P=0.014）；与左侧壳核之间功

能连接强度值与体重指数呈负相关（t=-3.24 P=0.023）；与左侧尾状核之间功能连接强度值

与体重指数呈负相关（t=-2.62 P=0.047）； 

3、高 BMI组右侧眶额皮层外部与左侧额下回功能连接强度较正常组减低；  

结论：血糖上升后，高 BMI 成年人多个脑区功能连接情况存在异常，以包括额叶、岛叶、纹状

体（苍白球、壳核）在内的奖赏通路中的脑区为主。其中额叶、岛叶等多个脑区与眶额皮层间

的功能连接强度改变与 BMI、胰岛素存在相关性，说明肥胖可能损伤了奖赏环路的相关通路。 

 

 
EP-1944 

MR T1ρ 成像在鼻咽癌放射性脑损伤中的初步研究 

 
肖翔

1
,许乙凯

1
,吴元魁

1
,梅颖洁

2
,Queenie Chan

3
 

1.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2.飞利浦医疗广州办事处 

3.飞利浦医疗香港办事处 

 

目的：采用 MR T1ρ成像分析鼻咽癌放疗后常规 MR阴性患者全脑结构的微观改变，探讨 MR 

T1ρ技术在早期诊断隐匿性放射性脑损伤中的价值。 

方法：纳入 138例经病理确诊的鼻咽癌患者，根据 MR检查的不同时间将患者分为 4组，分别

为放疗前组（对照组，38例）、放疗后 0～6个月组（40例）、放疗后>6～12个月组（32

例）和放疗后>12个月组（28例）。图像采集使用 Philips Achieva 3.0T磁共振扫描仪，行

常规头颅 MR平扫及增强扫描，T1ρ扫描采用 3D快速自旋回波序列，自旋锁频率为 500 Hz，

自旋锁时间分别为 0，20，40，60，80和 100 ms。T1WI结构像扫描采用 3D快速梯度回波序

列，行覆盖全脑的矢状位扫描。T1ρ成像后处理步骤如下：（1）格式转换；（2）剥头皮；

（3）校正；（4）配准、分割及标准化；（5）提取被试全脑皮层灰质和白质脑区（使用

Harvard-Oxford cortical structural atlas和 JHU ICBM-DTI-81 white-matter labels 

atlas）；（6）提取被试各灰、白质脑区的 T1ρ值。所有统计使用 SPSS 20.0软件包进行，

鼻咽癌放疗前、后各组之间性别差异的比较采用χ
2
检验。各组之间年龄、皮层灰质脑区 T1ρ

值和白质脑区 T1ρ值差异的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结果：（1）鼻咽癌放疗前、后各组之间年龄及性别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2）对比放

疗前，鼻咽癌患者全脑皮层灰质和白质多个脑区的 T1ρ值在放疗后不同时间段呈动态变化，

主要表现为“升高→降低→升高”或“升高→升高→升高”两种趋势。 

结论：（1）放疗可引起广泛的脑结构损伤，而不仅仅局限于照射野，脑组织对电离辐射的反

应是错综复杂和动态变化的。（2）MR T1ρ成像能够敏感地监测鼻咽癌放疗后常规 MR阴性患

者全脑结构的微观改变，有望为临床早期诊断隐匿性放射性脑损伤提供新的影像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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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945 

Correlations between intravoxel incoherent motion 

(IVIM) parameters and prognostic factors in early 

stage endometrioid-type endometrial carcinoma: 

preliminary results 

 
Feng Zhichao,Peng Hexiang,Rong Pengfei,Wang Wei 

The Third Xiangya Hospital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410013 

 

Purpose: To investigate correlations between intravoxel incoherent motion (IVIM)-

derived parameters of early stage endometrioid carcinoma of endometrium and 

histopathological prognostic factors. 

Materials and Methods: This retrospectively study included 18 patients with 

histologically proven early stage endometrioid-type endometrial carcinoma, who 

underwent 3.0-T pelvic IVIM diffusion-weighted MRI with 10 b values from 0 to 800 

s/mm
2
. IVIM-derived parameters including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cient (ADC), true 

diffusion (D), pseudo diffusion coeffcient (D
*
) and perfusion factor (f) of tumors 

were measured.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IVIM-derived parameters and 

histopathological prognostic factors (histologic grade and Ki-67) were evaluated 

using Spearman’s rank or Pearson’s correlation coeffcients. 

Results: The ADC and D were higher in the G1 group compared with the G2 group (P < 
0.05, P < 0.01, respectively). ADC correlated well with tumor histologic grade (r 
= -0.638, P =0.004) and tended to correlate with Ki-67 (r= -0.456, P =0.057). D 
correlated well with tumor histologic grade (r = -0.808, P < 0.001) and Ki-67 (r = 
-0.549, P =0.018). D* 

and perfusion factor f had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s with 

the histopathological prognostic factors. 

Conclusion: Some IVIM parameters (especially the true diffusion D) we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histologic grade and Ki-67 in early stage endometrioid-type 

endometrial carcinoma. 

 

 
EP-1946 

体素不相干运动 MR 成像预测肾积水肾功能可复性的研究 

 
蒙秋华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510120 

 

目的：探讨体素不相干运动 MR成像预测肾积水肾功能可复性的价值。方法：动态分析大白兔

左侧输尿管不全梗阻积水肾模型 4、8、12、16周的左肾 MRI IVIM定量参数（ADC值、D值、

D*值、f值）变化特点并与病理、GFR做相关性分析，探索 ADC值、D值、D*值、f值对解除梗

阻后肾功能恢复的预测效能。结果：白兔左侧积水肾皮髓质 D值、D*值、f值、ADC值于成模

后 4、8、12、16周随着肾功能受损程度加重，数值逐步减少，D值、f值及 ADC值组间两两

LSD对比：12周、16周与对照组、4周，8周与 16周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D*

值组间两两 LSD对比：8周、12周、16周与对照组、4周，12周、16周与 8周间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 <0.05）；左侧积水肾成模后不同时间点 D值、D*值、f值、ADC值与病理改变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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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与 GFR呈中度正相关。解除梗阻后，8周前的积水肾功能不同程度恢复，肾皮髓质 ADC

值、D值、D*值、f值对肾功能恢复与功能无恢复的鉴别有一定价值，最佳阈值分别为

（1.67±0.69）10
-3
mm

2
/s，（16.95±8.32）10

-3
mm

2
/s，（0.44±0.18），（2.59±0.64）。结

论：体素不相干运动 MR成像能有效动态监测积水肾肾功能的变化，对解除梗阻后肾功能恢复

的预测有一定价值。 

  

 

 

EP-1947 

Endometrial Carcinoma:Use of Kinetic Modeling of 

Dynamic Contrast-enhanced MRI Data to Predict Tumor 

Pathological Grades 

 
Zhijun Ye,Ning Gang,Chen Huizhu,Li Xuesheng 

West China Sceond University Hospital 610041 

 

PURPOSE To compare five different tracer kinetic models for the analysis of 

dynamic contrast-enhanced MRI data in endometrial carcinoma,and to determine 

whether tracer kinetic models can predict tumor pathological grades.  

  METHOD AND MATERIALS This study was approved by the ethical review board. DCE-

MRI datas from 26 patients with endometrioid adenocarcinoma (19 lowly and 

moderately,7 highly)were analyzed retrospectively by using the distributed 

parameter,conventional compartmental, adiabatic tissue homogeneity, Tofts and 

extended Tofts Model. Initial extraction fraction(E),flow rate of whole blood 

through the vascular compartment(F),endothelial permeability surface area product 

(PS)，extravascular extracellular volume(Ve),blood plasma volume(Vp),volume 

transfer constant (Ktrans),volume efflux rate(Kep) were compared by using the 

Friedman test. Parameters of the different kinetic models with tumor pathological 

grades were compared by using Spearman's rank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test 

respectively.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analyses were used to determine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each selected parameters.  

  RESULTS Friedman tests revealed that all the parameters from the different 

model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except the parameter E(P＜

0.05).Spearman's rank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test indicated that compared with 

the tumor pathological grades,PS with the conventional compartmental 

model(|r|=0.703,P＜0.01), Vp with the distributed parameter model(|r|=0.682,P＜

0.01,Ktrans with extended tofts model(|r|=0.558,P＜0.05), E(|r|=0.537,P＜0.05) and 

F(|r|=0.682,P＜0.01)with the Tofts Model was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ROC analyses 

indicated that PS with the conventional compartmental model exhibited the best 

diagnostic performance in predicting tumor pathological grades.  

  CONCLUSION Parameter values differ significantly between models. Of the models 

investigated, the conventional compartmental model–derived PS have a role as a 

predictor of tumor pathological gra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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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948 

Study of MR Diffusion Tensor Imaging characteristics 

of uterine fibroids with Different signal intensity 

on T2WI 

 
Liu Ziyu,Lv Furong,Xiao Zhibo,Li Jia,Ouyang Zubin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Chongqing Medical University 400016 

 

Objective To study different DTI characteristics among uterine fibroids with 
different T2 signals. Materials and methods Clinical cases were collected from 
April 2014 to January 2015, including 116 patients with 141 uterine fibroids, 

grouped by T2WI signal intensity as below: hypointense group (57), isointense 

group (33) and hyperintense group (51). All the patients underwent routine MR 

plain scan, enhanced scan and DTI examination. Comparing all DTI characteristics 

from each group, test and analyze the MD value, FA value and RA value with 

the SPSS19.0 software. Results The MD value of hypointense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st than that of isointense group and hyperintense group 

(P=0.000、P=0.000), while the MD value of isointense fibroids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hyperintense group (P= 0.000).To compared the FA and RA 
value between three groups, the hypointense group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isointense and hyperintense group (P= 0.000、P=0.000), and the isointense group is 
higher than hyperintense group (P=0.000). RA value of each group had the similar 
changing trend with the FA value, and lower than FA value, such as the hypointense 

group is highest than isointense and hyperintense group (P= 0.000、P=0.000), and 
the isointense group is higher than hyperintense group (P= 0.000),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ree groups. Conclusion  Uterine fibroids with 

different T2 signals intensity hav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in DTI imaging, and 

DTI parameters can be reflected in the different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f 

fibroids . 

 

  

 

 
EP-1949 

Lung cancer: short-term reproducibility of intravoxel 

incoherent motion parameters and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at 3T 

 
Jiang Jianqin

1,2
,Cui Lei

2
,Yin Jianbing

2
,Xu Gaofeng

1
,Fu Yigang

1
 

1.Yancheng City No.1 People's Hospital 

2.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tong University 

 

Purpose: To prospectively evaluate the short-term reproducibility of intravoxel 

incoherent motion (IVIM) parameters and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ADC) in 

lung cancer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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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erials and Methods: 50 patients (50 lesions) underwent free-breathing DWI (b = 

0, 300, 800 s/mm
2
) and IVIM (10 b-values, 0-1000 s/mm

2
) scans twice (0.5–1 h 

interval) at 3T. Regions of interests (ROIs) were drawn on ADC maps and IVIM 

images to derive ADC value, IVIM parameters D, D* and f. Intra- and inter-observer, 

test–retest reproducibility were assessed with 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ICCs), within coefficient-of-variations (WCVs) and Bland–Altman 

analysis. The effects of type, size and location of lung lesion were compared with 

WCVs. 

Results: D and ADC showed good intra-observer reproducibility and inter-observer 

agreement, while D* and f showed relatively larger variability (WCV 20.89%–

34.97%). The test–retest reproducibility of D, ADC were good (ICC 0.775–0.837; 

WCV11.12%–12.55%), while those of D* and f were relatively poor (ICC 0.604–0.842; 

WCV 36.54%–72.62%). D and ADC had decreased reproducibility for lesions < 2cm 

(WCV 14.20%, 16.34%, respectively) and for lesions in the lower lung zones (WCV 

16.52%, 14.78%, respectively). f had decreased reproducibility in central lung 

cancers (WCV 50.11%) and lesions > 2cm (WCV 42.64%). D* had even worse 

reproducibility in peripheral lung cancers (WCV 84.11%) and lesions in the lower 

lung zones (WCV 80.84%). 

Conclusion: If the change in ADC, D, D*and f values is less than approximately 31%, 

34%, 170% and 130%, respectively, it may be caused by measurement error. The type, 

size, and location of lung lesions have an effect on measurement errors. 

  

 

 
EP-1950 

Early Cardiac Dysfunction in Spontaneous T2DM Rhesus 

Monkey with CMR Tissue Tracking 

 
Zhu Tong

1
,Zeng Wen

2
,Chen Yushu

1
,Zhang Yu

1
,Gao Fabao

1
 

1.Department of Radiology， West China Hospital， Sichuan University 

2.Sichuan Primed Biotech Group Co.， LTD， China 

 

Objective: To characterize early cardiac dysfunction and myocardial deformation of 

diabetic cardiomyopathy by cardiac magnetic resonance tissue tracking (CMR-TT). 

Materials and Methods: Eight spontaneous type 2 diabetes (T2DM) and eight healthy 

rhesus monkeys underwent conventional echocardiography 

to assess cardiac function initially. CMR cine-derived myocardial tissue tracking 

(TT) was performed to quantify LV multidirectional systolic and diastolic 

myocardial deformation. The cardiac dysfunction and deformation characteristics 

were studied. 

Results: Diastolic parameters were altered significantly in T2DM in comparison 

with controls in echocardiography, including lower E' (6.12±1.35 cm/s vs. 

10.39±1.13 cm/s, p≤0.01), left ventricle contraction 

inflow velocity in early diastole (Vp : 41.26±9.53 cm/s vs. 59.21±7.73 cm/s, 

p≤0.01) and larger left atrial diameter (15.81±2.06 mm vs. 13.17±2.80 mm, 

p≤0.05), isovolumic relaxation time (IVRT: 79.46±14.71 ms vs. 60.50±8.73 ms, 

p≤0.01), E/Vp (1.96±0.52 vs. 1.46±0.16, p≤0.05) and increased 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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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tio(13.16±3.60 vs. 8.31±1.32, p≤0.01). There was no systolic dysfunction in 

echocardiography in all monkeys, but both systolic and diastolic function were 

deteriorated significantly with CMR-TT in T2DM (vs control), including: global 

peak systolic circumferential strain (GPSCS: -11.61±2.18% vs.-18.24±3.18%, 

P≤0.01), peak systolic longitudinal strain (GPSLS: -8.43±1.80% vs. -12.75±2.42%, 

P≤0.01), peak diastolic circumferential strain rate (GPDCSR: 1.32±0.22%/s vs. 

1.97±0.56%/s, P≤0.05) and peak diastolic longitudinal strain rate (GPDLSR: 

0.92±0.22%/s vs. 1.34±0.44%/s, P≤0.05). However, both circumferential and 

longitudinal time to peak systolic strai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ere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Conclusion: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echocardiography findings, CMR-TT is able 

to reveal coexistence of systolic and diastolic dysfunction of early diabetic 

cardiomyopathy in a spontaneous T2DM rhesus monkey model. Both peak systolic 

strain and peak diastolic strain rate in the direction of circumferential and 

longitudinal are effective indexes to evaluate this effect, not including the 

time to peak strain. 

 

 

EP-1951 

幼儿人工耳蜗植入术前 MRI 检查的临床价值 

 
刘毅勇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五三医院 010051 

 

摘要 目的:总结 MRI 内耳水成像及头颅常规 MRI 检查对幼儿人工耳蜗植入术前评估的价值。

方法:对 2011年 6月—2012 年 2月期间, 拟行人工耳蜗植入术的 86 例耳聋幼儿的术前 MRI 内

耳水成像及常规头颅 MRI检查结果进行总结，分析 MRI 检查发现的脑和耳的形态和发育异常。

结果:常规头颅 MRI检查: 脑白质病变 12例,中耳炎 5 例；MRI 内耳水成像：大前庭导水管 13

例，mondini 畸形 5例，半规管异常 6 例。结论:幼小儿人工耳蜗植入术前头颅常规 MRI 检查

不可忽视,通过术前的常规 MRI 检查可以了解患儿的脑形态和发育状况,从中发现听力障碍患儿

伴有的脑部罹患,为术前全面准确评估手术的安全性和术后听觉言语康复效果提供帮助。内耳

水成像不仅可以显示内耳膜迷路的立体解剖结构，而且可以清晰显示其通畅程度，对于内耳畸

形的诊断及人工耳蜗植入术的术前评估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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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ural abnormalities in children patients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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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Obstructive sleep apnea syndrome (OSAS) is characterized by recurrent episodes of 

upper airway collapse associated with oxygen desaturation and sleep 

fragmentation
[1]
.OSAS, which may be central neurologic or obstructive in origin, is 

a relatively prevalent condition in children. If not treated well, it may cause 

cardiovascular, metabolic, neurocognitive impairment and mood disorders of 

children 
[2,3]

. Recently, several studies have investigated whether OSAS can induce 

morphological brain changes that could underlie those neurocognitive 

impairments
[4,5]

. Voxel-based morphometry (VBM) is a widely used neuroimaging 

technique that allows non-invasive, region-specific measurement of gray and white 

matter volume (GMV and WMV) changes in the brain.Previous VBM studies in OSAS 

patients have focus on adults. Difference from adult OSAS often happening daytime 

sleepiness , the adult of symptoms such as burnout happen less often in children, 

nerve behavior problems may be the  better reflect in children with OSAS which 

characterized by the ability of learning and memory impairment and abnormal 

behavior, inattention and words can not express clearly, etc
[6]
.So the study for 

oasas children patient is more important for early treat and recovery. Our study 

is focused on brain changes and the relation with Overnight polysomnography (PSG) 

recordings and Intelligence test index
[7]
. 

PURPOSE: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use VBM to investigated whether there are gray matter 

volume changes in untreated OSAS children patients compared to healthy controls 

(HC).In addition, to correlation analysis method was used assess the impact of 

OSAS-related variables, including apnea–hypopnea index (AHI), obstructive apnea 

index (OAI), hypopnea index ( HI ),intelligence quotient (ID) and attention on GMV. 

METHODS: 

Eleven participants with OSAS (1 females, mean age = 5.18, SD = 2.23, range, 3-10) 

and 10 healthy controls (5 females, mean age = 7.30, SD = 2.21, range, 4-9) were 

scanned in a 3.0 T GE Discovery MR750 MRI scanner. A high resolution T1-weighted 

structural image was scanned for every subject. VBM analysis of T1-weigtehd images 

was conducted using the VBM8 toolbox in SPM8. To estimate cortical volume changes 

between patients and controls, a series of one-tail two sample t-test were used. 

RESULT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FDR corrected p< 0.005) cortical volume changes were 
found and shown in Figure 1. Decreased grey matter volume in right supramarginal 

gyrus and inferior parietal lobule and Increased grey matter volume were found in 

right Rectus gyrus and right pallidum between OSAS patients and HC. Detai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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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ption of cortical regions was listed in Table 1. There were no correlation 

between GMV and clinical parameters. 

DISCUSSION 

It appears that considering VBM GMV changes there is great difference between OSAS 

patients and HC. Our VBM study indicates structural changes in the  parietal lobe, 

and  rectus gyrus and right pallidum, But there were no correlation between GMV 

and clinical parameters. This finding suggests brain changes in OSAS children 

patients. 

CONCLUSION: 

In terms of VBM changes in GMV, there is great difference between OSAS children 

patients and HC.  But there were no correlation between GMV and clinical 

parameters, so we need further study and include more children patients to find 

the correlation GMV and clinical parame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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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pose: Obstructive sleep apnea syndrome (OSAS) in adults has beendemonstrated 

tobe associated with brain functional and structural changes. However, little is 

known about the changes in regional synchronization of spontaneous brain activity 

and spontaneous fluctuations in children with OSAS. The purpose of the present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spontaneous brain activity in children with OSAS compared 

with normal controls (CN) using regional homogeneity (ReHo) analysis and amplitude 

of low-frequency fluctuation (ALFF) based on resting-state functional MRI (R-fMRI). 

  

Materials and Methods 

R-fMRI protoc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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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venchildrenwith OSAS(1 females, mean age = 5.18, SD = 2.23,) and ten healthy 

controls (5 females, mean age = 7.30, SD = 2.21) were included in this study. 

Participants were scannedin a 3.0T GE Discovery MR750 scanner at Beijing 

Children’s Hospital.For each subject, R-fMRI and structural T1 images were 

acquired.In addition, clinical parameters including information of disease, 

whether taking medicine, intelligence and the information of sleep were recorded. 

fMRI preprocessing 
The preprocessing procedure using DPARSF and SPM8 toolboxes included removing the 

first 10 volumes, slice-timing correction, reoriented realigning and normalizing 

to the MNI space. Then smoothing (Gaussian kernel, 6mmFWHM) and band-pass 

filtering (0.01-0.08Hz) were optional according to the following processing. In 

addition, the linear trend and24 movement parameters resulting from rigid body 

correction for head motion were removed. 

fMRI processing  
Two measures which are related to characteristic information of R-fMRI datawere 

obtained including ReHoand ALFF.
1,2 

Two sample t-test with one tail was conducted to explore group-level difference. 
In addition, age, sex, disease course and whether or not taking medicine related 

to asleep were regressed out to reduce their effects. The significance threshold 

was p<0.001, topological FDR corrected.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linical parameters and ReHo or ALFF values of 

brain regions which have significant between group difference, the mean ReHo and 

ALFF values were extractedand correlated withthose clinical parameters. 

  

  

Result 

Compared to healthycontrols, the value of ReHoon left cerebellum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Fig.1 and Table 1). In addition, the values of ALFF on left superior 

temporal gyrus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and the values on left cerebellum and 

right inferior temporal gyrus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compared to normal 

controls (Fig.2 and Table 2).Besides,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mean ReHo of 

ROI and AHI, MOS and Ratio were found in patient group(Fig.3).And correlation 

between mean ReHoand OAI, HI, sleep efficiency, or arousal index was not 

significant.At last,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mean ALFF values and those clinical 

parameters was also not significant. 

  

Discussion 

ReHo analysis showed higher ReHo in the leftcerebelum. ALFF analysis showed higher 

ALFF in the leftcerebelum and the rightinferiortemporal gyrus, while lower ALFF in 

the left superior temporal gyrus in pediatric OSASpatients. Arecentstudyfound that 

adult patients with OSAShad significant different ReHo values in distributed 

cortical and sub-cortical regions compared to CN.
3
Those regions were different 

from our study.The reason for this phenomenon could be that functional alterations 

of children OSAS patients were different from those ofadult patients, and also 

demonstrate that OSAS is not only an upper airway disease but may also be 

associated with brain functional alterations. 

Concl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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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ldren with OSAS showed significant functional alterations inthe cerebellum and 

temporal gyrus. The ReHo and ALFF methods are useful noninvasivetools for 

detection of early changes ofbrain function in children with OSAS.  

  

 

 

EP-1954 

扩散峰度成像直方图分析在直肠癌术前分期中的应用 

 
谢辉,吴光耀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430071 

 

目的 探讨扩散峰度成像（Diffusion Kurtosis Imaging，DKI）在直肠癌术前分期中的应用

价值。方法 收集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病理确诊为直肠腺癌的 50例患者，回顾性分析其 DKI参

数（ADC值、D值、K值）在直肠癌 T、N分期中的作用。结果  1）10%分位 ADC值及 25% 分

位 ADC值在早期直肠癌（T1-2）中高于晚期直肠癌（T3-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ADC 值分别

为 0.65±0.08×10
-3 
mm

2
/s vs 0.58±0.11×10

-3 
mm

2
/s，0.73±0.11×10

-3 
mm

2
/s vs 

0.65±0.11×10
-3 
mm

2
/s，p 值分别为 0.035、0.024）；2）10%分位 D值及 25% 分位 D值在早

期直肠癌中高于晚期直肠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ADC值分别为 0.96±0.19×10
-3 
mm

2
/s 

vs 0.84±0.16×10
-3 
mm

2
/s，1.15±0.27×10

-3 
mm

2
/s vs 0.99±0.18×10

-3 
mm

2
/s，p值分别

为 0.017、0.044；3）所有参数中 10%分位 D值有最大的曲线下面积为 0.738，其敏感性、特

异性分别为 73.7% 、61.3%；4）DKI序列对判断直肠癌淋巴结分期的准确性为 68%。结

论 DKI参数在直肠癌 T、N分期中有较高的诊断价值，其中 10%分位 D值诊断准确性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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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定量检测肾脏弛豫率并探讨其与肾小球滤过率、血清肌酐、年龄相关性。方法 购备标准

水模 1具并随机选择 2015年 11月至 2016年 3月间 105 名志愿者共 210只原位肾，纳入与排

除标准：年龄 18-69岁，临床无泌尿系症状、肌酐(SCr)及估测肾小球滤过率(eGFR)指标正

常；排除幽蔽恐怖、原继发血色病、慢性肾病等。年龄分组：A组 18-29岁，B组 30-49岁，

C组 50-69岁。应用 3.0 T MR扫描所有肾脏并于志愿者开始与结束时刻分别 1次水模扫描。

测算肾皮质、髓质及水模小瓶 R2
*
值，MR扫描前后 5天实验室检测及计算 eGFR。分析肾脏 R2

*
值

与 SCr、eGFR、年龄相关性，不同年龄组间 R2
*
值差异，以及标准水模两次扫描 R2

*
值差异。结

果 研究纳入 100名志愿者，肾皮质 R2
*
值与 eGFR(r=-0.224)、年龄(r=0.253)显著相关(P＜

0.05)但相关程度弱，与 SCr 未见相关(r=-0.036,P=0.733)；肾髓质 R2
*
值与 eGFR(r=-0.156)、

SCr(r=0.089)、年龄(r=-0.143)无明显相关(均 P＞0.05)；皮质与髓质间 R2
*
值未见显著相关

(P=0.089)。年龄分组肾皮质、髓质 R2
*
值如下：A组 18.75±0.91hz，28.89±2.51hz；B

组 19.18±1.03hz，28.15±1.68hz；C组 19.40±1.78hz，27.82±2.41hz。组间性别构成

无统计学差异(P=0.576)，皮质(F=1.738)、髓质(F=1.616)三组间 R2
*
值无统计学差异(均 P＞

0.05)。实验开始与结束扫描水模 R2
*
值间无统计意义(P＞0.05)。结论 健康成人肾皮质弛豫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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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肾小球滤过率、年龄具有较弱相关性，皮质与肌酐及髓质与肾小球滤过率、肌酐、年龄无相

关，不同年龄肾弛豫率无统计差异，但随年龄增加，肾弛豫率具有髓质略降低而皮质稍升高趋

势。 

  

 

 

EP-1956 

法洛四联症术后患者学龄期的局部一致性脑功能 磁共振研究 

 
杨明,李亚萍 

南京市儿童医院 210008 

 

目的:评估静息态下法洛四联症（tetralogy of fallot，TOF）矫治术后学龄期患儿与正常同

龄儿之间脑局部一致性的功能差异，并探究其与神经认知的关系。 

方法:2015年 11月至 2016 年 6月收集年龄、性别及受教育程度相匹配的 TOF术后学龄期患者

10名（患者组）和正常对照组 13名，采用韦氏儿童智力量表对两组儿童神经认知发展水平进

行评估，利用两独立样本 t 检验比较两组神经认知评分的差异。采用 rs-fMRI分析受试者全

脑静息态的 ReHo，两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并将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脑区与

神经心理学评分进行线性相关分析。结果:与对照组相比，患者组韦氏儿童智力量表在常识

(t=-2.6, p=0.03)、类同（t=-3.5, p=0.004）、填图(t=-2.2, p=0.049)以及全量表智商(t=-

2.5, p=0.03)得分显著降低，而在项目积木(t=0.4, p=0.7)无明显差异。同时，TOF术后患儿

右枕叶（体素 26个，t=4.9977）, 右顶下小叶（体素 52个，t=5.5256）, 右楔前叶（体素

24个，t=5.5039）, 左楔前叶（体素 37个，t=3.9901）, 右脑干(体素 21个，t=4.384）

ReHo值增高（P 值均<0.05）；右小脑（体素 23个，t=－3.4583），右颞下回（体素 28个，

t=－4.1134）ReHo值减低（P 值均<0.05）。相关分析显示，右顶下小叶 ReHo值与量表类同

呈显著正相关(p=0.022, r=0.71)，右脑干 ReHo值与量表类同呈显著负相关（p=0.048,r=-

0.636）。结论:TOF术后学龄期患儿存在多处脑区 ReHo改变，这些局域性的脑区活动异常可

能是先天性心脏术后患者神经认知不良结局的神经病理学机制。 

  

  

 

 
EP-1957 

如何提高不能配合儿童 MRI 检查的成功率及国内外发展现状 

 
杨明 

南京市儿童医院 210008 

 

摘要：MRI 检查由于无创伤、无辐射，且具有较高的软组织分辨率，可满意地观察多个系统的

解剖及病理状态，在儿童中的应用中越来越多。但是由于 MRI扫描时间较长，同时存在高分贝

的噪声，其幽闭的特殊环境使儿童难以较长时间制动，从而造成检查失败。目前国内外对于 6

岁以下儿童 MRI检查前准备最常用的方法是水合氯醛口服或灌肠进行镇静，少量仍不能达到满

意镇静效果的儿童需进行麻醉。考虑到麻醉对发育阶段儿童有可能存在的不利影响，越来越多

的学者开始关注自然状态下的 MRI扫描。目前国外除了采用水合氯醛对不能配合儿童进行镇静

后扫描外，越来越多的方式开始运用于自然状态下的 MRI扫描。主要方式有 1、配合儿童的睡

眠节律，在睡眠时间段进行扫描；2、对于 4-6岁左右的孩子在视频娱乐状态下进行扫描；3、

取得父母的配合，在家模拟 MRI的声音场景，训练孩子静止不动，以完成随后的 MRI扫描。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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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6-12岁的儿童，目前一般主要采取简单的说明教育，父母陪同下进入 MRI进行扫描。对于

实在不能配合的儿童，仍然采用麻醉的方式完成扫描。针对这个年龄段孩子的 MRI扫描，为了

增加孩子的配合度，采用的 MRI扫描前的主要方式有：1、采用图文方式解释 MRI扫描的过

程，取得儿童的配合；2、采用动画视频方式，展示 MRI 扫描的整个过程，消除孩子的恐惧感

以取得儿童的配合；3、采用模拟的玩具式的 MRI扫描仪进行模拟扫描以增加儿童对 MRI检查

的适应性及顺从性，从而顺利完成后面的真正 MRI扫描。总之，由于我国人口基数较大，儿童

医院 MRI扫描仪及相关技师的数量严重不足，尚不能针对各个年龄段儿童的特点、个性化的每

个儿童的特点、尽最大可能采用自然状态下的方法顺利完成 MRI的扫描。但是，随着越来越多

学者对 MRI检查安全性及儿童未来生长发育重要性认识的提高，一定会逐步建立起适合我国

的、有利于儿童的 MRI检查的策略和流程，从而造福儿童，有利于儿童的健康成长。 

  

 

 
EP-1958 

The MRI Characteristics of patients with Acute 

Pancreatitis based on Ages  

 
Yang Dandan,Sun Huan,Lin Qiao,Zhang Xiaoming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orth Sichuan Medical College 637000 

 

Objective: To study the MRI characteristics of patients with acute pancreatitis 

(AP) based on different ages. 

Methods: There are 591 patients with AP included in the study. All of them 

received an abdominal non-enhanced and enhanced MR scanning on 3.0-T MR scanner 

within 72h after onset and admission.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based on ages: Group young (18 to 39 yrs), Group middle-aged (40-64 yrs) and Group 

old (≥65 yrs). The clinical records and MRI findings were assessed and compared 

among three groups. 

Results: Biliary and idiopathic AP were the most commonly found in the Group old 

(75%, 18.24%), then were Group middle-aged (55.21%, 16.87%), the last were Group 

young (29.06%, 8.54%). There was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ces for the duration of 

ICU and hospital stay among three groups (P=.794; P=.134). Group old had a lower 

MRSI score than Group young (P=.001) and Group middle-aged (P=.004). The 

prevalence of severe AP (SAP) and persist organ failure was more common in Group 

old (20.94%, 20.95%) than those in other two groups. For local complication, 

Group young, middle-aged were prone to acute peripancreatic fluid collection 

(85.11%, 87.07%), while Group old was prone to necrotic collection (43.90%). For 

necrotizing AP, Group old was subject to peripancreatic necrosis but Group young 

and middle-aged were subject to pancreatic necrosis. Group young 

had significantly high level of triglyceride and proportion of new-onset pre-

diabetes mellitus and diabetes mellitus (39.62%). 

Conclusion: AP patients in different stage of age had different MRI 

characteristics and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Pay attention to the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ages may be helpful more pertinent and effective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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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959 

首发强迫症患者静息态脑网络 fMRI 评价 

 
刘俊宏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 

探讨首发强迫症患者静息态脑网络的特点，了解强迫症患者的静息态脑功能状态。 

  

方法 

对 36例首发强迫症患者（强迫症组），30例年龄、性别、利手、受教育年限相匹配的健康人

（对照组）采用 GE Discovery 750 3.0 T 磁共振扫描仪进行静息态脑功能磁共振成像

（fMRI），采用独立成分分析（ICA）法分离静息态脑网络成分并进行统计学分析，首先采用

单样本 t检验（FEW校正，α=0.05）制作网络成分模板，其次采用双样本 t检验（Alphasim

较正，α=0.001，p＜0.05）进行组间不同功能网络内异常脑区的比较；提取强迫症组组间差

异性脑区的功能连接值与其耶鲁—布朗强迫量表（Y-BOCS）评分、年龄、受教育年限及病程行

相关分析。 

  

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 66例被试，其中首发强迫症患者 36例，正常对照 30例。两组之间的年龄、性

别、受教育程度均无统计学差异。 

ICA分析后共得到 28个静息态脑网络，最终选择 10个静息态脑网络，与文献报道基本一致。

分别对 10个不同的静息态脑网络进行网络内功能连接的分析，其中首发强迫症患者组与正常

对照组比在后默认网络、右额顶网络和外侧视觉网络内存在显著性差异脑区。首发强迫症患者

组与正常对照组比较，后默认网络内双侧楔叶功能连接增强，右额顶网络内右侧顶下小叶功能

连接增强，外侧视觉网络内右侧枕中回功能连接增强。 

将强迫症患者组具显著性差异的脑区的功能连接值与其年龄、病程、受教育年限、Y-BOCS总

分、强迫行为评分、强迫思维评分行 Spearman相关分析后得，强迫症患者右侧额顶网络内异

常增加的功能连接与其强迫量表总分、强迫行为评分存在显著负相关。 

  

结论 

首发强迫症患者存在多个静息态脑网络异常，涉及后默认网络、右侧额顶网络及外侧视觉网

络，主要表现为网络内功能连接的增强。异常增加的功能连接提示强迫症患者可能存在一定程

度的功能代偿 

  

 

 

EP-1960 

正常人 CBF 随年龄变化 3D ASL 研究 

 
吕发金,胡英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目的：探索正常成年人各脑叶大脑血流量随年龄的变化趋势。 

方法：本试验纳入 84例正常人，按照 WHO的年龄分段分为青年组(20-44岁)、中年组（45-59

岁）、老年组（60-80岁）。每个受试者分别行常规磁共振及 ASL磁共振灌注扫描；ASL 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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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每个年龄组均采集三期标记后延迟时间的灌注值。采用基于 Matlab平台的 SPM软件分析灌

注数据，并提取预先设定的兴趣区的大脑血流量（CBF），包括全脑灰质、额叶、顶叶、枕

叶、颞叶、边缘叶。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来比较不同年龄组 CBF的差异，采用 Scheffe 进行

两两比较；采用 Pearson 相关性分析来探索 CBF随年龄的变化趋势。 

结果：Pearson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全脑灰质（r= -0.440, P<0.001）、额叶（r= -0.425, 

P<0.001）、颞叶（r= -0.553, P<0.001）、顶叶（r = -0.412, P<0.001）、枕叶（r = -

0.464, P<0.001）及边缘叶（r = -0.450, P<0.001）的 CBF与年龄具有负相关。青年组和中

年组的 CBF值在全脑灰质（P=0.001）、额叶（P=0.001）、顶叶（P=0.001）、颞叶

（P<0.001）、枕叶 (P=0.004)及边缘叶 (P=0.001)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青年组和老年组的

CBF值在全脑灰质 (P<0.001)、额叶 (P=0.001)、顶叶 (P=0.001)、颞叶 (P<0.001)、枕叶 

(P=0.002)及边缘叶 (P=0.001)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中年组和老年组之的 CBF值在全脑灰质 

(P=0.982)、额叶 (P=0.999)、顶叶 (P=0.981)、颞叶 (P=0.984)、枕叶 (P=0.945)及边缘叶

(P=0.987)差异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正常人的各脑区的 CBF值都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降低，并且这种降低的趋势逐渐减小，到

中年后(≥45 岁)逐渐达到一个平台。 

 

 
EP-1961 

Study on diagnosis value of Intravoxel incoherent 

motion DWI in hepatic lesions 

 
Gonghao Ling,Qingyun Long,Guangyao Wu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Zhongnan Hospital of 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1， China 430071 

 

[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value of IVIM DWI in the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benign and malignant liver tumors. Materials and Methods 65 cases (93 

lesions) of patients with liver lesions confirmed by pathology or follow up were 

divided into benign group(including hepatic hemangioma and hepatic cysts) and 

malignant group（including primary liver cancer and liver metastases）. All 

patients were performed routine non-enhanced MRI scans and IVIM DWI (b = 

0,50,100,150, 200, 250, 300, 500, 700, 900, 1000 s/mm
2
) and multi-phase dynamic 

contrast enhancement MRIs. The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ADC), the pure 

diffusion coefficient (D), the microvascular volume fraction (f) , the perfusion-

related incoherent microcirculation D* and blood flow related parameter (the 

product of f×D*，f D*) were measured. These parameters were compared among the 

hepatic lesions using analysis of variance (ANOVA), and receiver-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analysis was performed to assess diagnostic performance. Results 

There were 22 cases (28 lesions) of patients with liver cancer and l5 cases (30 

lesions) with liver metastases in the malignant group, and 15 cases (28 lesions) 

of patients with hepatic hemangiomas and l3 cases (16 lesions) with hepatic cysts 

in the benign group. The ADC value and D value of liver benign lesion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malignant tumors (both P <0.001), and the 
maximum AUC (0.999) was shown when the D value threshold was 1.39 × 10

-3
mm

2
 /s . 

The ADC and D values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liver metastases (both P <0.001). When the D value was 1.39 × 10
-3
mm

2
 / s, 

the specificity and sensitivity to differentiate hemangioma from hepatocellu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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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cinoma were 94.7% and 100%, respectively. The f value of hepatic hemangioma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HCC (P = 0.023) and liver metastases (P = 0.007).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D * and f D* values.Conclusion The 

parameters of IVIM DWI can quantify diffusion and perfusion related information of 

hepatic lesion, and contribute to the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different types of 

liver lesions, meanwhile reducing the dependence on contrast media in clinic, and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D is the highest. 

 

  

 

 
EP-1962 

多参数 MRI 对前列腺良恶性病变的诊断价值 

 
和建伟 

甘肃省人民医院 730000 

 

目的：评估磁共振弥散加权成像（DWI）及动态增强（DCE-MR）对前列腺良恶性病变的诊断价

值。 

资料和方法：收集 2014年 1月到 2017年 1月甘肃省人民医院 134例具有手术或穿刺活检患者

（平均年龄 70岁；范围：60-88岁），分成前例腺癌组和前列腺增生组。以 3.0T磁共振行磁

共振弥散加权成像（DWI）及动态增强 MRI（DCE-MR）。分别测量表观扩散系数（ADC）、DCE-

MRI 参数容量转移常数（Ktrans）、速率常数（Kep）、血管外细胞外容积分数（Ve）及初始

曲线下面积（iAUC）值，并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前列腺癌和前列腺增生平均 ADC值分别为 1201.27×10
-3
 mm

2
/s和 798.23×10

-3
 mm

2
/s，

ADC ROC曲线下面积（AUC）为 0.933。DCE-MR的参数对前列腺癌和前列腺增生的鉴别没有比

ADC好，然而，Ktrans和 Kep可以提高 ADC的诊断效果。采用 Logistic回归模型，以 ADC + 

Ktrans和 ADC +Kep的 AUC 分别为 0.970和 0.948。 

结论：ADC和 DCE-MRI参数组合可以提高鉴别前列腺良恶性。 

 

 

EP-1963 

Corpus callosum and left superior longitudinal 

fasciculus  micro-structural abnormalities in young 

patients with early stage of Bipolar Disorder  

 
Zou Wenjin,Cheng Xiaofang,Deng Wenhao,Zhang Yizhi,Zhang Xiaofang,Cao Liping 

Guangzhou Huiai Hospital (Affiliated Brain Hospital of Guangzhou Medical University ) 510370 

 

Objectives: We investigated whole brain white matter microstructural alterations 

in young patients with early stage of bipolar disorder type I (BD-I) compared with 

matched healthy controls by using tract-based spatial statistics(TBSS) analysis to 

probe biological markers for early diagnosis and clinical reference of bipolar 

disorder(BD). The associations between white matter abnormalities and the core 

psychopathlogy of BD, involves psychotic symptom, aberrant emotion and cognitive 

deficit were also examined in current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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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In order to exclude the impact of age and the distractions due to the 

different genetic load to the image data, the patients out of range 20-45 years 

old would not be included in this study, neither did the patients with family 

mental illness histories. We ranged BD patients whose disease duration were less 

than 2 years as in early stage of BD according to previous longitudinal studies 

about treatment response, concentration of Brain 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s(BDNF), neurotrophins(NT3,NT4 and GDNF) and several biochemicals. Forty 

three BD-I patients(BDP) who meeted the criteria and 45 matched(Gender, age, 

education) healthy controls(HC) were recruited. All the subjects experienced a 

whole brain scanning for Diffusion Tension Imaging(DTI) images in a Philips 3.0 

Tesla magnetic resonance(MR) scanner. DTI data were analyzed with TBSS in FMRIB 

Software Library(FSL). Fractional Anisotropy(FA), Mean Diffusitity(MD), Radial 

Diffusivity(RD) and Axia Diffusivity(AD) map were compared between two 

groups.Voxelwise statistical analysis from two separate groups comparisons were 

performed in TBSS. A threshold-free cluster enhancement(TFCE) approach was adopted 

with 5000 permutations to correct for multiple comparisons, which were optimized 

for TBSS analysis. FA, MD,RD and AD values for each subject would be extracted 

from corrected surviving clusters (p=0.05) for the further correlations analysis. 

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 , Young Mania Rating Scale (YRMS), Positive and 

Negative Syndrome Scale (PANSS), Wechsler Intelligence Scale(WIS), and Repeatable 

Battery for the Assessment of Neuropsychological Status (RBANS) were performed to 

estimated the emotion situation, psychiatric symptoms, intelligence quotient(IQ) 

and cognitive changes respectively. Correlation analyses were performed among DTI 

parameters and clinical data and questionnaire scores. 

Results: Compared with HC and BDP groups showed significantly lower FA values in 

genu and body of corpus callosum(CC) and left superior longitudinal 

fasciculus(LSLF). No increased FA values were found in any white matter regions in 

BDP. We could not find any discrepancy of MD, RD and AD values between two groups. 

Lower scores of IQ, immediate memory, visuospatial span, language, attention and 

delayed memory were found in BPD group. The extracted FA values in surviving 

clusters (CC and LSLF) could not get statistic correlations with ages, educations, 

diseases duration, frequency of attack, IQ, and PANSS, Young, HAMD scores and 

scores in immediate memory, visuospatial span, language, attention and delayed 

memory test of RBANS . 

Conclusions: Despite of the genetic factories, the present finding in a limitied 

range revealed the white matter microstructural abnormalities in early stage of 

BDP, the severity of these WM alterations were probably not enough to influence 

the emotional and cognitional defect in early stage of BD. Brain white matter 

abnormalities were probably a sensitive but not a distinctive indicator for early 

diagnosis and clinical assessment of BD. Further longitudinal investigations and 

more advantageous analysis methods are needed to explore pathophysiology of 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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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964 

Diffusion-Kurtosis Imaging Predicts Early 

Radiotherapy Response in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Patients 

 
Huang Wei-yuan,Li Jianjun,Chen Feng,Chen Wangsheng,Yang Kai 

Hainan General Hospital 570311 

 

In this prospective study, we analyzed diffusion kurtosis imaging (DKI) parameters 

to predict the early response to radiotherapy in 23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NPC) 

patients. All patients underwent conven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and 

DKI before and after radiotherapy.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response (RG; no 

residual tumors; 16/23 patients) and no-response (NRG; residual tumors; 7/23 

patients) groups, based on MRI and biopsy results 3 months after radiotherapy. The 

maximum diameter of tumors in RG and NRG patients were similar prior to 

radiotherapy (p=0.103). The pretreatm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D) parameters (Daxis, 

Dmean and Drad) were higher in RG than NRG patients (p=0.022, p=0.027 and p=0.027). 

Conversely, the pre-treatment fractional anisotropy (FA) and kurtosis coefficient 

(K) parameters (Kaxis, Kfa, Kmean, Krad and Mkt) were lower in RG than NRG patients 

(p=0.015, p=0.022, p=0.008, p=0.004, p=0.001, p=0.002). The Krad coefficient (0.76) 

was the best parameter to predict the radiotherapy response. Based on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analysis Krad showed 71.4% sensitivity and 93.7% 

specificity (AUC: 0.897, 95% CI, 0.756-1). Multivariate analysis indicated DKI 

parameters were independent prognostic factors for the short-term effect in NPC. 

Thus, DKI predicts the early response to radiotherapy in NPC patients.  

 

 
EP-1965 

MRI 在诊断具有大血管异常的小儿复杂型先天性 

心脏病中的初步应用 

 
王勇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50000 

 

目的：探讨 MR扫描技术对显示复杂型先天性心脏病（CCHD）患儿大血管异常的应用价值，并

评价其影像学诊断方法。方法：22例具有大血管异常的复杂型先心病患儿均完成心脏大血管

MRI检查，且所有患儿均经手术病理证实。结果：全部 22 例 CCHD患儿中法洛四联症 11 例，

内脏心房异位综合症 4例，血管环 2例，先天性主动脉缩窄 5例。对于合并的心外大血管异常

CCHD患儿在 MR上全部得到了明确的诊断。结论：MR扫描技术能够提高复杂型先天性心脏病

（CCHD）患儿大血管异常的正确诊断率，术前正确诊断对先天性心脏病的手术治疗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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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966 

MR SWI 序列分析慢性肝炎病理变化的实验研究 

 
王小凤,舒健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646000 

 

目的 评价 SWI序列肝肌信号强度比值（SIR 肝/肌）定量分析大鼠慢性肝炎模型的价值。方

法  100只 SD雄性大鼠随机分为 88只慢性肝炎模型大鼠、12只正常大鼠。慢性肝炎模型大

鼠经腹腔/腹部皮下注射 40% CCl4液，正常大鼠注射生理盐水。注射 5~12周后，每周随机选取

慢性肝炎模型大鼠及正常大鼠进行 SWI等序列扫描，对肝脏进行肝炎炎症活动度分级（G）、

肝纤维化分期（S）、脂肪肝分度（F）病理诊断。测量出大鼠肝脏与同层竖脊肌的信号值。采

用多元线性回归(enter法)分析 SIR 肝/肌与 S、G和 F之间的关系，采用偏相关系数描述 SIR 肝/肌

与 S、G和 F之间关系的大小，并得到相关系数 r值。再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或多因素方差分

析法分析 SIR 肝/肌在 S、G和 F各组之间的差异，组间两两比较采用 LSD。结果 最后纳入的肝

脏病理数据有正常大鼠 11只(G0S0F0)，63只慢性肝炎模型大鼠建立成功。SIR 肝/肌和 S 与 F均

相关(P<0.05)，和 G无关(P>0.05)；控制 G和 F因素情况下，SIR 肝/肌和 S偏相关系数 r=-
0.677(P<0.05)，存在显著负相关性；控制 G和 S因素情况下，SIR 肝/肌和 F偏相关系数

r=0.300(P<0.05)，相关性很低；提示 SIR 肝/肌主要受 S的影响。SIR 肝/肌与 S间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而与 F以及 S与 F间的交互作用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虽然 SIR 肝/肌均与 S、F相关，但两者

与 F的相关性很低，并且在 F各组间并无统计学差异。因此采用多因素方差分析法分析 SIR 肝/

肌在 S各组间两两比较的差异。SIR 肝/肌在 S各组间两两比较，除 S0与 S1、S1与 S2期之间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外，余各 S之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SWI的 SIR 肝/肌值

与肝纤维化程度和肝脂肪分度均相关，与肝炎活动度无关，能区分中重度肝纤维化，而不能区

别肝脂肪分度。 

  

 

 
EP-1967 

MR T2*WI 序列定量分析慢性肝炎病理变化的实验研究 

 
王小凤,舒健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646000 

 

目的 评价 T2
*
WI序列肝肌信号强度比值（SIR 肝/肌）定量分析大鼠慢性肝炎模型的价值。方

法  100只 SD雄性大鼠随机分为 88只慢性肝炎模型大鼠、12只正常大鼠。慢性肝炎模型大

鼠经腹腔/腹部皮下注射 40% CCl4液，正常大鼠注射生理盐水。注射 5~12周后，每周随机选取

慢性肝炎模型大鼠及正常大鼠进行 T2
*
WI等序列扫描，对肝脏进行肝炎炎症活动度分级

（G）、肝纤维化分期（S）、脂肪肝分度（F）病理诊断。测量出大鼠肝脏与同层竖脊肌的信

号值。采用多元线性回归(enter法)分析 SIR 肝/肌与 S、G 和 F之间的关系，采用偏相关系数描

述 SIR 肝/肌与 S、G 和 F 之间关系的大小，并得到相关系数 r值。再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或多因

素方差分析法分析 SIR 肝/肌在 S、G和 F各组之间的差异，组间两两比较采用 LSD。结果 最后

纳入的肝脏病理数据有正常大鼠 11只(G0S0F0)，63只慢性肝炎模型大鼠建立成功。SIR 肝/肌和

S(P<0.05)与 F(P<0.05)均相关，和 G无关(P>0.05)；控制 G和 F因素情况下，SIR 肝/肌和 S偏

相关系数 r=-0.622(P<0.05)；控制 G和 S因素情况下，SIR 肝/肌和 F偏相关系数 r=-
0.238(P<0.05)；提示 SIR 肝/肌主要受 S的影响。SIR 肝/肌与 S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而与 F以

及 S与 F间的交互作用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虽然 SIR 肝/肌与 S、F相关，但两者与 F的相关性很

低，并且在 F各组间并无统计学差异。因此采用多因素方差分析法分析 SIR 肝/肌在 S各组间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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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比较的差异。SIR 肝/肌在 S各组间两两比较，除 S2与 S3期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外，余各 S之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T2*WI 的 SIR 肝/肌值与肝纤维化程度和肝

脂肪分度均相关，与肝炎活动度无关，能区分轻中度肝纤维化，而不能区别肝脂肪分度。 

 

 

 

EP-1968 

MR T2 值定量分析慢性肝炎病理变化的实验研究 

 
王小凤,舒健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646000 

 

目的 评价 T2值定量分析大鼠慢性肝炎模型的价值。方法  100只 SD雄性大鼠随机分为 88

只慢性肝炎模型大鼠、12只正常对照大鼠。慢性肝炎模型大鼠经腹腔/腹部皮下注射 40% CCl4

植物油混悬液，同时正常对照大鼠在相同部位用同样的方法注射等量的生理盐水，每周均注射

两次，共 5~12周。注射 5~12 周后，每周分别随机选取慢性肝炎模型大鼠及正常对照大鼠在飞

利浦 3.0T MR扫描仪上进行 T2WI-SPAIR、M-GRASE等序列扫描，及时对肝脏组织进行肝炎炎症

活动度分级（G）、肝纤维化分期（S）、脂肪肝分度（F）病理诊断。测量出大鼠肝脏 T2值。

采用多元线性回归(enter法)分析 T2值与 S、G和 F之间的关系，采用偏相关系数描述 T2值

与 S、G和 F之间关系的大小，并得到相关系数 r值。再进一步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或多因素

方差分析法分析 T2值在 S、G和 F各组之间的差异，组间两两比较采用最小显著差法。结

果 最后纳入的肝脏病理数据有正常大鼠 11只(G0S0F0)，63只慢性肝炎模型大鼠建立成功，

病理结果为:肝纤维化分期 S1期 19只、S2期 16只、S3 期 13只、S4期 15只，肝炎症活动度

分度 G1级 31只、G2级 22 只、G3级 10只、G4级 0只，肝脂肪分度 F1度 12只、F2度 12

只、F3度 19只、F4度 20只。T2值和肝纤维化相关(P<0.05)，与肝炎活动度和肝脂肪分度无

关(P>0.05)。排除肝炎活动度和肝脂肪分度因素的情况下，T2值和肝纤维化程度的

r=0.820(P<0.05)，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T2值与肝纤维化分期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法分析 T2值在肝纤维化程度各组间两两比较的差异，均具有

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T2值和肝纤维化程度呈正相关，与肝炎活动度、肝脂肪分度无

关，能很好的反应肝纤维化分期的情况。 

  

 

 

EP-1969 

低海拔正常成人移居高海拔地区后脑的动态性变化 

—fMRI 研究 

 
何盈,鲍海华 

青海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810001 

 

目的 应用磁共振基于体素形态学技术(voxel-based morphometry,VBM)及功能磁共振中低频

振幅（amplitude of low frequency fluctuation ,ALFF）和局部一致性（regional 

homogeneity ,ReHo）的方法初步探讨低海拔正常成人脑结构及功能对高海拔低氧环境的动态

适应性变化。方法：对 19名年龄、受教育程度、原居住地海拔高度相匹配的初入高海拔一周

内的低海拔成人行静息态功能磁共振全脑扫描，移居一年后、俩年后同批受检者再行此检查，

应用 VBM技术、ALFF和 ReHo 方法对脑结果及功能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平原正常成人移居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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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拔地区一年前后及两年前后自身脑结构比较，未发现显著性差异；在静息状态下，脑功能方

面存在显著性差异，移居高海拔一年后受检者左侧额中回、左侧背外侧额上回 ALFF增加，右

侧舌回的 ALFF减低(P<0.01)；左侧眶内额上回的 ReHo增加，右侧楔叶、右侧顶叶 ReHo减低

(P<0.05)，移居高海拔两年后受检者除一年后变化的脑区外，左侧脑岛、左侧前扣带回和旁扣

带脑回 ALFF增加 (P<0.01)；左侧顶下缘角回的 ReHo增加，右侧梭状回 ReHo减低(P<0.05)。

结论：正常成人移居高海拔一年、两年后存在脑功能的改变，这可能是适应长期低氧环境变化

的结果 

 

 

 

EP-1970 

磁共振成像新技术在小肠克罗恩病诊断中的应用 

 
程静云,谢辉,徐国斌,吴光耀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430071 

 

随着硬件及软件技术的飞速发展，磁共振成像在腹部脏器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磁共振小肠造

影（ MR enterography）在小肠克罗恩病（Crohn’s disease,CD）的评估中发挥重要作用。

新兴磁共振技术如扩散加权成像（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DWI）、动态磁共振成像

（ Dynamic MRI）、动态对比增强磁共振成像（dynamic contrast enhanced MRI,DCE-

MRI）、磁化转移成像（magnetization transfer imaging,MTI）可提高描述病变特征的准

确性，其所产生的参数可为评估病变活动性、严重程度及疗效提供有用信息。克罗恩病（CD）

是一种慢性非特异性肠道炎性疾病，病变可累及整个胃肠道，常呈节段性分布。CD的诊断缺

乏金标准，其诊断需结合临床、内镜、影像学和组织病理学表现进行综合分析并随访观察
[1]
。

由于内镜属于有创性性检查，CD病人的随访常依赖影像学检查，对于年轻患者，长期 CT随访

检查有潜在电离辐射的风险。在近 10年间，MRI以其无电离辐射、软组织分辨率高、多参数

成像等优点成为年轻 CD患者优选的一种检查方式
[2]
。目前，CD严重程度及活动性的评估常依

赖临床评分，最常用的为克罗恩病活动指数（CDAI），并常应用于临床研究中。但基于临床症

状的 CDAI常与内镜下病变的严重程度不相符，因此还不能作为 CD严重程度的结论性指标。多

项研究表明，基于磁共振小肠造影（MRE）而形成的 MaRIA和 Clermont评分在 CD活动性与严

重性评估方面与内镜评分有较好的相关性
[3-5]

。新兴磁共振技术如 DWI、DCE-MRI、动态 MRI序

列、MTI等，不仅能够描述肠管形态结构的变化，还能够提供功能及微观结构方面变化的信

息。本文旨在讨论磁共振新技术在评估小肠 CD活动性及严重程度方面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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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971 

T1 Mapping on Gadoxetic Acid-enhanced MR Imaging 

Potentially Predicts Recurrence of HCC after 

Hepatectomy 

 
Wang Wentao

1
,Zhu Shuo

1
,Ding Ying

1
,Yang Li

1
,Chen Cai-Zhong

1
,Ye Qing-Hai

2
,Zeng Meng-Su

1
, Rao Sheng-

Xiang
1
 

1.Department of Radiology， Zhong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2.Liver Cancer Institute， Zhong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Abstract: 

Background &Aims: The enhancement on hepatobiliary phase on gadoxetic acid-

enhance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could reflect biological properties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The retrospective study aimed to evaluate the 

prognostic significance of T1 mapping on gadoxetic acid-enhanced MR imaging in 

prediction of recurrence of single nodular HCC (≤ 3cm) after hepatectomy. 

  

Methods: A total of 107 patients with single nodular HCC (≤ 3cm) who underwent 

preoperative gadoxetic acid-enhanced MRI followed by hepatectomy was included 

retrospectively. Independent prognostic MR imaging findings were identified on 

multivariate analysis. Based on the optimal cut-off value of the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curve analysis, cumulative recurrence rates were 

compared between groups of low and high reduction rate of T1 relaxation time. 

  

Results: Reduction rate of T1 relaxation time (P =0.001; hazard ratio = 0.08; 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 0.02-0.38) and non-hypervascular hypointense nodules (P 
=0.042; hazard ratio = 2.21; 95% CI: 1.03-4.77) in preoperative gadoxetic acid-

enhanced MRI were independently related to recurrence of HCC after hepatectomy. 

The area under ROC curve analysis of reduction rate of T1 relaxation time was 

0.802. Patients with lower reduction rates (≤ 44.8%) group had higher cumulative 

recurrence rates. A combination of these two risk factors in patients with single 

HCC had significantly higher recurrence rates compared to those with either or 

none of the two risk factors during the years of follow up. 

  

Conclusion: Reduction rate of T1 relaxation time in combination with presence of 

non-hypervascular hypointense nodules can potentially be reliable MR biomarkers in 

the preoperative prediction of recurrence after hepatect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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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972 

Diffusion Basis Spectrum Imaging Detects Hippocampal 

CA1 Injury in TMEV-Induced Seizure Model 

 
Zhan Jie

1
,Lin Tsen-Hsuan 

2
,Libbey Jane

3
,Sun Peng

2
,Ye Zezhong

2
,Song Chunyu

2
,Wallendorf Michael

2
,Gong 

Honghan
1
,Fujinami Robert 

3
,Song Sheng-Kwei

2
 

1.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chang University 

2.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 Louis 

3.University of Utah 

 

Objective: Although the mechanisms underlying epilepsy vary with the type of 

inciting events and are often multifactorial, inflammation cascade seems to be a 

common underlying factor for seizures
[1,2]

. Hippocampus is particularly vulnerable 

to epilepsy and is highly associated with inflammation
[3]
. A quantification of 

inflammation together with tissue injury in hippocampus could accurately reflect 

the underlying pathologies and disease progression in epilepsy. In this study, we 

used novel diffusion basis spectrum imaging (DBSI) to detect and quantify 

hippocampal CA1 neuronal dendritic injury/loss and concomitant inflammation in 

TMEV-induced epilepsy mice. Materials and Methods: Animal model Four- to five-week 
old male C57BL/6 mice were injected with 20 µl of either phosphate buffered saline 

(PBS) or 3×10
4
 plaque forming units of Daniels (DA) strain of TMEV 

intracerebrally under isoflurane anesthesia, as previously described
[4]
. Mice were 

observed continuously for 2 hours/day for 6 days to monitor seizure activity. 

TMEV-infected mice that had acute behavioral seizures (n = 5) and PBS-infected 

mice (n = 5) were perfusion fixed on day 6 after infection. DBSI A surface coil 
(17 mm in diameter and 27 mm in length) was used to cover the whole brain. DBSI 

was performed on an 11.74-T Agilent small-animal MR scanner utilizing a multiple-

echo spin-echo diffusion-weighted sequence
[5]
. A 99-direction diffusion scheme was 

performed. All images were obtained with following acquisition parameters: TR = 

3,000 ms, TE = 32.8 ms, Δ = 18 ms, δ = 5 ms, FOV (field-of-view) = 19.2 × 19.2 

mm
2
, matrix size = 192 × 192, slice thickness = 0.5 mm, gap = 0. The max b-value 

= 3030.3 s/mm
2
. Data analysis A lab-developed DBSI code was performed on diffusion 

weighted MR data to estimate axial diffusivity (AD), radial diffusivity (RD) and 

FA derived by DBSI and DTI, and DBSI specific restricted (putative cellularity) 

and non-restricted isotropic (putative edema) diffusion tensor fractions
[6,7]

. 

Histology Mice brain were embedded and sectioned after ex vivo diffusion weighted 
MR measurements for immunohistochemical (IHC) staining of NeuN, MAP2, IBA1 and 

DAPI. Results: Both DTI and DBSI changed in CA1 region manifested as decreased FA 

(DTI: p < 0.005; DBSI p < 0.05), decreased AD (DTI, p < 0.005; DBSI, p < 0.005), 
decreased RD (DTI, without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DBSI, p < 0.05), decreased 
DBSI-fiber fraction (p < 0.005), and increased DBSI-restricted isotropic diffusion 
fraction (p < 0.005) in TMEV mice. IHC of neuronal death, dendrites injury/loss, 
activated microglia and inflammatory cell infiltration was observed in TMEV mouse 

hippocampal CA1 region. Quantitative IHC revealed significant dendritic loss and 

increased cellularity in TMEV mouse CA1. DBSI-derived fiber fraction correlated 

with MAP2-positive area fraction (r = 0.79, p = 0.0067), and DBSI-derived 
restricted isotropic diffusion fraction correlated with DAPI-positive nucle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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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sity (r = 0.81, p = 0.0045). Conclusion: Hippocampal CA1 dendritic injury/loss 
and inflammation was confirmed by IHC. DBSI-derived fiber fraction and restricted 

isotropic diffusion fraction accurately reflected dendritic density and 

cellularity, supported by the strong correlation with MAP2-positive area fraction 

and DAPI-positive nucleus density, respectively. Although not substantiated by 

specific staining, the extent of DTI- and DBSI-derived AD decrease in TMEV mice 

may reflect the severity of dendritic injury. 

  

 

 

EP-1973 

非对比增强心电门控静态间隔单次激发（QISS）血管造影技

术在下肢外周动脉疾病（PAD）中应用 

 
杨明,迟彬,成兰,余建明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4300222 

 

目的：评估非对比增强心电门控静态间隔单次激发（QISS）血管造影技术在下肢外周动脉疾病

（PAD）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材料与方法：连续收集 2017 年 1月-2017年 6月临床怀疑下肢动脉栓塞的患者 43例（男 28

例，女 12例，年龄 40-82岁，平均年龄 58.76岁），均行 CTA和 QISS MRA检查，43例患者

中有 30例接受了数字减影血管造影检查。两名高年资（分别为 15年和 13年）放射科医师分

别对 QISS MRA和 CTA图像进行比较，根据 4分量表将图像质量进行评分，并使用 Kappa检验

对 MRA和 CTA在下肢动脉血管狭窄评估的一致性进行分析。以 DSA作为参考标准，比较 CTA和

QISS MRA检测血流动力学显着性狭窄（≥50％）的敏感性和特异性。 

结果：医师 1的 QISS MRA图像质量分别为 3.83±0.52，医师 2评分为 3.77±0.43，显着低于

CTA（4.10±0.46 和 3.99±0.43，P <0.001）。 QISS MRA 和 CTA评估下肢血管狭窄的一致性

非常好的（医师 1 Kappa = 0.923±0.013，医师 2 Kappa = 0.930±0.012）。 两位诊断医师

对于下肢血管造影评分的一致性也非常好（CTA为 0.925±0.013，QISS MRA为

0.928±0.014）。 对于医师 1和 2，QISS的敏感性分别为 94.43和 94.56％（CTA为 91.21和

90.33％，P> 0.05），QISS 的特异性分别为 95.92和 96.57％（CTA为 95.41和 95.32％，

P>0.05）。 对于高钙化片段，QISS（95.66和 96.43％）的敏感性显着高于 CTA（75.69和

78.76％，P <0.05）。 

结论：QISS是 CTA评估下肢外周动脉疾病（PAD）的可靠替代方案，可适用于静脉造影给药禁

忌症患者的一线筛查。 

 

 
EP-1974 

磁共振动脉自旋标记成像在无明显强化 

颅脑病变诊断中的价值 

 
陈虎 

十堰市太和医院 442000 

 

目的 在磁共振（MRI）常规检查无明显强化颅脑病变患者中应用三维动脉自旋标记成像

( 3DASL) 技术，探讨其在无明显强化颅脑病变鉴别诊断中的价值。方法 分析我院 2017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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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的 20例临床诊断明确的小脑病变患者的 3DASL 检查结果。10例患者均为行常规磁共振平

扫发现颅脑异常信号且增强扫描无明显强化者，均进一步行 3DASL 扫描，测量该病灶区的 

CBF 值，然后根据术后病理及临床随诊结果，分析 3DASL对无明显强化颅脑脑病变的诊断价

值。结果 10 例患者常规 MＲI 平扫均可见长 T1 长 T2 为主的异常信号，增强扫描均无明显

强化，常规扫描无特异性表现。10例患者中脑梗死 5 例，3DASL 均呈低灌注; 胶质瘤 3例，

3DASL 呈等高灌注; 淋巴瘤 1 例，3DASL 呈高灌注; 转移瘤 1 例，3DASL 呈高灌注;结果示

3DASL具有一定的特异性。结论 3DASL作为一项非侵入性的、无需注射对比剂的成像发法，重

复性强且简单易行，能够为颅脑脑无明显强化病灶提供有价值的诊断依据。 

  

 

 
EP-1975 

A Study on Diffusion and Kurtosis Features of 

Cervical Cancer based on non-Gaussian diffusion 

weighted model 

 
Thapa Deepa

1
,Wang Panying

1
,Wu Guangyao

1
,Sun Qunqi

2
 

1.Department of Radiology， Zhongnan Hospital of Wuhan University 

2.Department of Radiology， Yuebei people’s hospital affiliated to shantou university medical 

college 

 

Objective: To explore diffusion and kurtosis Features of Cervical Cancer(CC) and 

study the feasibility of diffusion Kurtosis Imaging (DKI) based on non-Gaussian 

diffusion weighted model to differentiate the stage and grade of CC. 

Methods: There were 50 patients of CC confirmed by pathology enrolled. MRI 

examinations including DKI (with 5b values 200, 500, 1000, 1500 and 2000s/mm
2
) 

were performed before any treatment. The apparent coefficient (Dapp) and 

the apparent kurtosis value(Kapp) were derived from the non-gaussian 

diffusion model and the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ADC) derived from the 

gaussian model. Then obtained parameters of CC and normal tissue (myometrium), 

Statistically analyzed these parameters, and evaluated the value in 

differentiating stage and grade between the tissue and of the CC. 

Results: ADC and Dapp values of CC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normal 

myometrium (ADC: 0.66±0.071×10
-3 
mm

2
/s vs 0.71±0.1292×10

-3 
mm

2
/s, P=0.024; 

Dapp:1.02±0.1256×10
-3 
mm

2
/s vs 1.40±0.2851×10

-3 
mm

2
/s, P<0.001), while the 

Kapp value wasn’t found to hav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Compared with 

Well/moderately differentiated CC, poorly differentiated CC had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mean ADC and Dapp (ADC:0.64±0.0573×10
-3 
mm

2
/s vs 0.69±0.0682×10

-3 
mm

2
/s, 

P=0.018; Dapp:1.06±0.1302×10
-3 
mm

2
/s vs 0.97±0.0989×10

-3 
mm

2
/s, P=0.026) but mean 

Kapp (0.82±0.0790 vs 0.90±0.1439, p=0.035)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In the 

clinical staging, DKI sequence shows a certain advantage over 

conventional MRI sequences (degree of accuracy: 90% vs 74%),although in 

quantitative analysis, these parameters show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s (ROCs) analyses showed that the area 

under curve (AUC) of ADC and Dapp between cervical cancer and normal tissue 

myometrium are 0.645, 0.905. AUC of ADC, Dapp and Kapp between well/moderat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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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tiated group and the poorly differentiated group is 0.681, 0.650 and 0.680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The pilot study demonstrated these diffusion and kurtosis indices 

from DKI based on non-Gaussian diffusion weighted model have the potential 

feasibility in differentiating grade and stage of cervical cancer (CC). 

 

 
EP-1976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of postcentral gyrus in 

cervical spondylotic myelopathy Surgical 

decompression before and after: a fMRI study 

 
Chenlei Zhang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chang University 330006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hange of brain sensory network functional 

connectivity（FC）in preoperative and postoperative with cervical spondylotic 

myelopathy (CSM) with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 at resting-

state. 

Methods  43 patients with CSM、41 healthy control group (age,gender and level of 

education matched)(HC)and 18 patients of CSM underwent resection of vertebral 

lamina decompression or vertebral plate forming with postoperative 3 months were 

underwent brain conventional MRI and resting-state fMRI scans.Functional MRI data 

were preprocessed using Data Processing Assistant for resting-state fMRI (DPARSF) 

toolkit.For each subject,the mean low-frequency fMRI signal (time course) of 

bilateral postcentral gyrus was extract,and the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the time course of bilateral postcentral gyrus and that of each voxel in 

the whole brain was computed and mapping its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FC) 

pattern.Then, using two independent samples t test to compare the brain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differences between preoperative and postoperative with CSM group and 

healthy volunteers, using paired t test to compare the brain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differences between preoperative and postoperative. Next, Computed 

the Pearson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mapping its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FC) 

pattern and clinical functional assessment. 

Results  Compared with healthy controls,bilateral postcentral gyrus in patients 

with CSM exhibited reduced FC with left angular gyrus, 3 months postoperatively 

with CSM exhibited reduced FC with bilateral inferior frontal gyrus\ superior 

temporal gyrus.Compared with postoperative, bilateral postcentral gyrus in 

preoperative patients with CSM exhibited reduced FC with right inferior frontal 

gyrus\ middle frontal gyrus and right superior temporal gyrus.However,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s between the JOA scores,NDI scores and abnormally FC of 

bilateral postcentral gyrus in CSM group (P>0.05). 
Conclusion  Before and after surgery CSM patients show an altered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with auditory and visuospatial functional network related to 

sensorimotor, indicative of cortical reorg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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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977 

多模态功能磁共振成像对伴中央颞区棘波儿童癫痫的研究 

 
乔鹏飞

1
,牛广明

1
,高阳

1
,杜默涵

1
,李晓华

2
 

1.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2.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儿科 

 

目的：应用扩散峰度成像（DKI）、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成像（rs-fMRI）及多 b值弥散加权成像

（eDWI）技术探讨伴中央颞区棘波良性癫痫（BECTS）患儿在静息状态下脑功能的变化，揭示

认知损伤神经网络的特点。 

方法：收集符合入组标准的患儿和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与患儿相匹配的正常对照各 30

例，男 18例，女 12例，平均年龄 8.6岁，行常规 MRI及多模态功能磁共振成像，①DKI 扫

描，分别测量患儿及正常对照双侧内囊前肢(ALIC)、额叶白质（fWM）等不同脑区的平均扩散

峰度（MK）值并比较；②rs-fMRI扫描，应用局部一致性( ReHo) 、低频振幅( ALFF) 及功能

连接( FC) 等三种技术探讨 BECT患儿静息状态下异常脑功能区的变化，尤其是认知功能的变

化，定位致痫灶；③eDWI 扫描，比较病例组与对照组海马区的灌注相关分数(f),分布弥散系

数(DDC)值。 

结果：①除丘脑(THA)外，病例组各感兴趣区（ROI）的 MK值均较对照组显著降低，说明

BECTS患儿脑组织结构的复杂度下降，其与认知损害有关；②内侧颞叶（TLE）及其周围脑区

的异常激活最明显，参与了痫样放电，默认网络和小脑受癫痫活动的破坏和抑制最大；③病例

组较对照组海马区的 f值显著降低，说明早期海马内部微灌注水平已经开始减低；DDC值明显

增高,与病理学上少量的神经元脱失、脱髓鞘和胶质细胞增生有关,此时组织内细胞外间隙扩张,

水分子扩散运动增强，f值及 DDC值的差异均有显著统计学意义( Z =-2.91, Z =-3.16 ,P 

<0.05 )。 

结论：以上三种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可以提示常规 MRI 阴性的脑内结构的异常改变，从分子

水平及微循环方面了解癫痫病灶局部组织和其他区域的病理改变，为癫痫的病理生理机制研究

提供新方法，对于 BECTS患儿的早期诊断和临床治疗也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EP-1978 

磁共振弥散峰度成像（DKI）在急性胰腺炎诊断及 

严重程度分级中的应用价值 

 
徐红霞 

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637000 

 

目的：探讨基于非高斯分布为理论基础的磁共振弥散峰度成像（Diffusion kurtosis 

imaging，DKI）对急性胰腺炎（Acute Pancreatitis,AP）的诊断及严重程度分级方面的应用

价值。 

方法：按纳入标准连续性收集本院临床确诊为 AP患者 58例（观察组）及健康志愿者 19例

（对照组），两组均进行上腹部常规 MRI和多 b值 DKI成像（b值为 0、1000、2000s/mm
2
），

图像通过 MRSI分级标准分出轻症、中重症、重症 AP，测量并分别比较观察组与对照组胰腺各

部位 DKI峰度参数 MK、Ka、Kr及扩散参数 FA、MD、Da、Dr。统计学方法采用 Wilcoxon两样

本秩和检验、两独立样本 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并 LSD两两比较；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

（R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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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①胰腺头部、体部的峰度参数 Ka及扩散参数 MD、Da、Dr在观察组和实验组之间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②LSD 两两比较显示，轻症与中症 AP，FA、Da及 MK有统计意

义；轻症与重症 AP，Da、MK、Ka、Kr有统计学意义（P＜0.05）；中症与重症 AP各参数间无

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弥散峰度成像对 AP的诊断及判定 AP严重程度分级具有一定的价值。 

  

 

 

EP-1979 

双参数磁共振成像纹理分析对高级别 

前列腺癌诊断及评估的初探 

 
张仕慧 

深圳市第九人民医院/深圳市龙岗中心医院 518116 

 

【摘要】目的 探讨双参数磁共振成像（T2WI+DWI, Biparametric-MR, bp-MRI）纹理分析

（Texture analysis, TA）对高级别前列腺癌（High-grade prostate cancer, HGPCa）诊断

及评估的能力。方法 回顾性分析影像资料齐全且经超声引导下穿刺活检证实的前列腺癌

（Prostate cancer, PCa）及良性病变 184例的患者资料。通过两位放射科医师采用前列腺影

像报告和数据系统第二版（Prostate imaging reporting and data system version 2, PI-

RADS v2）及 O.K软件对磁共振图像进行分析。评估不同观察者间的 PI-RADS评分和 bp-MRI纹

理参数的一致性。建立基于 TA的前列腺不同区域的 logistic 回归预测模型，ROC分析比较

logistic模型与 PI-RADS v2 及各单独纹理参数的曲线下面积。采用 spearman相关性分析 PI-

RADS v2评分及各纹理参数与前列腺高级别肿瘤 Gleason评分之间的关系。结果 观察者 PI-

RADS v2评分具有中度至良好的一致性（Cohen’s k 0.525-0.616），TA各参数具有良好到极

佳的一致性（ICC 0.745-0.925）。与 PI-RADS v2及纹理分析各单独参数比较，基于 TA的模

型诊断效能显著提高（AUC 移行带：0.87；AUC外周带：0.89），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位

于移行带的 HGPCa的 GS评分与熵值表现出中等至良好的相关性（r=0.562, p=0.004），而位

于外周带 HGPCa的 GS与熵值和惯性为中度至良好的相关性( r=0.614, p=0.003； r=0.663, 

p=0.002)。结论 基于双参数磁共振成像的纹理分析建立的 logistic回归模型具有较高的诊断

前列腺高级别肿瘤的能力，值得临床推广运用。 

  

 

 

EP-1980 

Findings of HRMRI in Middle Cerebral Arterial 

Dissection and its additional benefits superior to 

DSA modality alone 

 
邵赛,王光彬 

山东省医学影像学研究所 250021 

 

Purpose:To demonstrate characteristics on HRMRI and additional benefits superior 

to DSA values on MC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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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erials and methods: The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s approved this retrospective 

study. Analyzed were resources of 37 MCAD and 15 MCA atherosclerosis patients 

enrolled and confirmed by angiographically and(or) clinically. Features of MCAD in 

HRMRI had been assessed, and then HRMRI combined with DSA features and DSA 

features were scored on the 5-pointscale  in MCAD detection confidence. 

Results: HRMRI delineated intramural hematoma and a double lumen in 25 and 14 

patients, respectively, and intimal flap in 14, while enhanced T1 visualized mural 

enhancement in all. The mean AUC for DSA alone and both were 0.646±0.004 and 

0.887±0.005, which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P<0.01). 

Conclusion: HRMRI appears to delineate more features of MCAD clearly and then both 

may provide incremental information to a diagnosis of MCAD. 

 

 
EP-1981 

胎儿脑室扩张合并神经系统畸形的分析 

 
宋燕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分析侧脑室扩张合并各种中枢神经系统畸形的组成。方法：回顾性分析 2015年 12月—

2017年 6月华西第二医院 MRI诊断为侧脑室扩张的胎儿 464例的资料，根据是否合并其他神

经系统畸形分为单纯性脑室扩张和复杂性脑室扩张，根据不同的扩张程度分为轻度脑室扩张

（＞10mm至＜12mm），中度脑室扩张（≥12mm 至小＜15mm），重度脑室扩张（≥15mm）
[1][2]

，

分别统计出各个组合并中枢神经系统畸形的比例，并且计算出各种合并畸形的比例，分析脑室

扩张最常合并的中枢神经系统畸形。结果：464例脑室扩张病例中，单纯性脑室扩张为 323例

（69.6%），复杂性脑室扩张为 141例（30.4%）；轻度脑室扩张为 182例（39.2%），中度脑

室扩张为 213例（45.9%），重度脑室扩张为 69例（14.9%），最常合并的神经系统畸形包括

胼胝体发育异常 65例（14%），后颅窝异常 47例（9.9%），透明隔异常 30例（6.5%），出血

性病变 18例（3.9%），室管膜下囊肿 16例（3.4%），脉络丛囊肿 8例（1.7%），蛛网膜囊肿

6例（1.3%），中脑导水管狭窄 4例（0.9%），感染 3例（0.6%），视隔发育不良 1例

（0.2%），神经元移行障碍 1例（0.2%），其他 1例（0.2%），其中 43例合并多种畸形。重

度脑室扩张组中，合并其他神经系统畸形的有 46例（66.7%），中度扩张组为 66例（31%），

轻度组为 29例（15.9%）。结论：在侧脑室扩张的胎儿中，以单纯性脑室扩张为主；最常见合

并的神经系统畸形为胼胝体发育异常，其次是后颅窝池异常；合并多种畸形的患者，多数有胼

胝体发育异常。重度脑室扩张合并其他神经系统畸形的概率明显高于中度及轻度脑室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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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982 

Analysis of Pancreatic Cancer by 1H Magnetic 

Resonance Spectroscopy and Correlation with Tumor 

Differentiation 

 
Fang Xu,Bian Yun,Lu Jianping,Wang Li 

Changhai Hospital of Shanghai 200433 

 

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metabolites of tumors and peritumoral pancreatic duct 

intraepithelial neoplasia (Pan IN) tissue in pancreatic cancer by 
1
H magnetic 

resonance spectroscopy (
1
H MRS) and correlation with tumor differentiation. 

Methdos: 47 patients (17 with poorly differentiated tumors and 30 with moderately 

differentiated tumors) with pancreatic duct adenocarcinoma confirmed by 

histopathology. Before operation, respiration-triggered water suppression point-

resolved spectroscopy (PRESS) sequence of 
1
H MRS was used for detection of 

metabolites in tumors and peritumoral Pan IN tissue. To calculate the ratio of 

choline-containing metabolites (CCM) peak area to lipid (Lip) peak area (CCM/Lip), 

cholesterol and the unsaturated parts the olenfinic region of fatty acids 

(Chol+Unsat) peak area to Lip peak area (Chol+Unsat/Lip), Chol+Unsat peak area to 

CCM peak area (Chol+Unsat/CCM) in every 
1
H MRS data. The paired sample t test was 

used for compare metabolites in tumors and peritumoral Pan IN tissue. The 

independent sample t test was used for compare metabolites in poorly and 
moderately differentiated tumors of pancreatic duct adenocarcinoma. 

Results: 24 patients were measured 
1
H MRS data of tumors tissue and peritumoral 

Pan IN tissue at the same time. The ratio of CCM/Lip in tumors (2.66±0.84)×10
-1
 

were higher than peritumoral Pan IN tissue (2.00±0.81)×10
-1
. The ratio of 

Chol+Unsat/Lip in tumors (3.24±1.09)×10
-1
 were higher than peritumoral Pan IN 

tissue (2.58±0.92)×10
-1
. There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0.05). The ratio of Chol+Unsat/CCM had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between tumors 
tissue and peritumoral Pan IN tissue. The ratio of CCM/Lip, Chol+Unsat/Lip, 

Chol+Unsat/CCM had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between poorly and moderately 

differentiated tumors of pancreatic duct adenocarcinoma. 

Conclusion: 
1
H MRS has a significance to distinguish tumors tissue and peritumoral 

Pan IN tissue in pancreatic cancer, but no associations with tumor different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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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983 

弥散峰度成像在预测局部进展期直肠病理完全缓解的初步研

究：与常规弥散加权成像对照 

 
胡飞翔,童彤,彭卫军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200032 

 

目的: 探讨弥散峰度成像对预测及评价直肠癌新辅助放化疗后病理完全缓解的应用价值。 

材料与方法：连续入组了 40例局部进展期直肠癌患者，这些患者在放化疗前后各进行一次

3.0T磁共振检查。在新辅助治疗前后分别测量了肿瘤的 ADC值，D值及 K值，并且与全直肠系

膜切除术后的病理结果进行比较。根据病理结果将患者分为病理完全缓解组和非病理完全缓解

组。采用非参数 Mann-Whitney U 检验比较两组间治疗前后各个参数及其变化的差异。采用

Kruskal-Wallis检验评估 pCR与非 pCR均值间的差异。采用 ROC分析法计算各个参数预测新

辅助治疗有效的曲线下面积、灵敏性、特异度、阳性预计值、阴性预计值、准确度及截断值。 

结果: 40例患者中（pCR，n=10；non-pCR，n=30），MKpre和 MKpost在 pCR组中（0.72±0.10

和 0.56±0.06）要明显低于 non-pCR组（0.87±0.11 和 0.67±0.08）（p＜0.001）。ADCpost

和 ADCratio在 pCR组中（1.31±0.13 和 0.64±0.40）要明显高于 non-pCR组（1.15±0.18 和

0.36±0.29）（p=0.011，p=0.026）。此外，MDpost和 MDratio在两组间也有统计学差异

（2.51±0.34 vs. 1.99±0.30, p=0.001；0.82±0.51 vs. 0.37±0.34, p=0.003）。然

而，ADCpre，MDpre和 MKratio在两组间并没有统计学差异。ROC 曲线下面积显示，MKpost相比其他参

数具有最佳的诊断效能，并且具有的较高总准确度。 

结论： DKI和 DWI均展示出较好的预测及评价直肠癌新辅助放化疗后病理完全缓解的潜力。

DKI参数中，尤其是 MKpost在评估局部进展期直肠癌患者 pCR与 non-pCR中显示出比 DWI更高

的特异度。治疗前的 ADC和 MD值并不可靠。 

  

 

 
EP-1984 

磁共振检查对超声诊断前置胎盘并胎盘植入 

阴性患者的诊断价值 

 
赵鑫,张凯,张小安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探讨磁共振对超声未提示植入的前置胎盘产妇的确诊意义及指导治疗的作用。方法：回

顾性分析我院收治的超声确诊前置胎盘而胎盘植入阴性产妇的临床及影像学资料，并将其按不

同诊疗程序分为 A、B两组。A组直接行子宫下段剖宫产术。B组行磁共振复查，对磁共振诊断

为胎盘植入患者行腹主动脉球囊暂时阻断术联合子宫下段剖宫产术及必要时双侧子宫动脉栓塞

术，余患者行常规子宫下段剖宫产术。根据患者手术和（或）病理确诊胎盘植入。比较 A、B

两组中胎盘植入产妇术中出血量及子宫切除率等。结果：MRI复查胎盘植入敏感性 0.750，特

异性 0.916。A、B两组中胎盘植入患者术中出血量有统计学差异（P＜0.001），且 A组＞B

组，子宫切除率无统计学差异（P＞0.05）。结论：当超声检查仅提示前置胎盘并胎盘植入阴

性时，行磁共振检查能够进一步筛选出胎盘植入患者；对于 MRI诊断胎盘植入的产妇，妇产科

联合介入干预能够有效减少术中出血量，或能减少胎盘植入患者子宫切除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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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985 

Quantitative Dynamic Contrast-enhanced MR Imaging for 

Differentiating Benign, Borderline and Malignant 

Ovarian Tumours 

 
Li Haiming

1,2
,Feng Feng

2
,Qiang Jinwei

1
,Zhang Guofu

3
,Zhao Shuhui

4
,Ma Fenghua

3
,Li Yongai

1
,Gu Weiyong

3
 

1.Jin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2.Nantong Cancer Hospital， Nantong University 

3.Obstetrics & Gynecology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4.Xinhua Hospital，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urpose: To investigate the diagnostic performance of quantitative dynamic 

contrast-enhanced MRI (DCE-MRI) for characterizing ovarian tumours. 

Methods: We prospectively assessed the differences of quantitative DCE-MRI 

parameters (K
trans

, kep, and ve) among 15 benign, 28 borderline, and 66 malignant 

ovarian tumours; and between type I (n=28) and type II (n= 29) of epithelial 

ovarian carcinomas (EOCs). The nonparametric Kruskal-Wallis test, Mann-Whitney U 

test, and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s (ROC) were used for statistical 

analysis. 

Results: The largest K
trans

 and kep values were observed in ovarian malignant tumours, 

followed by borderline and benign tumours (all P < 0.005). Kep was the better 

parameter for differentiating benign tumours from borderline and malignant tumours, 

with a sensitivity of 89.3% and 95.5%, a specificity of 86.7% and 100%, an 

accuracy of 88.4% and 96.3%, and an area under the curve (AUC) of 0.94 and 0.992, 

respectively; whereas K
trans

 was better for differentiating borderline from 

malignant tumours with a sensitivity of 60.7%, a specificity of 78.8%, an accuracy 

of 73.4%, and an AUC of 0.743; additionally, a combination with kep could further 

improve the sensitivity to 78.9%. The median K
trans

 and kep value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ype II than in type I EOCs. 

Conclusion: Quantitative DCE-MRI is a useful tool for the differentiation of 

ovarian tumours and for discriminating between type I and type II EOCs. 

  

 

 

EP-1986 

DTI 神经纤维束胼胝体网络架构研究 

 
姜洪新 

故城县医院 253800 

 

大脑的解剖结构与功能复杂。神经纤维束的走行和分布与行为、功能的关系一直是脑科学关注

的核心问题，也是临床神经病学的定位和定性的基础。弥散张量成像（diffusion tensor 

imaging,DTI）是唯一可显示活体脑白质纤维束的无创性成像技术，能够立体、直观的显示纤

维束的走形变化。本研究采用 DTI观察胼胝体与联络纤维投射纤维的关系。从而为了解胼胝体

在运动、感觉、视觉信息的整合、语言、习惯、情绪、行为、认知、记忆、整合等功能中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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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对脑功能精准定位和临床制定诊疗计划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尤其在功能神经外科领域有

着广泛的应用前景。 

 

 

 
EP-1987 

原发性失眠患者静息态脑功能复杂网络节点中心度的异常 

 
戴西件,张志强,卢光明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210002 

 

目的:首次应用基于体素的节点中心度(degree centrality,DC)方法探讨原发性失眠患者静息

态下脑功能网络的连接属性。 

方法:纳入符合诊断的 48例原发性失眠患者（32女, 16男）和 48名状态匹配的健康对照（25

女, 23男）。采用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PSQI）、汉密顿抑郁量表、汉密顿焦虑量表

(HAMA)、失眠严重指数（ISI）、抑郁自评量表、焦虑自评量表(SAS)、睡眠自评量表和心境状

态量表(POMS)评估被试的临床特征。采用 DPARSFA进行数据分析，选取 8个不同 r值（r=0.1, 

0.15, 0.2, 0.25, 0.3, 0.35, 0.4和 0.5）。选取 DC差异脑区为种子点与全脑行功能连接分

析。单元线性回归用于评估差异区域 DC值及功能连接强度与行为学之间的关联。 

结果:不同 r值间 DC差异脑区类似，本研究选取 r=0.25。与对照组相比,失眠组 DC值增加脑

区主要为右侧枕叶和小脑，减低区域为左侧执行控制网络、右侧听觉语言中枢、双侧凸显网络

及左侧默认网络。左侧凸显网络 DC值与失眠年限呈正相关（R2=0.139，p=0.009）,左侧执行

控制网络与 SAS得分呈正相关（R2=0.104，p=0.026）。左侧执行控制网络与左侧视顶网络及

执行控制网络功能连接减低，右侧听觉语言中枢与左侧执行控制网络功能连接增加，右侧凸显

网络与左侧凸显网络功能连接减低，左侧默认网络与左侧默认网络中楔前叶功能连接减低。左

侧执行控制网络与左侧视顶网络和执行控制网络功能连接强度与 ISI得分（R2=0.121，

p=0.015）呈正相关，与 POMS 消极指数得分呈负相关（R2=0.091，p=0.037）；默认网络内功

能连接强度与 HAMA得分呈正相关（R2=0.097，p=0.032）。 

结论:原发性失眠大脑执行控制网络、默认网络和突显网络等重要节点的连接属性存在异常，

这可能是失眠情感认知障碍相关的潜在病理生理机制有关。 

 

 
EP-1988 

PI-RADS v2 与 adjusted-PSAD 联合运用 

对前列腺高级别癌的诊断价值分析 

 
李林 

成都大学附属医院 610000 

 

 

目的:探讨前列腺影像报告和数据系统第 2版（Prostate Imaging Reporting and Data System 

version 2，PI-RADS v2）与调整前列腺特异性抗原密度（adjusted-Prostate -Specific Antigen 

Density，adjusted-PSAD）联合运用在前列腺高级别癌中的诊断价值。 方法：回顾性分析

2013 年 1 月~2016 年 8 月 168 例前列腺磁共振扫描的患者资料，其中高级别癌 52例（Gleason

评分≥7 分）和非高级别癌 116例（前列腺良性病变+低级别癌）。由两名观察者运用盲法分

析对所有多参数磁共振图像进行 PI-RADS v2评分，采用 Kappa 检验分析两名观察者独立对病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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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RADS v2 评分的一致性，ROC 曲线分析 PI-RADS v2 法（PR 法）、PI-RADS v2 联合前列腺特异

性抗原密度（Prostate -Specific Antigen Density，PSAD）法（PP 法）、PI-RADS v2 联合 adjusted-

PSAD 法（PA 法）在前列腺高级别癌中的诊断价值，利用 spearman 分析各参数与高级别癌

Gleason 评分的相关性。  结果：两名观察者采用 PI-RADS v2 法对于高级别癌评分的一致性

为中等（kappa=0.633）；ROC 曲线分析表明：三种方法中以 PI-RADS v2联合 adjusted-PSAD

法的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 AUC）最大（P<0.05），AUC、敏感性、特异性、阳性

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分别为 0.91，85%、87%、75&、93%。PI-RADS v2 评分与 Gleason 评分呈

正相关（r=0.475，P=0.001）。  结论：PI-RADS v2联合 adjusted-PSAD 法对于前列腺高级

别癌的诊断价值较为理想，且 PI-RADS v2 评分可作为评价前列腺高级别癌侵袭性的指标。 

 

 
EP-1989 

Altered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of primary visual 

cortex in optic neuritis 

 
Huang jing,Ren Zhuoqiong,Duan Yunyun,Liu Yaou,Li Kuncheng 

XUANWU hospital 100053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the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changes of primary visual cortex in 

optic neuritis (ON) patients by resting-state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 

METHODS: 

51 single-episode ON patients , 44 recurrent ON patients and 30 age- and sex-

matched healthy controls (HCs) underwent a neuro-ophthalmologic assessment,  a 

routine MRI scan andresting-state fMRI. We chose the primary visual cortex (V1) as 

the ‘seed’ region, and mapped all brain regions that are functionally connected 

to it. The group difference of the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of V1 were compared 

among the three groups using ANOVA analysis.   

RESULTS: 

Compared to HCs, the single-episode ON patients showed a decreased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between V1 and several brain regions in bilateral occipital lobe, and 

increased in several brain areas including the left insula, bilateral superior 

temporal gyrus, left medial frontal gyrus and left inferior parietal lobule. 

Decreased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between V1 and brain regions in right occipital 

lobe and bilateral superior frontal lobule, as well as a region of increased in 

left insula, right superior temporal gyrus, left medial frontal gyrus and left 

inferior parietal lobule was observed in recurrent ON patients. Furthermore, 

recurrent ON patients showed decreased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between V1 and 

several regions ,compared with single-episode ON patients These brain areas 

include bilateral precentral gyrus and superior temporal gyrus. 

CONCLUSIONS: 

Functional disconnection and reorganization coexist in ON patients. Recurrent ON 

showed less increased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of V1 than single episode ON, 

implying brain plasticity weaken as the attack of ON incr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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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990 

子宫内膜样癌的 ADC 值与病理分级的相关性分析 

 
马凤华,刘佳,田晓梅,张国福 

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 200090 

 

目的：探讨扩散加权成像（DWI）之表观扩散系数（ADC）值与子宫内膜癌病理分级的关系。材

料与方法：回顾性分析 2015 年 1 月-2017年 5月 92例经手术和病理证实的子宫内膜样癌的

DWI资料，由两名不同年资放射科医师分别测量子宫内膜癌病灶的 ADC值，对所测 ADC值行信

度检验，记录 Alpha值，并将 ADC值与病理 Grade分级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及相关分析（IBM 

SPSS Statistics 20.0统计学软件）。结果：96例子宫内膜癌去除病灶小、内膜菲薄无法测

量者 7例，不典型增生 3例，去除非子宫内膜样癌 10例，子宫内膜样癌共 76例（病理 Grade 

I级 50例，II级 14例，3 级 12例）。病理 Grade I级、II级、III级的 ADC值分别为

（0.860±0.13）×10
-3
mm

2
/s、（0.751±0.09）×10

-3
mm

2
/s、（0.648±0.06）×10

-3
mm

2
/s，两

名不同年资放射科医师所测 ADC值的信度检验 Alpha值分别为 0.932，0.911，0.920。子宫内

膜样癌 Grade I级、II级、III级的 ADC值之间存在统计学差异（PI-II=0.040，PII-III=0.031, 

PI-III=0.000）；二者存在一定的相关性（r=0.565，P=0.000）。结论：子宫内膜样癌病理分级

不同，其 ADC值亦存在一定差异，二者存在一定的相关性。ADC值越高，病理分级越低，分化

越好；ADC值越低，病理分级越高，分化越差。 

 

 
EP-1991 

两种不同超高 b 值扩散加权成像序列在前列腺癌 

和前列腺增生中的临床应用 

 
杨创勃,张喜荣,段海峰,于楠,马光明,贾永军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712000 

 

目的 探讨分段读出扩散加权成像序列（Rs-EPI）与单次激发平面回波成像（SS-EPI）超高 b

值在前列腺癌和前列腺增生诊断中的应用。方法 纳入 37例经外科手术或穿刺、病理证实的

前列腺疾病患者，其中前列腺癌 15例，前列腺增生 22例，所有患者于手术或穿刺前行 MR扩

散加权成像，b值选择 0、1000、2000、3000s/mm
2
，由两名高年资医师用双盲法观察两种不同

扩散加权成像不同 b值时的扩散加权图像，对两名观察者的判断结果进行 Kappa一致性检验，

并比较两种不同 b值对前列腺癌及前列腺增生的定性诊断准确率。结果 两名观察者的判断结

果存在一致性，Kappa值为 0.80。当 b值分别为 1000s/mm
2
、2000s/mm

2
、3000s/mm

2
时，RS-

EPI诊断前列腺癌和前列腺增生的灵敏度及特异度分别为 66.7%和 81.8% 、80.0%和 90.9% 、

93.3%和 95.5%。SS-EPI诊断前列腺癌和前列腺增生的灵敏度及特异度分别为 66.7%和

77.3% 、73.3%和 81.8% 、80.0%和 86.4%。RS-EPI的诊断符合率分别为 75.7%、86.5%、

94.6%，而 SS-EPI的诊断符合率分别为 73.0%、78.4%、83.8%。RS-EPI在超高 b值诊断前列腺

癌和前列腺增生的灵敏度及特异度明显高于 SS-EPI。结论 选择超高 b值（1000、2000、

3000s/mm
2
）对前列腺癌和前列腺增生的鉴别具有较高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在鉴别前列腺癌和

前列腺增生时，RS-EPI较 SS-EPI可能成为一种更好的辅助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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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992 

磁敏感加权成像对 HBV 相关慢加急性肝衰竭的评估 

 
兰莲君,舒健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646000 

 

目的：探讨磁敏感加权成像对 HBV相关慢加急性肝衰竭的评估价值。 

方法：收集我院符合标准的慢加急性肝衰竭患者 28例、中、重度慢性乙型肝炎患者 11例，同

时收集正常对照组 14例。分别对其进行 Philips 3.0T磁共振磁敏感加权成像（SWI）序列扫

描。在 SWI图上肝门平面上下两个层面分别绘制三个肝脏感兴趣区（ROI）及两个背部肌肉

ROI，并计算两个层面内肝、肌信号强度比的平均值，得到其信号强度指标（SII）。同时收集

病例组磁共振检查前后 2天内肝功能血液生化指标。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分析三组间 SII 值的

组间差异，采用 Spearman秩相关分析 SII与三组肝功能等级或实验室指标的相关性，采用接

受者工作特性( ROC)曲线评价 SII对 HBV相关慢加急性肝衰竭的诊断效能。 

结果：正常组、肝炎组和肝衰竭组 SII平均值和标准差分别为：1.0555±0.2500、

0.8147±0.3120和 0.6460±0.4292。三组间 SII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5.292 P=0.009），

两两比较显示 SII能区别慢加急性肝衰竭组与正常对照组。SII值随着肝功能损害的加重而降

低，其秩相关系数为-0.455（P=0.002）。ROC曲线示 SII诊断慢加急性肝衰竭曲线下面积为

0.798（P=0.003），最佳诊断界点为 0.5871，诊断敏感性为 58.3%，特异性为 100%。SII 与层

粘连蛋白及血肌酐值呈中度负相关（rs=-0.425、-0.448，P=0.027、0.009）。 

结论：SWI序列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肝脏的功能情况，对 HBV相关慢加急性肝衰竭具有一定

的诊断效能。 

 

 
EP-1993 

肝脏 ADC 值对 HBV 相关慢加急性肝衰竭的评估 

 
兰莲君,舒健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646000 

 

目的：探讨 ADC值对 HBV相关慢加急性肝衰竭的评估价值。 

方法：收集我院慢加急性肝衰竭患者 28例、中、重度慢性乙型肝炎患者 11例，正常对照组

14例。分别对其进行 Philips 3.0T磁共振扩散加权成像（DWI）序列扫描，通过后处理软件

得到肝脏 ADC图。在 ADC图上肝门平面上下两个层面的肝右叶绘制多个感兴趣区（ROI），计

算所有 ROI平均值得到肝脏平均 ADC值。同时收集病例组磁共振检查前后 2天内肝功能血液生

化指标。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分析三组间 ADC值的组间差异，采用 Spearman秩相关分析 ADC

值与三组肝功能等级或实验室指标的相关性，采用接受者工作特性( ROC) 曲线评价 ADC值对

HBV相关慢加急性肝衰竭的诊断效能。 

结果：正常组、肝炎组和肝衰竭组 ADC值平均值和标准差分别为：1.2205±0.1398-3mm2/s、

1.1284±0.1456-3mm2/s和 1.0083±0.1763-3mm2/s。三组间 ADC值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8.360, P=0.001），两两比较显示 ADC值能同时区别慢加急性肝衰竭组与慢性肝炎组或正

常对照组。ADC值随着肝功能损害的加重而降低，其秩相关系数为-0.505（P=0.000）。ROC曲

线示 ADC值诊断慢加急性肝衰竭曲线下面积为 0.794（P=0.001），最佳诊断界点为

1.1261×10-3mm2/s，诊断敏感性为 68.2%，特异性为 83.3%。但该诊断截值与慢性肝炎组 ADC

值平均值明显重叠。ADC值与 ALT、AST中度负相关（rs=-0.370、-0.373，P=0.022、

0.021）。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1695 

 

结论：ADC值随着肝功能损害的加重而降低，但组间差异小，部分组间明显重叠，故认为 ADC

值对慢加急性肝衰的诊断价值有限。 

 

 

EP-1994 

Gd-EOB-DTPA-enhanced T1ρ Imaging vs. Diffusion 

Metrics for Assessment Liver Inflammation and Early 

Stage Fibrosis of Nonalcoholic Steatohepatitis in 

Rabbits 

 
Xie Yuanliang

1
,Wang Xiang

1
,Xu Yikai

2
 

1.Central Hospital of Wuhan 

2.Nanfang Hospital of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assess the value of T1ρ,T1ρ on hepatobiliary phase (HBP) and 

diffusion metrics in staging of NAFLD activity scores ,inflammation, fibrosis in 

NASH rabbits model.   

Materials and methods: This study was approved by the institutional animal care 

and use committee. NASH rabbits model was induced by feeding a varied duration of 

high-fat, high-cholesterol diet. T1ρ,T1ρ(HBP) in 20min after administration of 

Gd-EOB-DTPA and IVIM  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 were performed on a 3.0T 

magnetic resonance (MR) imaging unit. Histological findings according to semi-

quantitative scoring of steatosis, inflammation, and fibrosis were the standard 

reference.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each parameter for NAS, inflammation and 

fibrosis severity were determined by means of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s 

analysis. 

Results: T1ρ (r=0.658) and T1ρ (HBP)(r = 0.750) have strong association with 

NASH overall activity, T1ρ (HBP) is strong relevant with inflammation stage(r = 

0.812). There was negative association between f and inflammation(r = -0.480), 
whilst no significant relation between other three parameters (ADC, D* and D) and 
inflammation or overall activity. The areas under the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s (AUCs) of f, ADC, T1ρ and T1ρ-HBP were 0.871, 0.728, 0.849 

and 0.949 for differentiating NASH; 0.731, 0.552, 0.925 and 0.922 for G2-3 

inflammation; and 0.767, 0.625, 0.816, and 0.882 for S1-2 fibrosis. comparison of 

ROC curve showed T1ρ(HBP) had an optimal diagnostic performance for NASH 

[T1ρ(HBP) vs ADC, AUC:0.949 vs 0.728,P=0.043], inflammation[T1ρ(HBP) vs ADC, 

AUC:0.922 vs 0.552,P=0.003], fibrosis[T1ρ(HBP) vs ADC, AUC:0.882 vs 

0.625,P=0.046]. The combination of T1ρ(HBP) + f showed highest diagnostic value 
for NASH(AUC:0.971), inflammation(AUC:0.935). 

Conclusion: Among T1ρ imaging and diffusion metrics, combination of T1rho(HBP) + 

f may be served as a superior noninvasive imaging biomarker for NASH activity 
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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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995 

探讨大脑动脉环变异及形态学表现与精神疾病发病及症状严

重程度的关系 

 
刘思婷,黄癸卯,吴秀玲,邹文锦,吴海珊 

广州市惠爱医院 510380 

 

【目的】分析精神分裂症、双向障碍及抑郁症三种最常见精神疾病患者大脑动脉环变异发生几

率及形态学表现与正常对照者是否存在差异，并分析动脉环各主要构成动脉主干管腔宽度与情

绪及精神病性症状的关系，进一步探讨大脑动脉环变异是否与精神疾病的发病机制有关。 

【方法】收集广州市惠爱医院 18-45岁精神疾病患者 691例，其中精神分裂症 311例，双相情

感障碍 171例，抑郁症 209 例及正常对照者 300例。所有被试者在 3.0T磁共振行 3D-TOF 脑血

管成像，在飞利浦后处理工作站进行重建。观察大脑动脉环完整性及变异情况。在原始图使用

双盲法测量双侧大脑前动脉 A1段，A2段，大脑中动脉 M1 段，M2段，大脑后动脉 P1段，P2

段，前交通动脉，后交通动脉管腔宽度，每个值测量两次，取平均值。患者组用阴性与阳性症

状量表（PANSS）评定精神病性症状，用杨氏躁狂量表与汉密尔顿抑郁量表评定情绪症状。总

患者组与正常组组间计数资料用卡方检验，计量资料用独立样本 T检验，总患者组各量表评分

与大脑动脉环主要分支管腔宽度相关性分析用 Pearson相关性分析，P<0.05示为有统计学意

义。 

【结果】1、总患者组及正常组均出现双侧大脑前动脉共干、大脑前动脉 A1段细小或不显影、

后交通动脉细小或不显影、胚胎型大脑后动脉等变异，总患者组、各病例组及正常组脑动脉环

各型变异发生率无明显统计学差异； 

2、总患者组、各病例组、正常组组间双侧后交通动脉管腔较细且变异较多，未进行测量，其

余大脑动脉环动脉主要分支管腔平均宽度无统计学差异。 

3、患者组左侧大脑前动脉 A1段管腔宽度与 PANSS阴性分成负相关（r=-0.66,p=0.04)，其余

大脑动脉环动脉主要分支与各量表评分无明显相关性。 

【结论】大脑动脉环形态学可能与三种常见精神疾病的发病无明显关系，大脑前动脉供血情况

可能与精神病性症状有关。 

  

 

 
EP-1996 

The small-world property of brain structural network 

in primary angle-closure glaucoma：a graph theory 

diffusion tensor imaging network analysis 

 
Li Dan,Zeng Xianjun,Liu Haiping,Xiao Xiaoyi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chang University 330006 

 

 

Objects 

  To analyze the small-world efficiency of the structural brain connectivity 

networks alterations in primary angle-closure glaucoma(PACG)patients by applying 

graph theoretical approa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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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19 PACG patients and 19 gender- and age-matched healthy controls were performed 

to undergo MRI scan.The whole brain is parceled into 90 regions by Automated 

Anatomical Labeling(AAL)template,and the brain structural network was constructed 

by fiber distribution of continuous tracking(FACT)method. The global and regional 

properties were computed by graph theoretical analysis.To compare the brain 

network regional properties between two groups, two-sample t-test (false discovery 

rate correction, P<0.05) was utilized.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the brain 

structural network properties and clinical parameters were further analysed. 

Results 

  Both of the two groups were found to follow the efficient small-world 

characteristics.The structural brain network in PACG showed slightly lower small-

worldness,average shortest path,clustering coefficient,global efficiency and local 

efficiency,withou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ce however (P>0.05). Compared to 

healthy controls,the PACG patients showed decreased node efficiency in right 

superior frontal gyrus, right inferior frontal gyrus, left median cingulate and 

paracingulate gyri, left amygdala and left cuneus(P＜0.05). Compared to healthy 

controls, the PACG patients showed decreased node degree in left superior frontal 

gyrus, medial orbital, right inferior frontal gyrus, left amygdala, left cuneus 

and left lingual gyrus(P＜0.05).Node degree in left cuneus showed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vertical CDR.Node degree in right inferior frontal gyrus showed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vertical CDR. 

Conclusions 

  The structural brain network in PACG patients showed significant small-

worldness properties.The alterations of local properties in visual,emotion-

cognition brain regions were observed,manifesting that PACG can affect the 

topology properties of the structural brain network.It provided a new insight to 

further explore the neurophysiological mechanism of PACG and the effect of PACG on 

the damage of structural brain network. 

  

 

 
EP-1997 

Combining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with specific MRI 

features to predict invasive placentation 

 
Chu Caiting,Li Wenhua,Jin Minfei,Ding Ming,Fan Hua,Wang Tingting,An Yongyu,Yin Qiufen 

Xinhua Hospital affiliated to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00092 

 

Objectives: To explore the independent clinical an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performance risk factors for predicting invasive placentation. 

Materials and Methods: From January 2012 to December 2015, We retrospectively 

reviewed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MRI features of 97 patients. Of these, 

42 were confirmed to have invasive placentation by pathological findings or during 

cesarean delivery. We tried to identify th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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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for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variables 

determined by univariate analysis. 

Results: The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indicated that two or more 

instances of previous cesarean deliveries and/or abortion, placenta previa, and 

placenta-myometrial interface interruption wer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for 

invasive placentation. The odd ratios were 3.79 for patients who had two or more 

previous cesarean deliveries and /or abortion, 0.04 for marginal/partial placenta 

previa, 0.024 for complete placenta previa, and 6.56 for placenta-myometrial 

interface interruption. The values of specificity of predicting invasive 

placentation by summation of all three risk factors and the accuracy by summation 

of any two risk factors were improved to 98.2% and 83.5%,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two or more instances of previous cesarean 

deliveries and/or abortion, placenta previa and placenta-myometrial interface 

interruption ar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for invasive placentation, and summation 

of these three factors could help identify pregnant woman with a high risk of 

invasive placentation and appropriate treatment strategies could then be 

implemented. 

  

 

 

EP-1998 

比格犬良性前列腺增生动物模型 

前列腺动脉栓塞术后 MRI 评估 

 
李拔森,王良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探讨运用 3.0T 多参数 MRI观察比格犬良性前列腺增生动物模型前列腺动脉栓塞

（prostatic arterial embolization, PAE）术后的 MRI信号特点、形态变化，分析 Mp-MRI

表现与病理相关性。 

材料与方法：实验对象为雄性比格犬 BPH模型 8只，PAE术前及术后 1月、3月、6月分别行

3.0T MRI检查，包括前列腺 T1WI、T2WI、3D-SPACE、DWI、SWI、T2-mapping成像，PAE术后 6

月扫描时增加 DCE，观察在不同时期其信号特征及体积变化。6月后处死，取出前列腺及周围

组织观察其病理结果。计量资料用`x ± s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组内两两比较采用

LSD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采用 Pearson相关分析表观弥散系数（ADC）值、T2

值与前列腺体积(PV)的相关性，并求出相关系数。 

结果：PAE术前 PV平均为（25.88 ± 7.09）cm
3
，栓塞后 1、3、6月 PV分别为（6.48 ± 

2.08）cm
3
、（6.48 ± 3.39）cm

3
、（6.20 ± 2.88）cm

3
; PAE术前及术后 1、3、6月其平均

ADC值分别为（1497.06 ± 222.72）× 10
-6 
mm

2
/ s、（1056.00 ± 189.46）× 10

-6 
mm

2
/ s、

（950.48 ± 77.85）× 10
-6 
mm

2
/ s、（980.98 ± 107.78）× 10

-6 
mm

2
/ s。PAE术前及术后

1、3、6月 T2值分别为（83.74 ± 5.29）ms、（68.72 ± 5.66）ms、（53.96 ± 15.04）

ms、（49.81 ± 13.34） ms。ADC值与 PV呈正相关(r = 0.823) ,T2值与 PV呈正相关(r = 
0.744 ); 术后各期 SWI均见微出血、含铁血黄素颗粒沉积。 

结论：3.0T多参数 MRI能准确评估前列腺 PAE术后形态和功能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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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999 

颅内动脉狭窄的血管壁高分辨率 MR 成像 

 
李又成,黎金林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25000 

 

目的：探讨颅内血管壁高分辨率 MR成像在颅内动脉狭窄病因鉴别诊断中的价值，以及成像序

列的优化组合。 

方法：颅脑 MRA显示颅内动脉狭窄的患者 15例，男 9例，女 6例，年龄 21-75岁。所用 MR设

备系 GE 3.0T Signa HDxt， 8通道头颅线圈，所有患者的成像序列包括：MRA、DWI及血管壁

高分辨率 MR成像，3例患者另外追加了靶血管区 3D造影剂增强 MRA；血管壁高分辨率 MR成像

序列包括 2D 双翻转 快速自旋回波 T1WI平扫与增强、2D 快速自旋回波 T2WI，扫描平面采用

与狭窄血管长轴相互垂直及平行的双平面，层厚 2mm，间隔 0.2mm，矩阵 512×512，采集次数 

2次，FOV 15×15 cm。分析所有患者血管壁高分辨率 MR成像序列 T1WI及 T2WI的图像质量，

回顾性根据血管壁增厚有无、类型、强化及管腔大小盲法判断血管狭窄原因，并与临床最终诊

断结果作比较分析。 

结果：15例患者，共计 32 条狭窄动脉行血管壁高分辨率 MR成像，椎动脉 3条，基底动脉 8

条，大脑中动脉 17条，颈内动脉颅内段 4条；血管炎 4 例，动脉粥样硬化 8例，烟雾病 2

例，椎动脉发育不良 1例；所有狭窄动脉于 T1WI及 T2WI 序列上均能辨认血管腔，一例椎动脉

发育不良及二例烟雾病共计 5条狭窄动脉于 T1WI及 T2WI 均不能显示血管壁。 4例血管炎 7

条狭窄动脉血管壁均表现为向心性增厚、环形强化，8例动脉粥样硬化 20条狭窄动脉，其中

17条狭窄动脉偏心性狭窄、3条向心性狭窄，14条狭窄动脉管壁强化、6条狭窄动脉管壁未见

强化。一例椎动脉发育不良及二例烟雾病 5条狭窄动脉管腔在 T1WI及 T2WI均为高信号，在

3D造影剂增强 MRA上表现为狭窄管腔线样强化影。 

结论：颅内血管壁高分辨率 MR成像 FSE T1WI平扫与增强、FSE T2WI序列能清晰显示管腔及

管壁，对颅内动脉狭窄的病因判断具有重要价值，对于管腔显著狭窄的患者，可追加靶血管区

3D造影剂增强 MRA。 

  

 

 
EP-2000 

Serous ovarian tumors of rodent model: diffusion 

kurtosis imaging MR imaging-diagnostic accuracy and 

correlation with Ki-67 expression 

 
Cai Song-QI,Qiang Jin-Wei,Li Ying,Li Xin,Wang Li 

Jin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201508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feasibility of diffusion kurtosis imaging (DKI) for 

diagnosis of benign ovarian tumors (BOT), serous borderline tumors (SBOT) and 

serous ovarian cancer (SOC) and to evaluate the potential associations between 

DKI-derived parameters and Ki-67 expression in chemical induced rat model. 

Materials and methods: Conven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conventional 

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 (DWI) and diffusion kurtosis imaging (DKI) were applied 

to chemical induced rats. Mean kurtosis (K) and diffusion coefficients (D) from 

DKI and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s (ADC) from DWI were reviewed independe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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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two radiologists, with 6 years and 5 years of experience in abdominal imaging. 

According to histopathologic results, the tumors were divided into 23 BOT, 20 SBOT 

and 20 SOC. Ki-67 expression was recorded depending on histopathological and 

immunohistochemical results. 

Results: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BOT and SBOT in K value and D 

value. K valu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SOC than in SBOT (0.78±0.12 vs 

0.63±0.10, P< 0.001). D value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in SOC than in SBOT 

(1.67±0.34×10
-3 
mm

2
/sec vs 1.98±0.29×10

-3
mm

2
/sec, P= 0.005).K value showed 

significantly greater specificity for distinguishing SOC from SBOT than did ADC 

(90% vs 60%, P = 0.031), and the similar sensitivity (60% vs 80%, P=0.117). D and 
ADC showed the similar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75% vs 80%, P=0.246; 80% vs 

60%, P=0.109). The AUC of K value and D value (75% and 77%) were slightly higher 
than ADC (74.6%). K value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umor histologic grades 

(r = 0.530) and Ki-67 expression (r = 0.641). D value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umor histologic grades (r = 0.550) and Ki-67 expression (r = 0.633). 
Conclusions: K value and D value is helpful in distinguishing SBOT from SOC. DKI 

showed higher specificity than did conventional DWI for distinguishing SBOT from 

SOC. The correlation of K value and D value with histologic grade and Ki-67 

suggested that DKI may be a noninvasive method to evaluate the aggressive 

potential of tumors. 

 

 
EP-2001 

新生儿缺血缺氧性脑病 MRI 研究进展 

 
韦勇

1,2
,邓丹琼

1,2
,林烈宝

1
,朱兵

1
,黄飞飞

1
,吴盛龙

1
,陈磊

1
,陈秀丹

1
 

1.海南省妇幼保健院（省儿童医院） 

2.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摘要] 新生儿缺血缺氧性脑病(hypoxic ischemic encephalopathy，HIE)是新生儿窒息后严

重的并发症，是引起新生儿急性死亡和慢性神经系统损伤的主要原因。近年来随着磁共振成像

（MRI），特别是一些高级磁共振成像技术的迅猛发展，对新生儿缺血缺氧性脑病的诊断及预

后评估提供帮助。扩散张量成像（DTI）、磁共振波谱分析（MRS）、磁敏感加权成像（SWI）

及磁共振动脉自旋标记( ASL)均为 MRI高级技术。该文就 DTI、MRS、SWI、和 ASL等主要测量

指数在新生儿缺血缺氧性脑病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EP-2002 

Preliminary study of DCE-MRI and microvascular 

density of serous borderline ovarian tumors and 

ovarian cancers in rodent model 

 
Cai Song-QI,Qiang Jin-Wei,Li Ying,Li Xin,Wang Li 

Jin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201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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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arameters derived from dynamic 

contrast-enhance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DCE-MRI) in serous ovarian 

borderline tumors (SBOT) and serous ovarian epithelium cancer (SOC) by comparing 

them with microvascular density (MVD). 

Materials and methods: Conven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and DCE-MRI 

were applied to 40 chemical induced rats. According to histopathologic results, 

the tumors were divided into 20 SBOT and 20 SOC. Depending on T1WI、T2WI and 

enhanced images, the region of interest were the solid component or thicked septum 

and cystic wall.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vascular parameters (pattern of 

curves, Ktrans, Kep, Ve and IAUC) derived from DCE-MRI were reviewed by two 

radiologists with 6 years and 5 years of experience in abdominal imaging. The 

parameters were analysed and correlated with MVD. 

Results: Patterns of enhanced curves were including: (I) continuous rise, (II) 

plateau and (III) early washout. SBOT were mainly consisted of (II) plateau, and 

SOC were mainly consisted of (III) early washout. Compared with SBOT, SOC Ktrans 

value (0.13±0.06 min
-1
 vs 0.10±0.04 min

-1，P=0.040) increased, Ve value 
(0.28±0.10 vs 0.22±0.08，P=0. 031) increased, IAUC (16.51±6.49 mmol.kg

-1
.s vs 

11.98±4.64 mmol.kg
-1
.s，P=0. 015) increased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The average Th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of Ktrans, Ve and IAUC 

were 70%,50%；50%，75%;70%，60%, respectively. Kep and Ve were correlative with 

MVD. 

Conclusions: DCE-MRI is helpful in reflecting the pharmacokinetic difference 

between SBOT and SOC. Kep and Ve were correlative with MVD, and can reflected MVD. 

  

 

 
EP-2003 

MR imaging features of benign retroperitoneal  

paragangliomas and  schwannomas 

 
yanguang shen,Zhong Yan,Wang Haiyi,Ma Lu,Wang Yingwei,Zhang Kun,Zhang Hongtao,Ye Huiyi 

Chinese PLA Genral Hospital 100853 

 

Background: To determine whether MRI feature analysis can differentiate benign 

retroperitoneal extra-adrenal paragangliomas and schwannomas. 

Methods: The MRI features of 50 patients with confirmed benign retroperitoneal 

extra-adrenal paragangliomas and schwannomas were retrospectively reviewed by two 

radiologists blinded to the histopathologic diagnosis. These feature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wo types of tumors by use of the Mann-Whitney test and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The patient’s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were reviewed. 

Results: Analysis of MRI images from 50 patients show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quantitative MRI features of lesion size, ratio of diameter and ADC.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qualitative MRI features of location, necrosis, 

cysts and degree of tumor enhancement for two readers, an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other qualitative MRI features between these tumors. The 

combination of necrosis with degree of tumor enhancement during the arterial ph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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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reased the probability that a retroperitoneal mass would represent 

retroperitoneal extra-adrenal paragangliomas as opposed to schwannomas. 

Conclusion: We have presented the largest series of the MRI features of both 

benign retroperitoneal extra-adrenal paragangliomas and schwannomas. MRI features 

assist the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these tumors with imaging features consisting 

of necrosis and avid enhancement during arterial phase suggesting the 

retroperitoneal extra-adrenal paragangliomas. 

 

 
EP-2004 

The utility of DWI with quantitative ADC values for 

Ovarian Tumors: A Meta-analysis of Diagnostic Test 

Performance 

 
pi shan,Li Yongai,Qiang Jinwei 

Jin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200540 

 

Objective: The aim of our study was to perform a meta-analysis to evaluate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quantitative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ADC) values in 

ovarian tumors. 

Methods: Pubmed, Embase, Cochrane Library and local databases were searched for 

studies assessing ovarian tumors using quantitative ADC values. We quantitatively 

analyzed diagnostic ability for two clinical problems: benign versus malignant 

tumors and borderline versus malignant tumors. Statistical analyses included 

pooling of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and diagnostic accuracy values of the 

included studies using the summary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SROC). 

Subgroup analysis were also used to analyze study heterogeneity. 

Results: From the 742 identified search results, 16 studies met our inclusion 

criteria. 10 studies evaluated benign versus malignant ovarian tumors and 6 

studies accessed borderline versus malignant ovarian tumors, respectively. In 

regards to the diagnostic accuracy of quantitative ADC values for distinguishing 

malignant between benign ovarian tumors, the pooled SEN, SPE were: 0.91 

(95%CI:0.88, 0.93) and 0.91 (95%CI: 0.87, 0.94). The area under the SROC (AUC) is 

0.96. For differentiating borderline from malignant tumors, the pooled SEN, SPE 

were 0.89 (95%CI: 0.82, 0.94) and 0.79 (95%CI: 0.73, 0.84). The AUC was 0.91. The 

methodological quality of included studies were moderate. 

Conclusion: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quantitative ADC values could be an useful 

preoperative test for predicting the diagnosis of ovarian tumors. Nevertheless, 

prospective trials focused on standardized imaging parameters are needed to better 

evaluate the clinic value of quantitative ADC values in ovarian tum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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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005 

磁共振扩散峰度成像技术在评估胃癌裸鼠模型 

靶向治疗疗效中的价值 

 
石博文,谭静文,张阳,张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200025 

 

目的：通过人胃癌裸鼠移植瘤模型，探讨磁共振扩散峰度成像（DKI）中的各参数值对于评估

胃癌靶向治疗疗效的应用价值。 

方法：人胃癌细胞株 MGC-803构建裸鼠模型，将裸鼠分为 TGF-β1靶向治疗组及正常对照组各

10只，待肿瘤体积生长到 1cm
3
时，治疗组给予 TGF-β1 抑制剂干预处理，对照组给予等浓度

生理盐水。利用飞利浦 3.0T 磁共振行常规 T1WI、T2WI及 DKI等序列扫描。DKI模型 b 值设定

为 0、500、1000、1500、2000s/mm
2
，DWI模型 b值设定 0、1000s/mm

2
。首先对肿瘤内部实质

区域及坏死区域进行 ROI勾划，分别测量 DKI参数值，包括扩散峰度 K及扩散系数 D，并测量

DWI模型中的表观弥散系数 ADC值。将肿瘤实质区域的 K、D、ADC值与坏死区域的相应参数值

进行比较，分析肿瘤内部组织结构之间的差异性，并与病理结果进行比较。并于治疗周期的

1d、7d、14d、21d、28d分别进行扩散峰度成像扫描，避开肿瘤的坏死区域，测量肿瘤实质组

织的各 DKI参数值。分析 DKI参数值随治疗周期变化趋势有无统计学意义。 

结果：肿瘤组织实质部分的 ADC值、扩散峰度 K以及扩散系数 D与坏死区域的 ADC、扩散峰度

K以及扩散系数 D比较均有统计学意义，实质区域的 ADC和 D值低于坏死区域，K值高于坏死

区域。在肿瘤组织治疗组与对照组的比较中，治疗组的 D值和 ADC值与对照组相比为未见明显

改变，而 K值明显低于对照组且具有统计学意义,同时相关参数值对肿瘤治疗疗效的判断有一

定的优势，治疗组的 K、D以及 ADC随着治疗周期的延长变化均有统计学意义，其中 K 值的特

异性最高。 

结论：扩散峰度成像对于评估胃癌靶向治疗疗效具有一定的价值，K值对于区分肿瘤组织结构

及判断治疗疗效较传统 ADC 值的有较好的优势，DKI成像技术可以较准确地反映肿瘤及组织微

观结构及疗效周期性的变化。 

  

 

 
EP-2006 

单指数与 DKI 模型在直肠腺癌的应用价值比较 

 
周蜜,印隆林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 400016 

 

目的 比较扩散加权成像（DWI）单指数模型及扩散峰度成像（DKI）模型各参数在直肠腺癌病

变诊断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搜集临床经病理活检证实的直肠腺癌患者，行 MRI检查（包括常

规 T1WI、T2WI、DWI、DKI）及手术治疗，选择满足条件的 38例患者作为腺癌组；并搜集 38

例年龄、性别相匹配的健康患者作为对照组且进行相同的检查。通过后处理工作站及后处理软

件获得由 DWI扫描所得参数表观扩散系数（ADC）及由 DKI扫描所得参数平均扩散系数

（MD）、平均扩散峰度（MK）值。采用 Mann-Whitney U 秩和检验比较各参数在腺癌组和对照

组中的统计学差异，采用 ROC曲线来评估参数的诊断效能，采用 Spearman秩相关分析 ADC值

与 MD值、MK值的相关性。结果 腺癌组和对照组的 MK值、MD值、ADC值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腺癌组的 MK值明显高于对照组（p <0.05） ，腺癌组的 MD值和 ADC值明显低于对照组

（p <0.05）。MK值、MD值、ADC值 3个参数的 ROC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911、0.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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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27。以最大约登指数确定各参数最佳诊断阈值，分别以 0.5915、2.215×10
-3
 mm

2
/s、

1.235×10
-3
 mm

2
/s为阈值，判断直肠腺癌病变的敏感性分别为 89.5%、86.8%、84.2%，特异性

分别为 84.2%、78.9%、71.1%。ADC值与 MK值呈负相关，相关系数 r =-0.316，p <0.05；ADC

值与 MD值呈正相关性，相关系数 r =0.715，p <0.05。结论 DWI单指数模型及 DKI模型均有

助于诊断直肠腺癌，但 DKI 模型可以提供关于肿瘤微环境扩散特性的有效信息并且具有更高的

敏感性和特异性。 

  

 

 
EP-2007 

正常胎儿发育第 12 对胸神经与脊髓主干夹角 

随孕周变化关系的研究 

 
石岩 

1.山东省医学影像学研究所 

2.山东大学 

 

目的：研究胎儿发育不同孕周脊神经的发育生长与脊髓主干夹角的变化关系，丰富胎儿脊柱脊

髓发育的相关参数的数据库，并为胎儿脊柱脊髓及脊神经发育异常的产前诊断提供依据。方

法：选取 38例不同孕周的正常发育胎儿标本，行 3.0T高场磁共振扫描，以第十二肋骨为参照

确定椎间孔位置，进而确定第十二对脊神经，测量其与脊髓主干夹角，将所测量数据与孕周做

相关统计研究。结果：第 12对胸神经与脊髓主干夹角在孕中晚期随孕周增加而减小，呈线性

相关，其相关方程为：右侧：右侧所测角度（°）= 49.327-0.704×孕周，R²= 0.965，

P<0.05；左侧所测角度（°）=48.265-0.67×孕周，R²= 0.952，P<0.05。所测角度在左右两

侧及性别间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3.0T高场磁共振可清晰显示脊柱、脊髓、脊神经等相关结构，并可清晰观察到脊神经

走行，第十二对脊神经与脊髓主干夹角随孕周增加而减小，丰富了胎儿脊柱脊髓发育的相关图

谱及解剖数据。 

  

 

 
EP-2008 

基于 MRI-IVIM 评价妊娠期糖尿病胎盘灌注及弥散特征的研究 

 
汤敏,张鑫,刘晓琴,吴晓红,张小玲 

陕西省人民医院 710068 

 

 
目的：探讨妊娠糖尿病患者胎盘灌注和弥散各参数的变化，进一步研究各参数值与胎儿体重、

羊水指数的关系。 

方法：回顾性分析 2014年-2017年我院妊娠期糖尿病患者 31例和 11例正常对照组，31

例患者于 24周经空腹和 OGTT明确诊断妊娠期糖尿病，排除患者合并妊娠高血压、子娴及宫

内感染患者。经饮食控制 1月依据妊娠糖化血红蛋白高低分为两组，Group1 13例

（HbA1c<7.0），Group2 18 例（HbA1c>7.0）。妊娠 28-40周期间所有患者均于 1天

内完成磁共振和超声检查，通过磁共振灌注检查（11个 b值，b值范围 0-500s/mm2）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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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胎盘 D，D＊，f值，通过超声检查评价患者胎盘羊水指数、胎儿体重。三组数据分别经

方差齐性分析、卡方检验及线性回归分析。 

结果：Group1、Group2与正常组间胎龄、胎次、分娩方式无统计学差异（P>0.05）；

Group1、Group2与正常组间 D、f值、羊水指数和胎儿体重有统计学差异（P<0.01），且

Group1 f值高于正常对照组，Group 2 f低于正常对照组；Group1 f值与胎儿体重呈正

相关（R2=0.47），Group2 f 值与胎儿体重呈负相关（R2=0.52），Group2 f值与羊水

指数呈正相关（R2=0.56）。 

结论：MRI体素内不相干运动成像 D和 f值有助于鉴别不同严重程度妊娠期糖尿病胎盘病理

生理变化。 
 

 

EP-2009 

不同感兴趣区的 ADC 值鉴别交界性与恶性卵巢肿瘤的研究 

 
皮姗,李勇爱,强金伟 

复旦大学附属金山医院 200540 

 

【目的】评估交界性卵巢肿瘤（BOT）与恶性卵巢肿瘤（MOT）中应用不同形状感兴趣区测量表

观扩散系数（ADC）的差异，以及不同感兴趣区对鉴别 BOT与 MOT效能的影响。 

【材料与方法】回顾性分析经手术和病理证实的 BOT 35例，MOT 54例，患者术前用 1.5T 磁

共振行平面回波序列扩散加权成像（DWI）扫描，所选 b 值为 0，1000s/mm
2
。两名医生在 ADC

图上独立测量 ADC值，使用三种不同感兴趣区（ROI）：圆形，矩形及沿着病灶边缘的不规则

形，其中第一名医生间隔一个月重复测量一次。测量者间和测量者自身一致性评估采用组间和

组内相关系数（ICCs）。单因素方差分析评估 BOT与 MOT中应用三种不同 ROI测得的 ADC 值的

差异。采用非配对 t检验比较 BOT与 MOT的 ADC值。利用受试者操作特性（ROC）曲线分析评

估不同形状 ROI测量的 ADC 值鉴别 BOT与 MOT的诊断效能。 

【结果】不同形状 ROI的最小 ADC值间不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病灶边缘 ROI 的平均

ADC值最高，且与圆形 ROI 及矩形 ROI的平均 ADC值间具有统计学差异 (P＜0.05)。圆形、矩

形及沿着病灶边缘 ROI的最小 ADC值及平均 ADC值鉴别 BOT与 MOT的诊断阈值分别为

0.93×10
-3
mm

2
/s和 1.06-1.29×10

-3
mm

2
/s。同一 ROI的最小 ADC值较平均 ADC值鉴别 BOT与

MOT的曲线下面积偏低，且两者间曲线下面积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圆形 ROI的平均 ADC

值在鉴别 BOT与 MOT的曲线下面积最大。所有 ROI的最小或平均 ADC值在 BOT与 MOT间均具有

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ROI形状影响肿瘤的 ADC值及鉴别 BOT与 MOT的诊断阈值和诊断效能。圆形 ROI 的平

均 ADC值鉴别 BOT与 MOT的效能最好。 

 

 
EP-2010 

卵巢小细胞癌椎体转移个体化治疗磁共振评估 

 
李胜楠,王红坡,董海彦,王清华,王会冲 

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453100 

 

【摘要】  目的：磁共振评估卵巢小细胞癌椎体转移个体化治疗效果   材料和方法：女 

69岁，以“下腹部疼痛 2月余”为主诉入院，无恶心呕吐等不适。15岁来潮，45岁绝经，育

2儿 2女均体健。既往患“高血压、糖尿病”10年余。B超提示右侧卵巢囊肿。术中探查考虑

恶性肿瘤，随行“子宫全切+双附件切除”。术后病理示右侧附件高度恶性肿瘤，考虑高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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浆液乳头状腺癌。病人术后出现腰酸腰疼症状，给予止痛药物效果不佳。遂行腰椎 MR检查示

腰骶椎椎体及附件多发斑点状、斑片状及团片状低 T1低 T2信号，压脂 T2像呈亮信号改变，

提示转移。给予紫杉醇 210mg ivgtt d1,卡铂 400mg ivgtt d2化疗一周期，症状未见明显缓

解，复查腰椎 MR示腰骶椎椎体及附件多发异常信号未见明显变化。回顾分析病理切片考虑

（卵巢）小细胞癌伴腺成分，倾向肺型。改为 EP方案化疗，具体为顺铂 40mg ivgtt d1-3

天，依托泊苷 0.1 d1-4天，注意观察病情变化。结果：化疗三周期后复查腰椎 MR示腰骶椎椎

体及附件多发斑点状、斑片状及团片状低 T1压脂亮 T2信号大部消失，部分显示病灶信号较前

浅淡。病人主诉腰酸腰疼症状较前明显缓解。卵巢小细胞癌是一种非常罕见的高度恶性肿瘤，

包括高血钙型和肺型。肺型主要见于绝经后妇女。本病例病理为卵巢小细胞癌肺型，术后出现

腰酸腰疼症状，腰椎 MR提示椎体转移。骨转移多为经血性转移，多发生在富含红骨髓的部

位。早期转移瘤侵犯骨髓时，不造成明显的骨质破坏，CT 不能显示。MRI由于转移瘤与脂肪性

黄骨髓有很高的信号对比，MRI检测骨转移的敏感性高，尤其是椎体的转移瘤。转移瘤在 T1WI

均表现为局灶性或弥漫性低信号，T2WI上根据成骨、溶骨的不同信号有所差异，溶骨型病灶

信号增高，而成骨性仍为低信号，混合型信号为高、低混杂。  结论：卵巢小细胞癌椎体转

移患者通过对比化疗前后磁共振表现变化可评估临床化疗疗效。 

 

 
EP-2011 

Evaluating the Efficacy of Cognitive Rehabilitation 

Therapy in Mild Alzheimer's disease by Quantitative 

Susceptibility Mapping 

 
Du Lei,Zhu Yijiang,Ma Guolin 

China-Japan Friendship Hospital 100029 

 

Background：Cognitive rehabilitation therapy refers to a method that can exercise 

short-term memory, long-term memory, visual spatial ability and so on through a 

new developed computer software. Quantitative susceptibility mapping (QSM) is an 

MRI technique that depicts and quantifies magnetic susceptibility sources, and 

iron is the main source of magnetic susceptibility. Data from our preliminary 

study suggested that iron content of left caudate nucleus increased in mild 

Alzheimer's disease (AD), which correlates with disease progression. 

Purpose: To assess whether cognitive rehabilitation therapy can mitigate the 

progression of mild AD patients using QSM. 

Methods：61 patients with mild AD(55–78 years, right-handed) were collected from 

Beijing China-Japan friendship hospital, and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raining 

group(21 cases)and control group(40 cases)．The QSM data of baseline and 6 months 

later were acquired respectively in 3.0T MRI. The region of interest at the letf 

caudate nucleus was drawn manually and the magnetic susceptibility value was 

measured．Paired t test was used to examine whether the magnetic sensitivity value 

was different at baseline and 6 months in two groups. Independent t-test was used 

to test whether the magnetic sensitivity added value of the two groups was 

different in six months. 

Results：Baseline magnetic sensitivity value of left caudate nucleus show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wo groups (P >0.05). Both groups had increased 

magnetic sensitivity value six months later (P <0.05). The magnetic sensi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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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ed value of the training group was less than the control group in six months (P 

<0.05). 

Conclusion：Cognitive rehabilitation therapy can delay the progression of mild AD 

patients. The iron content of the caudate nucleus is increasing over time, and QSM 

can quantitatively detect the slight variation of caudate nucleus in mild AD 

patient. 

  

 

 
EP-2012 

3D T1 黑血序列结合曲面重组技术在颈部血管的应用价值 

 
谢欢,陈金华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野战外科研究所 400042 

 

目的：探讨核磁共振成像（MRI）3D T1 黑血序列结合曲面重组在颈部血管斑块、狭窄及栓塞

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收集我院 2016年 3月-2017年 6月行核磁共振（MRI）3D T1 黑血序列检查，并通过临

床诊治证实颈部血管斑块、狭窄及阻塞塞的患者 10例作为研究对象。年龄 52-81岁，平均

（60.8±12.1）岁。患者因头昏、四肢无力、偏瘫入院。采用 SIEMENS公司 VERIO  3.0T超

导型磁共振扫描仪，使用头颈部相控阵线圈，患者取仰卧位，平静呼吸。10例患者均先行常

规头颈部检查，然后行 3D T1 黑血序列对颈部进行扫描，层厚 0.8 mm，TR 700ms，TE 11ms，

矩阵 512×512，FOV 215×215。扫描完毕后，将 3D T1 黑血序列薄层图像调入西门子 3D后

处理选项卡中进行曲面重组后处理。首先通过曲面重组技术将靶血管壁全程在同一平面进行显

示，然后通过 3D多平面重组技术对靶血管管腔狭窄处进行垂直显示，分析血管的狭窄程度。 

结果：颈动脉血管斑块性狭窄 5例、椎动脉斑块性狭窄 4例、椎动脉堵塞 1例。此 10例患者

通过核磁共振（MRI）3D T1 黑血序列结合曲面重组技术可在同一平面清晰的显示颈部血管壁

全程的情况，再通过 3D多平面重组技术对靶血管斑块、狭窄及栓塞处进行垂直分析，准确的

得出了其狭窄程度。 

结论：3D T1 黑血序列通过其流空效应可清晰的显示颈部靶血管壁及管腔的情况，其也是血管

壁成像的一个主要方法，曲面重组后处理技术为颈部血管壁的分析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方法，很

好的弥补了核磁共振血管壁成像后处理分析的短板，值得临床进行推广。 

  

 

 

EP-2013 

DWI 背景抑制技术结合磁化转移技术在肝脏疾病的应用价值 

 
谢欢,陈金华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野战外科研究所 400042 

 

目的：探讨 DWI背景抑制技术（DWIBS）结合磁化转移技术(MTC)对提升肝脏疾病显示率和 DWI

图像信噪比的应用价值。 

方法：搜集我院 2017年 3月-2017年 6月行上腹部核磁共振检查的 30例患者作为研究资料，

此 30例患者均采用西门子 Aera 1.5T超导磁共振扫描仪进行扫描，线圈采用 16通道体部相控

阵线圈。此 30例患者行肝脏核磁共振检查 DWI序列扫描时，均先采用常规 DWI序列进行扫

描，再采用 DWI背景抑制技术（DWIBS）结合磁化转移技术(MTC)进行扫描。得出的图像分为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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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组和改进组两组，主观上两组图像质量高低由我科高年资医师进行评估，两组计数资料行卡

方检验。客观上分别测量两组图像的信噪比进行自身对比比较。 

结果：肝脏 DWI序列成像改进组图像质量从主观上观察明显优于常规肝脏 DWI图像质量，并且

改进组对肝脏细小病变的显示也明显优于常规组，两组计数资料行卡方检验，P＜0.05，差别

具有统计学意义。从客观上分别测量改进组和常规组肝脏病变信噪比，分别进行自身对比比

较，改进组信噪比明显高于常规组信噪比。 

结论：肝脏 DWI检查技术结合背景抑制技术和磁化转移技术可以明显提高肝脏 DWI图像质量和

信噪比，其不但提高了对肝脏细小病变显示率，还明显提高了肝脏病变的信噪比，进而也提高

了医生的正确诊断率，从而更加有利于临床医生对患者进行诊治和评估，值得临床进行推广。 

 

 

 
EP-2014 

ASL 在评价颈动脉狭窄性脑血管病术后效果的初步应用 

 
方键

1
,方键

1
 

1.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2.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目的 有研究表明，颈内动脉严重狭窄、阻塞后，受累区域血管自动调节扩张，患侧的大脑灌

注压（CPP）下降，CBV增高，MTT延长，CBF下降。颈动脉狭窄、闭塞的临床症状严重程度各

异，仅凭动脉狭窄程度并不能完全预测远端血流动力学状况。综合考虑脑灌注情况及临床表现

对临床治疗计划的制定至关重要。常规的灌注成像需要注射造影剂，具有一定的创伤性。而动

脉自旋标记(ASL) 是一种通过射频脉冲改变血液的磁化矢量作为一种内源性造影剂的成像方

法。可以无创、定量的检测组织的灌注情况。进而探讨对颈动脉狭窄性脑血管病支架术后效果

的应用价值。 方法 颈动脉狭窄 25例,男 15例,女 10例。年龄 50～78岁,平均 60岁。25例

患者单侧颈内动脉狭窄程度≧70%。先行 MR颈部动脉 TOF扫描，然后行颅脑常规检查、ASL检

查，再进行血流动力学参数采集及统计学分析。磁共振机型为西门子 3.0T trio ，ASL扫描采

用 PICORE脉冲序列，TI=1800ms，TR=2500ms，TE=11ms，矩阵 64 x64；患者于 MR检查后 1周

内接受颈动脉支架成型术。术后一周内再行 ASL检查，应用 spm软件处理图像得到 rCBF 参数

图，选择大脑中动脉供血区域灰质作为测量部位，对称性选取 ROI，测量该区域的 rCBF 值，

并将术前、术后相同区域的 rCBF数值进行比较；采用 SPSS 软件行配对 t检验。 结果 (1)术

前 25例患者患侧与健侧区域 rCBF数值有明显差异（P＜0.02）； (2)术后 25例患者患侧与对

侧区域 rCBF数值进行比较，无显著性差异（P＞0.05），有较好的一致性； 3)术后 25 例患者

患侧区域 rCBF数值较术前相应 区域有显著差异(P＜0.03)，术后较高。 结论 25例患者术前

及术后患侧区域 rCBF数值比较，有显著差异， 术后患侧与健侧区域 rCBF值有较好的一致

性。 这对评估术后效果提供了较好的佐证。 ASL可用于颈动脉狭窄性脑血管病 术后效果的

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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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015 

MRI 和经阴道超声在直肠阴道隔子宫内膜异位症中 

的诊断价值比较 

 
王曼頔,陆菁菁,戴毅,夏宇 

北京协和医院 100730 

 

目的：探讨磁共振成像（MRI）和经阴道超声（TVS）对诊断位于直肠阴道隔的深部浸润型子宫

内膜异位症（DIE）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回顾性分析 35例经手术病理证实存在直肠阴道隔 DIE的患者，且术前均行 TVS和 MRI

检查，将影像诊断结果与腹腔镜手术病理对照，同时评价 MRI对于子宫直肠凹粘连、封闭及子

宫骶骨韧带 DIE的临床诊断效能。 

结果：MRI诊断直肠阴道隔 DIE的准确性为 62.9%（22/35），TVS诊断准确性为 28.6%

（10/35）。35例 DIE患者中，MRI诊断子宫直肠凹粘连、封闭的敏感性为 71.4%（10/14），

特异性为 61.9%（13/21），准确性为 65.7%（23/35），MRI诊断子宫骶骨韧带 DIE的敏感性

为 47.6%（10/21），特异性为 87.8%（43/49），准确性为 75.7%（53/70）。 

结论：MRI检查与 TVS相比在诊断直肠阴道隔子宫内膜异位症方面有较高的准确性，可以在术

前对病变进行准确定位与评估，同时对于诊断子宫直肠凹粘连、封闭有较高敏感性，对指导手

术治疗有一定帮助。 

  

 

 
EP-2016 

动态增强磁共振与扩散张量成像对前列腺中央区良恶性结节

的诊断价值 

 
宋惠贞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646000 

 

目的 研究动态增强磁共振扫描（DCE-MRI）、扩散张量成像（DTI）及两者联合对前列腺中央

区良恶性结节的诊断价值。资料与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5 年 9 月－2016 年 12 月期间在

石河子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行前列腺 MRI 扫描的 49 例前列腺中央区有结节样异常信

号患者。所有研究对象均行磁共振 T2WI、DTI 及 DCE 扫描。经病理学证实，57 例中央区结

节样本中 21 例为前列腺癌（PCa）、36 例为良性前列腺增生（BPH）。分别测量结节的 

FA 值、ADC 值、峰值时间（TTP）、强化率（SImax）、曲线斜率值（R），描述时间 - 信

号强度曲线（TIC），比较各参数在 PCa 与 BPH 之间的差异，并进行 ROC 曲线分析。结

果 PCa 组与 BPH 组的 FA 值、 ADC 值、TTP 值、R 值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SImax 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PCa 的 TIC 曲线类型以速升下降

型为主，BPH 曲线类型以平台型为主。DCE、DTI 及两者联合诊断的 ROC 曲线下面积

（AUC）分别为 0.87（95% CI ：0.751~0.942），0.85（95% CI ：0.734~0.933）

和 0.94（95% CI 0.837~0.983）。 结论相比于 DTI 以及 DCE 分别诊断前列腺中央区

良恶性结节，两者联合诊断具有更高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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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017 

MOXI 对不同种类脑肿瘤代谢状态的功能性研究 

 
刘仕杰,张瑞平 

山西省肿瘤医院 030013 

 

背景：缺氧与肿瘤侵袭性、肿瘤对放射治疗的抗性、肿瘤生化治疗失败和肿瘤转移相关。不同

种类、不同级别的脑肿瘤具有相异的肿瘤微环境，肿瘤组织及周围组织的氧张力（PO2）测量

反应其代谢状态，同时可以评估氧供应不足导致的后果。 

目的：1H-MR血氧定量成像（MOXI）可以非侵入性测量脑组织的氧张力。 

方法：对 40例临床组织学证实为脑肿瘤的患者行 MRI扫描，扫描序列包括 MOXI、常规 MRI、

定量 T1-和 T2-mapping和多 b值 EPI-DWI。T1-mapping 采用多个翻转角梯度回波序列，T2-

mapping采用 CPMG序列。肿瘤的 PO2使用 MOXI算法获得。由于 PO2的 MOXI是基于 IVIM扩散

和多自旋回波 CPMG序列弱场扩散模型对血液 R2弛豫的依赖性。 

结果与讨论：结果显示不同肿瘤中 PO2水平具有显著差异，肿瘤内和肿瘤周围的 PO2分布可以

通过 MOXI清楚地显示出来。这种方法可以对脑肿瘤微环境及代谢状态初步评估，从而可以预

测其生物学行为及治疗反应性。 

  

  

 

 
EP-2018 

多发性硬化伴发记忆障碍的临床和磁共振研究进展 

 
顾瑶,李咏梅,尹平,韩永良,付嘉亮,孔丽娜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多发性硬化是常见的中枢神经系统脱髓鞘疾病，可伴发多种记忆障碍。目前对多发性硬化各方

面已有较为深入的认识，但其伴发的记忆障碍研究较少，故本文就多发性硬化伴发记忆障碍相

关临床及磁共振成像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EP-2019 

磁共振扩散加权成像不同模型在大鼠脑内的重复性研究 

 
卢毅,王雪,陈晓珺,黄小燕,宋娇,严志汉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育英儿童医院 325027 

 

目的：比较表观扩散系数（ADC）模型、体素内不相干运动（IVIM）模型、扩散峰度成像

（DKI）模型及拉伸指数模型四种磁共振扩散加权成像（DWI）模型在大鼠脑内的重复性情况。

分析 ADC模型在不同脑区的重复性差异。 

方法：雄性 SD大鼠 14只（315-360g）麻醉后，采用自旋回波-回波平面成像（SE-EPI）序

列，进行 DWI扫描。b值采用 0、30、100、200、400、1000、1500、2000 s/mm
2
。间隔 24小

时，运用同样的扫描参数进行二次扫描。选取额顶叶皮层、纹状体、胼胝体及海马作为感兴趣

区（ROI），进行磁共振信号衰减曲线与四种扩散模型的拟合，获取相应模型的参数信息。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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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者内变异系数（intra-subject CV）和 Cronbach's Alpha 评估前后两天的组内变异。

Bland-Altman分析直观评估实验的重复性。 

结果：对比 14只大鼠的 56 个脑区 DWI不同模型参数间隔 24小时的差异，发现 D
*
、Kapp和α

有差异（p<0.05）。ADC、D、f、Dapp和 DDC无差异（p>0.05）。ADC模型、DKI模型和拉伸指

数模型中扩散率相关参数，ADC、Dapp和 DDC，前后两天的 Cronbach's alpha均大于 0.7，

intra-subject CV小于 5%；LA小于 0.15 ×10
-3
 mm

2
/s。IVIM模型所有参数，D、f和 D

*
，

Cronbach's alpha均小于 0.5，intra-subject CV大于 40%，LA大于 0.4×10
-3
 mm

2
/s。4个

ROI的 ADC参数重复性比较，发现纹状体 intra-subject CV和 LA最低，胼胝体 intra-

subject CV和 LA最高。 

结论：大鼠 DWI不同模型参数的 24小时重复性结果存在差异，ADC模型重复性最好，IVIM模

型最差。不同 ROI的 ADC值重复性也有差异，纹状体重复性最好，胼胝体重复性相对较差。 

 

 
EP-2020 

磁共振管壁成像前后对比观察颈动脉斑块形态变化 

 
崔豹

1
,孙兴旺

1
,祝玉芬

1
,崔进国

1
,蔡剑鸣

2
 

1.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 

2.解放军总医院 

 

目的：前后两次观察颈动脉磁共振成像,初步探索性研究高血压患者颈动脉不稳定斑块的形态

学变化特征。 

方法：采用回顾性研究方法，纳入血管壁磁共振成像随访复查无新发脑卒中症状者，间期

≥0.5 年，基线检查最大厚度≥1.5 mm 颈内动脉斑块 65例，有斑块内出血（IPH）和（或）纤

维帽薄/破裂定纳入不稳定斑块组 47例，无 IPH和纤维帽薄/破裂纳入稳定斑块组 18例。双盲

评价影像资料，成像参数包括：（1）3D TOF：层数 24。（2）T1W：四翻转恢复快速自旋回波

“黑血”序列，TR/TI/TE 800 ms/600 ms/7.3 ms，层数 12。（3）T2W：层数 19。（4）各序

列视野 14 cm，矩阵 256×256，均以双侧分叉角中间高度为中心，层厚/间距 2 mm/0 mm。纤

维帽状态分为完整-厚、完整-薄及破裂。颈动脉重构指数（CRI）定义为管腔最狭窄层面血管

总面积与远端相对无动脉粥样硬化病变管腔层面血管总面积的比值。采用 t检验分析组内随访

前后管壁形态变化差异。CRI 测量一致性评估采用 Bland-Altman分析法。 

结果：颈动脉血管壁磁共振成像测量 CRI具有可重复性，不同观察者评估颈动脉重构程度一致

性良好。平均随访间期 1.84（0.52~3.82）年内，稳定斑块管壁面积及标准化管壁指数分别年

均增加 5.21%和 1.64%（P＜0.05）。不稳定斑块最大厚度、管壁面积及斑块层面血管外周横轴

面积分别年均增加 2.03%、5.43%和 4.92%（P＜0.05）。CRI随访前后无明显变化（P＞

0.05）。 

结论：1.8年内无新发症状原发性高血压患者斑块形态变化主要表现在：斑块最大厚度、管壁

面积及斑块层面血管外周横轴面积。不稳定斑块增厚及管壁面积增大值比稳定斑块较大，1.8

年内 CRI无明显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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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021 

PET/MR 在下咽癌的初步应用探究：SUV、ADC 与肿瘤分期 

 
孟昭廷,鲜军舫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100730 

 

目的：定量分析 PET/MR一体机在下咽鳞癌的成像价值及其在肿瘤分期方面的临床意义。 

材料和方法：入组 2017年 2-6月北京同仁医院头颈外科收治初发下咽癌患者 7名，全部为男

性患者，年龄范围为 35-67 岁、平均 52.4岁。全部入组患者均经病理结果证实为下咽鳞癌，

卡氏功能评分＞60分，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为 PET/MR扫描禁忌症如血糖水平

≥8mmol/L、体内金属异物、幽闭恐惧症等。患者至少空腹 6h以上后进行检查，扫描仪器采用

3.0T Signa ToF- PET/MRI (GE Healthcare, Waukesha, WI, USA)，示踪剂 18F-FDG 

（0.1mCi/kg），PET扫描范围为颅顶至大腿上部，诊断性 MR扫描序列包括平扫横断面 T1WI 

FSE (TR/TE 420ms/14.148ms, NEX 1, 矩阵 384×256, FOV 22mm,层厚/层间距 5mm/1mm), 横

断面 T2WI FRFSE (TR/TE 5200ms/93.636ms,NEX 2,矩阵 512×256,FOV 22mm,层厚/层间距 

5mm/1mm)，STIR-DWI (b=800s/mm2)。由两位诊断医师共同勾画 ROI区域，避开肿瘤囊变、坏

死区域，测量所见病灶的 ADCmin及 SUVmax，并结合患者的肿瘤 TNM分期进行相关性分析。 

结果：7例入组下咽癌患者中有 1位发生肺部转移，颈部下咽占位所测得 ADCmin平均为

（0.793±0.274）×10-3mm2/s，SUVmax平均为 14.637±4.238。Pearson相关分析显示，

SUVmax与 ADCmin及 TNM 分期、临床分期间未见明确相关性（p＞0.05）。 

结论：PET/MR在下咽癌病灶识别、远处转移诊断及临床分期上具有一定的价值，能够同时显

示肿瘤结构与功能、代谢相关信息，而影像学指标间是否存在相关性、影像学因子是否可进行

远期生存预测还需进一步研究。 

 

  

 

EP-2022 

磁共振 DKI 在脑星形细胞瘤分级的应用研究 

 
谭艳,张辉*,王效春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030001 

 

目的 研究 MRI扩散峰度成像（DKI）在脑星形细胞瘤分级中的诊断价值，及其与增殖细胞核

抗原（PCNA）相关性研究。材料与方法 收集经手术病理证实脑星形细胞瘤 60例，低级别组

（WHO I-Ⅱ级）25例，高级别组（WHO Ⅲ-Ⅳ级）35例。患者术前行常规 MRI扫描及 DKI 扫

描，测定肿瘤实质区平均弥散峰度 (MK)值、轴向弥散峰度 (Ka)值及径向弥散峰度 (Kr)

值；术后标本行 PCNA免疫组化染色。应用 One-way ANOVA比较组间 DKI各参数值、PCNA 表达

水平差异，ROC曲线分析比较 DKI各参数的诊断效能，Spearman相关分析研究 DKI各参数值与

PCNA的相关性。结果 高级别组瘤体的 MK、Kr、Ka值高于低级别组（P＜0.05）；Ka、MK、

Kr值鉴别高、低级别脑星形细胞瘤 ROC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 0.924、0.875、0.799，界

值分别为 0.434、0.437、0.433，敏感性分别为 100%、100%、94.4%，特异性分别为 87.5%、

75%、75%。高级别组瘤体 PCNA（60.8％±14.5％）的表达显著高于低级别组（25.3％±8.6

％）（P=0.001）。MK值(r=0.890；P=0.003)、Kr值(r=0.836；P=0.015)及 Ka值(r=0.802；

P=0.005)与 PCNA表达水平呈显著正相关。结论 DKI可以鉴别高低级别脑星形细胞瘤，DKI参

数与脑星形细胞瘤 PCNA表达呈显著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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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023 

DTI 对缺血性脑卒中患者神经功能恢复评价的临床应用 

 
吴晓峰,张辉,王效春,谭艳,秦江波,王乐,张磊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影像科 030001 

 

摘要：目的：分析缺血性脑卒中患者的磁共振扩散张量成像（DTI）参数特点，探讨 DTI对脑

卒中神经功能恢复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搜集 2014年 5月到 2015年 5月就诊于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并诊断为脑梗死患者 38

例，其中男 20例，女 18例，年龄 52-78岁，平均年龄 63.8岁，病灶部位包括：桥脑 3例、

丘脑 2例、基底节区 21例、胼胝体 5例，额叶 6例，颞叶 1例；所有患者均为初次发病，临

床表现均有一侧肢体不同程度运动功能障碍，部分患者有言语不利、同侧面部中枢性偏瘫、四

肢肌力减退等。采用 GE Signa HDx 3.0T 超导型磁共振扫描仪，头颈联合线圈进行扫描，扫

描序列包括 T1WI、T2WI、flair、DWI和 DTI序列，所得 DTI 数据传输到 GE  AW4.4 工作中 

Functool 软件对数据进行后处理，在病灶侧及健侧划定感兴趣区，测定 FA值，并重建 DTT，

经两名高级职称医师进行图像分析与评价，对比不同发病时期、不同部位脑梗死患者 FA 值的

差异，并按照纤维束的损伤程度对重建后的 DTT图像进行分级。 

结果：1、不同部位梗死侧 FA值均较健侧明显降低（P<0.05）；2、梗死时间呈一定规律性变

化：在急性期患侧 FA值较对侧可轻度升高或轻度降低，亚急性期、慢性期明显降低、慢性期

持续降低的规律；3、皮质脊髓束走行自然、形态完整的 8例；皮质脊髓束受压、推移、稀疏

的 19例；皮质脊髓束中断的 11例。 

结论：DTI显示的梗死灶范围较常规 MRI成像更加准确、清晰，DTT分级探讨皮质脊髓束损伤

程度与肌力恢复的关系，评价不同时期、不同部位脑梗死患者的预后和功能康复有重要的临床

应用价值。 

  

 

 
EP-2024 

非典型性脉络丛乳头状瘤的 MRI 诊断 

 
吴晓峰,张辉,王效春,谭艳,秦江波,王乐,张磊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影像科 030001 

 

摘要：目的：分析非典型脉络丛乳头状瘤的的临床与影像学表现特点，以提高临床对本病的认

识。 

方法：收集经我院病理证实的 5例非典型性脉络丛乳头状瘤，结合相关文献分析其 MRI表现。

5例病例术前均行头颅 MRI 平扫及增强扫描，均为单发肿瘤。其中男性 3例，发病年龄分别为

10岁、26岁、42岁；女性２例，发病年龄分别为 1６岁、27岁。临床症状包括：头痛、眩

晕、走路不稳等，其中，3 例位于侧脑室，１例位于第四脑室，１例位于左侧桥小脑角区。 

结果：5例非典型性脉络丛乳头状瘤中，2例呈囊实性改变，实性部分 T1WI呈稍低信号，T2WI

呈稍高信号，增强后实性肿块、囊壁及分隔呈明显强化；3例呈菜花状生长的实性肿块，T1WI

呈稍低信号，T2WI呈稍高信号，增强后肿块呈中－重度均匀强化；位于桥小脑角区的病例呈

不规则状并沿 Luschka孔塑形生长。3例伴瘤周水肿，2例可见“囊泡征”。1例 CT表现密度

稍高，可见钙化。 

结论：非典型脉络丛乳头状瘤具有一定的影像学特点，表现为肿块边界较清楚，脑组织浸润、

瘤内囊变、出血等恶性征象较少见。位于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1714 

 

脑室或桥小脑角区的“菜花状”肿块，呈塑形式生长，明显强化，肿块周围可见“囊泡征”。 

  

 

 

EP-2025 

肛瘘并粘液腺癌 1 例 

 
史珊,杨学东,罗萍,方继良,石凤祥 

广安门医院 100053 

 

目的：总结本院 1例 54岁男性患者的肛瘘合并粘液腺癌的影像表现。  

方法：仔细观察患者盆腔 MR增强检查图象，追问其临床病史及临床表现，并追踪其治疗过

程。 

结果：患者 10年前及 2年前曾行肛瘘手术，4天前于当地医院行肛周感染切开引流术，术后

予抗炎治疗。临床视诊：肛缘 2-5点位可见一菜花样肿物隆起，大小约 2×3cm，表面糜烂破

溃，可见少量粪便从破溃处流出，肛缘 5点位距肛门约 5cm可见一破溃，大小约 4×4cm，形

状不规则，表面皮肤呈黑褐色坏死改变，皮肤下可见黄色坏死筋膜组织覆盖。肛缘 9点位距肛

门约 1cm及 7点位距肛门约 3cm可见陈旧性手术疤痕，愈合良好。MRI盆腔增强检查示：乙状

结肠至肛门下方水平可见巨大团块样不规则长 T2信号影，DWI大部呈较高信号，ADC上大部呈

较高信号,其内见气液平面，最大层面显示大小约 132*132*102mm；病灶累及邻近肛管、直肠

壁、肛门外括约肌及肛提肌；前列腺略受压；病变向后包绕骶尾骨，累及臀大肌及皮下脂肪，

达体表。增强扫描病灶呈花边状强化，内部未见明显强化。多项肿瘤标志物升高。经肛门取病

理示：（肛周组织）送检标本内可见异型增生的腺体和粘液池，考虑粘液腺癌。 

结论：MRI是最评价肛周解剖最准确的方法，可以评估肛周脓肿、肛瘘的程度和是否恶变。粘

液腺癌影像表现为 T2高信号，肿瘤内见实性成分，内部网格状强化，周围无纤维包膜，肿瘤

周边区域可见强化；肿块和肛门间见瘘管，局部淋巴结增大。鉴别诊断主要与肛周脓肿相鉴

别，肿瘤内实性成分及网格状强化是其主要鉴别点。  

 

  

 

 

EP-2026 

Predictive value of MRI Carotid plaque on ischemic 

cerebrovascular event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

analysis  

 
zhang guirong,Ma Shaohui,Zhang Ming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i'an Jiao Tong University 710061 

 

Background  Many studies have evaluated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carotid 

atherosclerotic plaque component and ischemic cerebrovascular events,the sample 

sizes of each study were small and the results remain uncertain and 

varied,therefore, we performed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to derive a 

more comprehensive estimate of carotid atherosclerotic plaque component on 

subsequent ischemic cerebrovascular events. Methods  Relevant articles published 

in English cohort study that focused on the risk association between carot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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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herosclerotic plaque(intraplaque hemorrhage, lipid-rich necrotic core and the 

thinning/rupture fibrous cap) and ischemic cerebrovascular events,were 

retrieved through Ovid MEDLINE,PubMed and the Cochrane Library through June 20, 

2017,we hand searched all reference and cited lists of all original study to 

identify any potentially relevant studies.Study selection,data extraction and 

assessment were carried out by 2 investigators.HR and 95%CIs were pooled to assess 

the risk.Subgroup were performed to explore whether different studies 

characteristics will affect the predictive risk. Results Twelve studies were 

available for this study analysis,the 11 studies are related to IPH , 5 studies 

for LRNC,4 studies for the TRFC.The hazard ratios with random effect model for IPH, 

LRNC and TRFC on subsequent ipsilateral ischemic cerebrovascular events were 

4.74(95%CI:3.29-6.84), 2.54(95%CI:1.40-4.63,P=0.002)and7.15(95%CI,3.34-

15.30,P=0.000), the combined HR 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no publication 

bias were exists.The HR between symptomatic and asymptomatic IPH subgroups 

is 7.87(95%CI:4.56-13.56,p=0.000) and 3.7(95%CI:2.74-5.01,p=0.000), 

the combined HR of TIA/stroke/AM and TIA/stroke subgroups with random effect 

are 9.4(95%CI:5-17.69,P=0.000) and 3.77(95%CI:2.82-5.04, 

P=0.000) , the combined HR of high and low male proportion subgroups with 

random effect model are 3.61(95%CI:2.67-4.86)and 7.43(95%CI:4.16-13.28),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other subgroups analysis were 

not statistically different.Conclusion Our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conclude that specifc carotid plaque elements of IPH,LRNC and TRFC,which display 

by MRI,are effective predictor index of ipsilateral ischemic events both in 

symptomatic and asymptomatic populations,IPH symptomatic patients have higher 

hazard ratio,it’s clinical evaluation are helpful for screening high-risk 

patients.The interpretation and extension of the results should be combined with 

this study,multiple study characteristics will affect the risk prediction strength. 

  

 

 
EP-2027 

3D HRMRI 血管管壁成像技术对 

颅内外血管狭窄病因学的初步研究 

 
周宏伟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1、目的：进行有症状和无症状 MCA狭窄斑块特征的 HRMRI对比研究。方法：选择 32例有症

状、14例无症状 MCA粥样硬化性狭窄患者,应用 3.0-T多序列对比增强 HRMRI技术,比较两组

患者的 MCA斑块特征。结果:患者管腔面积(lumen area, LA)没有显著差异(2.94±0.72 mm2vs 

3.16±0.86 mm2,P=0.355)。但是有症状 MCA狭窄组的血管面积(vessel area, VA)和管壁面积

(wall area,WA)明显大于无症状组。与无症状组相比,注射对比剂后斑块强化明显更多见于有

症状组(84.4% vs 35.7%, p=0.003)。结论:HR MRI可显示有症状和无症状 MCA粥样硬化性狭

窄的不同管壁特征。有症状 MCA狭窄在 HR MRI上显示具有更大的血管面积和管壁面积,更多见

斑块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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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目的;探讨有症状 MCA粥样硬化性狭窄的正性重构(positive remodeling, PR)与微栓子信

号(microembolic signals, MESs)的关系。方法:选择 36例有症状 MCA粥样硬化性狭窄患者,

使用 TCD进行 MESs监测,应用 3.0-T HRMRI技术采集质子密度加权成像(proton density 

weighted imaging, PdWI)。分析管腔最狭窄处血管管壁的重构模式、斑块形态及其与 MESs数

据的相关性。结果:36例有症状 MCA狭窄,其中 16例(44.4%) MCA最狭窄处表现为 PR。 PR组

的 VA和 WA明显大于非 PR组 P<0.0001 )。与非 PR组相比,MESs明显更多见于 PR组(62.5% vs 

15.0%,p=0.003)。结论:存在 PR病变的有症状 MCA狭窄更多见 MESs,提示可能更容易发生栓子

脱落。 

  

 

 
EP-2028 

前列腺癌小视野表观弥散系数与穿刺标本 Gleason 评分及肿

瘤累及组织百分比的相关性研究：与常规序列比较 

 
刘晓航,彭卫军,周良平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放射诊断科 200032 

 

目的 比较前列腺癌小视野表观弥散系数（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s，ADC）值与穿

刺标本 Gleason评分、肿瘤累及组织百分比的相关性。 

方法 31例病理证实前列腺癌患者行小视野及常规弥散加权成像（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 DWI）检查，以穿刺位置为单位，评价肿瘤可见性，测量所有前列腺癌的 ADC值并进

行比较，评价前列腺癌 ADC 值与 Gleason评分和肿瘤累及组织百分比的相关关系，并单独评估

不同百分比(10%以下、10-40%、40-70%和 70-100%)的穿刺标本 ADC值与 Gleason评分相关

性。 

结果 统计共 114处穿刺阳性位置的数据，小视野 ADC图上肿瘤可见率（100/114)明显高于常

规 ADC图(86/114)（p<0.05)。小视野与常规 DWI上全部前列腺癌样本 ADC值与 Gleason评分

呈负相关关系（p<0.05），累及组织 70-100%组前列腺癌 ADC值亦与 Gleason评分呈负相关

(p<0.05)，但其余各组无显著相关关系。前列腺癌 ADC值与累及组织百分比亦呈负相关关系

（p<0.05)，且相关度高于与 Gleason评分的相关性。 

结论  小视野前列腺癌 可提高肿瘤的显示率，但 ADC值同时受 Gleason评分及肿瘤百分比

影响，对 Gleason评分预测效果有限。 

  

 

 
EP-2029 

子宫平滑肌瘤病 MR 多模态影像诊断 

 
陈梓娴,南江,郭顺林,雷军强,郭奇虹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730000 

 

目的：  子宫平滑肌瘤病为有明确子宫肌瘤史,肉眼所见的平滑肌瘤延伸至血管腔隙内, 可

在小、中及大静脉内生长，光镜表现为良性平滑肌瘤组织侵入平滑肌瘤外的静脉内生长, 罕见

延伸至右侧心腔。通过 MR诊断该病的文献较少，本文重点讨论 CMR多模态序列对该病的诊断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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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回顾分析一例经病理证实的子宫平滑肌瘤经下腔静脉蔓延至右心房患者的 MR影像。综

合分析 MR的多种序列在该疾病中的诊断价值。49岁，女性，胸闷、气短 1年，加重伴双下肢

水肿 1月余。ECG:不完全右束支传导阻滞；Ⅲ、AVF导联异常 Q波。心脏超声示：下腔、右房

占位性病变。CTA示：子宫多发肌瘤，右侧卵巢静脉区-下腔静脉-右房肿物，增强可见强化，

右房肿物内可见强化血管影。MR ：子宫多发平滑肌瘤，病灶沿右侧卵巢静脉-下腔静脉-右房

蔓延生长,右房、下腔静脉段肿瘤与心脏及血管壁分界清晰，运动良好，右侧卵巢静脉段肿瘤

贴壁生长。术后病理示：瘤细胞梭形，呈束状或编织状排列，局部瘤细胞较丰富，排列较密

集。免疫组化：子宫肿物：SMA(3+)，CD10(1+)，ki67(<5%)，p53(0)，ckp(0)，右房肿物：

SMA(3+)，CD10(1+)，p53(0)，ki67(<5%)，Desmin(1+)，S-100(0)，EMA(0)，ckp(0)。 1、

（右房肿物）符合静脉内平滑肌瘤。2、子宫肌壁间及浆膜下弥漫性子宫平滑肌瘤病。 

结论：影像学检查对血管平滑肌瘤病的诊断及鉴别诊断具有一定价值，MR以其多序列、多角

度、多参数可以很好的显示病变的范围、信号特点，独具的 Cine电影序列，能准确判断肿瘤

的活动度及与血管的关系，与此同时延迟强化序列可进一步评价心肌组织特性，为手术方式的

选择及患者预后提供了准确的信息。 

  

 

 
EP-2030 

２型糖尿病患者后扣带回功能连接的静息态脑网络研究 

 
彭娟,罗天友,吕发金,李咏梅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目的 探讨 2型糖尿病（T2DM）患者后扣带回功能连接静息态脑网络的变化情况以及与糖尿病

微血管病变可能存在的相关性。方法 选取年龄、性别和教育程度相匹配的微血管病变组

（T2DM M
+
组）26例，非微血管病变组（T2DM M

-
组）22例、健康对照组(对照组)28例，进行

静息态 fMRI扫描，以后扣带回为种子点，比较 3组间脑默认网络（DMN）变化情况。结果 M
＋

组的左侧颞叶、左侧后扣带回、小脑后叶显示为功能连接降低，而 M
-
组除了左侧后扣带回外，

还包括双侧额叶、左侧角回功能连接降低。2组病变的左右楔前叶及左右基底节区功能连接增

强。与 M
+
组比较，M

-
组与后扣带回功能连接降低脑区包括左右额上回、左侧角回。 结论 T2DM

患者 DMN中部分脑区功能连接减弱，部分代偿性增强，提示 DMN的连接效能降低、协调性紊

乱； M
+
组与 M

-
组 的 DMN脑区受累情况不同；这些改变可能是认知障碍的影像学基础。 

 

 
EP-2031 

临床结合多参数 MRI 评分模型对子宫肉瘤及不典型子宫肌瘤

的鉴别诊断 

 
毕秋,吕发金,肖智博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目的：寻找能够鉴别子宫肉瘤及不典型子宫肌瘤的临床指标、MRI定性及定量参数，得出子宫

肉瘤的预测指标，并对其量化评分。 

方法：在 2011年 6月至 2016 年 12月间，收集到由我院病理证实的 96例子宫肉瘤和 88例不

典型子宫肌瘤的临床资料，术前曾行 MRI扫描并符合条件的有 63例子宫肉瘤和 79例不典型子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1718 

 

宫肌瘤。分析并比较两组肿瘤在临床参数、MRI定性图像特点、DWI及增强定量参数方面的差

异性，通过逻辑回归等统计学方法计算出术前预测子宫肉瘤的参数评分。 

结果：单变量分析证明患者年龄、临床症状、肿瘤部位、形态、前后径、边界、实质 T2WI信

号、mADC（平均表观扩散系数）值、minADC（最小表观扩散系数）值、TIC（时间-信号强度曲

线）均能准确区分子宫肉瘤及不典型子宫肌瘤（P均＜0.001）。通过多元逻辑回归模型及参

数估计最后得出：年龄＞50.5 岁（1分）、以阴道流血流液为主诉（3分）、病灶主要位于宫

腔（4分）、边界不清（4分）、实质存在 T2WI稍高信号（2分）、minADC值＜0.951×10
 -

3
mm

2
/s（4分）均能用于术前预测子宫肉瘤。当总评分≥8时，敏感性、特异性、准确性、阳性

及阴性预测值分别为 90.5%、98.7%、95.1%、98.3%、 92.9%。 

结论：临床结合多参数 MRI 制定出的子宫肉瘤预测评分模型能够准确区分子宫肉瘤及不典型子

宫肌瘤，以利于治疗方式的选择。 

  

 

 

EP-2032 

多参数磁共振成像在脑胶质细胞瘤鉴别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杨又源,张伟国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400042 

 

目的：探讨磁共振动态对比增强扫描（DCE-MRI）和磁共振磁敏感对比增强（DSC-MRI）在胶质

母细胞瘤（Glioblastoma Multiforme, GBM）与颅内单发转移瘤、淋巴瘤、血管母细胞瘤其他

颅内恶性肿瘤鉴别中的诊断价值 

方法：选择 2012年 2月到 2017年 6月接受手术治疗以后确定病理类型的胶质母细胞瘤患者

20例，单发转移瘤 18例，淋巴瘤 14例，血管母细胞瘤 10例，均进行 DCE-MRI及 DSC-MRI扫

描，两者扫描时间间隔 24小时，获取 PSR、Ktrans及 AUC值，通过 ROC曲线分析得到各组之

间两种参数的诊断效能并进行归纳总结。 

结果：胶质母细胞瘤的 PSR 值低于转移瘤、淋巴瘤（P<0.05），ROC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776

和 0.982。转移瘤的 PSR值低于淋巴瘤（P<0.05），ROC曲线下面积为 0.993。四种肿瘤的

Ktrans值之间均无明显差异（P>0.05）。另，胶质母细胞瘤的 AUC值高于转移瘤

（P<0.05）、低于淋巴瘤（P<0.05），ROC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883和 0.734，转移瘤的 AUC

值低于淋巴瘤（P>0.05），ROC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684。 

结论：结合参数 PSR值、AUC 值及常规 MRI增强扫描可以区分胶质母细胞、单发转移瘤及淋巴

瘤，而均无法区别血管母细胞瘤，Ktrans值对于这四种肿瘤无法明确鉴别，这对于术前无创

性评价肿瘤类型采用的磁共振参数具有临床指导价值。 

 

 

EP-2033 

多 b 值弥散加权成像 ADC 值对前列腺癌的诊断价值对比研究* 

 
徐佳佳,王红,闵朋,刘四斌 

荆州市中心医院 433000 

 

 评价 3.0T MR多个不同 b值扩散加权成像中的表观弥散系数（ADC）对前列腺癌的诊断价

值，确定最佳诊断准确性的 b值及对应 ADC值的诊断界值、敏感性和特异性。 方法  本研究

回顾性地分析 52例经病理证实为前列腺疾病的患者，包括前列腺癌 28例和前列腺增生 24

例，并以 20例正常前列腺 MRI做为对照。所有患者及对照组均行 MRI常规扫描序列（TIW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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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WI）和多 b值 DWI检查（b值=0s/mm
2
、500s/mm

2
、1000s/mm

2
、1500s/mm

2
、2000s/mm

2
、

2500s/mm
2
）。统计并比较不同 b值时前列腺良、恶性组织及正常前列腺之间 ADC值的差异，

通过受试者工作曲线（ROC）分析，确定具有最大曲线下面积（AUC）的 b值，并计算相应诊断

界值、敏感性和特异性。 结果  不同 b值 DWI前列腺癌与前列腺增生组织、前列腺癌与正常

前列腺平均 ADC值间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前列腺增生与正常前列腺组织平

均 ADC值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当 b值为 2000s/mm
2
时,AUC最大（0.963），其对

应的诊断界值、敏感性和特异性为 0.847×10-3s/mm
2
,100%,86.2%。结论  高 b值

（b=2000s/mm
2
）DWI具有对前列腺癌的最高诊断准确性，它对应诊断界值有助于前列腺疾病的

鉴别诊断，并具有较高的敏感性和特异性。 

  

 

 
EP-2034 

TRANCE 技术诊断下肢静脉曲张病变的应用价值 

 
刘新云,李金锋,张爱莲,胡坚兴 

解放军总医院 100853 

 

［摘要］目的 研究心电触发非对比增强 MR血管成像（TRiggered Angiography Non-

contrast Enhanced、TRANCE）技术在下肢静脉曲张疾病诊断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选取临床

可疑下肢静脉曲张病变患者 28例行下肢血管 TRANCE检查。检查范围包括髂总静脉、左右髂外

静脉、左右股总静脉、左右股浅静脉、左右腘静脉、左右胫前静脉、左右胫后静脉、 左右腓

静脉。TRANCE 检查结果同时与超声和数字减影血管成像（Digital Subtraction Angiography, 

DSA）结果进行对比。结果 28例患者图像均能清晰显示下肢静脉及其分支共 453段，图像质

量评分结果诊断率 95％；由于血管段与段之间的拼接问题导致 3例患者的右侧髂外静脉、2例

患者的左右腘静脉显示欠佳，4例患者小腿严重水肿所致其左右胫前胫后静脉显示欠佳，通过

与 DSA对比，显示欠佳的血管段均不影响静脉曲张病变处的诊断。28例患者中 TRANCE检查提

示 6例髂总静脉段血栓形成，而Ｂ超检查无法清晰完整显示及诊断。28例患者同时进行 DSA

检查，TRANCE检查显示静脉曲张病变结果与 DSA符合，其中 2例 TRANCE提示髂总静脉起始段

血栓者 DSA造影显示正常。结论 TRANCE技术诊断下肢静脉曲张病变具有无创、安全、无辐

射、图像准确直观等优点，值得临床推广。 

  

 

 
EP-2035 

Native T1 mapping in the Assessment of Hypertensive 

Patients with Left Ventricular Hypertrophy compared 

with Different Late Gadolinium Enhancement Patterns 

 
shi ruo-yang,An Dong-aolei,Yao Qiu-ying,Yin Yan,Hu Jiani,Jiang Meng,Xu Jian-rong,Wu Lian-ming 

Ren Ji Hospital，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200127 

 

Aim: To investigate T1 mapping by cardiovascular magnetic resonance in the 

detection of diffuse fibrosis between controls and hypertensive patients with left 

ventricular hypertrophy (HTN-LVH) and to deter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duced peak systolic and early diastolic strain r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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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erial and Methods: T1 mapping was performed in 10 LGE+ HTN-LVH subjects (mean 

age, 55.10±2.85 years), 19 LGE- subjects (mean age, 56.21±3.22 years) and 14 

healthy controls (mean age, 53.22±3.17 years) on a 3.0 T MR using a modified 

look-locker inversion-recovery (MOLLI) pulse sequence. Mean T1 value, 

extracellular volume fraction (ECV) and circumferential strain parameters were 

determined for each subject. 

Results: Overall, HTN-LVH subjects had higher native T1 values (1201.37±61.62) 

and ECV (0.28±0.02) than healthy subjects (1131.06±26.62 and 0.24±0.03), 

(p<0.05). In subgroup analysis, HTN-LVH LGE+ subjects had the highest native T1 

value among the three groups. HTN-LVH LGE+ subjects had a higher ECV than the LGE- 

subjects. HTN-LVH LGE- subjects had a higher ECV than healthy subjects (p<0.05). 

Peak systolic circumferential strain and early diastolic strain rates were reduced 

in the HTN-LVH LGE+ subjects compared with the HTN-LVH LGE- and healthy subjects 

(p<0.05). The reduced peak systolic and early diastolic circumferential strain 

rates were associated with increased levels of ECV and native T1 values among all 

subjects. 

Conclusion: Compared with the HTN-LVH LGE- and healthy subjects, the HTN-LVH LGE+ 

subjects had a longer native T1 and higher ECV, as well as an associated reduction 

in the early diastolic strain rate and peak systolic circumferential strain. 

Assessment of native T1 and ECV provides a noninvasive tool in the assessment of 

diffuse fibrosis in HTN LVH LGE+ and HTN LVH LGE- subjects. 

  

 

 
EP-2036 

大脑中动脉分布区脑梗死模式的分析研究 

 
张桂荣,麻少辉,张明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710061 

 

摘要 目的 探索影像学梗死模式在判定动脉粥样硬化性大脑中动脉分布区梗死患者的责任血

管及发生机制中的临床价值及局限性。 资料与方法 连续性回顾我院 105例急性大动脉粥样

硬化性大脑中动脉分布区梗死患者的临床及影像资料，按血管检查分为颈内动脉梗死组与大脑

中动脉梗死组，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资料及不同狭窄程度下的脑梗死模式并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轻、中及重度颈内动脉狭窄与大脑中动脉患者的梗死模式没有统计学差异；大脑中动脉

闭塞梗死组患者发生穿动脉梗死比例高于颈内动脉闭塞组，P＜0.05。 结论 不同狭窄程度的

颈内动脉与大脑中动脉的梗死模式没有明显统计学差异，仅通过影像学梗死模式，无法确定大

脑中动脉分布区脑梗死患者其责任血管是同侧颈内动脉还是大脑中动脉。这类研究根据血管狭

窄情况确定病变血管使得两组间存在重叠，可能是导致大多数研究结果阴性的的原因，所以脑

梗死模式临床价值研究依赖于后期更严谨的设计及大样本量的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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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037 

讨扩散加权成像和表观系数扩散（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ADC）值在鉴别间变型管膜瘤与非间变型室管

膜瘤中的价值 

郑瑞平,张勇,程敬亮,朱晨迪,汪卫建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摘要】目的  探讨扩散加权成像和表观系数扩散（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ADC）值在鉴别间变型管膜瘤与非间变型室管膜瘤中的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经手术病

理证实的 52例室管膜瘤患者，其中非间变型室管膜瘤 27例，间变型室管膜瘤 25例。测量不

同肿瘤实质部分的最小 ADC 值、平均 ADC值、最大 ADC值，绘制 ROC曲线，预测鉴别间变型室

管膜瘤与非间变型室管膜瘤的最佳 ADC值。 结果 两种肿瘤的平均 ADC值和最大 ADC值均无

统计学意义，而最小 ADC值有统计学意义。间变型室管膜瘤的平均最小 ADC值最低，为

（0.808±0.190）×10
-3
mm

2
/s；非间变型室管膜瘤的平均最小 ADC值较高，为（1.093± 

0.365）×10
-3
 mm

2
/s。鉴别两种肿瘤的最佳 ADC值为 0.887×10

-3
mm

2
/s，敏感度 78.5%，特异

性 73.2%。结论 最小 ADC 值有助于间变型室管膜瘤与非间变型室管膜瘤的鉴别诊断。 

  

 

 
EP-2038 

A novel MR 3D Volume Interpolated examination for 

detection deep venous thrombosis compared with 

Doppler ultrasound 

 
FU Qing 

Union Hospital， Tongji Medical College，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430022， China 430022 

 

Objectives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evaluate image quality and diagnostic value of 
indirect MR venography scanned by T1 weighted gradient echo volume interpolated 

examination (VIBE) with spectral fat saturation and high-resolution Dixon fat-

suppressed VIBE for diagnosis of abdominal/pelvic/lower-leg deep venous thromboses 

(DVT) compared with Doppler ultrasound (DUS). 

Material and Methods Thirty-one consecutive patients with DVT identified by DUS 
were enrolled into this study to perform MRV scanning from inferior vena cava to 

ankle level after injection of contrast material.. Two radiologists in consensus 

evaluated detection of DVT in all vein segments and separately performed 

subjective image quality assessment for vein visualization and signal homogeneity 

by using a 5-point scale. Cohen’s kappa coefficient and Wilcoxon rank sum test 

were used for statistical analysis. 

Results Image quality scores of each venous segment between two radiologists 
showed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observer A: 4.87 ± 0.36, observer B: 4.89 ± 

0.31; p> 0.5). MRV detected 15.7% (57/363) more vein segments involved with DVT 
when compared with DUS.  Diagnostic agreement rate of DVT between DUS and MRV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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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or in left internal iliac vein, left deep femoral vein and left anterior tibial 

veins, moderate to excellent was shown in the other vein segments analysis. 

Conclusion This study showed the feasibility and superior diagnostic value of MR 
high-resolution fat-suppressed VIBE for DVT detection of the venous system with 

satisfying diagnostic image quality when compared with DUS. 

  

 

 

EP-2039 

Feasibility and Preliminary Experience of 

Quantitative T2* Mapping at 3.0 T for Aggressiveness 

Assessment of Bladder Cancer 

 
chen xiao-xi,Wang Fang,Wu Lian-ming,Wu Guang-yu,Xu Jian-Rong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Ren Ji Hospital，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200127 

 

 

OBJECTIVE: 

To prospectively assess the value of T2* mapping in characterizing aggressiveness 

of bladder cancer by using pathologic findings as the reference standard.  

METHODS: 

A multi-echo fast field echo (mFFE) sequence was performed for 32 consecutive 

patients that suffered from bladder cancer and underwent radical cystectomy or 

transurethral resection of bladder tumor (TURBT) at a 3.0T MR scanner. T2* mapping 

was obtained by exponentially fitting the pixel-vise signal intensity at different 

echo times for each slice. Generalized estimating equations were used to test the 

T2* value difference between low-grade and high-grade bladder cancer regions and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T2* value and T stage. 

RESULTS: 

The T2* values of the high-grade bladder cancer regions (mean: 65.52 + 0.95 m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P <0.001) than those of the low-grade bladder cancer 

regions (mean: 89.87+ 0.87 ms). Adopting a threshold value of 75.64 ms. A lower 

mean T2* value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a higher T stage (mean T2* values 

of [94.53, 78.34, 61.64, and 49.28] ms were associated with T1, T2, T3 and T4 

stage, respectively p<0.05). 

CONCLUSION: 

T2* mapping improves the accuracy of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low-grade bladder 

cancer and high-grade bladder cancer. T2* mapping can be a reliable sequence for 

preoperative evaluation of T stage urinary bladder c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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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040 

分数化运动模型在颅内肿瘤反常扩散中的初步研究 

 
王振熊,刘城霞,张巨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探讨 FM（Fractional Motion）模型在颅内肿瘤反常扩散中应用的可行性。 

方法：本研究前瞻性的收集了 38例经病理证实的脑肿瘤（包括脑膜瘤、胶质瘤、转移瘤）患

者，所有入组病人均进行 MRI成像，检查方法包括 DHI（FM模型对应的弥散序列）、常规 MRI

平扫及增强扫描。DHI弥散数据经过头动和涡流校正后，运用 FM模型进行图像后处理，从而

得到α、β、H参数图。利用独立样本 T检验，比较分析病变与对侧正常脑白质以及良恶性肿

瘤之间的 FM参数（α、β、H）的差异。以病理结果为参照，评价 FM模型在检出病变及鉴别

良恶性肿瘤中的效能。 

结果：38例脑肿瘤患者均顺利完成了 MRI扫描，并且进行了手术治疗获取了相应的病理结

果，其中脑膜瘤 10例、胶质瘤 20例、转移瘤 8例。FM参数（α、β、H）可以有效的区别病

变组织以正常组织（p值均小于 0.001）；另外，良性肿瘤的 α值明显比恶性肿瘤的，具有显

著的统计学差异（p值小于 0.001）。 

结论：FM模型不仅可以检出，而且可以有效的鉴别良恶性肿瘤。因此，FM模型能够为脑肿瘤

提供更精确的诊断，并且在脑肿瘤的分类及分级中具有巨大的潜能。 

  

 

 

EP-2041 

Diagnostic value of whole-body MRI with diffusion-

weighted sequence for detection of peritoneal 

carcinomatosis in colorectal malignancy 

 
Zhang H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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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Purpose of our study was to assess the diagnostic accuracy of whole-

body MRI with diffusion-weighted sequence (WB-DWI) to determine the peritoneal 

cancer index (PCI) in correlation with surgical and histopathological findings. 

Materials and methods: 12 of 15 patients underwent preoperative WB-MRI 

followed by cytoreductive surgery for primary tumors of the appendix (n = 4), 

colorectum (n = 8) and their peritoneal disease. A total of 156 regions were 

retrospectively reviewed by two experienced radiologists without the clinical 

information. The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accuracy were calculated at 13 anatomic 

sites. The WB-DWI PCI and PCI type were compared with surgical and 

histopathological findings. 

Results: The paired t test resulted in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WB-

DWI PCI and surgical PCI (P = 0.115). WB-DWI correctly predicted the PCI type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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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of 12 patients with a high accuracy of 91.7%, including 6 of 6 patients with 

small-volume tumor, 4 of 5 patients with moderate volume tumor, and 1 of 1 

patients with large-volume tumor. WB-DWI correctly depicted tumors in 65 of 79 

regions with 14 false-negative regions and 18 false-positive regions. The overall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and accuracy of WB-DWI for the detection of peritoneal 

tumors were, respectively, 82.3%, 74.7% and 79.5%. For lesions < 0.5 cm in 

diameter, WB-DWI shows a good sensitivity of 69.0%. 

Conclusions: WB-DWI accurately predicts the PCI before surgery in patients 

undergoing evaluation for cytoreductive surgery. 

  

 

 
EP-2042 

Alteration of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between 

Resting-state Networks in Patients of Temporal Lobe 

Epilepsy with and without cognitive impairment 

 
Yang Hongyu,Zhang Chao,Qi Zhigang,Chen Nan,Li Kuncheng 

Xuanwu Hos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100053 

 

Abstract 

Purpose: Not all patients with temporal lobe epilepsy(TLE)suffer from cognitive 

impairment,we design the study to determine whether patients with cognitive 

impairment have different alterations of resting-state networks（RSNs）compare to 

patients without cognitive impairment. 

Methods and Materials: Resting-state fMRI data were acquired from 42 intractable 

mesial TLE patients (24 males, 18 females; mean age=26.8±7.7, range=13-42 years) 

and 23 healthy volunteers(HC) (8 males, 15 females; age=26.5 ± 2.7, range=23 - 35 

years). Both patients and HC were assessed with the Montreal Cognitive 

Assessment(MoCA), and according to the MoCA results,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cognitive impairment(CI) group and cognitive non-impairment(CNI) group. 

Subject-specific RSNs were estimated for CI, CNI, HC groups through group-

information guided Independent Component Analysis (GIG-ICA). One-way ANOVA was 

used for analyzing differences of internetwork FC among three groups. p<0.05 was 
considere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Results: Eight meaningful RSNs were identified via visual inspection,they are 

anterior default-mode network(aDMN); posterior default-mode network(pDMN); 

executive control related network(ECN); visuospatial network (VSN); left 

frontoparietal network(lFPN); medial visual network(mVN); sensorimotor 

network(SMN); supplement motor areas(SMA).When compared with group of HC, group of 

CNI exhibited decreased fuunctional connectivity(FC) between mVN and lFPN(p=0.004), 

ECN and lFPN(p=0.026), VSN and aDMN(p=0.02); group of CI also exhibited decreased 

FC between mVN and lFPN(p=0.006), VSN and aDMN(p=0.037), the difference is that 

increased FC shows between ECN and SMN(p=0.001); When compared with group of CNI, 

group of CI exhibited increased FC between ECN and lFPN(p=0.001), ECN and 

SMN(p=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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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 Our study shows that there are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in the 

alteration of FC between RSNs in TLE patients with and without cognitive 

impairment. The increased FC between ECN and SMN in TLE patients with cognitive 

impairment may reflect the epileptic neural regulating compensatory mechanism. We 

hypothesis that the increased FC between ECN and SMN may have relationship with 

executive functional impairment, which need further to be explored. 

  

 

 
EP-2043 

4D-flow MR 对血液透析患者自体动静脉内瘘的可视化和血流

定量研究 

 
裴贻刚,龙学颖,李文政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410013 

 

目的：评估 4D-flow MRI应用于自体桡动脉头静脉内瘘（RCF）的可视化及血流定量分析的可

行性。 

材料与方法:25名建立自体 RCF血液透析的患者在飞利浦 3.0T Ingenia MRI接受 3次不同速

度编码（Venc）的 4D-flow MRI扫描，Venc分别为 200cm/s,400cm/s,600cm/s；由 2名具有相

关经验的放射科医生共同对 4D-flow MRI进行评估，选择三个点（距吻合口 1cm处桡动脉侧，

距吻合口 1cm处头静脉侧、及吻合口处）对血流速度定量（血流峰值(Vp）及最低血流速度

（Vm）），并与普勒超声（DUS）对照，评估 4D-flow MRI 对 RCF血流定量分析的可靠性。 

结果: 22例受试者成功完成了 4D-flow MRI扫描，三个不同点 4D-flow MRI和 DUS测(Vp 和

Vm分别为：桡动脉侧距吻合口 1cm， Vp:168±41cm/s(4D-flow MRI) &162±41cm/s(DUS) 

(p=0.19，r=0.757); Vm:73±20cm/s(4D-flow MRI) &74±23cm/s(DUS) (p=0.78,r=0.930); 

吻合口：Vp:354±133cm/s(4D-flow MRI) &354±131cm/s(DUS) (p=0.96,r=0.972); 

Vm:136±73cm/s(4D-flow MRI) &138±70cm/s(DUS) (p=0.57,r=0.964); 头静脉侧距吻合口１

cm：Vp:311±104cm/s(4D-flow MRI) &309±104cm/s(DUS) (p=0.68,r=0.942); 

Vm:147±71cm/s(4D-flow MRI) &148±68cm/s(DUS) (p=0.70,r=0.976). 

结论：4D血流 MRI作为一项非侵入性和安全的方法，为透析患者中动静脉内瘘评估提供详细

的血流动力学信息，是一项很有应用前景的技术。 

  

 

 
EP-2044 

在 70 cm 大孔径临床 3.0 T 磁共振系统上定量检测活体人脑

前额皮层 GABA 绝对浓度的可行性和可重复性 

 
李健能,李龙,胡泽旋,容嘉惠,刘波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广东省总队医院 510507 

 

目的：探讨在 70 cm大孔径临床 3.0 T MRI系统上使用 MEGA-PRESS波谱编辑技术定量检测活

体人脑前额皮层 GABA绝对浓度的可行性和可重复性 

材料与方法：研究对象包括 32名健康志愿者（男性 25名，女性 7名，年龄 18～33岁，平均

22.6 ± 3.0 岁）进行可行性研究；其中抽取 16名健康志愿者（男性 10名，女性 6名，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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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岁，平均 23.1 ± 2.3 岁）进行可重复性研究。所有志愿者均为右利手，无头部外伤

史和神经精神疾病史，无磁共振扫描禁忌症。所有扫描均在 Siemens MAGNETOM Skyra 3.0 T

磁共振成像仪上完成。采用 MEGA-PRESS序列对志愿者大脑腹内侧前额皮层进行 1H-MRS信号采

集。应用 jMRUI v5.0软件对 1H-MRS波谱数据进行后处理，计算出腹内侧前额皮层 GABA的绝

对浓度（Mean ± SD）及其变异系数。 

结果：测得的 GABA绝对浓度为 1.58 ± 0.26 mM，变异系数为 16.2%。多次重复测量的相对量

化和绝对量化变异系数均小于 20%，且无统计学差异（P＞0.05）。无论是组内还是组间可重

复性，绝对量化组内和组间的变异系数均小于相对量化，即绝对量化的可重复性优于相对量

化。男女组间 GABA相对含量平均值无统计学差异（P＞0.05）；但男女组间 GABA绝对含量平

均值有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使用 MEGA-PRESS波谱编辑法在 70 cm大孔径临床 3.0 T MRI系统上定量检测活体人脑

前额皮层的 GABA信号是可行的，所采集的 GABA谱线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并且测量 GABA绝对

浓度具有较好的组内和组间可重复性，在绝对量化整体上优于相对量化。同时，GABA绝对量

化具有性别特异性，且具有良好的组间可重复性。结果表明，该技术可在大孔径临床 MRI 系统

上用来研究正常和异常大脑的 GABA水平改变。 

  

 

 

EP-2045 

阿片类处方药依赖者前额皮层中 γ-氨基丁酸和谷氨酸绝对浓

度的静息态磁共振波谱测定及其临床意义 

 
李健能,李龙,胡泽旋,容嘉惠,刘波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广东省总队医院 510507 

 

目的：利用 MRS测量阿片类处方药依赖患者腹内侧前额皮层（mvPFC）的γ-氨基丁酸和谷氨

酸绝对浓度的变化，并探究 GABA和 Glu绝对浓度的变化与行为心理学改变之间的相关性。 

材料与方法：收集符合 DSM-V诊断标准的阿片类处方药依赖患者 31名（男性 29名，女性 2

名，平均年龄 24.9 ± 4.2 岁）和 32名相匹配的健康对照者（男性 25名，女性 7名，平均年

龄 22.6 ± 3.0 岁）。所有研究对象采用阿片成瘾严重指数量表（OASI）来评估成瘾的严重程

度，采用 Barratt冲动性量表（BIS-11）、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SDS）、蒙

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MoCA）分别来评估受试者的冲动性、焦虑、抑郁和认知状态。采用

MEGA-PRESS序列对研究对象 mvPFC进行 1H-MRS信号采集。应用 jMRUI v5.0软件对
1
H-MRS波

谱数据进行后处理，计算出 mvPFC中 GABA和 Glu的绝对浓度。 

结果：结果显示，实验组与对照组在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吸烟以及吸烟量上均无统计学差

异（P > 0.05）。根据 OASI 分级标准，31名阿片类处方药依赖者中有 7名属于轻度，其余 16

名为中度。阿片类处方药依赖者前额皮层中 |GABA| 浓度低于对照组，而 |Glu| 浓度高于对

照组，且两组之间均具有显著性差异（P<0.001）。实验组 BIS-11总评分比对照组高，MoCA

总评分比对照组低，两组间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其他量表总分在两组之间无统计学差

异（P>0.05）。阿片类处方药依赖者前额皮层内 |GABA| 浓度与 |Glu| 浓度、BIS-11、SAS

呈负相关、与 MOCA评分呈正相关；而 |Glu| 浓度与 BIS-11呈正相关、与 MOCA评分呈负相

关。 

结论：通过 MRS定量检测前额皮层中 GABA和 Glu有望成为临床上的一个预测性指标，以利于

客观地评估阿片类处方药依赖者的成瘾严重程度、心理状态、病情变化和疗效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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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046 

成人心肺复苏后缺血缺氧性脑病的 MRI 表现与分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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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深圳市人民医院放射科 

4.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放射科 

 

目的 研究成人心肺复苏后缺血缺氧性脑病颅脑 MRI表现并根据其特征进行分型。 

方法 回顾分析 4家大学医院 38例临床诊断为成人心肺复苏后缺血缺氧性脑病患者的临床资

料和 MRI影像资料。 

结果 男 20例，女 18例，年龄 18～75岁，平均年龄 38岁。患者因各种病因导致呼吸心跳骤

停行心肺复苏后予以 MRI检查。根据 MRI表现分为 5种脑损伤模式：脑室周围白质损伤型 2例

（5.3%）、深部灰质损伤型 8例（21.1%）、分水岭区损伤型 3例（7.8%）、中央沟周围皮质

损伤型 2例（5.3%）和混合型 23例（60.5%）。混合型损伤包括上述的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损伤

类型。 

结论 成人心肺复苏后缺血缺氧性脑病的 MRI表现的 5种损伤模式可反映缺血缺氧的严重程度

和持续时间，可为临床诊断和预后评估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EP-2047 

长期吸烟人群默认网络的静息态 fMRI 评价 

 
张勇,程敬亮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摘要】目的  应用独立成分分析方法评价长期吸烟人群静息状态下脑默认网络的改变，探

讨尼古丁成瘾的可能神经机制。方法  采用 3.0T磁共振对 45名长期吸烟者和 34名年龄和教

育程度相匹配的不吸烟的健康志愿者进行静息态脑功能磁共振扫描，采用独立成分分析方法提

取默认网络，对两组默认网络进行统计分析得到功能连接异常的脑区。结果  与不吸烟组比

较，长期吸烟人群的双侧额中回、双侧额下回以及右侧角回功能连接减弱，而左侧后扣带回、

右侧扣带回中部的功能连接增强。结论  默认网络脑区功能连接的改变可能是构成吸烟者吸

烟成瘾的神经生物学基础，有助于了解尼古丁成瘾的可能神经机制。 

 

 
EP-2048 

磁共振 T1 及 T2-Mapping 技术评价二型糖尿病患者晶状体核

弛豫时间的可行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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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2. 西门子医疗系统有限公司 磁共振临床科研部 

 

目的：本研究目的是探索 T1及 T2-mapping技术在评价糖尿病晶状体核弛豫时间变化的可行

性。资料及方法：收集 28例二型糖尿病患者，选择同期来医院就诊的非糖尿病患者 28例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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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组,病例组排除标准：患有青光眼、白内障等眼部疾患者；曾患眼部外伤者；严重代谢性疾

病患者；严重屈光不正患者。对照组排除标准：曾或现病史中血糖水平异常；患有青光眼、白

内障等眼部疾患者；曾患眼部外伤者；严重代谢性疾病患者；严重屈光不正患者。病例及对照

组均接受眼部 MRI扫描，采集常规 T1WI、T2WI结构像及 T1及 T2-mapping功能图像。晶状体

核 T1及 T2值测量采用 ROI 方法（ROI面积 0.04cm
2
, ROI置于晶状体核中心位置）。采用两样

本 T检验评价糖尿病组与对照组见晶状体核弛豫时间的差异 p<0.01认为结果据统计学意义。

结果：糖尿病患者晶状体核 T1值（626.7±56.8），T2值（29.4±5.6）；健康对照组 T1值

（581.6±64.7），T2值（24.8±8.6）；糖尿病组弛豫时间较对照组均显著增加(tT1=3.913，

p<0.05，tT2=3.337，p<0.01)。结论：T1及 T2-mapping 技术能够敏感检测糖尿病患者晶状体

核的弛豫时间变化。糖尿病患者病程中晶状体核弛豫时间显著增高，测定质子的驰豫时间值,

动态地观察其变化,可作为判断患者晶状体病发展的指标之一。 

  

 

 

EP-2049 

磁共振 T1 及 T2-mapping 技术评价晶状体核弛豫时间随年龄

变化的可行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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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2.西门子医疗系统有限公司 磁共振临床科研部 

 

目的：本文目的在于探索 T1及 T2-mapping技术在评价晶状体核弛豫时间随龄性变化中的可行

性。资料及方法：收集志愿者 102例（204只眼），排除标准：曾或现患有青光眼、白内障等

眼部疾患者；曾患眼部外伤者；严重代谢性疾病患者；严重屈光不正患者，依据年龄将其分为

三组,组 A(n=23,20-39岁)，组 B(n=54,40-59岁)，组 C(n=25,>60岁)，检查采用 Siemens-

SKY.3.0TMRI扫描仪，采集常规 T1WI、T2WI结构像及 T1-mapping及 T2-Mapping图像。结构

像 T1WI及 T2WI用于排除眼部其他疾病，基于 Siemens-Syngo后处理工作站，采用 ROI方法测

量晶状体核 T1及 T2值。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法评价不同年龄组间差异，采用 pearson相关系

数法分析晶状体核弛豫时间随年龄的相关性，P<0.01认为结果具有统计学意义。结果：三个

不同年龄组间 T1及 T2弛豫时间存在显著差异，随年龄增长，T1及 T2值减低，P<0.01。A组

(20-39岁)T1值（674.5±76.2），B组（40-59岁）T1值（590.8±56.6），C组（>60 岁）

T1值（533.0±56.6）；A组 T2值（36.7±5.3），B组 T2值（26.7±7.6），C组 T2值

（19.6±4.8）；T1及 T2值与年龄相关系数分别为 r1=-0.591(p<0.01),r2=-0.693(p<0.01)。

结论：健康人眼晶状体核随年龄增长 T1及 T2值显著减低，磁共振 T1及 T2-mapping技术能够

敏感检测人眼晶状体核弛豫时间的变化，为晶状体病的评估提供新的影像学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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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050 

颞叶癫痫患者与正常人海马体积 MRI 测定及 MRS 对比研究 

 
刘怡,张铎 

北华大学附属医院 132013 

 

目的：运用 MRI对颞叶癫痫与正常人海马体积测定及 MRS，评价两者的海马体积及 MRS相应改

变的关系。材料及方法：取得健康志愿者 50例和颞叶癫痫患者 80例的双侧海马体积及 MRS结

果，并根据年龄各分为三组，比较分析健康志愿者各年龄组海马体积和 MRS的变化并计算出均

值。结果：1.男性青年组左、右海马体积青年组大于中年组、老年组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中年组、老年组左、右海马体积无统计学意义（p>0.05）。男性 40岁以后双侧

海马体积逐渐萎缩，与年龄增长呈反比。2.女性青年组和中年组左、右海马体积大于老年组有

统计学意义（p<0.05），青年组、中年组左、右海马体积无统计学意义（p>0.05）。女性 60

岁以后双侧海马体积逐渐萎缩，与年龄增长呈反比。3. 50 例健康志愿者三组间

NAA/Cr+Cho)、NAA/Cr、NAA/Cho峰下面积比值进行比对，青年组>中年组>老年组有统计学意

义（p<0.05），说明随着年龄的增长，海马的神经元就逐渐减少，同时就伴有反应性胶质细胞

增生。4. MRI海马体积测定对 80例颞叶癫痫患者诊断阳性率为 71.3%，定侧诊断率 90%。5. 

MRS对 80例颞叶癫痫的诊断阳性率是 95%，定侧的诊断率 97.4%。6. MRI海马体积测定的诊断

阳性率、定侧诊断敏感度低于 MRS。      

结论：1. MRI海马体积的测量对颞叶癫痫具有较高诊断及定侧诊断，对早期海马硬化或海马

体积未见萎缩患者诊断率不高。 

2.MRS是根据脑组织内生物浓度变化功能成像，对早期海马体积萎缩不明显或未见萎缩患者能

做出准确的判断，明显提高诊断阳性率、定侧诊断 

3.二者联合应用提高了对颞叶癫痫诊断的敏感性，为临床提供定侧、定位的辅助诊断信息。 

  

 

 
EP-2051 

对比剂增强 3D-WATSc 序列对儿童先天性并 

指畸形术前评估的价值 

 
刘波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探讨对比剂增强三维扰相脂肪抑制梯度回波（three dimensional water selective 

cartilage scan, 3D-WATSc）序列在儿童先天性并指畸形术前评估中的价值。 

方法：选取 2014年 5月至 2017年 4月，因手部疾患行 MRI检查的患者共 17例；男性 14例，

女性 3例，平均年龄 37.5月。采取仰卧位、脚先进及 SENSE-Flex-S和 M双表面线圈，在

3.0T MRI扫描仪先行常规 T2WI与 T1WI平扫；注射对比剂后扫描 3D-WATSc序列，其参数为：

脂肪抑制采用 ProSet 1331，TR 20ms，TE 5ms，FOV 16～20cm，层厚/层间距 1.5mm/-0.8mm 

ov，矩阵 400*400，激励次数 4，翻转角 15度，平均扫描时间约 4分钟。接着将 3D原始图像

行最大密度投影重建，通过调节不同层厚，清晰显示患者手部的指掌侧总动脉及指掌侧固有动

脉等血管。所有患者均接受手术干预或临床治疗。 

结果：MRI诊断并指畸形 12 例，其中右侧 5例、左侧 6 例、双侧 1例，分别为 2-4指并指畸

形 4例、2-5指并指畸形 4 例、1-4指并指畸形 1例、1-5指并指畸形 1例、双手 3-5指并指

畸形 1例、2-3指与 4-5指并指畸形 1例；后经手术证实为 Poland综合征患者 8例（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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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各 4例），先天性并指畸形 3例（右侧 1例，左侧 2例）及双侧先天性并指畸形 1例。3D-

WATSc序列显示患侧手部指掌侧总动脉、指掌侧固有动脉及掌心动脉 10例，未完整显示 2

例；其中指掌侧总动脉分叉位置正常 8例、远节指骨处分叉 2例；指掌侧固有动脉发育正常 9

例，细小 1例；后经手术证实符合 10例，指掌侧固有动脉极细小 1例及缺如 1例。另有 5例

3D-WATSc显示正常，治愈后出院。 

结论：3D-WATSc序列可显示儿童先天性并指畸形的手部血管及其分叉位置，具有一定的术前

评估价值，但仍需大样本研究来验证。 

 

 
EP-2052 

复发缓解性多发性硬化丘脑-皮层结构连接 

与功能连接的 MRI 研究 

 
黄木华,周福庆,曾献军,龚洪翰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30006 

 

目的 探讨复发缓解型多发性硬化（relapsing remitting multiple sclerosis，RRMS）患者

丘脑皮层的静息态结构连接（SC）和功能连接（FC）的变化。  

方法 采集 22例 RRMS患者及与之相匹配的健康对照组的高分辨 T1WI、静息态功能磁共振

（rs-fMRI）和弥散张量成像（DTI）数据。采用 rs-fMRI数据处理助手(DPARSFA) V3.1 ，统

计参数图（SPM8）软件包进行数据预处理。对七对丘脑连接定义区-特定皮层区（CDRs-ECRs）

进行基于种子点和体素的 FC分析，采用 FMRIB软件库（FSL）纤维束成像工具进行 SC 分析。

使用两样本 T检验分析两组之间的丘脑皮层 FC和 SC的差异，同时与临床指标做一般线性分

析。 

结果 与 HC相比，（1）对于 FC：①基于种子点的配对 ROIs分析，两组未发现显著统计学差

异；②基于体素的分析，在 RRMS组丘脑运动皮层的双侧 M1/中央旁小叶、丘脑枕叶皮层的右

侧舌回、丘脑前额叶皮层的左侧眶额回、丘脑颞叶皮层的右侧颞极 FC增加，丘脑前额叶的左

额中回、双侧内侧额上回 FC降低。（2）对于 SC：丘脑颞叶皮层纤维素数量、丘脑枕叶纤维

素体积以及丘脑运动纤维素的 FA值降低。除丘脑运动、躯体感觉、前运动纤维素的 AD值外，

其他七对 CDRs-ECRs的 MD、AD与 RD值均增加。（3）对于与临床标志物的一般线性相关分

析：右侧颞叶 FC增加值与 TWMLL正相关，丘脑颞叶纤维素数量与病程负相关，丘脑躯体感觉

纤维素 MD、AD值以及丘脑前额叶 AD值与 MFIS-5评分正相关，丘脑前额叶纤维素 AD值与

PASAT评分负相关。 

结论 RRMS患者在丘脑皮层存在结构失连接和区域内源性功能连接增强；同时也存在有限的

区域功能重塑，以代偿脱髓鞘相关的结构失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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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053 

A radiomics approach with clustering-based feature 

selection on MR：as a novel method to identify tumor 

characteristic of rectal cancer 

 
sun yin,Tong Tong,Gu Yajia,Peng Weijun 

Shanghai Cancer Center 200032 

 

  

Purpose: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whether T2-weighted (T2WI) MRI-

derived textural features can reflect the characteristic of rectal cancer.  

Methods: 97 rectal cancer patients were enrolled in this study, each of who 

underwent a MR scan. The rectal gross tumor volume (GTV) was distinguished and 

segmented by a radiologist. Totally, 256 radiomics features were defined in our 

study by using QIAT (Quantitative Image Analysis Toolbox), an in-house developed 

radiomics feature extraction software, to calculate radiomics features for 

analysis. Spearman’s rank correlation test was analyzed between radiomics 

features and outcomes. All radiomics features were split into two groups to 

analyze the outcomes. The relationship was also examined by using ROC curves 

testing between these features and outcomes, and finally we established a nomogram 

predictive model. 

Results: 80 radiomics features were correlation to pT stage (p ＜ 0.05, t test). 

The cluster results showed patients can be split into two groups by Non-negative 

matrix factorization (NMF) based cluster. The chi-square test results for this 

cluster showed that there was only pT stage (p = 0.032, chi-square test) 

correlated to radiomics feature cluster results. For other outcomes, there were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se two groups. The AUC value of the ROC curve 

for the pT stage prediction model was 0.7136. 

Conclusion: We developed a radiomics prediction model, which can identify pT stage 

of rectal cancer from T2WI. Such quantitative radiomics models of rectal cancer 

have the advantages of non-invasion; more comprehensive view of tumor and 

convenience in routine practice and may potentially be useful for precision 

medicine and affect patient treatment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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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054 

用定量磁敏感图评估合并糖尿病的阿尔茨海默病患者额叶-纹

状体-丘脑通路上铁沉积的异常 

 
李晓欣,董俊伊,韩亮,苗延巍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6000 

 

目的： 

用定量磁敏感图（QSM）来量化阿尔茨海默病患者额叶-纹状体-丘脑通路上的脑铁沉积并进一

步探讨其与认知水平之间的相关性。  

方法： 

经临床确诊的 9例糖尿病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2男 7女, 平均年龄 73.33±7.48 岁)和 21例非

糖尿病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9 男 12女, 平均年龄 71.10±8.94 岁)参与此次研究。所有的参与

者均接受了 MMSE、MoCA和画钟试验的测评及磁共振常规序列和 QSM序列扫描。测量额叶-纹状

体-丘脑通路（双侧额叶灰质、尾状核头、壳核、苍白球、丘脑）的磁敏感值，人为测量三次

并以平均值作为最终结果。通过配对样本 t检验来检测所有参与者各部位的左右侧差异。使用

独立样本 t检验来比较糖尿病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和非糖尿病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各感兴趣区的磁

敏感值的差异性。考虑到空腹血糖、血压、甘油三酯、胆固醇、年龄、病程和文化水平等因素

对认知水平的影响，因此用偏相关分析法来分析 MMSE、MoCA和画钟试验评分与各部位磁敏感

值之间的相关性。 

结果： 

1、阿尔茨海默病患者苍白球的磁敏感值左侧低于右侧(P<0.05)。 

2、与非糖尿病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相比，糖尿病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纹状体和丘脑的磁敏感值普

遍较低，尤其是在右侧苍白球(P=0.02)，但是额叶灰质的磁敏感值却较高。 

3、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 MMSE、MoCA和画钟试验评分与右侧苍白球的磁敏感值呈正相关

(rMMSE=0.72, P=0.01; rMoCA=0.76, P=0.01; rCDT=0.83, P=0.003)。 

结论： 

从这项研究中我们得出，相对于非糖尿病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糖尿病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纹状体

和丘脑的磁敏感值普遍较低。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认知水平与额叶-纹状体-丘脑通路上的铁沉

积呈正相关。 

  

 

 
EP-2055 

体素内不相干运动弥散加权成像评价急性胰腺炎脾脏的变化 

 
解超莲,胡然,陈勇,张小明 

医学影像四川省重点实验室，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放射科 637000 

 

目的： 通过体素内不相干运动（Intravoxel incoherent motion,IVIM）弥散加权成像了解急

性胰腺炎(Acute Pancreatitis，AP)患者脾脏的微观变化，以及这些变化与 AP严重程度、分

型、脾脏体积之间的关系。 

方法与材料：回顾性分析本院 2014年 6月到 2015年 12月急性胰腺炎患者 112例及正常对照

组 35例, 所有 AP患者于入院 3天内接受了 MRI检查，MRI 序列包括常规扫描序列、增强扫描

及 IVIM序列。正常对照组也接受相同的 MRI序列扫描。根据 MR严重程度指数（magnetic 

resonance severity index, MRSI）将 AP分为轻症、中症、重症。分别测量正常对照组、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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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脾脏的 IVIM参数（标准 ADC，D,D*,f值）；同时，利用手动画法分别测量所有 AP患者的脾

脏体积。比较 AP组、正常对照组之间脾脏 IVIM参数的差异，以及 AP组脾脏 IVIM参数与 AP

严重程度、分型、脾脏体积之间的相关性。 

 结果：正常对照组、AP组之间脾脏 D值、f值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其 D值及 f值分别

为 D=（0.618±0.129）×10
-3
 mm

2
/s VS（0.562±0.175）×10

-3
 mm

2
/s （t=2.149，

P=0.033），f=( 0.206±0.055) VS ( 0.279±0.086)，（Z=-4.605, P=0.000）。AP 患者脾

脏标准 ADC、D、D*、f值在水肿型、坏死型之间以及轻症、中症、重症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AP患者脾脏体积与标准 ADC呈负相关（r=-0.215,P=0.023），与脾脏 D、D*

及 f值无相关性（P>0.05）。 

 结论：急性胰腺炎会引起脾脏微循环灌注的增加，脾脏体积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反应其内水

分子扩散与微循环灌注的共同效应。 

  

 

 

EP-2056 

高分辨磁共振成像与超声检查对 

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诊断价值 

 
武日江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030001 

 

目的： 

探讨高分辨磁共振成像与超声检查对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诊断价值。 

材料和方法： 

筛选经超声显示为颈动脉狭窄的患者 40例（男性 23例, 女性 17例） 平均年龄( 65士 10)

岁，其中年龄> 70岁 1例; 颈内动脉、颈外动脉、颈总动脉共 240支血管行颈动脉分叉部行

高分辫颈动脉斑块 MRI多序列扫描, 探究颈动脉硬化斑块组成、斑块类型、管腔狭窄；比较高

分辨磁共振与颈部超声检查对颈动脉斑块形态、组成、易损性及血管腔狭窄程度等方面的敏感

性、准确性。 

结果： 

1.高分辨磁共振血管壁成像能清晰显示动脉硬化斑块组成、性质； 

2.HR-MRI和颈动脉超声检查判别血管狭窄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对易损斑块检出 HR-MRI较超声敏感；3. 颈总动脉、颈内、外动脉 3个部位易损斑块与稳定斑

块在的分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1. 高分辨 MRI能清晰显示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组成成分、管腔狭窄水平，判断斑块易损性。 

2. 高分辨 MRI对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性质方面较超声检查具有明显优越性。 

3. 高分辨 MRI联合颈动脉超声检查会显著提高对动脉粥样硬化病变的诊断效能，指导个体化

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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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057 

正常子宫结构不同月经状态的扩散加权成像研究 

 
郭艳会 

复旦大学附属金山医院 200540 

 

【目的】研究不同年龄段、不同月经周期、子宫不同结构表观扩散系数（ADC）的变化。 

【材料与方法】56例不同年龄段女性志愿者进行盆腔常规磁共振成像（MRI）和扩散加权成像

（DWI）扫描，其中育龄期组 23例、围绝经期组 15例、绝经组 18例。育龄期组、围绝经期组

于排卵期（月经周期第 14天）、分泌中期（第 21天）进行盆腔 MRI扫描，绝经组随机进行盆

腔 MRI扫描。扫描序列：横断面 T1WI、横断面及矢状面 T2WI、横断面 T2WI抑脂序列、横断面

DWI。测量子宫内膜、结合带、外肌层的 ADC值。比较（1）同一年龄组、同一周期、子宫不同

结构 ADC值的差异（2）同一周期、不同年龄组、同一子宫结构 ADC值的差异（3）同一年龄

组、不同周期、同一子宫结构 ADC值的差异，统计学方法采用区组间方差分析。 

【结果】（1）育龄期组在排卵期和分泌中期子宫各层结构两两比较 ADC值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P<0.05）；绝经期组内膜与结合带、结合带与外肌层间 ADC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且 ADC值的大小为结合带<内膜<外肌层。（2）围绝经期排卵期内膜 ADC值高于育

龄期排卵期，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3）育龄期组排卵期内膜 ADC值低于分泌中

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不同年龄、不同结构区、不同月经周期会对子宫的 ADC值产生影响，当利用 ADC值

分析子宫病变时应考虑这些因素的影响。 

 

 

 
EP-2058 

正常子宫结构不同月经状态的扩散峰度成像研究 

 
郭艳会 

复旦大学附属金山医院 200540 

 

【目的】 研究不同年龄段、不同月经周期、子宫不同结构的扩散峰度成像（DKI）定量参数值

的变化。 

【材料与方法】 56例不同年龄段女性志愿者进行盆腔常规 MRI和 DKI检查，其中育龄期组 23

例、围绝经期组 15例、绝经期组 18例。育龄期组、围绝经期组于排卵期（月经周期第 14

天）、分泌中期（第 21天）进行盆腔 MRI扫描，绝经期组随机进行盆腔 MRI扫描。扫描序列

包括横断面 T1WI、横断面及矢状面 T2WI、横断面 T2WI抑脂序列、横断面 DKI。测量子宫内

膜、结合带及外肌层的平均扩散峰度（K）、平均扩散系数（D）。比较 1、同一年龄组、同一

周期、子宫不同结构 K值、D值的差异；2、同一周期、不同年龄组、同一子宫结构 K值、D值

的差异；3、同一年龄组、不同周期、同一子宫结构 K值、D值的差异。统计方法采用区组间

方差分析。 

【结果】1、（1）育龄期组排卵期和分泌中期内膜与外肌层、结合带与外肌层间比较 D值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各组内 D值的大小是结合带<内膜<外肌层。（2）围绝经期组排卵

期和分泌中期子宫三层结构两两比较 K值、D值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3）绝经

组内膜与结合带、结合带与外肌层间比较 K值、D值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2、围

绝经期组排卵期内膜、结合带的 D值高于育龄期组排卵期内膜、结合带，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其余各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3、育龄期组与围绝经期组在排卵期

及分泌中期比较子宫同一结构间 K值、D值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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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不同年龄、不同结构区、不同月经周期会对子宫的 DKI参数值产生影响，当利用 DKI

分析子宫病变时应考虑这些因素的影响。 

 

 

EP-2059 

3.0T 磁共振磷谱对慢性丙型肝炎抗病毒治疗效果的评估价值 

 
张春雨,付宇,李晓东,李永瑞,牟胜男,张惠茅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目的：探讨 3.0T磁共振磷谱对慢性丙型肝炎抗病毒治疗效果的评估价值 

方法：将 54慢性丙型肝炎、丙型肝炎所致肝硬化患者（经入选标准及排除标准选择后）在接

受抗病毒治疗前、治疗 6个月后分别进行磁共振磷谱成像。将扫描数据传入工作站，得出

31P-MRS的谱线。从左到右分别为 PE、PC、Pi、GPE、GPC、γ-ATP、α-ATP、β-ATP。分析

31P-MRS的代谢产物中有价值的代谢产物（PE+PC）/ （GPE+GPC）的变化。 

结果：54例患者，42例患者有足够的血细胞数进行抗病毒治疗定义为治疗组。其余 12例患

者，拒绝抗病毒治疗或自身状况不适合抗病毒治疗，定义为对照组。在性别、年龄及 HCV-RNA

水平两组间无显著差异。对照组治疗前与治疗后 PC+PE/GPC+GPE 比值分别为（0.86 ± 0.17）

vs（0.78 ± 0.19），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治疗组治疗前与治疗后 PC+PE/GPC+GPE比值分别为

（1.14 ± 0.24）vs（0.59 ± 0.21），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对照组与治疗组治疗前

PC+PE/GPC+GPE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治疗 6个月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32患者对抗病毒

治疗持续病毒学应答，在这些患者中的 25例患者在抗病毒治疗后的 MRS上 PC+PE/GPC+GPE 比

值下降（78%），4例基本无变化，而 3例略有升高。12例无应答组患者 PC+PE/GPC+GPE比值

下降 1例（8%），2例基本无变化，9例略有升高，各组间比较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3.0T磁共振磷谱可以用来提供肝细胞代谢水平的信息。3.0T磁共振磷谱可以作为无创

评估肝对抗病毒治疗的反应及抗病毒的疗效。 

 

 
EP-2060 

Diagnostic value of minimum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in predicting the proliferation and 

aggressiveness of invasive cervical cancer 

 
wei yang 

The General Hospital of Ningxia Medical University 750004 

 

Aim: To assess the diagnostic performance of minimum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mini-ADC) for predicting proliferative and aggressive potential in 

invasive cervical cancer. 

Materials and Methods One hundred and three patients with pathologically confirmed 

invasive cervical cancer (ICC) underwent preoperative conven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and 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 (DWI). Mini-ADCs were 

obtained and compared for various patient groups divided based on KI-67 labeling 

index and clinicopat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age, menstruation status, 

tumor size, FIGO staging ,histological type, pathologic grade, depth of cervical 

stromal infiltrating, parametrial involvement , lymphovascular invasion (L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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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ymph node metastasis, and perineural invasion（PNI）. Mini-ADC thresholds and 

diagnostic performance were determined by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analysis. Associations of mini-ADC with KI-67 and clinicopat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were assessed. 

Results  Mini-ADC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in patients with high Ki-67 

LI(≥81.78[median values])disease and more invasive clinicopat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large tumor, high FIGO staging, low pathological grade, 

≥1/2 depth of cervical stromal infiltrating, parametrial involvement, LVI, lymph 

node metastasis, and PNI, compared with the remaining patients (P<0.05). Mini-ADC 

exhibited an effective diagnostic performance in predicting individual 

clinicopat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with sensitivities of 57.4-100%，

specificities of 49.0-96.3%，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s（PPVs）of 31.8-98.9%,and 

negative predictive values (NPVs) of 53.1-100%. In addition, mini-ADC was 

inversely correlated with Ki-67 LI and clinicopat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which 

showed significantly positive mutual interrelations. 

Conclusions Mini-ADC is a simple and effective tool as an imaging biomarker to 

reflect the proliferative and aggressive potential of invasive cervical cancer. 

  

 

 

EP-2061 

Assessment of the predictive value of short-term 

response to concurrent radiochemotherapy by combining 

Dynamic contrast-enhanced MRI with FIGO staging in 

cervical cancer  

 
wei yang 

The General Hospital of Ningxia Medical University 750004 

 

Objective: To evaluate dynamic contrast-enhanced (DCE)-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semi-quantitative parameter predictive value of short-term response to 

concurrent radiochemotherapy (CCRT) in cervical cancer and the combination of 

clinical FIGO(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Gynecology and Obstetrics) staging and 

DCE-MRI predictive ability was assessed. Methods: Fifth-nine patients with 

cervical squamous carcinoma underwent conventional MRI, contrast-enhanced imaging, 

and DCE-MRI before CCRT. Timesignal intensity curves (TIC) and semi-quantitative 

parameters, maximum slope of increase(MSI )and signal enhancement ratio(SER) were 

calculated and compared between non-residual and residual tumors after treatment 

completion, and correlated with hemoglobin (Hgb) level pre-treatment . MSI and SER 

threshold and diagnostic performance were determined through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analysis. Uni- and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including MSI, SER, and FIGO staging, was performed. Results: Pretreatment MSI of 

the low-perfusion subregions in heterogeneous tumor and FIGO staging were 

independent prognostic factors. MSI and SER of the low-perfusion subregion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non-residual tumor group than those in the resid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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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mor group (P<0.001, P=0.002),whereas MSI and SER of the high-perfusion 

subregions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TIC I accounted for 95% and37% in non-

residual and residual group, respectively, with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02). 

The combination of pretreatment DCE-MRI and FIGO staging increased sensitivity by 

98.61% and specificity by 93.2% in predicting treatment failure after treatment 

completion. MSI and SER in the low-perfusion subregions were positive correlated 

with HGB level pretreatment (r=0.553, P<0.001 and r=0.566, P<0.001,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pretreatment DCE-MRI semi-quantitative parameters as an imaging 

biomarker reflecting perfusion and oxygenation in heterogeneous tumor can predict 

short-term treatment response to CCRT. The combination of DCE-MRI and FIGO staging 

improves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in predicting treatment failure. The HGB 

level pretreatment maybe influence the response to CCRT in cervical cancer 

patients. 

 

 
EP-2062 

兔下肢软组织 VX2 肿瘤动脉自旋标记 

与乏氧程度的相关性研究 

 
龚威,查云飞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430061 

 

 

目的：对兔下肢软组织 VX2 肿瘤行动脉自旋标记（ASL）灌注成像检查，探讨 ASL参数血流量

（BF）与软组织肿瘤内免疫组化因子表达的相关性。 

材料与方法：将 VX2肿瘤接种于 20只新西兰兔左下肢肌肉内，3-4周后对瘤兔行 ASL灌注成

像检查，所得原始数据利用 AW 4.6工作站（GE Healthcare ) Functool软件进行后处理，生

成 BF参数图；然后对瘤兔相关区域进行穿刺活检，测定活检组织的 HIF-1α和 VEGE表达水

平。采用 Spearman相关分析法评价 VX2肿瘤组织 VEGF表达水平、乏氧参数 HIF-1α与 BF值

的相关性。 

结果：20只新西兰兔左下肢肌肉内均见肿瘤生长。穿刺部位 BF值与 HIF-1α表达呈正相关关

系（γ=0.831，P <0.05），与 VEGF表达呈正相关关系（γ=0.746，P <0.05），HIF-1α表

达与 VEGF表达亦呈正相关关系（γ=0.627，P <0.05）。 

结论：穿刺部位 VX2软组织肿瘤 ASL参数与 HIF-1α和 VEGE表达有统计学相关性，与组织乏

氧因子明显相关；动脉自旋标记结果能为软组织 VX2肿瘤组织内乏氧和血管生成提供依据。 

 

 
EP-2063 

zTE ASL MRA 在颅内动脉瘤血管内治疗后随访中的研究应用 

 
宋焱

1
,祁鹏

1
,黄娟

1
,焦昇

1
,郭锬

1
,王大明

1
,张京

2
,吴冰

2
,罗哲琳

2
,陈敏

1
 

1.北京医院 

2.GE 医疗集团 

 

目的：以 DSA作为金标准，比较 zTE ASL MRA和 TOF MRA这两种磁共振血管成像技术对颅内动

脉瘤栓塞术后评估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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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研究对象为 2015年 12月至 2016年 7月在北京医院神经外科门诊及病房就诊的颅内动

脉瘤介入治疗术后的患者，所有患者均同时进行颅内血管 TOF MRA 和 zTE ASL MRA检查，并

于 MR检查后一周内进行 DSA 检查。用 Cohen’s kappa 分析比较不同影像学检查方法对动脉瘤

残存的评估能力，图像判读者之间及判读者自身的可重复性检验也采用 Cohen’s kappa 分

析，应用卡方检验比较两种磁共振血管成像技术对载瘤动脉支架内管腔显示的差异， 

p<0.05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共入组 24例患者、27个动脉瘤中，金标准 DSA检查最终确定 13例具有瘤腔残存，zTE 

ASL MRA发现有 15例具有瘤腔残存，TOF MRA发现 12例有瘤腔残存，两种磁共振检查方法与

DSA对动脉瘤残存评估结果的一致性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Kappa值分别为 0.702 和

0.852。与传统的 TOF MRA相比，zTE ASL MRA的动脉瘤评估结果与 TOF MRA亦具有良好的一

致性，Kappa值为 0.710。对于 zTE ASL MRA这项新技术，不同读片者之间的一致性良好，

Kappa值为 0.705。在 27例动脉瘤中，有 23例为支架置入的患者，zTE ASL MRA仅 2例由于

伪影较大，无法显示支架内的通畅情况，而 TOF MRA有 11 例由于支架内管腔无信号，或者虽

然有信号，但伪影较大，而无法评估支架内的管腔，二者之间的差异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

（p<0.001）。 

结论：与 TOF MRA比较，zTE ASL MRA 在动脉瘤残存的评估上与 DSA有更好的一致性，而且与

TOF MRA比较，zTE ASL MRA 对对载瘤动脉支架内管腔的显示有更好的图像质量。 

 

 
EP-2064 

3D 水成像用于胎儿侧脑室体积增宽者侧脑室体积测量 

 
赵思修

1
,肖云华

2
,吕富荣

1
 

1.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重庆市渝北区人民医院 

 

目的：本研究以手动勾画 ROI测量为参考标准，定量分析在侧脑室增宽胎儿中 3D水成像对其

侧脑室体积测量的准确性。 

方法：本研究使用 3D水成像测量胎儿侧脑室增宽者的左、右及总侧脑室体积，线性相关分析

及 Bland–Altman一致性分析用于检测其与手动勾画 ROI测量的一致性。组内相关系数

（ICC）用于分析评判者间一致性。 

结果：本研究共纳入 35例侧脑室增宽胎儿（胎龄 24-37 周）。3D水成像测量与手动勾画 ROI

测量有极高的相关性（r = 0.92–0.98; all p < 0.0001）。3D水成像测量有极好的评判者

间一致性（ICC = 0.994–0.997）。 

结论：本研究表明 3D水成像与手动勾画 ROI测量胎儿侧脑室体积具有可比性。后期还需进行

胎龄跨度更大及更大样本量的有效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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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065 

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 in differentiating sellar 

malignant germ cell tumours from raniopharyngioma 

 
Guo Yafei,Cheng Jingliang,Zhang Yong,Zhang Chunyan,Wang Weijian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450052 

 

Objective：To observe the value of 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 (DWI)and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ADC）value in the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sellar 

malignant germ cell tumours and raniopharyngioma.Methods：36  patients with 

sellar lesions,including 14 malignant germ cell tumours and 

22 raniopharyngioma,underwent conventional MRI and DWI before therapy.ADC maps 

were reconstructed,and the ADC values of the sellar lesions were 

calculated.Diagnostic performance of ADC was compared using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 curves.Results：The mean ADC values of malignant germ cell 

tumours and raniopharyngioma were（0.93±0.23）×10
-3
 mm

2
/s and（1.69±0.21）

×10
-3 
mm

2
/s,respectively.malignant germ cell tumours had lower ADC values than 

raniopharyngioma(t=-10.19,P＜0.000).The areas under the ROC curves of ADC 

diagnosing malignant germ cell tumours and raniopharyngioma was 0.987.The 

optimal cutoff values of ADC for differentiating malignant germ cell tumours and 

raniopharyngioma was 1.52×10
-3
 mm

2
/s with sensitivity of 81.2%,specificity of 

100% and accuracy of 88.9%.And ADC had a high consistency compared 

with pathological results (Kappa values were 0.887). Conclusion：Different 

features between malignant germ cell tumours and raniopharyngioma are able to 

be identified with DWI,which can be applied as a complementary tool in the 

detection of them in order to increase the diagnostic accuracy. 

  

 

 
EP-2066 

Analysis to MRI Features of Intracranial Yolk Sac 

Tumour 

 
Guo Yafei,Cheng Jingliang,Zhang Yong,Zhang Chunyan,Wang Weijian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450052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MRI features of intracranial yolk sac 

tumour.Methods：4 patients with intracranial yolk sac tumour proved by 

histology were retmspectively reviewed． The clinical，pathological and 

radiological data were analyzed． Results： Among 4 patients with 

intracranial yolk sac tumour, solid mass existed in 

1 patient,cystic and solid mass existed in 3 patients.The solid part of tumors 

showed hypointensity or slight hyperintensity on T1WI,slight hyperintensity on 

T2WI，mild restricted diffusion on DWI and ADC map showed low or slight low 

signal.After injection of contrast agent,tumors showed inhomogeneous 

enhancement. Conclusion：MRI features of intracranial yolk sac tumour had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1740 

 

certain characteristics，which is helpful for diagnosis，differential diagnosis 

and guiding treatment plan． 

 

 

 
EP-2067 

子宫内膜癌 IVIM 多模型参数与 Ki-67 表达水平的相关性分析 

 
孟楠,韩东明 

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453100 

 

目的  探讨子宫内膜癌体素不相干运动（IVIM）多模型参数值与 Ki-67表达水平的相关性，

为子宫内膜癌的病情评估提供新的思路。资料与方法 回顾性分析 36例子宫内膜癌患者的体

素不相干运动成像（IVIM）资料，测量子宫内膜癌组织的单指数模型（ADC-stand）、双指数

模型（ADC-slow、ADC-fast 及 f）和拉伸指数模型（DDC、α）参数值，按 Ki-67水平将其分

为低表达组（Ki-67＜50％）和高表达组（Ki-67≥50％），比较两组多 b值定量参数有无差异

并分析其与 Ki-67表达水平的相关性。结果 低表达组的 ADC-stand、ADC-slow及 DDC值均高

于高表达组，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ADC-stand、ADC-slow及 DDC值在高/低表

达组中均与 Ki-67值均呈负相关（P<0.05），ADC-fast值在高/低表达组中与 Ki-67值均无明

显相关性（P＞0.05），α 和 f值仅在高表达组中与 Ki-67值呈负相关（P<0.05）。结

论 子宫内膜癌 IVIM模型部分参数与 Ki-67表达相关，可间接评估子宫内膜癌的侵袭性和生

物学特性。 

  

 

 
EP-2068 

Meningeal melanocytic tumors: report of two cases and 

review of literature 

 
Zhang Simin,Yue Qiang 

Huaxi MR Research Center 610000 

 

Objective Meningeal melanocytic tumors are rare. They are classfied into meningeal 

melanocytosis, meningeal melanocytoma, meningeal melanoma and meningeal 

melanomatosis according to the 2016 WHO classification of tumors of the CNS(1). We 

reported two cases of meningeal melanocytic tumors and reviewed relevant 

literatures to explore their MR features. Methods Two cases of meningeal 

melanocytic tumors, case one is meningeal melanoma and case 2 is meningeal 

melanocytoma, underwent routine MRI including plan and enhanced T1 weighted 

imaging, T2 weighted imaging and FLAIR. The case of meningeal melanoma also 

underwent 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 MR spectroacopy and dynamic susceptibility 

contrast imaging. Literatures were searched using the keyword 'meningeal 

melanocytic tumors'. MR features including signal intensity, enhancement, borders, 

meningeal seeding and multimodal MR manefestation were reviewed. Results 1) the 

borders, perifocal changes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tumors: in patient 1, the well-

defined mass was located in the vermis cerebelli, with significant peritumo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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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ema(Fig1AandB). In patient 2, the multi-focal lesions were located in the left 

and the right posterior parts of the falx cerebri respectively(Fig2 EandF),with 

mild peritumoral edema. 2)Signal intensety: both cases demonstrated slightly 

hypointense signal on T1-weighted imaging (T1WI) and hyperintense on T2-weighted 

imaging (T2WI), after administration of gadolinium, both lesions were almost 

homogeneously enhanced, the Flair image showed hyperintensity in two cases 

(Fig1ABCD, Fig2ABCD). Moreover, the overlying leptomeninges and spinal meninges 

were widely thickened and enhanced in the two cases. 3)Multi-model MRI 

manifestations: In patient 1, the  lesion showed hypointensity on 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 (DWI) (Fig1E), the proton magnetic resonance spectroscopy (1H-MRS) 

showed obviously increased Cho peak, decreased NAA peak and increased lip 

peak(Fig1G). Dynamic susceptibility contrast imaging(DSC) showed hyper-perfusion 

(Fig1F), the rCBV ( relative cerebral blood volume)and rCBF ( relative cerebral 

blood flow) increased.4) Pathology: immunohistochemistry revealed that the cells 

was positively stained  with the melanocyte-associated markers, including 

malignant melanoma antibody( HMB45 )and S100 peptide, which were negative for 

epithelial membrane antigen (EMA) in the two patients. The Ki-67 labelling index 

was 30% in the highest proliferating in patient 1 while it was lower than 5% in 

the highest proliferating areas in patient 2. Discussion The signal pattern of the 

two patients is not consisted with the tipical intensity of melanocytic tumor. 

From the literature review, we know the classical representation of melanocytic 

neoplasms is hyperintense on T1WI and hypointense on T2WI. However, differences in 

duration, different amounts of melanin, and hemorrhage in lesions may influence 

the signal intensity of tumor, hence, its radiologic signal intensity is variable 

and inconstant(2). As MRI manifestation are of diversity, we should identify 

carefully an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atypical MR signal intensity of 

melonacytic lesions. Besides, as a malignant neoplasm, melanomas are aggressive 

and may metastasize to the normal organs. Meningeal melanocytoma is benign, but it 

also has malignant behavior(2). The two cases demostrated leptomeningeal 

thickening and enhancement which suggested leptomeningeal spreading, so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meningeal melanoma and meningeal melanocytoma was uncertain on 

MRI. Multi-modal MRI can be helpful: we presumed the tumor of case 1 was prone to 

be malignant. Thus the multi-model MRI may be helpful in the distinction of the 

benign and malignant lesions. Conclusion: In general, MRI is useful to evaluate 

the extent and degree of the meningeal infiltration，Multi-model MRI sequences 

like DWI, PWI and MRS may offer addiotional information for differential diagnosis 

and thus improve the diagnostic accura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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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069 

Time-SLIP 成像技术在肝硬化门脉高压症患者门 

静脉检查中的应用价值研究 

 
荆丽萨 

上海市浦东新区公利医院 200135 

 

目的：评估 Time-SLIP技术应用于肝硬化门脉高压证患者门静脉系统成像的成像质量，评价 

Time-SLIP及 CE-MRP在门脉高压评估方面的差异。方法：使用 TOSHIBA EXCELART 

Vantage1.5T磁共振对 30例肝硬化门脉高压症患者先后进行 Time-SLIP及 CE-MRP门静脉成

像。由 2位医师独立对每例图像质量进行技术评分,评估两种方法对于门静脉系统显示的价

值。结果：Time-SLIP和 CE-MRP组中,图像质量为 3分以上的分别占 86.7%(26/30)和

90.0%(27/30);两种方法显示 5级以下门静脉分支级别及侧支循环的符合率为 100%，仅 4 例

(13.3%)门静脉的第 6级分支及 1例侧支循环（3.33%）没有被 Time-SLIP显示,均没有出现假

阳性病例, Time-SLIP技术出现假阴性 2例。两者显示效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并且

两位诊断医师的一致性较高,Kappa值均>0.75。结论：运用 Time-SLIP技术进行门静脉成像，

为临床判断门静脉压力及预后，是一种具有较好应用前景的无创性影像学检查方法。 

 

 

EP-2070 

多模态磁共振成像对布氏杆菌性脊柱炎的早期诊断、鉴别诊

断的价值 

 
牛广明,高阳,乔鹏飞,赵鹏飞,武小鹏 

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010050 

 

目的：应用定量动态增强磁共振（DCE-MRI）及多 b值弥散加权成像（eDWI）技术比较布氏杆

菌性脊柱炎（BS）患者的椎体与正常对照椎体的变化，并与脊柱结核、脊柱转移瘤等进行定量

分析，评估 DCE-MRI及 eDWI 对 BS早期诊断的价值，及在上述疾病鉴别诊断中的作用。 

 方法：收集有完整生化检验或手术资料的布氏杆菌性脊柱炎患者 30例，男性 19例，女性

11例，平均年龄 50岁；脊柱结核患者 30例，男性 20例，女性 10例，平均年龄 44岁；脊柱

转移瘤患者 30例，男性 16 例，女性 14例，平均年龄 60岁。所有患者均行常规 MRI及 eDWI

检查：①在 DCE-MRI灌注图上测量上述疾病患者的病变椎体的容积转运参数（Ktrans）、速率

常数（Kep)、血管外细胞外容积分数（Ve）、血浆容积分数（Vp）值，比较四者在上述疾病病

变椎体间的差异；②在 eDWI 参数图上测量 BS正常椎体及病变椎体、脊柱结核、脊柱转移瘤等

的标准 ADC值,慢速 ADC(D)值，快速 ADC(D*)值,灌注相关分数(f),分布弥散系数(DDC)，指数

Alpha(α)，进行组间独立样本 t 检验，P<0.05 时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①在布氏杆菌性脊柱炎、脊柱结核、脊柱转移瘤病变椎体中，3 种病变间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H 值分别为 50.24、52.49、48.31、46.54，P 值均<0.01）。②eDWI 各参数 D

值，f值等在 BS正常椎体及病变椎体间，脊柱结核、脊柱转移瘤中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DCE-MRI分析量化参数为更好的描述脊柱椎体微观结构的改变和骨髓灌注提供了新的

信息，在常规平扫及普通增强扫描不足以正确诊断上述疾病的情况下提供了可靠的依据。eDWI

分析在布氏杆菌性脊柱炎、脊柱结核、脊柱转移瘤的鉴别诊断中具有一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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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071 

GABA+ Decreased in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in 

Patients with Crohn’s disease: A Preliminary MR 

Spectroscopy Study 

 
Lv Kun

1,2
,Fan Yi-Hong

1
,Tang Rui

1
,Song Wen-Wen

1
,Cao Zhi-Jian

1
,Pan Zhi-Yong

1
,Lv Bin

1
,Xu Mao-Sheng

1
 

1.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jiang Chinese Medical University 

2.The First Clinical College of Zhejiang Chinese Medical University 

 

Purpose: It is increasingly occurrences of Crohn’s disease (CD) in recent years. 

However, the pathogenesis of CD is not fully understood. This study aim to 

determinate alternations of neurometabolites in bilateral perigenual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pgACC) in vivo by using magnetic resonance spectroscopy (MRS) 

and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lternations and the onset and 

development of CD. 

Methods: This study was approved by the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IRB) of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jiang Chinese Medical University. This study 

enrolled 15 patients with CD and 15 healthy controls. The hospital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ale (HADS) and Crohn's disease activity index (CDAI) were evaluated 

before MR scan. The concentrations of routine brain metabolites and GABA+ (Gamma-

aminobutyric acid plus) were respectively detected by PRESS and MEGA-PRESS 

sequences of MRS, and quantitatively analyzed by LCmodel and Gannet software. 

Through SPSS 19.0, two independent samples t test was performed to determinate 

whether there is statistical difference in concentrations of metabolit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Spearma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 linear 

associations between CDAI and GABA+ levels, as well as HADS scores. 

Results: MRS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CD patients have statistically signifcantly 

lower levels of GABA+/tCr (p=0.035) than healthy controls in pgACC. Routine 

metabolites have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in two groups; include N-acetyl-

aspartate (NAA), myo-inositol (mI), choline (Cho), glutamate (Glu), glutamine 

(Gln), glutamate+glutamine (Glx), total creatine (tCr), and lactate (Lac) etc. 

Meanwhile, within CD group, CDAI had negative relationship with GABA+/tCr levels 

(p=0.023), and positive relationship with HADS-D scores (p=0.037). 

Conclusion: In patients with CD, there is a decrease in GABA+ concentration in the 

pgACC, while disease activity is inversely related to GABA+ concentration and 

positively related to depression, suggesting that the dysfunction of the GABAergic 

system and depression may related to intestinal microbiota, and involved in the 

pathogenesis of the onset and development of 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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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072 

CB6F1 小鼠急性髓性粒细胞白血病模型（AML-M4）建立与 MR

评估 

 
张蕾,李巍,陈传智,诸静其 

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 200123 

 

目的：建立 CB6F1小鼠急性髓性粒细胞白血病（AML-M4）模型，探讨磁共振 MR成像在 AML小

鼠骨髓浸润的评估价值。 

方法： 取 CB6F1小鼠，经尾静脉注射小鼠急性粒单核细胞白血病 WEHI-3型细胞。取接种

3*10^6个细胞的小鼠，动态观察不同时间内其发病情况并每周对小鼠进行外周血检测。选择

接种 3-4周后因白血病发病濒死小鼠，取外周血血涂片行细胞形态学及细胞流式检查，确认发

病后，对小鼠行 MRI常规序列及单体素 MR波谱检查。分离小鼠腰椎及髂骨行骨髓病理学切

片，观察骨髓组织细胞形态学改变，同时取肝、脾脏行病理学观察，综合上述检测指标判断白

血病模型建立的有效性。所有实验均取正常小鼠做对照。 

结果：接种不同数量 WEHI-3细胞的小鼠均在 15-41d发生白血病而死亡，接种 3*10^6个细胞

的小鼠生存期约为 16-35d，接种后 4周因白血病发病的小鼠表现如下：外周血白细胞数目明

显增加，外周血涂片可见胞体较大、形态不规则的白血病细胞；细胞流式显示表达 C-KIT 及

MAC-3的细胞较正常小鼠明显增多；骨髓病理切片中可见大量原始和幼稚细胞；各器官病理组

织切片可见大量白血病细胞弥漫性浸润。接种小鼠较正常对照组差异明显。 

初发未治组 AML小鼠的腰椎、股骨信号在 T1WI均匀减低，T2WI为高信号；STIR信号呈弥漫性

增高。初发未治组 AML小鼠腰椎椎体骨髓水峰高耸直立、脂峰消失或低平。 

结论： 静脉接种 WEHI-3白血病细胞可在 CB6F-1小鼠中成功建立 AML-M4白血病模型。小鼠

的常规 MR成像及 MRS表现具有一定的特征性，骨髓 MRS 成像能够有效监测 AML骨髓浸润严重

程度。 

 

 
EP-2073 

复发缓解型多发性硬化联络纤维的 DTI 多参数定量分析 

 
匡洋莹,余晖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影像科 550004 

 

目的 应用扩散张量成像（DTI）检测复发缓解型多发性硬化(RRMS)联络纤维的微观结构改变，

同时探讨 DTI各种定量参数与临床功能之间的相关性。 

方法 选择 RRMS患者 33例，年龄和性别相匹配的健康自愿者 33名为对照进行 MRI扫描,获取

DTI图像，基于白质分区图谱对其进行测量分析，比较组间联络纤维主要纤维束的部分各向异

性指数（FA）、平均扩散率（MD）、径向扩散率（RD）、轴向扩散率（AD）差异，并对 RRMS

患者各 DTI参数与扩展残疾量表(EDSS)得分之间的相关性进行分析。 

结果 RRMS组较正常组在双侧扣带束、下额枕束、上额枕束、下纵束、上纵束、钩束的 FA值下

降，差异均具有显著性；RRMS 组较正常组在双侧扣带束、下额枕束、上额枕束、下纵束、上

纵束、钩束的 MD值升高，差异均具有显著性；RRMS组较正常组在双侧上额枕束、双侧下纵

束、双侧上纵束、右侧钩束 RD值升高，差异均具有显著性；RRMS组较正常组在双侧扣带束、

左侧钩束的 RD值无显著差异；RRMS组较正常组双侧扣带束、下额枕束、上额枕束、下纵束、

上纵束、钩束的 AD值升高，差异均具有显著性。RRMS患者的双侧扣带束、下额枕束、上额枕

束、下纵束、上纵束、钩束的 FA值、MD值、RD值、AD值与 EDSS评分之间均无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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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RRMS患者联络纤维各主要纤维束存在髓鞘丢失等微观结构改变；各种参数值的改变与临

床功能无相关性。 

 

 

EP-2074 

冠状动脉磁共振成像的质量控制 

 
李海涛 

宜昌市中心医院 443000 

 

目的 分析影响冠状动脉磁共振成像质量的各种因素，对扫描方法进行质量控制和参数优化。 

资料与方法 利用 1．5T超导磁共振和心脏 SENSE专用线圈，采用二维屏气，三维导航，全心

成像三种方法结合脂肪抑制，T2预脉冲，呼吸导航，心电门控技术，使用三维平衡稳态快速

进动成像序列对 12例受检者进行冠状动脉磁共振成像。 结果 右冠状动脉、左冠主干、左前

降支、左回旋支显示良好，长度优于文献报道。全心成像法可以多角度任意方位观察，黑血技

术对冠脉内血栓、斑块显示好。 结论 定位、线圈、序列、呼吸导航和 TD等参数是影响冠状

动脉磁共振成像的关键因素。 

  

 

 

EP-2075 

三维动态增强磁共振血管成像在 

左肾静脉压迫综合征的临床应用 

 
李海涛 

宜昌市中心医院 443000 

 

目的：探讨三维动态增强磁共振血管成像在诊断左肾静脉压迫综合征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

对 6例胡桃夹现象患者及 10例健康人行 3D-DCE MRA成像检查。利用原始数据进行 MIP重建，

测量肠系膜上动脉与腹主动脉之间夹角，左肾静脉扩张段与狭窄段的比值，观察睾丸静脉或卵

巢静脉有无曲张。结果： 3D-DCE MRA图像能清晰显示肠系膜上动脉、腹主动脉与左肾静脉的

解剖关系及全貌。6例胡桃夹现象患者肠系膜上动脉与腹主动脉夹角变小，平均 30°，正常对

照组其夹角大于 60°，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157,p＜0.05）。6例胡桃夹现象患

者均可见左肾静脉不同程度扩张及狭窄，左肾静脉扩张段与狭窄段内径之比值平均 4.8，而正

常对照组左肾静脉肾门前段与肠系膜上动脉和腹主动脉夹角段管内经之比值为 1.5.两组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342,p＜0.05）。6例胡桃夹现象患者中 3例睾丸静脉曲张，1例卵巢

静脉曲张。而对照组中生殖腺静脉无一例显示。结论：3D-DCE MRA可作为诊断胡桃夹现象的

首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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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076 

磁共振场强、序列及参数对不同材质口腔金属修复体伪影的

影响研究 

 
焦翠翠,陈胜利 

天津市第四中心医院 300140 

 

目的： 通过实验，比较不同场强下，扫描序列及参数对不同材料口腔金属伪影的影响。 

分析不同口腔金属材料模型所产生的伪影面积，为实际应用中针对不同金属修复材料选择适宜

MR I 检查序列及参数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选择口腔常用纯钛合金，镍铬合金，全瓷材料分别制成标准冠模型，并以丙烯酸树脂

模型作为对照物。①在 1.5T 和 3.0T磁共振机器上分别进行扫描。扫描序列分别为 GRE 

T1WI 、GRE T2WI 、SE T1WI 、FSE T1WI 、FSE T2WI 、FLAIR T1WI 、FLAIR T2WI 和

DWI 。② 分别在 1.5T和 3.0T磁共振机器上将制作的模型在不同序列下改变回波时间、带

宽、视野 和矩阵等参数进行扫描。③应用风车技术(PROPELLER) 进行 FSE T2WI、FLAIR T1WI 

和 DWI 扫描。分析不同条件下扫描得到的图像伪影特点并进行伪影大小测量并分析。 

结果：同一场强下，显示同一序列中不同种类的修复体模型对伪影大小产生的影响各异，，其

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15.775，p＜0.05)，其中镍铬合金伪影最重，纯钛居中，全瓷型影响

最小与对照组间无差异。相同金属模型在不同序列中所产生的伪影大小各不相同, 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F =10. 963,P<0.05) ； 增加 SE、FSE序列 BW值， 伪影减小(p＜0.05) ；而矩阵增

加时，仅 GRE序列中的纯钛合金伪影减小(p＜0.05) 。不同场强下，与 1.5 T相比,3.0 T 上

伪影加重,尤其是 T2加权上伪影的增加较为显著.应用 PROPELLER 技术的 T1 FLAIR序列,能有

效消除头部增强扫描中的血管搏动伪影以及降低规律运动伪影和口腔修复体材料伪影。 

 

 
EP-2077 

二维 BTFE 电影与三维 BTFE 电影对左室容积测定的对比研究 

 
闫伟鹏,尹刚,杨新令,兰天,陈瑶,崔辰,程赛楠,陈琳,纪可姗,赵世华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 100037 

 

目的：二维 BTFE电影（2D Cine）与三维 BTFE电影（3D Cine）对左室容积测定的对比。 

方法： 2016年 7月至 2017 年 4月收集我院 20例患者，在 3.0T CMR成像设备上依次进行二

维 BTFE电影（2D Cine）与三维 BTFE电影（3D Cine）序列扫描。使用 Philips 

IntelliSpace Portal后处理软件对两者的图像进行左心室容积的评估，以得到射血分数

（EF）、舒张末期容积（EDV）、收缩末期容积（ESV）。采用配对 t检验比较 2D Cine 与 3D 

Cine的射血分数（EF）、舒张末期容积（EDV）、收缩末期容积（ESV）的差异，并采用

Pearson相关检验分析上述各参数之间的相关性。并使用 MedCalc进行 Bland-Altman分

析。  

结果：2D Cine与 3D Cine 的射血分数（EF）、舒张末期容积（EDV）、收缩末期容积（ESV）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值为 0.267、0.838、0.336）。射血分数（EF）相关系数为 0.999，舒

张末期容积（EDV）相关系数为 1.000，收缩末期容积（ESV）相关系数为 1.000，上述各参数

之间的相关系数的 P值均为 0。射血分数（EF）LOA可信区间为（-2.6016，2.0016），舒张末

期容积（EDV）LOA可信区间为（-5.3573，5.6173），收缩末期容积（ESV）LOA可信区间为

（-3.3887，4.2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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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三维 BTFE电影（3D Cine）可以代替二维 BTFE电影（2D Cine）对患者进行左室收缩功

能的测定，并且三维 BTFE电影（3D Cine）可以在短时间内一次憋气完成二维 BTFE电影（2D 

Cine）所要进行的八层短轴扫描，可适用于无法进行多次重复配合呼吸的患者。  

  

 

 

 
EP-2078 

基于脑表面形态学分析对精神分裂症患者暴力倾向 

的初步研究 

 
李颖娜,范丰梅,冯志远,梁文洲,藏金生,吕金库,肖春玲,杨贵刚,谭淑平,杨甫德 

北京回龙观医院 100096 

 

目的：初步研究伴有暴力倾向的精神分裂症患者脑皮层形态学（全脑皮层厚度、平均曲率、表

面面积、体积）的微观结构改变，探讨并分析其异常脑区的皮层形态学变量与临床变量的相关

性。 

方法：收集 2015年 12月前到北京回龙观医院门诊及住院收入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按照 IC-

D10国际标准诊断）66例，男 40例，女 26例。根据 MOAS 量表(修改版外显攻击行为量表)的

评分将所有患者分为暴力组（49例）与非暴力组（17例），所有受试对象采用 GE Discovery 

MR750 3T 超导 MRI扫描仪进行高分辨率 3D-MRI结构像扫描。各脑区皮层厚度、表面面积、体

积及平均曲率的分析采用 FreeSurfer软件。采用 SPSS22.0 软件分析异常脑区与临床变量的

相关性，统计结果均通过 FDR校正。 

结果：暴力组与非暴力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发病年龄、总病程、复发次数、精神分裂

症分型、精神障碍遗传史等方面比较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与非暴力组患者相比，暴力

组患者左侧胼胝体边缘沟曲率增大（0.0104±0.0132 vs.0.1131±0.0107，P=0.006）；右侧

后扣带回背侧（3.2771±0.2993vs.2.999±0.2637,P=0.001）、左侧枕极（2.2471±0.2237 

vs.2.0971±0.1856,P=0.008）皮层厚度变薄；左侧额中回（8734.12±1091.164 

vs.7562.33±1195.055,P=0.001）、左侧颞横沟（567.71±143.795 vs.466.57±117.752，

P=0.005）、右侧额上沟（4503.53±737.935 vs.3856.24±799.814，P=0.005）体积减小。

ROC曲线显示左侧胼胝体缘沟、左侧中央前上沟平均曲率可用于诊断精神分裂症的暴力倾向，

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715（95%CI:0.566-0.865，P=0.008）、0.726(95%CI:0.578-0.875，

P=0.006)。单因素 Logistic 回归显示，右侧后扣带回背侧皮层厚度、左侧颞中回皮层体积、

左侧颞横沟皮层体积、右侧额上沟皮层体积、左侧胼胝体边缘沟平均曲率均与精神分裂症的暴

力倾向相关；多项 Logistic 回归在校正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发病年龄、总病程、复发

次数、精神分裂症分型、精神障碍遗传史等因素后，发现只有右侧后扣带回背侧皮层厚度与暴

力倾向独立相关（OR:0.003[0.000，0.174]，P=0.005）。上述结果均经 FDR校正后仍具统计

学意义（P<0.05）。 

结论：本研究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部分脑区皮层厚度变薄、皮层体积减小及皮层平均曲率增大

与暴力倾向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其中右侧后扣带回背侧皮层厚度变薄可用于独立预测精神分裂

症患者的暴力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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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079 

基于 DKI 白质双室模型参量对中年 2 型糖尿病相关脑白质微

结构改变的评价 

 
高洁,汤敏,张东升,折霞,严雪娇,张鑫,张小玲 

陕西省人民医院 710068 

 

目的：应用 DKI及白质双室模型参量评价早期 T2DM患者脑的微结构改变，探索 T2DM相关认知

功能障碍的神经病理机制，并结合认知评价，寻找早期糖尿病患者认知功能损害的影像学标记

物，为实现早期临床诊断及预防提供影像学手段。 

方法：前瞻性纳入接受 DKI 检查的 33例中年 T2DM患者和 13例健康志愿者。两组研究对象年

龄、性别匹配，均为右利手。研究对象在 DKI检查前 3天内接受系统认知功能评价；计算 DKI

及白质双室模型参量，包括部分各向异性（FA）、平均扩散张量（MD）、轴向扩散张量

（AD）、垂直扩散张量（RD）、平均峰度系数（MK）、平行峰度系数（AK）、垂直峰度系数

（RK）、轴内扩散张量（Da）、轴外平行扩散张量（De∥）、轴外垂直扩散张量（De⊥）。比较

所有认知功能评分在两组间的差异；应用基于纤维束的空间统计方法（TBSS）比较 DKI各参量

在 T2DM组和对照组的差异，并对所有认知功能评分和 DKI参量进行全脑的相关性分析

（P<0.05,TFCE校正）。 

结果：T2DM组与对照组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均未见显著差异。所有认知功能评分在两

组间亦未见明显差别。在 TBSS分析中，T2DM组中 MD、RD、De∥和 De⊥参量较对照组显著升

高，累计的白质体素分别占 5.26%、2.82%、0.46%、20.34%，这些差异主要位于而右侧内囊、

外囊、放射冠、上纵束和双侧额叶白质。而 FA、AD、MK、AK、RK、Da参量在两组比较中均未

见显著差异。此外，所有认知功能评分和所有 DKI及白质双室模型参量之间亦未见显著相关

性。 

结论：DKI及 DKI白质双室模型参量可在中年 T2DM患者认知功能出现异常前发现脑白质微结

构的异常，这些白质结构完整性的改变可能主要与轴外间隙水分增加、白质髓鞘变性/破坏相

关。De⊥参量是反映 T2DM患者脑白质微结构改变最为敏感的参量，有望成为早期糖尿病患者认

知功能损害的生物学标记物。 

 

 

 

 
EP-2080 

MR 对西宁地区颈动脉斑块患者颈动脉狭窄及 Willis 

环代偿与脑梗死关系的评价 

 
邓文友

1,2
,吕蕾

3,2
 

1.湖北省肿瘤医院 

2.青海大学附属医院 

3.菏泽市立医院 

 

 

目 的：运用 3.0T MR技术评价西宁地区颈动脉斑块患者颈动脉狭窄程度及 Willis 环代偿情

况，探讨分析两者与脑梗死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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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法：收集本院来自西宁地区的 117例颈动脉斑块患者行头颈部常规 MRI检查、MRA及颈动

脉斑块成像，分析对照组及脑梗死组两组间颈动脉斑块和颅内 Willis环情况，观察颈动脉斑

块部位及狭窄程度、Willis 环具体分型及环的完整性、各组成血管显示和变异情况。 

结 果：1、本研究脑梗死组与对照组在斑块发生部位上无明显差异(P>0.05)，均以颈动脉分叉

处多见，分别占 50%、48.07%。2、颈动脉斑块引起血管不同程度狭窄时，脑梗死组与对照组

存在差异（P<0.05)。不同程度狭窄时观察颅内 Willis环前、后循环及整环完整程度无差异

(P>0.05)。3、脑梗死组 Willis环变异率 80.39%，其整环、前、后循环完整率分别为

19.61%、62.75%、27.45%，与对照组均存在差异 (P<0.05)。4、脑梗死组与对照组 ACA-A1段

血管变异率分别为 14.70%、6.06%，两组 ACA-A1 段变异率存在差异(P<0.05)。脑梗死组

ACoA显示率为 74.51%，PCoA 显示率为 54.90%，与对照组无明显差异 (P>0.05)。 

结 论：在颈部动脉斑块患者中，颈动脉的不同程度狭窄影响脑梗死的发生率，颈动脉斑块并

发脑梗死患者多具备不完整的 Willis环。 

 

 

EP-2081 

探讨动态磁敏感对比增强 MRI（DSC-MRI）监测脑胶质瘤复发

和治疗后反应的应用价值 

 
王斌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030001 

 

目的：探讨动态磁敏感对比增强 MRI（dynamic susceptibility contrast MRI，DSC-MRI）灌

注成像在监测脑胶质瘤治脑胶质瘤术后复发和治疗后反应的应用价值。 

方法：26例脑胶质瘤患者（15例脑胶质瘤复发，11例治疗后反应）在同步放化疗结束 2月内

行头部常规 MRI扫描、增强扫描及 DSC脑灌注成像，通过 DSC软件分析，对图像后处理得到病

例异常强化区、水肿区的相对脑血容量（relative cerebral blood volume,rCBV）、相对脑

血流量的（relative cerebral blood flow，rCVF）的伪彩图，分别测量病例异常强化区、水

肿区的 rCBV值、rCVF值，采用两样本 t检验比较两组各参数值是否存在差异。 

结果：复发组的异常强化区平均 rCBV 值及 rCBF 值均显著高于放射性脑损伤组［

(5.62±2.01) vs (2.17±0.94)；(5.14±1.96) vs (1.96±1.25)，P＜0.05］，强化区两灌

注指标在肿瘤复发和治疗后反应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复发组的水肿区平均 rCBV值及

rCBF值均显著高于放射性脑损伤组［(4.11±1.17) vs (1.72±0.83)；(3.76±1.83) vs 

(1.43±0.65)，P＜0.05］，水肿区两灌注指标在肿瘤复发和治疗后反应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结论：DSC-MRI能早期评估脑胶质瘤复发和治疗后反应，为脑胶质瘤患者在临床上的进一步治

疗提供影像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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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082 

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the expression of 

TGF-β1mRNA and FA value in renal cortex of 

preclinical diabetic nephropathy rat  

 
hu xiaoyan

1
,Wu Yinghua

2
 

1.Chengdu first people's Hospital 

2.Chengdu university of TCM 

 

Objetive: To study the changes of ADC value and FA value of renal cortex and 

medulla an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expression of TGF-β1mRNA and FA value in 

renal parenchyma of preclinical diabetic nephropathy rat. Materials and Methods: 

20 healthy male SD ra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diabetic group of 14 rats (DN 

group) and normal control of 6 rats (NC group). We injected intraperitoneally 

60mg/kg streptozotocin in DN group to establish the model of diabetic nephropathy . 

The NC group was injected the same dose of citrate buffer in the same way. The 

fasting blood glucose was measured after 3 days and 24h urine was examined for 

urinary microalbumin after 2 weeks. Finally, there were eight DN rats which 

modeled Successfully and surviving and six NC rats underwent MR scan, including 

T1WI, T2WI and DTI sequence. At the end of the scan, we killed all rats immediately, 

and collected the blood sample to exam the serum creatinine and double kidney 

tissues for pathological examination. The ADC value and FA value of renal 

parenchyma in each rat were observed by two experienced radiologists under blind 

method. TWO independent samples T-test was used to compare the TGF-β1mRNA 

expression between the DN group and NC group. The DN group and NC group renal 

cortex and medulla ADC values and FA values were compared by Mann-Whitney U test.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expression of TGF-β1mRNA and FA value of renal 

parenchyma were tested by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in DN group. Results: (1) 

The Pathology of all the kidney tissues in the NC group were normal. In the DN 

group, there were varying degrees of glomerular atrophy, renal tubular epithelial 

cell swelling, mesangial proliferation and glomerular basement membrane 

thickening . (2) In DN group, the renal cortex and medulla ADC values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in the NC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The renal cortex and medulla FA values were decreased in DN group 

compared with NC group, especially in the cortex. But the renal cortex and medulla 

FA values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3) The 

expression of TGF-β1mRNA wa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in DN group compared with NC 

group（p<0.05）.(4) In renal cortex,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FA value and TGF-

β1mRNA expression was unclear. Conclusions: (1) Diffusion tensor imaging can find 

the renal function changes earlier than the presence of clinical urine albumin. 

(2)In preclinical diabetic nephropathy renal cortex,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FA 

value and TGF-β1mRNA expression was uncl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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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083 

膝关节骨性关节炎软骨基质金属蛋白酶 1，3 的表达与磁共振

定量分析的相关性研究 

 
王可欣 

内蒙古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010030 

 

目的：膝关节骨性关节炎是以关节软骨退行性改变和关节表面、边缘形成新骨为其特征的综合

性疾病。膝关节骨性关节炎是引起女性第四位和男性第八位劳动力丧失的主要原因。随着现代

人生活频率和强度的增加，OA发病年龄逐步趋于年轻化。目前认为，基质金属蛋白酶

（MMPs）是介导 OA软骨破坏最重要的因素。有研究表明，MMP-1在骨性关节炎患者软骨滑膜

中呈现高表达。我们拟作进一步研究的目的：对 OA患者进行膝软骨 MMP-1，3表达的研究；对

OA患者进行 MRI生化定量研究的分析（T2-mapping、DTI）；探讨 OA患者膝软骨 MRI定量分

析与 MMP-1，3表达的相关性。 

方法：收集 2016年 9月至 2017年 10月在内蒙古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影像科行膝关节磁共

振检查且被临床诊断为骨性关节炎并进行膝关节置换的患者 30例。术前采用 GE 1.5T磁共振

仪 MR-360(GE Medical System,USA)扫描。MRI选用常规扫描序列和 T2-mapping、DTI 等生理

成像序列，MR扫描完成后将图像信息传至 AW 4.6工作站并进行后处理工作，选取感兴趣区并

测量数值，记录。将手术或关节镜取下的标本常规固定脱钙、石蜡包埋，行 HE染色观察软骨

整体形态结构，采用免疫组化检测 MMP-1,3的表达并记录。采用 SPSS采用 SPSS20.0对数据进

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表示，若数据符合正态分布，则使用方差分析；若

不符合正态分布，则采用秩和检验；相关性分析采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计数资料采用卡方

检验，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相关性分析 Spearman秩相关分析。 

结果：1.MMP-1，3与膝关节骨性关节炎病变程度呈正相关。2.T2-mapping、DTI对膝关节骨性

关节炎软骨损伤具有较高临床价值、并预期严重程度呈正相关。3、磁共振生理成像与 MMP-

1，3对膝关节骨性关节炎的病变程度呈正相关。 

 

 

EP-2084 

磁共振弹性成像与 IVIM-DWI 诊断胰腺纤维化分期 

 
刘艳清,石喻,郭启勇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胰腺纤维化程度与慢性胰腺炎(CP)分级、胰腺肿瘤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本研究旨在探

讨磁共振弹性成像(MRE)与 IVIM-DWI诊断胰腺实质（肿瘤术后胰腺残余组织）的纤维化分级的

价值。 

方法：收集 2016年 1至 10 月 36例(19男，17女，48.3±15.2 岁)胰腺或胆管肿瘤并接受胰

十二指肠切除术的患者。MRE 采用 GE 3.0 T Signa Excite HD扫描仪，SE EPI序列结合 3D直

接反演拟合算法获得弹性值；频率=40Hz,TR/TE=1375/38.8ms,NEX=1,矩阵=96×96,层数=32,层

厚=3.5mm。IVIM-DWI成像采用 Philips Ingenia 3.0T MR成像系统，b值分别取 9个（0, 25, 

75, 100, 150, 200, 500, 800, 1000s/mm
2
）,TR/TE=3000/72ms,NEX=1,矩阵=224×224,层数

=16,层厚=5mm。组织学纤维化分级：无(F0)；轻度(F1)；中度(F2)；重度(F3)。分别测量胰腺

断端弹性值与真实扩散系数（D），假性扩散系数（D*)及灌注分数（f）值，分析其与纤维化

分期的相关性，采用 ROC曲线对各参数诊断胰腺纤维化分期的效能进行比较。结果：胰腺弹性

值、D、D*及 f值均与纤维化程度呈线性相关(r=0.856,-0.651,-0.392,-0.523;P均<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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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胰腺纤维化≥F1、≥F2、=F3期，弹性值的 ROC曲线下面积大于 D、D*及 f值，且与 D、

D*及 f值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MRE诊断胰腺纤维化的曲线下面积：

0.85(≥F1),0.98(≥F2)和 1.0(=F3)，其中诊断≥F2 和=F3 的敏感度为 94.12%，100%，特异度

为 100%，100%。 

结论：MRE对胰腺纤维化分期的诊断价值优于 IVIM-DWI技术，IVIM-DWI技术中 D*及 f值对胰

腺纤维化的诊断价值较大。 

  

 

 
EP-2085 

The findings and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Extraspinal 

anomaly in lumbar spine MR examination  

 
deng xianbo 

affiliated union hospital of tongji medical college of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e and 

technology 430022 

 

 

Objective: to retrospectively analyze the occurrence rate and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outside spinal abnormalities in patients with lumbar spine 

examination. 

Materials and methods: because of back pain and (or) symptoms of nerve root lines 

of lumbar MR examination of 2500 patients, from 1-2 high qualification radiology 

doctors to review every patients spine MR images of the inspection, records 

outside spinal abnormalities, combined with clinical data, determine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and results. 

Results: in the 2, 500 cases of lumbar spine, 198 of the images were found to have 

outside spinal abnormalities. Abnormalities in the outside spinal column of 178 

patients were not identified or clinically significant, requiring clinical or 

further examination. Four cases of abdominal aortic aneurysm were found; Two cases 

of lymph node metastasis in the abdominal aorta; Three cases of rectal cancer; 1 

case of renal self-truncated; 1 case of renal carcinoma; 6 cases of prostate 

cancer; Three cases of cervical cancer. The occurrence rate of significant 

clinical significance was 0.8%. 

Conclusion: in the mri examination of lumbar vertebra, the lesion of the outside 

spinal column can be found in addition to the lesion of the spine itself. 

 

 
EP-2086 

TMD 患者翼外肌区的 IVIM 定量评估分析 

 
孙琦,董敏俊,陶晓峰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200023 

 

 

目的：应用 IVIM序列定量评价 TMD患者翼外肌区的信号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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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本实验对 20名志愿者进行了检查，确定 b 值并优化了 IVIM序列参数。然后，对

80名临床怀疑 TMD患者（共 160侧）TMJ进行静态 MRI和 IVIM MRI成像；采用斜矢状面显示

颞下颌关节及最大面的翼外肌区定位。在选定的图像感兴趣区上标记翼外肌，分别包括翼外肌

上头区域和翼外肌下头区域。统计分析软件采用 SPSS 19.0。P值<0.05，被认为统计学上具有

显著性差异。 

结果：分别测量翼外肌上头区域和翼外肌下头区域的参数（D值和 f值）。对于 TMD患者伴有

骨关节炎，在翼外肌上头区域和翼外肌下头区域内的 D值和 f值均明显增高；同时，不可复性

盘前移患者的 f值明显高于正常颞下颌关节的患者。有 48名被放射科诊断为正常盘髁关系的

患者，在应用 IVIM序列扫描后，其中，29例 TMJ的 f值和 D值高于志愿者的正常区间。 

结论：TMD患者翼外肌区的病理变化可以通过 IVIM MR序列来定量评价。对于临床怀疑 TMD但

影像诊断为正常盘髁关系的患者，可以加做 IVIM作为附加方法。 

 

 
EP-2087 

臂丛损伤健侧颈 7 神经移位术前后患者脑结构的动态变化及

其与临床资料的相关性 

 
王卫卫,刘含秋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200040 

 

 

目的:运用基于体素的形态学分析(voxel-based morphometry，VBM)的方法，分析一侧全臂丛

根性撕脱伤（brachial plexus avulsion injury，BPAI）患者健侧颈 7神经移位术后脑结构

的动态变化。 

方法: 36名左侧 BPAI患者共分为三组，术前组、短期随访组（术后 2年以内）及长期随访组

（术后 2年以上），每组 12人。所有被试均为右利手，性别、年龄、利手均匹配。分别采集

3D_T1、DTI图像以及 Fugl- Meyers上肢功能评价量表运用 VBM的方法对数据进行后处理。三

组灰质体积分析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统计方法（P<0.001,AlphaSim校正），提取相关脑区的

灰质体积做事后检验（P<0.05），并与术后随访时间及 FMA-UE做相关分析。 

结果:三组灰质体积有统计学差异的脑区多与感觉运动有关，包括右侧中央前回、中央后回及

辅助运动区。其中，右侧初级感觉运动皮层灰质体积在术前及术后短期随访组无统计学差异，

术后长期随访组明显下降，而右侧辅助运动区灰质体积在术后短期随访时即明显下降，随着随

访时间延长，灰质体积继续下降。右侧中央前回及中央后回灰质体积与术后随访时间呈负相

关；术后长期随访组的右侧中央前回及辅助运动区的灰质体积与 FMA-UE呈正相关。 

结论:我们的研究表明 BPAI 健侧颈 7神经移位术后患者脑可塑性涉及到结构的变化。感觉运动

相关脑区灰质体积的动态变化可能与患肢的临床功能康复效果有关。这些变化可能有利于提醒

临床医生术后早期、长期开展针对感觉运动相关脑区的康复锻炼，制定基于中枢干预的康复手

段，从而提高患者患肢康复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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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088 

Intravoxel incoherent motion MR imaging for staging 

liver fibrosis and monitoring anti-fibrotic response 

to losartan: an experimental study in rat model 

 
Zhang Caiyuan,Wang Dengbin 

Xinhua Hospital，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00092 

 

Purpose: To evaluate the feasibility of intravoxel incoherent motion (IVIM)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for noninvasively staging liver fibrosis and 

monitoring its therapeutic response to losartan. 

Materials and Methods: The liver fibrosis model was induced in rats by 
intraperitoneal injection of carbon tetrachloride (CCl4) for up to 6 weeks. IVIM 

MR imaging was performed by using thirteen b-values from 0 to 1000 sec/mm
2
 in week 

0, 2, 4, and 6. Rats with CCl4 administration were simultaneously treated with 

losartan to establish the antifibrotic model and imaged in 4 and 6 weeks. True 

diffusion coefficient (D), perfusion fraction (f), pseudodiffusion coefficient 
(D*), and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ADC) at different time points were 

compared among individual fibrotic groups by analysis of variants and between 

antifibrotic and fibrotic groups by student’s t test.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histological features (fibrosis, inflammation, steatosis, and hepatocellular 

ballooning) and the imaging parameters was evaluated by Spearman’s ranked 

correlation, and diagnostic performance for staging liver fibrosis were determined 

by receiver operation characteristic (ROC) curves analysis. 

Results: D*, f, and ADC showed moderate correlation with progression of liver 
fibrosis (ρ=-0.719, ρ=-0.698, ρ=-0.559, P<0.001). D* could be superior to 
detect the early and moderate liver fibrosis (AUC=0.950, 0.930, respectively). f 
is beneficial to predict the presence of advanced liver fibrosis and cirrhosis 

(AUC=0.877). D* and f in liver with antifibrotic treatment showed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compared with those in fibrotic liver (P<0.05). 
Conclusions: Perfusion related parameters derived from IVIM have potential 
capability to stage liver fibrosis and assess the antifibrotic response to 

losar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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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089 

联合 VBM 及 TBSS 研究臂丛损伤健侧颈 7 神经移位术 

后患者脑结构的远期变化 

 
王卫卫,刘含秋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200040 

 

 

目的:联合应用基于体素的形态学测量（Voxel-based Morphometry，VBM）及基于骨架的弥散

指标分析（Tract-base Spatial Statistics，TBSS）方法，分析单侧全臂丛根性撕脱伤

（Brachial Plexus Avulsion Injury，BPAI）健侧颈 7 神经移位术后患者脑结构的远期变

化。材料与方法:入组 12名左侧 BPAI并接受健侧颈 7神经移位术的患者及 12名右利手,年

龄、性别均匹配的健康被试也纳入此项研究。采集高分辨率三维结构图像以及 30个方向的弥

散张量成像的磁共振数据。其中灰质体积分析采用双样本 T检验（P<0.05,FDR校正），白质

体积分析采用双样本 T检验（P<0.001，AlphaSim校正）。TBSS分析采用 FSL软件进行图像后

处理，患者与健康对照之间的组间骨架 FA的统计分析采用的是基于体素水平的统计分析，非

参数检验（permutation，置换检验），多重比较校正方法选取 TFCE,经 FWE校正(p<0.01)。

结果: 和健康对照相比，BPAI 患者组灰质体积降低较显著的脑区位于右侧中央前回、右侧中

央后回、左侧前扣带回皮层、左侧眶额皮层以及左侧中央沟盖；组灰质体积增加的脑区主要位

于左侧颞中回。患者与健康对照相比白质体积下降的脑区主要是胼胝体、双侧扣带回以及左侧

外囊；白质体积升高的脑区主要位于左侧额枕下束。全脑 TBSS分析结果显示，与健康对照相

比，BPAI组患者脑白质的各向异性分数（Fractional Anisotropy, FA）值减低，减低的脑区

主要位于胼胝体，胼胝体异常的体素占骨架总体素的 52%。结论: 本研究表明臂丛损伤神经移

位术后患者远期脑结构涉及皮层及皮层下结构重组。感觉运动、情绪等相关脑区的皮层灰质体

积以及包括胼胝体在内的白质体积及 FA发生变化，这些变化可能与 BPAI神经移位术后患者临

床功能康复不佳有关。 

 

 

 
EP-2090 

产前 MR 诊断胎盘植入的价值研究 

 
杜金超,吕富荣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摘 要] 目的 评价胎盘植入特征的影像表现及产前 MR诊断胎盘植入的能力。方法 收集 2014

年 1月-2017年 6月共 150 例产科高度怀疑胎盘植入而行 MR检查的患者，包括 95例胎盘植入

患者，55例非植入患者，两名医生分别独立评价患者胎盘植入相关的影像表现，讨论得出一

致结论，并与手术及病理结果对比，计算其敏感性、特异性、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准确

性，两名医生的诊断效能采用接收者操作特异性曲线分析。结果 子宫局部彭隆、胎盘内异常

血管影、T2低信号带、子宫穿透及宫旁植入、胎盘凹陷、胎盘组织突入宫颈管内在植入患者

更常见，与非植入患者出现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均小于 0.05，胎盘内异常血管影、子宫

穿透及宫旁植入、胎盘组织突入宫颈管内的特异性、阳性预测值均为 100%。结论 产前胎盘 MR

能准确的诊断胎盘植入，尤其当出现子宫局部彭隆、胎盘内异常血管影、T2低信号带、子宫

穿透及宫旁植入、胎盘凹陷、胎盘组织突入宫颈管内等征象时诊断价值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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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091 

Joint effects of decreased cerebral vascular 

prefusion and altered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on 

cognitive deficits in type 2 diabetic patients 

 
yu ying,Sun Qian,Zhang Jin,Hu Bo,Yang Yang,Zhang Xin,Yan Lin-Feng,Hu Yu-Chuan,Wang Wen,Cui 

Guang-Bin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Tangdu Hospital， Fourth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710038 

 

 

Background 

Decreased cerebral vascular prefusion and disrupted intrinsic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IFC) are often present in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T2DM), which shows high risk of developing into Alzheimer’s disease. Since 

regional cerebral blood flow (rCBF) has been used as a surrogate of brain baseline 

metabolism and neural activity, the regions with decreased rCBF might be the key 

nodes of specific networks. Therefore, we use the rs-fMRI and 3D-ASL approach to 

test whether the decreased CBF-related ICF can predict cognitive deficits.  

Method A total of 26 T2DM and 22 fasting blood-glucose normal (FBGN) subjects were 

recruited for this study. Optimized voxel based 3D-ASL and rs-fMRI approaches were 

performed to measure the CBF and decreased CBF-related ICF, respectively. 

Multivariat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used to examine the effects of 

decreased CBF and IFC on cognitive performance across subjects, after controlling 

for the effects of age, education, gender and group. 

Results Compared with FBGN subjects, T2DM subjects showed significantly reduced 

CBF and decreased IFC in the frontal-parietal, default mode network(DMN), and 

superior temporal lobe systems. Multivariate regression analysis further 

demonstrated that the CBF and decreased IFC simultaneously affected the cognitive 

function. Specifically, CBF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cognitive performances, 

including global cognition, execution capability and delayed memory, whilst IFC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above three cognitive measures, across all 

patients. In addition,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was found between decreased CBF and 

altered IFC strength across all subjects. 

Conclusions Our findings demonstrated that CBF and IFC jointly contribute to 

diabetic cognitive injury, and combining quantitative information about CBF and 

the strength of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may serve as an indicator of cognitive 

deficits in non-demented diabetic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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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092 

Extended Tofts 模型与 Reference Region 模型 

预测子宫肌瘤 HIFU 消融疗效的比较 

 
周微 

重庆医科大学 400016 

 

 

目的：探讨 Extended Tofts 模型与 Reference Region模型在预测不同消融率的子宫肌瘤

HIFU疗效的应用价值。 

方法：连续收集行 HIFU消融术的子宫肌瘤患者 40例，年龄 18-59岁。术前分别行常规 MRI和

动态增强 MRI扫描。消融结束次日行常规 MRI扫描。将所得图像分别选择 TM模型和 RR模型进

行处理测算定量参数值。计算体积消融率( NPVR)计算: 体积消融率=无灌注区体积/靶肌瘤体

积 ×100%。将体积消融率以 50%、70%为界分为低中高三组。对比分析三组子宫肌瘤灌注参数

的组间差异; 筛选出有统计学意义的参数，分别绘制每个组子宫肌瘤消融率的 ROC曲线; 使用

Pearson相关性分析观察两种模型间的参数有无相关性。 

结果： 在三组子宫肌瘤间，Extended Tofts 模型中的 Ktrans、Kep、Vp及 Reference 

Region 模型中的 Ktrans、Kep、Vp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且在预测高消融率子

宫肌瘤的 ROC 曲线下面积中这些参数中 Ktrans值的曲线下面积最大。  

结论： Extended Tofts 模型中的 Ktrans、Kep、Vp及 Reference Region模型中的

Ktrans、Kep、Vp值在预测子宫肌瘤 HIFU疗效的应用价值较高，两种模型具有明显的相关

性，且两者中的 Ktrans值诊断效能最高; 同时 Reference Region 模型的 Kep、Vp值诊断效

能优于 Extended Tofts模型。 

 

 
EP-2093 

3 例有症状硬膜动静脉瘘 MR 特点分析 

 
张磊

1
,王效春

1
,吴晓峰

1
,张磊

1
,王效春

1
,吴晓峰 

1.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2.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硬脑膜动静脉瘘 (DAVF) 是硬脑膜动脉与硬脑膜静脉或硬脑膜静脉窦发生直接交通而形成的颅

内血管畸形。因为病变隐匿，症状不典型，易误诊为脑胶质瘤、脱髓鞘病、脑干脑炎、视神经

脊髓炎以及脑内不明原因出血等。本文总结分析 3例临床初诊误诊患者，后经脑血管造影确诊

该病，总结分析该病临床特征与磁共振信号特点。 

1临床资料 

病例 1女性，79岁，就诊前 20天无明显诱因开始出现右眼视物模糊伴有复视，右侧眼裂小，

眼球外展不能，入院前右手抖动加重，伴身体后倾科，入院后患者症状进行性加重，表现为嗜

睡、言语欠流利、左下肢肌力减弱。 

病例 2女性，31岁，半年前因鼻部及右眼不适先后就诊于眼科医院与耳鼻喉科，2周前无明显

诱因症状加重，伴有恶心呕吐。 

病例 3男性，53岁，4月前开始出现间断性咳嗽，1月前咳嗽突然加重，表现为干咳，次日出

现全身乏力、恶心、呕吐及头晕等症状，后有站立不稳、走路右偏，入院后持续加重。 

2 检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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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例患者采用 1.5T超导性磁共振扫描仪，常规行头颅 MR平扫及 MRA检查，另病例 1患者行增

强扫描及 MRA、MRV、SWI、MRS；病例 3行 MRA、SWI、MRV 及增强扫描检查。 

3 结果 

3.1 MRI  

3例患者中，除一例患者（病例 2）脑内无异常信号外，其它两例患者可表现为受累脑组织区

域的长 T1长 T2水肿信号影，并随病程进展，水肿范围扩大，DWI中心区域呈高信号，ADC为

低信号，SWI可见点状低信号微出血影。病例 2MRA可见右侧海绵窦及眼上静脉显影。 

3.2 DSA 

病例 1及病例 2诊断为海绵窦硬脑膜动静脉瘘。病例 3诊断为右侧延髓区硬脑膜动静脉瘘。 

4 结论 

头颅 MRI在硬脑膜动静脉瘘诊断中具有很大价值，MRA与增强扫描对发现异常引流血管有诊断

价值；常规平扫及 DWI、SWI 对病情判断及病程预后有诊断价值。 

 

 

EP-2094 

定量磁敏感图在急性缺血性脑卒中的应用进展 

 
李丹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030001 

 

磁敏感加权成像 SWI对缺氧血及颅内矿物质沉积非常敏感，已被广泛应用于急性缺血性脑卒

中，但 SWI不能对磁化率进行直接的定量测定，随着定量磁敏感图 QSM的发展，这一缺陷逐步

被弥补。QSM是基于梯度回波磁共振相位数据的一种新型的可疑非侵入性的评估体内磁性组织

之间磁敏感性差异的技术，它通过测量磁性物质的磁化率值来实现对体内磁性物质的定量。目

前 QSM在量化体内铁含量，钙化及静脉氧饱和度变化等方面已有了多种多样的临床应用。在急

性缺血性脑卒中的影像学研究中，SWI主要显示颅内缺血灶，代表动脉血栓的磁敏感血管征，

不对称突出皮质静脉及深髓质静脉等，而 QSM可疑对脑卒中后的脑组织代谢状况进行定量评

估，这无疑是一次质的飞跃，可以更好的知道临床治疗方案选择及预测预后。本文将就 QSM成

像的基本原理及其在急性缺血性脑卒中的临床应用进行概述。 

 

 

EP-2095 

Diffusion weighted MR imaging–derived histogram 

Metrics for quantitative assessment of response to 

neoadjuvant chemoradiotherapy in local advanced 

rectal cancer 

 
Cui yanfen,Yang Xiaotang,Zhang Ruiping 

Shanxi Tumor Hospital 030013 

 

Purpose: Over the past decades, great changes for the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locally advanced rectal cancer (LARC) has shifted from surgery toward neoadjuvant 

chemoradiotherapy (CRT), with the choice of further therapy depending on the 

degree of response to CRT(1-2). Patient selection for organ-sparing treatment 

after good or complete response to CRT is challenging, highlighting the need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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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urate assessment of tumor response to CRT (3). Therefor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determine the diagnostic accuracy of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ADC) values to assess the response to CRT in patient with local advanced rectal 

cancer by using histogram analysis derived from single-section (SS) and whole-

tumor volume (WTV) regions of interest (ROIs). 

Methods: This retrospective study was approved by our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and written informed consent was waived. 48 patients with LARC underwent CRT and 

subsequent surgery, were enrolled in this study. All patients underwent pre- and 

post-CRT MRI at 3.0 T scanner with 8-channel phased array torso coils. ADCs were 

measured by two radiologists using SS and WTV ROIs methods on pre- and post-CRT 

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 (DWI). ADC histogram metrics and mean ADC values were 

then obtained respectively. Interobserver variability was analyzed by calculating 

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ICC).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curve were calculated to evaluate the diagnostic 

performance of ADC histogram metrics derived from two ROIs methods before and 

after CRT for prediction of histopathologic response. 

Results: Interobserver agreement was excellent for WTV analysis (range, 0.77–

0.89), but was only moderate for SS ROIs analysis (range, 0.61–0.73). Before CRT, 

none of the mean ADC values and the ADC histogram metrics correlated with 

subsequent tumor response (P＞0 .28). While post-CRT, the mean ADC and some of the 

ADC histogram metrics derived from WTV and SS ROI analysi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and were significant higher in good responders than poor responders (P＜0 .01) 

(Figure1). 25th ADCs showed the best diagnostic performance, and the specificity 

w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compared with the mean ADC. 

 

 

 
EP-2096 

Abnormal regional homogeneity and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of baseline brain activity in hepatitis 

B virus-related cirrhosis with minimal hepatic 

encephalopathy  

 
Sun Qing,Han Ping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Union Hospital， Tongji Medical College，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430022 

 

Aims: Abnormalities in neural activity have been reported in minimal hepatic 

encephalopathy (MHE). However, little is known about how the properties of brain 

activity synchronization underlying these deficits were altered in MHE. We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alterations of regional synchronization and functional network 

organization in hepatitis B virus-related cirrhosis (HBV-RC) patients with MHE by 

combining the regional homogeneity (ReHo) and seed-based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FC) computational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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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Data of resting-state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scans were 

collected from 30 HBV-RC patients with MHE and 64 healthy controls. Regions 

showing group differences in ReHo analysis were used as seeds for the seed-based 

FC analysis.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clinical variables and the altered ReHo and 

FC were assessed in MHE patients.  

Results: Compared with healthy controls, the patient group exhibited altered mReHo 

values mainly in the default mode work (DMN), visual network (VN, left middle 

occipital gyrus (MOG)) and dorsal attention network (DAN, right inferior frontal 

gyrus pars opercularis (IFGpo)). Moreover, the MHE patients showed decreased FC 

mainly in the DMN, VN, DAN, sensorimotor network (SMN) and auditory network. The 

neuropsychological test scores were correlated with the mReHo values in right 

IFGpo and left MOG, decreased FC between the DMN and AN.  

Conclusion: Our findings indicated that the MHE patients showed abnormal intrinsic 

brain activity in resting state and provided new insights into the mechanisms 

underlying MHE-associated brain dysfunction. The ReHo in left MOG and FC between 

the DMN and SMN could be indexes to reflect the disease duration. 

 

 

EP-2097 

Altered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density in different 

phases of heres zoster: A resting-state fMRI study 

 
Hong Shunda,Jiang Jian,Zhou Fuqing,Liu Jiaqi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chang University 330006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hanges of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density (FCD) in 

acute phase and postherpetic neuralgia (PHN) phase of the herpes zoster patients 

by using resting-state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rs-fMRI). Method: 22 

patients with PHN, 33 patients with herpes zoster acute phase (HZ) and 28 healthy 

controls (HC) from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chang University underwent 

the 3.0 T resting-state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scan.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density was examined using degree centrality (DC), and group 

difference in FCD was compared. In additional, Pearson correlation was performed 
between abnormal FCD values and clinical indices. Results: (1) Compared with 

healthy controls, patients with PHN showed decreased FCD in the precuneus The 

decreased FCD in the precuneus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visual analog 

scale(VAS) of PHN in the PHN patient group (r=0.895;P=0.030); and increased FCD in 
the hippocampus; (2)compared with healthy controls, patients with HZ showed 

decreased FCD in left precuneus; (3)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detectable in 

this measure between the PHN and HZ 

patients. Conclusion: The brain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may have been damaged in 

the acute phase of herpes zoster; Hippocampus may participate in the production of 

pain memory. which seems to be an important new avenue to investigate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nature of damage of the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in different phases 

of heres zo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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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098 

BOLD、DTI MRI 评价糖尿病肾脏功能的研究 

 
刘波 

第三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重庆市西南医院 400038 

 

目的对糖尿病肾病(DKD)患者行血氧水平依赖(BOLD)和弥散张量成像(DTI)观察其氧合水平和水

分子运动变化，探讨 DKD发展机制及 BOLD和 DTI评价 DKD肾脏功能的价值。方法纳入 25名单

纯糖尿病患者(SD)、20名 DKD患者和 26名健康志愿者(NC)，性别、年龄、BMI相匹配。MRI

当日收集随机晨尿、静脉血行生化检验，据 MDRD方程计算 eGFR值。行常规 T1、T2扫描，

mGRE序列 BOLD和平面回波序列 DTI扫描，划取 ROI获单个肾脏皮、髓质 R2*值、FA、ADC

值。SPSS18.0对三组年龄、BMI行单因素方差分析，l
2
检验分析性别差异；配对样本 t检验分

析左右肾 R2*、MCR、FA、ADC值差异，无差异就取左右肾平均值行后续统计分析；单因素方差

分析比较各组间 R2*、MCR、FA、ADC值差异；Pearson相关性分析 R2*、MCR、FA、ADC 值与

eGFR的关系。结果三组间年龄、BMI、性别无显著差异(P>0.05)，左右肾 R2*、MCR、FA、ADC

值均无差异(P>0.05)；三组间 MCR、髓质 FA值存在差异，DKD组 MCR(1.20±0.14)值较 SD组

（1.34±0.13）明显下降(P=0.001)，SD组 MCR值较 NC组（1.24±0.17）明显增高

(P=0.018)，SD组髓质 FA值(357.28±48.68)显著高于 NC组(321.59±37.91，P=0.005)，DKD

组髓质 FA值(287.75±51.06)显著低于 SD组(P<0.01)和 NC组(P=0.011)；糖尿病患者 MCR值

与 eGFR正相关性(r=0.545, P<0.01)，糖尿病患者髓质 FA值与 eGFR值呈正相关性(r=0.406, 

P=0.006)。结论 BOLD和 DTI MRI 可用于研究正常人和糖尿病患者肾脏代谢和水分子弥散运动

的改变，其中 MCR、FA值较其他参数更敏感，可用于评估肾脏功能状态 

 

 
EP-2099 

扩散张量成像在早产儿 HIBD 中的应用 

 
王雪源,张小安,赵鑫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河南省妇幼保健院 450052 

 

 目的 探讨扩散张量成像(Diffusion tensor imaging,DTI)在早产儿缺氧缺血性脑损伤

(Hypoxic ischemic brain damage,HIBD)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选取我院新生儿科确诊为缺

氧缺血性脑损伤的早产儿 35例，对照组选取无脑损伤足月新生儿 10例，应用 3.0T磁共振扫

描仪对所有研究对象行常规 MRI序列扫描和 DTI序列扫描。利用 t检验及单因素方差，对

HIBD组与足月对照组颅脑感兴趣区测得的 FA值进行统计学分析。对 HIBD组内囊后肢的 FA值

与出生时 Apgar评分进行相关性分析,计算相关度。 结果 在病例组中，内囊后肢、胼胝体压

部、额叶白质、枕叶白质及豆状核的 FA值在 HIBD轻度组、中度组、重度组与对照组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顶叶白质、丘脑及大脑脚的 FA值在 HIBD的中度组、重度组与对照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组内比较，内囊后肢、胼胝体压部、枕叶白质、丘脑及大脑脚的

HIBD轻度组、中度组及重度组三组的 FA值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内囊后

肢 FA值与 Apgar评分（1分钟；5分钟）无明显相关性（r=-0.179,P>0.05；r=-0.201 

,P>0.05）。 结论 DTI技术可在早期对早产儿 HIBD进行诊断及评估。 

  

 

 

 
EP-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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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agnostic value of Noncontrast-enhanced ECG-

gating quiescent-interval single-shot (QISS) MR 

angiography  in lower extremity peripheral arterial 

disease 

 
Yang Ming,Chi Bin,Cheng Lan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Union Hospital， Tongji Medical College，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4300222 

 

Purpose：To evaluate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Noncontrast-enhanced ECG-gating 

quiescent-interval single-shot (QISS) MR angiography in lower extremity peripheral 

arterial disease. 

Material and method：Continuous collection 43 patients with clinical suspected of 

lower extremity arterial disease (male 28, female 12, age 40-82y, average age 

58.76y) in January 2017 - June 2017, all patients underwent CTA and QISS MRA, 30 

of 43 underwent Digital Subtraction Angiography (DSA). The QISS MRA and CTA image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wo senior subjects (15 and 13 years, respectively). The 

image quality was scored according to the 4-point scale and the MRA and CTA were 

measured using the Kappa test in the lower extremity arterial stenosis to evaluate 

the consistency of the analysis. DSA was used as a reference standard to compare 

CTA and MRA QISS hemodynamic significant stenosis (≥50%)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Result：The QISS MRA image quality was 3.83 ± 0.52 for reader 1, 3.77 ± 0.43 for 

reader 2,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CTA (4.10 ± 0.46 and 3.99 ± 0.43 for reader 1 

and 2, P <0.001). QISS MRA and CTA assessment of the consistency of lower 

extremity vascular stenosis is very good (Kappa = 0.923 ± 0.013 for reader 1, 

0.930 ± 0.012 for reader 2). The sensitivity of QISS was 94.93 and 94.56% (91.21 

and 90.33% for CTA, P> 0.05), and the specificity of QISS was 95.92 and 96.57% 

(95.41 and 95.32% for CTA, P> 0.05) for reader 1 and 2, respectively ). The 

sensitivity of QISS (95.66 and 96.43%)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CTA 

(75.69 and 78.76%, P <0.05) for heavily calcified segments。 

Conclusion：QISS is a reliable alternative to CTA's assessment of lower extremity 

peripheral arterial disease (PAD) and is suitable for first-line screening of 

patients with contraindications to intravenous administration. 

 

 

EP-2101 

细胞组装 Gd 基纳米簇用于磁共振影像活体示踪移植干细胞体

内命运 

 
张艳辉,张宏岩,张朋利,张海禄,谭波,邓宗武 

中国科学院苏州纳米技术与纳米仿生研究所 215123 

 

目的：通过简单而直接的磁共振活体影像技术获得干细胞移植到体内后的存活、迁移归巢和定

向分化信息，为干细胞再生医学研究和临床应用提供影像信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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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将生物靶向分子与 Gd基络合物偶联得到一种小分子 MRI探针，通过电穿孔方法标记间

充质干细胞（hMSCs），诱导细胞将小分子探针组装成纳米簇进入细胞质中，大幅提高探针与

细胞结合的时间，满足干细胞移植活体影像示踪的时间要求。 

结果：纳米簇会使标记细胞在体外和体内的 T2加权 MRI中都长时间呈现暗信号；标记的

hMSCs移植到小鼠颅内后，在标记过程中进入细胞质的游离态小分子探针通过胞吐过程释放，

会快速向周边组织扩散，导致周边组织在 T2加权 MRI中呈现亮信号；移植细胞死亡后，形成

的纳米簇解体，也使死亡细胞在 T2加权 MRI中呈现亮信号。游离态和纳米簇 Gd基小分子探针

对 MRI信号的不同作用使得我们可以明确区分移植的干细胞及其周边组织，并获得丰富的信息

帮助我们了解干细胞移植到体内后的命运。 

结论：国际上一些知名机构先后报道了一些新颖的标记和示踪方法（1-5）。例如，斯坦福大

学医学院 2012年报道了利用巨噬细胞吞噬 SPIO向死亡细胞迁移富集报告移植体内死亡细胞；

2015年报道了利用半胱天冬酶切割 Gd络合物造影剂，后者自组装成纳米粒子，导致死亡细胞

的信号增强，报告细胞移植体内后死亡过程。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 2015年报道了利用

SPIO+Gd-DTPA双标记的方法来报告干细胞移植体内后死亡过程。这些标记和影像方法一方面

涉及的过程都相当复杂，另一方面都只能报告细胞死亡，不能提供活细胞的信息，而后者对于

干细胞移植研究及临床应用更重要。我们的方法提供的细胞死活状态信息明确，对比度高，特

别是具有提供活细胞迁移信息的能力，临床应用的潜力要明显优于最近报道的细胞标记和示踪

方法(6,7)。 

 

 

EP-2102 

嗅觉功能障碍首发抑郁症患者的弥散张量成像研究 

 
谢俊诗,胡良波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永川医院 402160 

 

目的 探讨首发抑郁症患者是否合并嗅觉功能障碍，利用弥散张量成像（DTI）技术研究嗅觉功

能障碍首发抑郁症患者脑白质结构改变及其与抑郁严重程度的相关性。 

方法 37例首发抑郁症患者，38例同期性别、年龄及受教育程度相匹配的志愿者为对照组，分

别对病人组与对照组进行 70%异丙醇吸入嗅觉测试法（AST），比较病人组与对照组嗅觉测试

距离的差异；根据在病人组中嗅觉测试结果，将 17例嗅觉减退的首发抑郁症列为病人组 a，

20例无嗅觉减退的首发抑郁症为病人组 b，分别对病人组 a及病人组 b进行 DTI扫描，运用

TBSS分析方法得到 FA值，比较病人组内 FA值差异。 

结果 与对照组比较，首发抑郁症患者嗅觉测试值降低（P<0.01）；与病人组 b比较，病人组

a左侧海马、胼胝体膝部 FA 值降低（P<0.01, FDR校正）。在病人组 a中，左侧海马、胼胝体

膝部下降的 FA值与 HDRS24 无显著相关性（r 左侧海马=0.163, r 胼胝体膝部=-0.104；P>0.05）。 

结论 1. 与对照组比较，首发抑郁症患者嗅觉测试值降低（P<0.01），说明首发抑郁症患者可

合并嗅觉功能障碍。并且，本研究还发现抑郁症患者抑郁症状越重，嗅觉减退越明显，嗅觉测

试检查结果对于嗅觉异常的抑郁症患者临床病情评价具有参考价值。 

2.海马不仅属于边缘系统，同样也是嗅觉中枢。与病人组 b相比，病人组 a的海马 FA区值降

低，提示抑郁症患者可由于海马神经发生异常，从而引起嗅觉传导中投射到海马脑区的通路受

损，引起嗅觉的相关改变。此外，胼胝体膝部的 FA值也存在降低。当人类受到嗅觉刺激，胼

胝体存在激活，说明胼胝体部与嗅觉传导关系密切。总之，在嗅觉通路中任何一部分受损，嗅

觉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损伤。 

3.本研究发现首发抑郁症患者可合并嗅觉功能障碍，嗅觉障功能碍的首发抑郁症患者存在相关

嗅觉白质纤维损伤，为首发抑郁症患者的嗅觉功能障碍提供了一定的神经解剖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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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103 

Dixon 技术鉴别乏脂肪肾血管平滑肌脂肪瘤与肾癌的价值研究 

 
孙军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213003 

 

目的：评价 Dixon技术在乏脂肪肾血管平滑肌脂肪瘤（RAML）与肾癌（RCC）鉴别中的价值。 

资料与方法：回顾性分析 16 例乏脂肪 RAML与 36例 RCC 的 Dixon图像，测量同相位（IP）、

反相位（OP）、纯脂肪（FO）及纯水（WO）图上肿瘤信号强度，计算肿瘤信号强度指数

（TSII）、肿瘤脂肪分数（TFF），分别对两类肿瘤的 TSII、TFF行独立样本 t检验，并作

ROC曲线分析。 

结果：⑴以肿瘤 OP较 IP图出现信号下降及相应 FO较 WO图出现信号增高为依据诊断乏脂肪

RAML的准确率、敏感性、特异性分别为 82.69%、87.50、80.56%；⑵乏脂肪 RAML与 RCC之间

的 TSII、TFF均存在显著统计学差异（t=8.638、11.179，P均=0.000）；利用 TSII鉴别的曲

线下面积为 0.944，诊断乏脂肪 RAML的准确率、敏感性、特异性分别为 86.54%、93.75%、

83.33%；利用 TFF鉴别的曲线下面积为 0.986，诊断乏脂肪 RAML的准确率、敏感性、特异性

分别为 94.23%、93.75%、94.44%。 

结论  Dixon技术，特别是其定量分析，对鉴别乏脂肪 RAML与 RCC具有重要价值。 

 

 

EP-2104 

磁共振 T2 反转恢复压脂序列与三维短时反转恢复快速自旋回

波成像增强扫描显示节后臂丛神经的对比研究及其临床应用

的探讨 

 
杨联培,程敬亮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比较磁共振 T2反转恢复压脂序列（T2 TIRM）与三维短时反转恢复快速自旋回波成像

（3D STIR SPACE）增强扫描显示节后臂丛神经的优势及不足，研究其在节后臂丛神经病变的价

值。 

材料与方法：30名志愿者及 20 例经证实的臂丛神经病变患者，行 MRI 检查，扫描序列包括

T2 TIRM和 3D STIR SPACE 序列。对志愿者 T2 TIRM 及 3D STIR SPACE图像的显示情况

进行评分， 并测算 T2 TIRM、 3D STIR SPACE图像的对比噪声比 （CNR）。观察臂丛神经

病变在 T2 TIRM和 3D STIR SPACE的表现。2名医师对 30 名志愿者 T2 TIRM 及

3D STIR SPACE图像评分情况进行 Kappa一致性检验。对 T2 TIRM和 3D STIR SPACE图

像的评分及 CNR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 

结果 2名医师对 30 名健康志愿者双侧节后臂丛神经的评分在 T2 TIRM序列为 

（7.87±1.32 ）分， Kappa 值 0.88； 在 3D STIR SPACE 序列上为 （11.64±2.53） 

分， Kappa值 0.87。2 名医师的评分结果一致性良好， 对 3D STIR SPACE序列图像的评分

高于 T2 TIRM序列,两种序列的结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2.667, P 值<0.05） 。

3D STIR SPACE及 T2 TIRM 序列的 CNR分别为 25.01±3.41， 37.49±4.75，

3D STIR SPACE序列的 CNR 高于 T2 TIRM序列，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1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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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19例臂丛神经损伤病例，臂丛神经增粗、信号增高 10 例，臂丛神经走形紊乱 6

例，周围软组织水肿 3 例。1例臂丛神经肿瘤呈团块状长 T1 信号，压脂呈高信号。 

结论 3D STIR SPACE序列较 T2 TIRM序列有更高的分辨率及 CNR， 更清晰地显示节后臂丛

神经解剖结构及其病变。 

  

  

 

 

EP-2105 

基于弥散张量成像的原发性闭角型青光眼患者大脑结构网络

小世界属性的研究 

 
李丹,曾献军,肖晓怡,刘海萍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30006 

 

 

目的：利用基于图论分析的方法，研究原发性闭角型青光眼（primary angle-closure 

glaucoma,PACG）患者在静息态下弥散张量成像（diffusion tensor imaging,DTI）构建的大

脑白质纤维束结构网络小世界属性。 

方法：19例 PACG患者及 19 例年龄、性别匹配的正常健康对照组（HC）均接受 DTI检查，利

用解剖学自动标记模板（automated anatomical labeling,AAL）将全脑划分为 90个区域，采

用纤维分配连续跟踪（FACT）算法构建脑结构二值网络，运用组间双样本 T检验比较 PACG 患

者与 HCs组网络特性相关参数，并分析存在差异脑区的网络特性参数与临床诊断青光眼相关参

数如视力（VA）、静脉杯盘比（CDR）、眼内压（IOP）、视网膜纤维层厚度（RNFLT）相关

性。 

结果：PACG及 HCs组脑结构网络均存在“小世界”属性。PACG组“小世界”指数、平均最短

路径、聚类系数、全局效率、局部效率均轻度减低，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PACG

组右侧背外侧额上回、右侧眶部额下回、左侧内侧和旁扣带回、左侧杏仁核及左侧楔叶节点效

率降低（P＜0.05），左侧眶部额上回、右侧眶部额下回、左侧杏仁核、左侧楔叶及左侧舌回

节点度较 HCs组降低（P＜0.05），左侧楔叶节点度与静脉 CDR呈正相关，右侧眶部额下回节

点度与静脉 CDR呈负相关。 

结论：PACG患者脑白质结构网络具有小世界属性，其视觉及情感认知相关脑区局部属性存在

异常，表明 PACG会对大脑连接结构网络的拓扑属性产生影响，为进一步探究 PACG的神经生理

机制及 PACG对大脑结构网络损伤的影响提供了新的思路。 

  

 

 
EP-2106 

磁共振峰度成像与直肠癌预后影响因素相关性的研究 

 
朱兰,潘自来,严福华,张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200025 

 

目的  评价磁共振峰度成像（diffusion kurtosis imaging，DKI）的相关参数与直肠腺癌预

后影响因素之间的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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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2014年 4月至 2015年 9月间 56例本院直肠腺癌患者入组。中位年龄 59.5

岁。所有患者均同时接受 DKI（(b = 0, 700, 1400, 2100 sec/mm
2
）及常规 DWI（b = 0, 

1000 sec/mm
2
）扫描。两名医生分别测量 DKI模型的峰度值（Kurtosis）和弥散系数

（Diffusivity）以及 DWI模型的表观弥散系数（ADC值）。两样本 t检验不同 pT、pN及病理

分级的 Kurtosis，Diffusivity及 ADC值的差异。统计分析各参数区别 WHO标准及低分化癌巢

（poorly differentiated cluster，PDC）数目的病理分级下高低级别直肠腺癌的受试者特性

曲线。统计分析各参数与两种病理分级相关关系。 

结果  两种分级的高级别病灶的 Kurtosis均明显高于低级别者。两种标准的高级别病灶的

Kurtosis值分别为 1.136±0.086 和 1.103±0.086），低级别者分别为 0.988±0.060 和

1.034±0.103，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在 PDC分级中，高级别的 Diffusivity和 ADC值显著低

于低级别者（1.187±0.150 vs 1.306±0.129 and 1.020±0.113 vs 1.108±0.097, 

p<0.05），且有相似负相关性。Kurtosis区分高低 PDC级别直肠腺癌的敏感性和特异性为

83.3%和 96.8%，高于 Diffusivity（70.8%和 84.4%）和 ADC值（70.8%和 81.3%）。Kurtosis

与 PDC分级的相关系数为 0.797，显著高于与 WHO病理分级（r=0.293）。 

  

 

 
EP-2107 

不同 b 值设定的单指数模型下的 ADC 值与直肠癌预后影响因

素相关性研究 

 
朱兰,潘自来,严福华,张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200025 

 

目的  探讨不同 b值设定的磁共振弥散加权成像（DWI）的定量指标表观弥散系数（ADC）与

直肠癌预后影响因素的相关性。 

材料与方法  回顾性分析本院 2015年 1月至 2015年 7 月间经手术病理证实的直肠腺癌患者

48例。所有患者均于术前约一周内（2-9天）行磁共振检查。磁共振扫描序列包括 T2WI 和常

规弥散加权成像（DWI）(b=0，1000s/mm
2
)及多 b值的弥散加权成像(b=0，

700,1400,2100s/mm
2
)。由两名医生在不知晓病理结果的前提下，分别测量常规弥散加权成像

的病灶的 ADC值及多 b值弥散加权成像的平均 ADC（mADC）。统计分析其与术后病理的 TN分

期，病理分级的相关关系。 

结果  48患者包括 T1期 4 例，T2期 10例，T3期 29例,T4期 5例，N0期 24例，N1期 13

例，N2期 11例。按照 WHO 标准的分级结果包括 G1 0例，G2 37例，G3 11例。按照低分化癌

巢（poorly differentiated clusters，PDC）数目的病理分级结果包括 G1 11例，G2 16

例，G3 21例。同一病人的 ADC值和 mADC值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不同 pT及 pN分期

的 ADC值与 mADC值差异均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ADC值和 mADC值与 WHO标准的不

同病理分级均无明显相关关系（p＞0.05），与基于 PDC的不同病理分级均显著相关（p＜

0.05），相关系数分别为-0.562和-0.812，且两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名放

射科医生测量 ADC值和 mADC 值的组内相关系数（ICC）分别为 0.992和 0.995。 

结论  多 b值弥散加权成像的观测指标 mADC值与常规两 b值的 ADC值与不同 PDC病理分级间

密切相关，且 mADC值的诊断效能优于 ADC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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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108 

3.0T 高分辨磁共振血管壁成像在颅内动脉狭窄中的应用研究 

 
肖晓怡,吴钦,曾献军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30006 

 

 

目的：探讨 3.0T高分辨磁共振成像对颅内动脉狭窄诊断的可行性和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从 PubMed数据库中检索血管壁成像、高分辨率磁共振成像、颅内动脉狭窄、黑血和颅

内动脉粥样硬化，并结合作者收治的 40例颅内血管病变病人，运用 3.0T磁共振行多序列(3D-

TOF、3D-SPACE、DIRTSE-T1WI-FS、DIRTSE-PDWI-FS、DIRTSE-T2WI-FS)扫描，分析各种颅内血

管病变的特征，利用这些数据来评估临床应用价值。 

结果：高分辨磁共振采用黑血技术有效抑制血管腔内的血流信号，突出显示颅内动脉的管壁和

管腔，并且高分辨磁共振具有亚毫米体素，可以提供高质量的图像。各种颅内血管病变（动脉

粥样硬化或非动脉粥样硬化）具有不同的影像学特征，包括管壁的增厚，管壁的强化方式以及

血管重塑的模式。高分辨磁共振可用于确定颅内血管狭窄的原因，确定卒中机制，以及高危患

者的分级，并指导临床治疗。高分辨磁共振还用于治疗后的随访，评估疗效。高分辨磁共振血

管壁成像对于不同颅内血管病变的诊断及指导临床治疗具有重要价值。 

  

 

 
EP-2109 

Feasibility and grading performance of Quantitative 

Susceptibility Mapping for Hepatic Iron 

quantification 

 
Lin Huimin

1
,Wei Hongjiang

2
,Fu Caixia

3
,Yan Xu

4
,Kannengiesser Stephan

5
,Liu Chunlei

6
,Yan Fuhua

1
 

1.Ruijin Hospital，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China 

2.Brain Imaging and Analysis Center， Duke University， Durham， USA 

3.Siemens Shenzhen Magnetic Resonance Ltd.， Shenzhen， China 

4.MR Collaboration NE Asia， Siemens Healthcare， China 

5.MR Applications Predevelopment， Siemens Healthcare， Erlangen， Germany 

6.The Helen Wills Neuroscience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CA， USA 

 

Introduction 

Accurate assessment of liver iron concentration is essential for the treatment 

with iron chelators to guarantee suitable chelator dose, avoiding both toxicity 

from iron overload and side-effects from an excessive chelator dose (1). MR 

imaging offers noninvasive alternative for the assessment of liver iron 

concentration (LIC). Ferriscan (Resonance Health, Claremont, WA, Australia) is a 

commercially MRI-based technique that estimates the LIC, which is approved by the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Quantitative susceptibility mapping (QSM) has 

been demonstrated as a promising tool for quantifying brain iron concentration in 

deep gray matte (2,3). However, both chemical shift and breathing artifacts pose 

challenges for accurate susceptibility measurements in the liver (4). The purp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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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is study was to estimate the LIC from the QSM maps, and further evaluate the 

LIC grading performance of QSM, with Ferriscan LIC as reference. 

  

Material and Method 

This prospective study was approved by our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and 

informed consent was obtained from all patients. Thirty-three patients (23 men, 10 

women; mean age 43.2 year; range ,13-73 years) suspected of hepatic iron overload, 

with an elevated serum ferritin level (>1500 mg/L) were scanned on a 1.5 T MR 

system (MAGNETOM Aera; Siemens Healthcare, Erlangen, Germany) using a prototype 

multi-echo VIBE sequence under single breath-hold with the following parameters: 

TR=10 ms; TE1/spacing/TE6=1.44/1.36/8.24ms; bandwidth=1040 Hz/pixel; flip angle=6°; 

FOV=420 x 315 mm
2
; matrix size =224 x 168; slice thickness = 5 mm. 2D datasets for 

Ferriscan LIC measurement were acquired using a spin echo sequence with the 

standardized  parameters according to the manual form the Ferriscan center. The 

acquired 2D SE data were uploaded to Ferriscan center for LIC analysis. 

QSM images were reconstructed by an in-house developed software prototype based on 

MATLAB (Mathworks, Natick, MA, USA), using a two-level streaking-artifact 

reduction algorithm (5). The image phase was unwrapped using a Laplacian-based 

method, and the background phase was removed using V-SHARP (6,7). Circular ROIs 

were drawn in the inferior slices of the right hepatic lobe, avoiding vessels, 

borders, and artifacts. Liver susceptibility values were calculated relative to 

that of the paravertebral muscle tissue, which does not accumulate excess iron and 

is less affected by the artifacts generated by large magnetic susceptibility at 

air-tissue interfaces than subcutaneous fat (Fig. 1).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performed to investigat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liver susceptibility and the 

Ferriscan-based estimate of LIC.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curves 

were used to assess the cutoff levels of QSM value. The area under the ROC curve 

(AUC) was further calculated to evaluate the diagnostic performance of QSM in 

liver iron overload. 

 Results 

Fig.2 shows exemplary images and parameter maps for three subjects with different 

levels of liver iron concentration. Liver susceptibility value increased with 

increasing iron overload, which is confirmed by Ferriscan LIC.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was observed between QSM and Ferriscan-based iron 

measurements（r= 0.924）. ROC analysis revealed that QSM could accurately grade 

LIC (Table 1). QSM showed good stratified diagnostic performance, especially at the 

grading level 3.2 mg/g Fe in dry tissue (AUC= 0.978). 

 Discussion and conclusion 

In this study, a chemical shift removal technique combined with a recently 

developed two-level STAR-QSM method was used, which allowed reducing the artifacts 

and allowed high-quality susceptibility maps of human liver. In our study, we have 

demonstrated that liver susceptibility had good performance in the quantitation 

and grading of low and moderate liver iron overload.  

In conclusion, high-quality QSM maps may allow reliable estimates and grading of 

iron deposition in the l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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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110 

Application of magnetic resonance perfusion weighted 

imaging in cerebral gliomas grading 

 
Liu Xiaoxue,Zhang Zhiqiang,Li Jianrui,Lu Guangming 

Jinling Hospital 210000 

 

Objective To estimate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MRI perfusion imaging techniques, 

including three dimensional pseudo-continuos arterial spin labeling (3D-pCASL), 

dynamic contrast-enhanced (DCE) MRI and enhanced 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 (eDWI) 

in cerebral gliomas grading. And compare the accuracy of the parameters which 

derived from these technology in glioma grading, explore whether the combination 

of these three techniques can further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identification of 

high and low grade gliomas, and explor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perfusion related 

parameters, an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m and the pathological parameter Ki-67. 

Methods Thrity-three consecutive patients with pathologically confirmed gliomas, 

17 high grade gliomas (HGG, WHO grade III–IV) and 16 low grade gliomas (LGG, WHO 

grade II). All patients underwent preoperative MRI conventional sequences, 3D-

pCASL, DCE and eDWI sequences. The data of 3D-pCASL was processed to generate the 

cerebral blood flow(CBF) map which imply the perfusion imformation. Parametric 

maps of K
trans

, Kep, Ve and Vp were calculated from DCE imaging. The raw data of eDWI 

were processed to calculate the parametric images of fast diffusion coefficient 

(D∗), slow diffusion coefficient (D), and fractional perfusion-related volume (f). 

Combined with conventional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ADC) map which derived 

from 0 and 1000 s/mm
2 
and 3D T1WI images, we manually placed the regions of 

interest in the solid parts of gliomas and the parts of normal white matter 

contralateral to tumors. The corresponding image parameters and the relative image 

parameters in comparison with normal white matter (rCBF, rD*, rD, rf and rADC) 

were measured and compared between HGG and LGG. Then, the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curve analyses were used to assess th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in glioma grading, and find the cut-off value. Then, in the 

combination of 3D-pCASL, DCE and eDWI three techniques for glioma grading, we use 

two classification Logistic regression and support vector machine to obtain the 

parameters with statist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high and low grade tumors. 

Bivariate correlation analysis was used to explor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perfusion parameters and perfusion parameters and Ki-67. Finally, the perfusion 

parameters associated with Ki-67 were obtained by general linear regression. 

Result rCBF, K
trans

, Ve, Vp and rD* value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high-

grade gliomas, whereas rD, rf and rADC tended to be lower (all P<0.05). The 
analysis of ROC showed that rCBF, K

trans
, Ve, Vp and rD* had better diagnostic value 

in differentiating high and low grade gliomas (AUC>0.7). In all parameters, K
trans

 

has the smallest P value (P<0.001) and the largest area under the receiver 
(AUC=0.993), and when the threshold is 0.158, th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are 

100% and 93.75%, respectively. When combined with 3D-pCASL, DCE and eDWI to 

identify high and low grade gliomas, two classification Logistic regression was 

found that only K
trans

 had the best diagnostic efficacy. But support vector mach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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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 found that, in a single parameter, the accuracy of K
trans

 was 93.94%, which is 

the best diagnostic parameter, and rCBF combined with K
trans

, Kep and rD* can further 

improve the accuracy to 100%.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rCBF and rD*, K
trans

 and rD*, Ve and rD* in the perfusion parameters in different 

techniques (r=0.551 P=0.002, r=0.643 P<0.001, r=0.770 P<0.001).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perfusion parameters and Ki-67 showed that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Ve and Ki-67 was more significant (P=0.001). 
Conclusion 3D-pCASL, DCE and eDWI have good diagnostic value in differentiating 

high and low grade gliomas, and the parameters rCBF, K
trans

, Ve, Vp and rD* have good 

diagnostic significance. Among the three perfusion relate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the DCE shows more efficient than eDWI and 3D-pCASL in discriminating the 

high from low grade gliomas. The combination of 3D-pCASL, DCE and eDWI, can 

further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identifying high and low grade gliomas.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rCBF and rD*, K
trans

 and rD*, Ve and rD* were the 

parameters of correlation among the three magnetic resonance techniques. There is 

a good correlation between Ve the perfusion parameters of DCE and Ki-67, which can 

reflect the value added ability of tumor. 

 

 

 

EP-2111 

高分辨多模态 MRI 在直肠癌术前评估中的临床应用研究 

 
蔡晓明,余建明,范文亮,刘定西,于群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430022 

 

目的：对比高分辨多模态磁共振成像与常规三方位高清 T2WI在直肠癌术前评估中的诊断效

能，以探讨高分辨多模态成像在直肠癌术前评估中的临床应用可行性。材料与方法：连续收集

2016年 1月至 2017年 2月间临床怀疑直肠癌并顺利完成 MRI检查的 135例患者资料,将术后

病理结果证实为直肠癌的 42位患者纳入本组研究，同时扫描 A组：三方位高清 T2WI序列和 B

组：T2WI 3D-SPACE联合超清 RESOLVE-DWI序列组。两位阅片医师采用盲法对两组图像分别进

行肿瘤的 TN分期、CRM评估以及 EMVI评估。结果：两位诊断医师的在 A、B两组图像的 T分

期、N分期、CRM评估、EMVI 评估上均具有良好的一致性。两组图像与术后病理结果对照，A

组 T分期的准确率为 66.7%、N分期的准确率为 59.5%、CRM 评估的准确率为 76.2%、EMVI评估

的准确率为 71.4%。B组 T分期的准确率为 88.1%、N分期的准确率为 66.7%、CRM评估的准确

率为 78.6%、EMVI评估的准确率为 88.1%。A、B两组间四项术前评估指标行卡方检验，在 T分

期上满足 p<0.05,具有显著性差异；在 N分期、CRM评估、EMVI评估上 p值均>0.05,无显著性

差异。结论：高分辨多模态磁共振成像序列对比常规高清 T2WI序列，明显提升了直肠癌 T分

期的准确率，在 N分期、CRM、EMVI的评估方面准确率稍有提升。可常规用于直肠癌 MRI术前

评估 MRI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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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112 

新生儿颅高压压力-MRI 颅容积曲线的研究 

 
石魏,曾俊杰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410008 

 

背景与目的 

脑水肿与颅高压是新生儿脑损伤最常见的病理生理变化，是导致新生儿功能障碍乃至死亡的重

要原因，及时发现和处理是减轻新生儿损害的关键。本研究应用磁共振成像（MRI）技术对新

生儿颅高压的颅脑进行结构容积测量，了解脑水肿时颅压与脑脊液容积变化的关联性，建立颅

压-颅容积变化曲线，对临床治疗进行指导、疗效评估以及预后的判断。 

材料和方法 临床确诊颅高压新生儿 20名，对照组新生儿 5名。每一个新生儿行常规 T1WI、

T2WI、3D Fast SPGR成像后，应用新生儿颅容积计算软件分割脑实质与脑脊液，分别计算出端

脑灰质、白质及脑脊液容积，进而计算脑脊液与端脑灰质、白质、脑脊液总容积比值。 结果 

4例患者由于不符合本研究的容积计算标准（软化灶与脑脊液信号近似、合并蛛网膜囊肿等）

被排除，1例脑积水患者与研究目的不一致也被排除。纳入统计的 15例患者，与对照组比

较，结果发现颅高压组脑脊液体积/脑容积比值较对照组减低，P ＜0.05，具有统计学意义。

随颅压升高比值呈降低趋势。 

结论 颅容积测定可帮助评估脑的发程度，对部分原发性及继发性新生儿颅高压有一定的诊断

价值。颅压-颅容积变化曲线对新生儿颅高压有辅助诊断意义，对于部分脑脊液脑容积比值升

高或减低不明显的患者，需结合其他影像学方法。 

 

 

 
EP-2113 

定量评估扩散峰度成像（DKI）在胶质瘤分级的诊断效能 

 
王玉亮

1
,初建平

2
,赵静

2
,宋玉坤

2
,田一粟

2
 

1.深圳市南山区人民医院 

2.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定量评估 MR扩散峰度成像（DKI）在胶质瘤分级的诊断价值。 

方法 收集经手术病理证实的脑胶质瘤 52例，男性 34例，女性 18例，年龄：25~75岁，中

位年龄 47.5岁，高级别胶质瘤（HGG）28例（WHO Ⅳ级 20例，WHO Ⅲ级 8例），低级别胶质

瘤(LGG)WHO Ⅱ级 24例。患者术前行常规 MRI及 DKI扫描，测定肿瘤实质区的平均扩散峰度

(MK)、轴向扩散峰度（Ka）、径向扩散峰度（Kr）、平均扩散系数(MD)和部分各向异性(FA)

值。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比较 HGG和 LGG实质区各参数间的差异；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不同级

别胶质瘤（II~IV级）间各参数是否有差异并进行两两比较。ROC曲线分析比较各参数在胶质

瘤分级的诊断效能。 

结果 各参数在鉴别 HGG和 LGG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1）。HGG组的 MK、Ka、Kr、

FA值高于 LGG组，而 MD值低于 LGG组。MK、Ka在鉴别 HGG和 LGG的 ROC曲线下面积（AUC）

最大（均为 0.93，P＜0.01），MK特异度最高（100%），Kr敏感度最高（85.7%），FA 的 AUC

最小（0.72，P = 0.003）。DKI参数（MK、Ka、Kr）在鉴别 II级和 III级胶质瘤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均＜0.01），II 级胶质瘤 MK、Ka、Kr值低于 III级胶质瘤，FA和 MD在鉴别 II级

和 III级胶质瘤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A：P = 0.238；MD: P = 0.05）。Ka在鉴别 II级和 III

级胶质瘤的 AUC最大（0.92，P＜0.001），其次是 MK（0.89，P = 0.001），Kr特异性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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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7%），MK、Ka敏感度最高（87.5%）。各参数在鉴别 III级和 IV级胶质瘤均无统计学意

义（P均＞0.05）。 

结论 DKI参数能帮助胶质瘤分级，其诊断效能优于 DTI参数。DKI定量参数可作为有价值的

影像指标无创性评估胶质瘤分级。 

 

 

EP-2114 

3.0T 高分辨率 MRI 对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成像的临床研究 

 
何莎莎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646000 

 

目的：运用 3.0T高分辨率 MRI多序列成像技术研究缺血性脑卒中患者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

影像学表现，以探讨高分辨率 MRI对颈动脉斑块的诊断价值。方法：前瞻性纳入缺血性脑卒中

或 TIA患者，使用 Philips 3.0T Achieva 双梯度超导型 MRI成像仪、头颈联合 16通道相控阵

线圈，对颈动脉分叉上下层面行 3D-TOF、T1WI、T2WI扫描，将图像质量由低到高分为 1-5

级，将≥3级的图像运用 MRI-Plaque View V2.1斑块成像诊断系统识别斑块内成分（包括大

脂质坏死核心、斑块内出血、钙化、斑块表面纤维帽完整或破裂），并按用于 MRI的改良 AHA

斑块分型标准将颈总动脉、颈动脉分叉及颈内动脉的斑块进行分型，测量斑块处管腔狭窄程

度，参照 NASCET标准进行狭窄程度分级；比较症状侧颈动脉与无症状侧颈动脉斑块分型的差

异；比较不同狭窄程度各型斑块的分布差异；比较各型斑块发生部位的差异；比较易损斑块组

（Ⅵ型）与稳定斑块组（非Ⅵ型）临床危险因素的差异。结果：共 45例纳入分析：①症状侧

颈动脉Ⅳ-Ⅴ、Ⅵ型斑块比例较高，Ⅵ型斑块比例最高。无症状侧颈动脉Ⅰ-Ⅱ型、Ⅶ型斑块比

例较高，Ⅶ型（钙化）斑块比例最高。②管腔狭窄程度越重，Ⅵ型斑块所占比例越高；管腔狭

窄程度<50%时亦可见Ⅵ型斑块。③Ⅰ-Ⅱ、Ⅲ型斑块多分布于颈总动脉，Ⅳ-Ⅴ、Ⅶ及Ⅷ型斑块

多分布于颈动脉分叉处，Ⅵ型斑块多分布于颈内动脉。以上结果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④易损斑块组与稳定斑块组的临床危险因素无明显统计学差异（P＞0.05）。结论：

1.3.0T高分辨率 MRI多序列成像技术能全面、准确的识别斑块内脂质核心、出血或纤维帽的

完整性，可对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进行准确定位及分型，可作为临床评价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

理想的无创影像检查方法。2.AHAⅥ型斑块为易损斑块，与缺血性脑卒中的发生密切相关。 

 

 

 

EP-2115 

磁共振影像组学模型用于诊断急性胰腺炎的初步探索 

 
林峤 

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637000 

 

目的:初步探究磁共振影像组学能否用于诊断轻症急性胰腺炎。 

材料和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 16年（1-6月）经亚特兰大分级为急性轻症胰腺炎的病人 70例

（MRSI≤2分），对照组为 31例正常人。使用 3.0 T 磁共振成像扫描仪对所有患者行中上腹

部扫描，选取轴位 T2压脂序列，勾画最大层面的胰腺组织作为感兴趣区，通过 mazda 软件分

析并从中提取影像特征参数（包括直方图、纹理分析、小波变换、自回归模型等）。在 R软件

对特征参数降维、去冗余。确立相关指标，并用 logistic 回归建立预测模型。 

结果：通过 Mazda软件分析并提取出 323个影像组学特征，在 R软件上用正态性检验、

Kruskal-Wallis检验对特征参数降维后剩余 16个（通过正态性检验的有 11个，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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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uskal-Wallis检验的 5个。经 spearman相关性分析去冗余后剩余 6个特征（1个具有显著

性）。用余下 6个特征建立 logistic回归模型，模型的准确度为 0.708，训练集的

AUC=79.1%，验证集的 AUC=81.5%。 

结论：本预测模型对于急性轻症胰腺炎具有一定程度的诊断能力，能够为临床诊断急性胰腺炎

提供一个新的思路和方法. 

关键词：急性胰腺炎、磁共振、影像组学。 

 

 

 
EP-2116 

不同年龄组幕上脑实质室管膜瘤 ADC 值特点分析 

 
王姗

1
,任翠萍

2
 

1.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2.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不同年龄组幕上脑实质室管膜瘤 ADC值特点及 ADC值在幕上脑实质室管膜瘤诊断中

的应用。资料与方法 收集 33例经手术和病理证实的幕上脑实质室管膜瘤患者影像资料,包括

磁共振平扫、弥散加权成像(DWI)及增强检查,将患者分为儿童组(年龄<12岁)、成人组(年龄

≥18岁), 其中儿童组患者 12例,男 11例,女 1例;年龄最小 10个月 9天,最大 12岁,平均年

龄 6.3±3.1 岁,WHOⅡ型 4例,WHOⅡ-Ⅲ型 1例,WHOⅢ型 7 例;成人组患者 21例,男 9例,女 12

例,年龄最小 21岁,最大 74 岁,平均年龄 47.5±15.2 岁,WHOⅡ型 1例,WHOⅡ-Ⅲ型 2例,WHOⅢ

型 18例。对两组不同病理类型 ADC值进行统计学分析和均值比较。结果 儿童组 12例,平均

rADC值 0.94±0.52,WHOⅡ型 4例,WHOⅡ-Ⅲ型 1例,WHOⅢ型 7例;成人组 21例,平均 rADC值

1.17±0.36,WHOⅡ型 1例,WHOⅡ-Ⅲ型 2例,WHOⅢ型 18例; WHOⅡ型 rADC值儿童组小于成人

组;WHOⅡ-Ⅲ型 rADC值儿童组小于成人组;WHOⅢ型两组间 rADC值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t=3.29,P=0.00),儿童组 rADC值小于成人组。结论 幕上脑实质室管膜瘤有儿童和青壮年两个

高峰发病年龄,肿瘤发生在儿童和成人时各有特点,肿瘤发生于儿童时男性多见,多表现为大囊

小结节;发生于成人时女性略多见,多表现为囊性肿块。儿童组肿瘤平均 ADC值为 0.94,成人组

平均 ADC值为 1.17,可推测成人组预后较儿童组稍好。结合各组幕上脑实质室管膜瘤典型的 MR

表现,ADC值也可成为鉴别诊断的重要辅助工具,而且 ADC值可作为判断肿瘤预后的有效手段。 

 

 

EP-2117 

The effects of respiration frequency and voxel size 

on the MRS of nudes with glioma 

 
guo yu 

Research Institute of Surgery， Daping Hospital，Thir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400042 

 

Purpose : To discussing the impact and significance of respiration frequency and 

voxel sizes on MRS of nudes with glioma. 

Materials & Methods : Selected thirty nudes which were planted U87 glioma cells 

two weeks later, brain MR examination with a 7.0 Tesla system(Bruker Biospec70 / 

20 USR).We got axial,sagittal and coronal T2 RARE weighted for location of voxel 

of interest（VOI）for 1H-MRS. Spectroscopic imaging with single voxel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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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quence(TR = 3000ms, TE = 20ms, Averages = 512, Flip Angle = 90 °, 180 °, 180 

°).All nudes were carried with three times for MRS: group A for 1 × 1 × 1mm3, 

group B 1.5 × 1.5 × 1.5mm3, group C 2 × 2 × 2mm3, and recorded the respiration 

frequency during scanning of nudes.All of the datas were processed and analyzed by 

LC Model, and then contrast the spectrum in stability of baseline and metabolite 

concentrations. 

Results : Each nude was completed all of the MR scanning. During the scanning ,5 

nudes’ respiration frequency were less than 17 beats / min, and then we did not 

acquire the effective spectral lines in the group C; all of the three groups have 

received poor baseline spectrum from three nudes whose respiration frequency were 

more than 100 beats / min ;the last 22 nudes kept the respiration frequency during 

18 and 44 times / min. The pathology of tumor region showed that 6 of 22 nudes 

occurred necrosis, the spectral quality from group B is better than group A and C 

of them; the spectral quality from group B and C is better than group A of the 

other 16, meanwhile seven tumors was smaller, compared to the actual value, the 

measured metabolite concentrations from group B was closer than group C. 

Conclusions : The appropriate voxel size and breathing frequency will directly 

affect the quality and results of spectrum. 

  

 

 
EP-2118 

磁共振 H1 质子波谱在裸鼠颅内不同类别 

 

胶质瘤鉴别诊断中的应用 

 
郭宇,陈金华,张伟国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野战外科研究所 400042 

 

目的 探讨在裸鼠颅内原代及细胞系胶质瘤模型中，磁共振质谱成像在鉴别诊断中的应用价

值。方法 选取 60只裸小鼠分为 A、B、C三组，每组 20只，其中 A组为正常对照组，B组为

U87胶质瘤模型组，C组为原代胶质瘤模型组，其中 B、C组均于肿瘤种植 2周后，使用德国

BRUKER 70/20USR小动物磁共振进行相关扫描，每只进行常规 T1 WI、T2 WI及 1H MRS扫描，

其中波谱成像采用单体素 PRESS序列，基本参数为 TR=3000ms，TE=20ms，Averages=512，

Flip Angle=90°，180°，180°，体素大小为 1.5×1.5×1.5mm
3
。通过测量各组中 Cr、

CHO、NAA、Lip、Lac、Glu/Gln、Ins等代谢物平均浓度，比较各组之间差异性。结果 A组与

B组比较，CHO、Lac代谢物浓度有显著统计学差异（P<0.05）；B组与 C组比较，CHO、Lac代

谢物浓度有显著统计学差异（P<0.05）; A组与 C组比较，CHO、NAA代谢物浓度有显著统计

学差异（P<0.05）;其余无明显统计学差异。结论 在裸鼠颅脑胶质瘤模型磁共振质谱成像

中，可综合两种以上代谢物浓度的差异，鉴别诊断胶质瘤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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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119 

定量评估扩散峰度成像（DKI）与胶质瘤 Ki-67 标记指数的相

关性和预测 IDH-1 基因突变的价值 

 
王玉亮

1
,初建平

2
,赵静

2
,田一粟

2
,宋玉坤

2
 

1.深圳市南山区人民医院 

2.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评估 DKI参数与肿瘤细胞增殖抗原 Ki-67标记指数的相关性，以及探讨 DKI能否预测胶

质瘤预后相关基因 IDH-1的突变状态。 

方法 收集经手术病理证实的脑胶质瘤 51例，并行免疫组织化学检测 Ki-67标志指数和 IDH-

1突变状态。男性 33例，女性 18例，年龄：25~75岁，中位年龄 47岁，II级胶质瘤 23例

（IDH-1突变型 18例，IDH-1野生型 5例），III级胶质瘤 8例（IDH-1突变型 6例，IDH-1

野生型 2例），IV级胶质瘤 20例（IDH-1突变型 4例，IDH-1野生型 16例）。患者术前行常

规 MRI及 DKI扫描，后处理并测定肿瘤实质区的平均扩散峰度(MK)、轴向扩散峰度（Ka）、径

向扩散峰度（Kr）、平均扩散系数(MD)和部分各向异性(FA)值。分析研究各参数值与 Ki-67标

记指数的相关性。比较各参数和 Ki-67标记指数在 IDH-1突变型和野生型胶质瘤的差异，分析

各参数在预测 IDH-1突变状态的诊断效能。 

结果 DKI的参数 MK、Ka、Kr与 Ki-67标记指数呈正相关性，MD与 Ki-67标记指数存在负相

关。Ki-67标记指数在胶质瘤 IDH-1野生型高于 IDH-1突变型（P＜0.01）。肿瘤实质区各参

数在胶质瘤 IDH-1突变型和 IDH-1野生型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IDH-1野生

型 MK、Ka、Kr和 FA值高于 IDH-1突变型，IDH-1突变型 MD值高于 IDH-1野生型。Ka在鉴别

IDH-1突变型和 IDH-1野生型的 ROC曲线下面积最大（0.72，P=0.01），MK、Ka、Kr敏感度最

高（均为 73.9%），MD值特异性最高(91.3%)。 

结论 DKI参数对无创性预测胶质瘤细胞增殖活性和胶质瘤 IDH突变状态有潜在的价值。对比

DTI参数，DKI参数能更准确地反映胶质瘤微环境的改变和肿瘤细胞增殖程度。 

  

 

 
EP-2120 

磁共振 T1 Mapping 成像对原发性肝癌 

及转移性肝癌鉴别 诊断的价值  

 
祁桦,郭宇 

第三军医大学附属第三医院野战外科研究所 400010 

 

目的 探讨磁共振 T1 Mapping 成像 (Tl Mapping WI)在肝硬化伴发不同类型肝癌鉴别诊断中

的应用价值。方法 收集 2016 年 1月至 2017年 1月期间于我院诊治的、相关检查确定肝脏

占位并经病理学穿刺活检证实为肝硬化伴发肝癌患者 50例，包括原发性肝癌 38例，其中肝细

胞肝癌 32例，肝内胆管细胞癌 6例；单发性转移性肝癌 12例；于西门子 1.5T Area行 MRI扫

描，包括常规 T2WI扫描、T1WI平扫及增强扫描、Tl Mapping，其中 T1 Mapping均于增强前

完成，基本参数设置为:FOV 380*380mm
2
，slice thickness 5mm，TR 15ms，TE 1.37ms，Base 

resolution 256，flip angle(5°、10°、15°、30°、45°)，通过多点测量不同类型肝癌

实质及瘤周区域 Tl Mapping 的 T1弛豫时间值，分析比较不同类型肝癌的 T1弛豫差异，以探

讨 Tl Mapping WI在不同类型肝癌诊断中的应用价值，所有结果均采用 SPSS 23.0进行统计

分析。结果 通过 T1 Mapping 所得各组 T1弛豫时间值如下：肝细胞肝癌实质为 1220±68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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瘤周为 569±82ms；胆管细胞癌实质为 1346±76ms，瘤周为 682±85ms；单发性转移性肝癌实

质为 892±145ms，瘤周为 465±109ms，其中单发性转移性肝癌与其他两组比较，肿瘤实质与

瘤周均有统计学差异，P<0.05；肝细胞肝癌与胆管细胞癌组中，实质部分无明显统计学差异

（P>0.05），瘤周部分有统计学差异（P<0.05）。其中 3例平扫 T1WI、T2WI及 T2WI FS扫描

未发现病变者，于 T1 mapping精确的检测出病变，并与增强扫描检测大小一致。结论 Tl 

Mapping扫描能更加客观的反应肝癌病灶，更精确的检测微小病变，有望成为一种新的无创性

的鉴别诊断不同列类型肝癌的磁共振成像方式。 

 

 
EP-2121 

Aberrant cortical thickness in neurologically 

asymptomatic patients with end-stage renal disease 

 
Ma Xiaofen 

Guangdong Provincial No.2 People ’ s Hospital 510317 

 

  

Purpose--This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morphology of cortical gray matter in 

patients with end-stage renal disease (ESRD),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rtical thickness and kidney function.  

Materials and Methods 

A total of 35 patients with ESRD (28 males, 7 females; mean age 37.5 ± 11.3 years, 

range 18 - 61 years) were included in the study. All the patients completed 

biochemical tests, which included serum creatinine, urea level, hemoglobin level, 

cholesterol level, serum albumin level, serum kalium and serum calcium within 24 

hours before the MR imaging. And they also underwent a neuropsychological test 

involving a mini-mental state examination (MMSE).Forty age- and gender-matched 

healthy controls (HCs) (all right handed; 32 males, 8 females; mean age 41.5 ± 

10.6years, range 22-58years) were recruited from the local community. All the HCs 

had normal renal function as determined by no abnormal findings in the abdominal 

MR imaging and had no physical diseases or history of psychiatric or neurologic 

diseases. All the demographic and clinical information is summarized in Table 1. 

All participants were scanned using a 1.5-T MR scanner (Achieva Nova-Dual; Philips, 

Best, the Netherlands) at the Department of Medical Imaging, Guangdong No. 2 

Provincial People’s Hospital. The conventional imaging sequences, which included 

T1-weighted images and T2-FLAIR images, were obtained for each participant to 

detect clinically silent lesions. High-resolution anatomical images were acquired 

using T1-weighted three-dimensional volumetric magnetization-prepared rapidly 

acquired gradient-echo (MPRAGE) sequence. Cortical thickness was estimated using 

3D MPRAGE images from ESRD patients and healthy controls with the FreeSurfer 

software package (Version 5.3.0, http://surfer.nmr. mgh.harvard.edu), a widely 

documented and automated program for reconstructing brain cortical surfaces. The 

cortical thickness was measured during the reconstruction as follows: two 

distances were estimated for each vertex: the shortest distance between a given 

point on the estimated pial surface and the white surface and the shortest 

distance between a given point on white surface and the estimated pial su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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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n these two distances were averaged to estimate the cortical thickness. We 

used SurfStat software to perform surface-based analysis using general linear 

models (GLMs) (http://www.math.mcgill.ca/keith/surfstat/). Two sample t-tests were 

performed to compare the cortical thickness between two groups using mean cortical 

thickness from each participant as covariate. The resultant T-maps were corrected 

for multiple comparisons using the random field theory (RFT) correction method at 

a p<0.05 level of significance. To estimate whether the demographic and clinical 

information would affect cortical thickness changes in ESRD patients, we 

calculated the Pearson correlations between each of the demographic and clinical 

indices and cortical thickness in local peak vertex from between-group difference 

results. The correlations were considered significant at a threshold of p < 0.05. 

Results 

Thirty-five patients with ESRD (28 males, 7 females; mean age 37.5 ± 11.3 years, 

range 18 - 61 years) and forty HCs (32 males, 8 females; mean age 41.5 ± 

10.6years, range 22-58years)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gender (p = 1), 
age (p = 0.119) or education level (p = 0.148) between the ESRD and HC groups. The 
mean duration of hemodialysis for the patients was 15.5 ± 6.6 months. The mean 

calcium, kalium, hemoglobin, creatinine, urea and cholesterol levels for the 

patients were 2.3 ± 0.2mmol/L, 4.5 ± 0.9 mmol/L, 102.5 ± 23.5g/L, 838.1 ± 

483.6μmol/L, 17.8 ± 8.2 mmol/L and 5.1±1.4 mmol/L, respectively (Table 

1).Figure 1 display the cortical thickness difference between patients with ESRD 

and healthy controls (HCs). The patients with ESRD showed thinner cortical 

thickness than HCs. The most significant cluster with decreased cortical thickness 

was found in right prefrontal cortex (p < 0.05, RFT correction). There were four 

local peak vertices in the prefrontal cluster as shown in Figure 2: Peak 1 and 

Peak 2 were in the 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Peak 3 was located in the 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while Peak 4 was in ventral prefrontal cortex. We did not 

observe any increased cortical thickness in ESRD group at the same statistical 

threshold.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s (p< 0.05) were observed between 
cortical thickness of all four peak vertices and blood urea nitrogen in patients 

with ESRD: (1: r = -0.384, p = 0.023; 2: r = -0.38, p = 0.024; 3: r = -0.47, p = 
0.004; 4: r = -0.44, p = 0.009). Cortical thickness in three of four peak vertices 
showed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serum creatinine (1: r = -0.34, p = 0.043; 2: r = 
-0.335, p = 0.049; 3: r = -0.39, p = 0.021). Cortical thickness in Peak 3 which 
located in the 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also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hemoglobin 

(r = 0.34, p = 0.046) and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serum kalium (r = -0.33, p = 
0.049). There was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cortical thickness in Peak 2 and 

corrected serum calcium (r = 0.35, p=0.037). The scatter plots of all these 
correlations are visualized in Figure 3.  

Conclusion-- These results provide compelling evidence for cortical abnormality in 

ESRD and also suggest that the kidney function use may be a critical factor 

associated with the brain alteration. Our results may provide some objective 

evidence of damage to the brain neurons of nephrotoxic substa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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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122 

磁共振 ASL、DTI、DWI 联合应用评价急性脑梗死缺血半暗带 

 
张若楠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 10017 

 

 

目的：探讨磁共振动脉自旋标记 arterial-spin-labeling，ASL)、弥散张量成像

（diffusion-tensor imaging，DTI）、弥散加权成像（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 DWI）

联合应用对评价急性缺血性脑梗死缺血半暗带( ischemic penumbra，IP)的应用价值。方法：

对 31例确诊为急性缺血性脑梗死患者行动脉自旋标记、弥散张量成像及弥散加权成像扫描，

根据病人发病时间将患者分为超急性期、急性期脑梗死，按照灌注加权成像-弥散加权成像不

匹配模型，确定中心梗死区及缺血半暗带区，分别记录中心梗死区及缺血半暗带区平均扩散系

数（average diffusion coefficient，DCavg）、各向异性分数（fraction alanisotropy，

FA）、表观扩散系数（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ADC）脑血流量（cerebral blood 

flow，CBF），并测量缺血半暗带镜面对侧值。结果：1、超急性期、急性期梗死核心区 ADC、

CBF、FA、Dcavg值均低于健侧镜像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2、缺血半暗带 ADC、

CBF、FA、Dcavg值均高于梗死核心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3、缺血半暗带区

ADC、CBF、FA、Dcavg值轻度下降，且超急性期 rADC、rCBF、rFA、rDcavg值低于急性期，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4、缺血半暗带区 rADC、rCBF、rFA、rDcavg值存在相关性

（P<0.01）。结论：1.ASL、DTI、DWI联合应用，可以量化判断缺血半暗带的存在及界定范

围。2.缺血性脑梗死患者，中心梗死区及 IP区的动脉自旋标记、弥散张量成像、弥散加权成

像相关参数在超急性期及急性期存在一定变化趋势可以协助临床分期指导合适治疗方案。  

 

 
EP-2123 

The clinical study of the effects with different PLD 

MRI 3D ASL on the measurement of blood flow perfusion 

in brain tumor 

 
xu hui 

The Union Hospital of Tongji Medical College 430022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post labeling 

delay (PLD) time on the measurement of tumor blood flow perfusion in patient with 

brain tumor using three-dimensional arterial spin labeling (3D ASL) 

scan.  Methods  41 cases of brain tumor patients, with two different PLD (1.5s 

and 2.0s) for 3D ASL perfusion imaging. Cerebral blood flow (CBF) of normal gray 

matter and white matter were measured, tumor blood flow (TBF) and the perfusion on 

the mirror side of the tumor also were measured. Then calculated the relative 

tumor blood flow (rCBF). The differences of normal brain tissue cerebral blood 

flow, tumor blood flow and relative tumor blood flow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ith different PLD.  Results  The differences of cerebral blood flow 

(CBF), tumor blood flow (TBF) and tumor relative blood flow (rCBF)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0.05) with different PLD.  Conclusion  Diffe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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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D affects the measurement of blood flow perfusion in brain tumor. It is more 

realistic and reliable to select the best matching PLD for different individuals 

to obtain the brain tumor perfusion, so that it has better application value and 

potential in the evaluation of qualitative diagnosis and classification of brain 

tumors.  

 

 

 

EP-2124 

Consistency study of 3D-ASL and DSC-PWI in patients 

with moyamoya disease 

 
Jin‘ge Zhang 

West China Hospital of Sichuan University 610041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consistency of 3D arterial spin labeling（3D-ASL） and 

dynamic susceptibility contrast-enhanced perfusion weighted imaging（DSC-PWI） in 

patients with moyamoya disease. 

Methods  3D-ASL and DSC-PWI scan were performed in 33 patients with moyamoya 

disease. Relative ratio of CBF（rCBF，ROI on affected side/ROI on contralateral） 

in pcolor map of ASL-CBF and PWI-CBF were calculated. 33 patients were classified 

as type I(no visible hypoperfusion, rCBF≥0.95) ，type II(hypoperfusion, 

0.85≤rCBF＜0.95) and type III(obvious hypoperfusion, rCBF＜0.85) . The results of 

3D-ASL and DSC-PWI were compared by using Kappa-test. 

Results Of the 33 patients, type I，II and III judged by 3D-ASL were 5, 15 and 

13，respectively. Type I，II and III judged by DSC-PWI were 6, 16 and 11. The 

results of 3D-ASL were quite consistent with that of DSC-PWI (Kappa=0.756, P＜

0.001). 

Conclusion As a non-invasive technique, 3D-ASL can provide perfusion parameters of 

patients with moyamoya disease without contrast medium, and the results were quite 

consistent with DSC-PWI. 

 

 
EP-2125 

DKI 与 DWI 技术在急性缺血性脑梗死方面的对比探讨 

 
夏文艳 

扬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东南大学附属扬州医院） 225009 

 

目的：应用 DK I技术及 DWI 技术分别对急性缺血性脑梗死患者进行扫描，对所得参数图像及

参数值进行比较分析，探讨其病程变化过程及病灶的进展程度，并且将 DK I图像与 DWI图像

进行对比分析，发现其特征性改变，为临床提供更多诊断信息和为更精确的治疗方案的制定提

供理论依据。方法：对 10名急性缺血性脑梗患者进行常规头颅 MR、DWI及 DKI技术扫描。在

不同序列上对病灶区域进行观察和对比，针对每例数据的各个像素位置,分别对 9个不同弥散

梯度场下各个信号强度进行非线性拟合得到弥散系数(D值)和弥散峰度(K值), 分别运用后处

理软件得出参数图即 ADC图和 DKI图.观察比较分析各例在 ADC图和 DKI图的表现。并进行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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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值测量，将 DKI参数图与 DWI参数图进行对比分析。结果：DWI和 DKI对急性期脑梗死的检

出率是百分之百，明显优于常规的 MR检查，所显示病灶的程度和范围亦较常规 MRI 序列清

晰、准确且在相同的时间上能够得到更多的数据和图像信息。在 DWI参数图中，ADC值在病变

区较健测区明显降低，表明病灶区的水分子弥散受限明显。DKI中各参数如 MK、RK、AK图及

FA图显示病灶区较健侧区信号明显增高，MK、RK、AK值较健侧区高，FA值较健侧区稍低且差

异不大；结果 DKI成像较 DWI成像具有更多的纹理细节,包含更丰富的组织特征，更有利于临

床医生对患者制定治疗方案。讨论：DKI成像技术能同时推导出扩散系数（ADC）和峰度系数

(AKC)，可定量分析水分子扩散受限情况和组织复杂度，在诊断急性缺血性脑梗方面具有较

DWI成像技术更高的临床应用价值，DKI较 DWI成像能更加精确的显示病灶的范围及弥散受限

的情况及脑梗死区域内水分子扩散受限的不均质性，提供更多的扩散信息，能够更精确地反映

组织的微观结构的改变，对于急性期脑梗诊断意义重大。而且多参数的设置能从多个方面体现

出脑梗死的程度和发病进程。 

 

 

 
EP-2126 

基于磁共振 T2-space flow 序列评价肺结节 

内部血管的可行性 

 
田骞,段海峰,马光明,党珊,路栓红,于楠,雷雨欣,贺太平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712000 

 

目的：增强 CT对于 CT引导下经皮胸穿肺组织活检清晰显示病灶内部血管、降低血管损伤、提

高穿刺准确性具有重要意义。然而，该方法不适用于增强 CT禁忌者，因此，本研究旨在运用

MRI技术，评价非对比 T2-space flow序列在显示肺肿瘤内部血管中的价值。 

材料与方法：收集拟进行增强 CT引导下经皮胸穿肺组织活检的患者 30例，所有患者均在接受

增强 CT检查后 24小时内进行 MR检查（MAGNETOM 3.0T SKYRA）。扫描序列包括 T2加权 

HASTE序列（TE/TR：106 ms/∞, 层厚 5mm）、T1加权 3D Star VIBE 序列（TE/TR：

1.39/2.79，层厚 1.2mm）以及 T2-space flow序列。两名具有十年以上工作经验的放射科医

师采用盲法先对 MRI图像上所有病灶中肺血管的显示度进行主观评价，再观察与之对应的增强

CT图像上肺血管的显示能力（增强 CT图像作为参考标准），评分标准采用 4分法（4 分=边缘

非常清晰，3分=边缘较清晰，2分=边缘不清晰，1分=不可见）。 

结果：增强 CT图像上共检出 48例肺结节（大小约 1.0-5.6cm，右肺上叶 11例，右肺中叶 5

例，右肺下叶 13例，左肺上叶 9例，左肺下叶 10例），48例肺结节中共发现 69支肺血管，

另于 MRI T2-space flow 序列上，48例结节中 64支肺血管亦清晰显示，灵敏度为 94.3％。

增强 CT和 MRI图像上对肺结节内肺血管形态显示度的主观评分分别为 3.5±0.6 和 3.1±1.2

（p=0.05）。 

结论：在显示肺结节内部血管中，T2-space flow序列具有较高的敏感性及准确性，同时可以

提供和增强 CT同等效能的肺血管显示度，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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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127 

靶向间充质干细胞的 Gd 基 MRI 探针分子细胞内自组装成纳米

粒子作为 T2 型造影剂的应用 

 
张朋利

1,2
,张艳辉

2
,张海禄

2
,谭波

2
,邓宗武

2
,赵敏敏

1,2
,孙兴丽

2
 

1.上海大学 

2.中国科学院苏州纳米技术与纳米仿生研究所 

 

 

目的：磁共振影像技术（MRI）活体示踪移植干细胞在体内的生存、迁移和归巢、定向分化等

行为，对干细胞再生医疗研究及临床应用具有重要的价值[1-3]。为了将移植的干细胞与体内

组织区分开来，需要对移植干细胞进行适当的磁标记并与合适的 MRI影像模式结合[4,5]。而

标记干细胞的造影剂的标记效率、影像对比度的提高、造影剂分子在细胞内滞留时间的延长

等，正是干细胞跟踪当中所面临的重要课题[6]。基于此，我们设计用靶向细胞膜的 Gd基小分

子造影剂来提高标记效率，考查通过脉冲电穿孔标记间充质干细胞，实现活体长效示踪细胞移

植体的可行性。 

方法：将生物靶向的环形多肽与 Gd-DOTA相连的小分子 MRI探针，通过电穿孔方式诱导探针自

组装成团簇状纳米粒子标记间充质干细胞，大大提高探针的细胞标记效率，在体外长时间标记

干细胞。对纳米粒子探针的安全性及对间充质干细胞的分化潜能的影响进行考查。 

结果：Gd-DOTA-CC9通过电转染进入细胞后，一部分以游离态分布在细胞质中，成数百纳米~

数微米的簇状结构分布在细胞质中。团簇状纳米粒子探针会使标记细胞在体外的 T2加权 MRI

中呈现长时间暗信号，随着传代时间的增加，T2加权信号都呈现信号减弱效应，直至达到噪声

水平。在 4.0 mM浓度下标记的 hMSCs，其 T2加权信号可持续两周。细胞毒性及分化实验结果

显示，自组装纳米粒子探针对细胞活性及分化能力的影响很小。 

结论：实验结果表明，这种标记方法对细胞的存活率、膜完整性、ROS及其成脂、成骨分化潜

力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团簇状 Gd-DOTA-CC9纳米粒子可以有效延长其在细胞内的滞留时间，

并导致显著的 MRI信号减弱效应，在 T2加权成像模式下，具有长时间活体示踪干细胞移植体的

潜力。 

  

 

 
EP-2128 

DWI 联合 1H-MRS 在新生儿缺血缺氧性脑病中的临床应用 

 
沈丹丹,贾中正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226001 

 

目的：探讨弥散加权成像（DWI）联合氢质子磁共振波谱（
1
H-MRS）定量分析新生儿缺血缺氧

性脑病（HIE）脑损伤的临床价值。 

方法：收集足月儿 24例，其中正常足月 14例（男 8例，女 6例，胎龄 37~40+4周，平均 39

周），临床高度怀疑新生儿缺血缺氧性脑病 10例（男 6 例，女 4例，胎龄 33~40+3周，平均

38.6周），采用 GE Signa 1.5T MR扫描仪进行常规序列、DWI（b=600s/mm2，800s/mm2，

1000s/mm2）及
1
H-MRS检查，通过后处理计算得到 ADC图及 MRS图，分别测量各参数值。根据

常规 MR表现将新生儿 HIE分为轻、中、重度，并分别与各感兴趣区的参数值对照分析。 

结果：额、枕叶区的 ADC值在正常新生儿与 HIE患儿中存在统计学差异（P<0.01，P<0.05）；

额叶区的 ADC值在 HIE分度中存在统计学差异（P<0.01），随着病情的加重而降低；额叶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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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C值在正常新生儿与轻度 HIE组间、重度 HIE组间均存在统计学差异（P<0.01）。额叶区的
1
H-MRS中，NAA/Cho、NAA/Cr、LL/NAA在正常新生儿与 HIE患儿中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

P<0.05，P<0.05）；NAA/Cho 在 HIE分度组间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DWI联合
1
H-MRS可以提高新生儿 HIE的诊断准确率，同时额叶区定量的 ADC值、

NAA/Cho、NAA/Cr、Lac/NAA 可以为评估新生儿 HIE脑损伤程度提供重要的参考价值。 

  

 

 

EP-2129 

产后胎盘残留物在增强 MRI 中的影像学表现 

 
陈荟竹

1
,宁刚

1
,李学胜

1
,蒋月薪

1
,陈荟竹

1
,宁刚

1
,李学胜

1
,蒋月薪

1
 

1.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2.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目的：探讨增强 MRI在产后胎盘植入中的表现及其诊断价值。 

对象与方法：收集我院经临床和（或）病理证实为产后胎盘植入的患者 16例，年龄 16.6-38

（29.6±6.52）岁，其中 1例为引产前胎盘植入，回顾性分析及总结其临床特点及增强 MRI征

象。采用 PHILIPS Achieva 1.5T 超导磁共振仪，扫描序列：T2WI快速自旋回波序列，T2WI脂

肪抑制序列、T1WI快速自旋回波序列；14例行增强扫描，经肘静脉注射对比剂 Gd-DTPA后行

横断位、矢状位及冠状位扫描。 

结果：8例引产后胎盘残留，3例自然分娩后胎盘残留，3例剖宫产后阴道流血并宫腔占位，1

例阴道斜隔并引产后胎盘残留，1例孕 16周患者疑胎盘植入要求引产，其中 8例有人工流产

史及剖宫产史，3例有人工流产史；MRI表现：①子宫体积不同程度增大；②植入的胎盘呈不

规则结节状、团状或分叶状，8例呈分叶状，4例呈结节样，3例呈团状；③植入的胎盘与宫

壁肌层分界不清，局部低信号结合带不连续、肌层明显变薄或局部肌层内见植入的胎盘；④以

同序列子宫肌层信号为参照，胎盘 T1WI等低信号，部分见混杂斑片状高信号，T2WI混杂信

号，以高、等信号为主，内可见多发点状、条状低信号；⑤子宫肌壁间、植入部位及宫旁可见

多发迂曲流空血管影（8例）；⑥增强扫描病灶呈不均匀强化，强化程度与子宫肌层接近，3

例团状强化，4例 “结节状”，其中 2例邻近肌层强化程度明显降低，8例“花瓣样”，可有

不规则无强化坏死区；⑦伴随征象：13例宫腔均扩张，4例仅宫颈管积血，4例宫腔及宫颈管

积血，2例宫腔积液；其中 1例孕 16周患者要求引产自愿行 MRI增强检查，凶险性前置胎

盘，胎盘信号不均匀，见多处不规则低信号影及出血灶，增强扫描呈明显不均匀性强化。 

结论：增强 MRI在产后胎盘植入中具有特征性表现，结合病史能明确诊断胎盘植入及大致判断

肌层侵入的程度，可作为诊断产后胎盘植入的辅助工具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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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130 

磁共振 3D-SPACE 序列在下肢深静 

脉血栓直接成像中的应用价值 

 
聂吉林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410008 

 

目的：评价磁共振 3D-SPACE 序列在下肢深静脉血栓直接成像中的图像特点及静脉血栓分期中

的应用价值。 

方法：使用西门子公司 Prisma3T 磁共振扫描仪，腹部相控线圈，对 42例 DSA证实为下肢深静

脉血栓患者行磁共振 3D-SPACE T1,3D-SPACE T2扫描，并对扫描图像行多平面重组。由 2名高

年资放射科诊断医生对扫描及后处理图像进行评价，评价内容包括有无血栓形成，不同时期血

栓信号特点，血管壁及周围软组织水肿程度。如遇意见相左则共同商议至达成一致。 

结果：42例 DSA证实为下肢深静脉血栓患者均在 3D-SPACE 序列图像上发现静脉血栓。其中急

性期血栓 18例，血栓在 3D-SPACE T1及 T2序列上均呈等或稍高信号，信号不均匀，可见血管

周围及肌间隙信号升高，软组织肿胀；慢性期血栓 24例，血栓在 3D-SPACE T1及 T2上呈等或

稍低信号，血管管壁不规则，血管周围及软组织轻度或无明显水肿。 

结论：磁共振 3D-SPACE序列无需对比剂便可对下肢深静脉血栓多方位直接成像，其无创性，

扫描可覆盖范围广，超高的软组织分辨率及三维各项同性等特点，对于下肢深静脉血栓的发

现，分期具有很高的诊断价值和更广的应用范围，可作为可靠的下肢深静脉血栓诊断手段。 

 

 
EP-2131 

MRI 诊断胎盘残留 

 
贺春燕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探讨 MRI诊断胎盘残留的主要影像学表现及诊断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 90例经临床手

术及病理证实的胎盘残留的影像学特征，测量及观察子宫大小及残留胎盘的大小、子宫形态及

位置、残留胎盘的 T1和 T2 信号强度、增强扫描后残留胎盘强化特点、残留胎盘附着处结合带

完整性、子宫肌层厚度及信号强度、对侧子宫肌层厚度；观察膀胱等子宫周围组织结构的形

态、信号强度。结果 MRI诊断残留胎盘不伴粘连及植入、残留胎盘粘连、残留胎盘植入、残

留胎盘穿透的敏感性分别为 78.3%、57.1%、90.7%、66.7%，特异性分别为 98.5%、91.3%、

74.5%、100.0%；增强 MRI诊断残留胎盘不伴粘连及植入、残留胎盘粘连、残留胎盘植入、残

留胎盘穿透的敏感性分别为 100.0%、81.8%、100.0%、66.7%，特异性分别为 96.8%、100.0%、

88.2 %、100.0%；残留胎盘大小约 36.55mmx28.60mmx35.10mm-98.30mmx68.56mmx135.20mm；

T1WI等信号 56例，低信号 15例，混杂信号 12例，高信号 8例，T2WI混杂信号 54例，高信

号 28例，低信号 7例，等高信号 2例；13例残留胎盘植入及 3例残留胎盘粘连可在子宫肌层

内或肌层与残留胎盘组织之间见多发粗大迂曲血管影；3例胎盘残留无粘连及植入增强扫描残

留组织无强化, 9例残留胎盘粘连、17例残留胎盘植入及 3例残留胎盘穿透表现为残留组织呈

“花瓣状”或“蘑菇状”强化。结论 MRI诊断胎盘残留及评估残留胎盘是否植入及植入深

度、范围有独到的优势，增强 MRI检查提高了诊断胎盘残留的准确性，并可以显示残留胎盘的

血管分布，对于临床制定治疗方案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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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132 

MRI 全域直方图在评价髓母细胞瘤复发风险的应用 

 
吕青青,张勇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  探讨 MRI全域直方图在髓母细胞瘤复发风险评估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

院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26例后颅窝髓母细胞瘤患者资料，根据术后随访 3年内肿瘤是否复发将

其分为复发组及未复发组，其中复发组 13例，无复发组 13例，在 2组肿瘤 MR增强矢状位图

像所有层面上应用 Mazda软件勾画 ROI并进行灰度直方图分析，对 2组肿瘤直方图参数特征进

行统计学分析，获得 2组肿瘤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参数特征，并绘制 ROC曲线以评价其对髓

母细胞瘤复发的诊断效能。结果  直方图提取出的 9个参数特征中，2组间方差、第 90百分

位数、第 99百分位数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 ROC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799、

0.728、0.746，方差鉴别肿瘤复发风险的敏感度、特异度分别为 84.6%和 61.5%；第 90百分位

数为 69.2%和 69.2%；第 99 百分位数为 69.2%、61.5%。方差、第 90百分位数、第 99百分位

数鉴别肿瘤复发的临界值分别为 414.66、128.4、159.235。结论  MRI全域直方图分析可作

为髓母细胞瘤复发风险评估的重要辅助手段。 

 

 
EP-2133 

Surface-Based Regional Homogeneity in Bipolar 

Disorder:  A resting state fMRI study 

 
Zhang Bo

1
,Zuo Xinian

3
,Wang Fei

2,1
,Li Songbai

1
,Tang Yanqing

2
,Xu Ke

1
 

1.Department of Radiology， The First Hospital of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2.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the First Hospital of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3.Laboratory of Functional Connectome and Development， Key Laboratory of Behavioral Science，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Research Center， Institute of Psych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ackground: In the previous volume-based 3-dimensional regional homogeneity 

(3dReHo),  voxels close to the boundaries between gray and white matter show 

remarkable partial volume effects. In the present study, surface-based 2-

dimensional regional homogeneity (2dReHo) was used to compare the local 

functional synchronization of spontaneous neuronal activity between patients 

with bipolar disorder (BD) and healthy subjects. Methods: Seventy-one 

BD patients and one hundred and thirteen healthy controls participated in 

structural and resting-state fMRI scans. All subjects were rated with Young Mania 

Rating Scale (YMRS) and the Hamilton Depression Rating Scale 

(HDRS). Results: 2dReHo in BD group was reduced significantly than the 

HC across the cortical surface at the global level. At the cluster level, 

patients with BD showed even lower 2dReHo compared to HC in the left ventral 

visual stream (VVS) cortex. Conclusion: The present study indicated that the 

abnormal neural acitivity in the VVS cortex may participate in the pathogenesis of 

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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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134 

正常子宫肌层在不同月经周期中的 MR 定量研究 

 
刘梦秋,刘影 

安徽省立医院 230001 

 

目的 探讨健康女性子宫肌层在不同月经周期的厚度、信号强度及表观弥散系数值的变化。方

法 采用 3.0T MRI分别于增殖中期、分泌晚期、月经期对 36名年轻健康女性行 3次子宫 MR检

查，研究子宫体、子宫颈肌层在不同月经周期的厚度、T2WI信号强度及 ADC值变化。结果 ①

宫体肌层、结合带厚度增殖期、分泌期与月经期相比较有明显差异；宫颈肌外层厚度于月经周

期各期无明显差异；②宫体肌层、结合带的信号强度在月经期与分泌期间存在差异；宫颈基质

环的信号强度在增殖期与月经期间存在差异，增殖期、月经期宫颈肌外层的信号强度与分泌期

相比均存在差异；③宫体肌层及宫颈肌外层的 ADC值在月经周期各期间无明显差异，增殖期、

分泌期的宫体结合带 ADC值与均与月经期间存在差异；宫颈基质环 ADC值在增殖期与分泌期间

存在差异  结论 不同的月经周期中，子宫各肌层的厚度、信号强度及 ADC值均存在不同程度

的差异。在诊断不同类型的子宫疾病时应充分考虑到这些因素，以达到选择正确的检查时间窗

的目的。 

  

 

 

EP-2135 

磁共振纹理分析技术预测直肠癌新辅助放化疗 

敏感性的应用研究 

 
舒震宇

1
,龚向阳

1
,方松华

1
,丁忠祥

1
,庞佩佩

2
 

1.浙江省人民医院 

2.GE 医疗有限公司 

 

 

摘要 目的 探讨磁共振纹理分析技术预测直肠癌新辅助放化疗疗效的应用价值。方法 搜集

66例经病理证实需新辅助放化疗后手术的直肠癌患者，于放化疗前、治疗早期及中期共三次

行 3.0T磁共振扫描，并按术后病理为金标准将病理缓解状况依据肿瘤退缩分级

(tumor regression grade, TRG)分为 0~4五个等级，达到 4级者为病理完全缓解

(pathologic complete response, pCR)归于 pCR组，2 级以上表示对放化疗有较好反应归于

部分有效组(partial response, PR)，剩余归于无效组(No response, NR)。应用

OmniKinetics软件提取三次磁共振 T2加权图像上肿瘤区域的纹理特征，比较各时间点三组间

纹理参数值及改变差值的差异，筛选出有统计学意义的纹理值，最终使用受试者工作特性曲线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ROC)评估有统计学意义纹理值对新辅助放化

疗疗效的预测效能。结果 放化疗前与治疗中期的比较中 pCR组的方差、峰度、能量及熵，NR

组的能量改变有统计学差异(P<0.05)；治疗早期与中期的比较中 NR组的峰度改变有统计学差

异(P<0.05)。pCR组与其他组别在治疗中期的比较中方差、能量和熵与其差值有统计学差异

(P<0.05)，其中当熵值>5.9834且治疗前与治疗中期的差值≤1.06961 时是诊断 pCR组最佳诊

断效能，ROC曲线下面积(AUC)最大分别为 0.885、0.883；NR组与其他组别在治疗早期比较中

峰度与其差值有统计学差异(P<0.05)，当峰度值>3.59302且治疗早期与中期的差值>2.3824时

是诊断 NR组最佳诊断效能，ROC曲线下面积(AUC)最大分别为 0.729、0.602。结论 基于磁共

振 T2图像的纹理分析可以预测直肠癌新辅助放化疗敏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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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136 

氨基质子转移 MRI 在脑出血中的应用价值 

 
马潇越,白岩,刘太元,马伦,王嫣,王梅云 

河南省人民医院 450003 

 

目的 探讨氨基质子转移（amide proton transfer, APT）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在诊断不同时期脑出血（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ICH）中的价值，并与

磁敏感加权成像（susceptibility weighted imaging, SWI）对比。 资料与方法 28位不同

时期的 ICH患者行头颅 MRI 检查，包括 SWI和 APT MRI，观察 ICH的磁共振表现，测量计算出

病灶区与镜像区的 SWI和 APT加权（APT-weighted, APTw）MRI信号强度值（signal 

intensity, SI），采用 Wilcoxon 符号秩检验（Wilcoxon matched-pairs signed ranks sum 

test）比较 SWI和 APT的病灶区与镜像区 SI，以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绘制 ICH受试

者工作特征曲线（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ROC）评估 APT MRI 和 SWI

对 ICH的诊断价值。 结果 28例 ICH在 APTw MRI上均呈高信号，15例 ICH在 SWI上呈低信

号，13例 ICH在 SWI上呈混杂信号。28例 ICH病灶区与镜像区的 SWI和 APTw MRI SI 差异具

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01）。28例 ICH依据分期进行分层统计学分析，超急性期、急性

期、亚急性期 ICH病灶区与镜像区 APTw MRI SI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超急性期、急性期

ICH病灶区与镜像区 SWI SI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而亚急性期 ICH病灶区与镜像区 SWI SI差

异无统计学意（P>0.05）。APTw MRI SI的 ROC曲线下面积是 0.96，大于 SWI SI的 ROC 曲线

下面积 0.83。 结论 APT MRI对检出 ICH较敏感,有望为早期准确诊断 ICH提供一个新的无创

性磁共振检查工具。 

  

 

 
EP-2137 

MRI 在产后子痫性脑病中的诊断价值 

 
李志晓 

禹州市人民医院 461670 

 

目的：探讨产后子痫性脑病的 MRI表现。方法：回顾性分析产后 24小时内发病的 30例子痫患

者的临床资料和影像学表现。结果：病变主要位于大脑皮层下白质，其它区域亦可受累，分布

基本对称。T1WI上呈等或低信号，T2WI及 FLAIR上呈高信号。结论：MRI检查不仅能够明确产

后子痫性脑病患者脑部病变的部位及性质，而且有助于认识其影像学表现的病理基础，这对于

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及预防并发症具有重要意义。 

 

 
EP-2138 

磁共振 DTI 定量参数与前列腺中央区癌病理分级相关性研究 

 
宋惠贞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646000 

 

目的：探讨磁共振弥散张量成像技术定量参数 ADC值、FA 值与前列腺中央区癌 Gleason评分

的相关性，评价 DTI在中央腺前列腺癌 Gleason 分级中的诊断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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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回顾性搜集经穿刺活检证实的 38枚前列腺中央区恶性结节，所有患者均行磁共振 DTI

扫描，测量结节的 ADC值及 FA值，根据病理结果将中央腺前列腺癌分为 Gleason评分≦6

分，Gleason评分为=7分，Gleason评分≧8分，三组，对三组数据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 

( one-way ANOVA)。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检验前列腺癌 ADC值、 FA 值与 Gleason 评分

的相关性。 

结果： 三组前列腺癌区平均 ADC 值分别为(1.373±0.308)×10
－3
mm

2
/s、（1.002±0.20 

9)× 10
-3
mm

2
/s和( 0.746±0.195)×10

－3
mm

2
/ s，FA值分别 0.375±0.281、0.301±0.231 和

0.196±0.231；三组 ADC值、FA值组间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前列腺癌灶 ADC 

值、FA 值与 Gleason评分之间均呈负相关( ADC值 r=-0.760，P ＜0.05; FA 值 r =-0.687，

P＜0.05)， Gleason 评分越高，ADC值、FA值越小。 

结论：前列腺中央区癌灶 ADC值、FA值与 Gleason 评分呈负相关；DTI有助于中央腺前列腺

癌临床危险度的分级判定。 

  

 

 
EP-2139 

四肢软组织神经鞘瘤的 MRI 征象分析 

 
符念霞 

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524002 

 

目的 分析四肢软组织神经鞘瘤的 MRI征象，提高临床诊断水平。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手术病理

证实的四肢软组织神经鞘瘤患者 31例，31例患者均行 MRI 检查，16例行 MR平扫，仅 15例行

MR平扫+增强扫描。MRI观察病灶位置、大小、形态、边界、信号以及强化特点，重点分析四

肢软组织神经鞘瘤的 MRI征象。结果 12例位于上肢，19 例位于下肢。23例为发现无痛性肿

块，5例肿块伴疼痛，2例肿块伴肢体麻木，1例肿块既有疼痛也伴有肢体麻木。25例肿瘤为

单发，6例为多发。22例位于肌间隙，6例位于皮下脂肪层，2例位于肌肉内，1例多发于肌

肉内、肌间隙及脂肪层。四肢软组织神经鞘瘤 MRI主要特点：①纺锤形（30/31）：沿神经干

方向偏心生长；②靶征(17/31)：病灶 T2WI中央呈稍高信号、边缘呈高信号；③脂肪劈裂征

（27/31）：病灶周围被脂肪信号包绕；④脂肪彗星尾征（27/31）：病灶上下方脂肪信号影；

⑤神经出入征（26/31）：病灶上极或上下极见神经信号；⑥有完整包膜（30/31），强化后可

见靶征（4/15）。结论 纺锤形、“靶征”、“脂肪分离征”、“脂肪彗星尾征”、“神经出

入征”是四肢软组织神经鞘瘤的 MRI特征性表现。熟悉四肢软组织神经鞘瘤 MRI的征象，可以

提高诊断准确率。 

 

 
EP-2140 

全身扩散加权成像对多发性骨髓瘤不同部位及 

不同骨髓浸润类型影像学特点研究 

 
杨咪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300192 

 

目的：探讨全身扩散加权成像下多发性骨髓瘤患者不同浸润模式、不同部位骨髓 ADC值差异。 

材料与方法：纳入经骨髓穿刺活检证实的，未经治疗的多发性骨髓瘤患者 17例。所有患者均

采用 Philips 3.0T磁共振扫描仪行全身 MR检查。记录所有患者骨髓成像分型（骨髓表现正常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1788 

 

型、盐与胡椒型、弥漫型、局灶型）并测量 b值为 800s
2
/mm时不同部位（中轴骨，包括锁

骨、肋骨、胸椎、腰椎、骨盆；四肢骨，包括肱骨近端、股骨近端、股骨干、胫骨近端、胫骨

干）以及不同浸润类型的骨髓 ADC值。所有患者均在磁共振检查前后 2天内完善骨髓穿刺活

检、血清学、免疫学等相关检查，收集并记录检查结果。比较多发性骨髓瘤病人骨髓表现正常

者、异常者临床资料差异性以及不同部位病灶不同分型 ADC值之间差异性。 

结果：多发性骨髓瘤骨髓表现正常组、异常组年龄及骨髓浆细胞比例有明显差异（P值均＜

0.05），骨髓表现正常型患者中轴骨与四肢骨骨髓 ADC值分别为（0.32±0.15）×10
-

3
 mm

2
/s、（0.25±0.09）×10

-3
 mm

2
/s（p值为 0.01）；局灶型中轴骨与四肢骨骨髓 ADC值

分别为（0.81±0.30）×10
-3
 mm

2
/s、（0.82±0.19）×10

-3
 mm

2
/s（p值为 0.53）；弥漫型

中轴骨与四肢骨骨髓 ADC值分别为（0.65±0.18）×10
-3
 mm

2
/s、（0.65±0.17）×10

-

3
 mm

2
/s（p 值为 0.30）。 

结论：不同年纪、不同浆细胞比例的骨髓瘤患者具有不同的影像学特征,MR表现正常者骨髓中

浆细胞含量越少，提示病情较轻。当无骨髓瘤浸润或较少浸润时，中轴骨与四肢骨骨髓 ADC值

有差异；当骨髓瘤浸润明显时（MR表现阳性），中轴骨与四肢骨病变处骨髓 ADC值无统计学

差异，四肢骨同样可以反映骨髓瘤浸润情况。 

 

 

 

EP-2141 

全身扩散加权成像对多发性骨髓瘤不同部位 

骨髓浸润与临床指标相关性研究 

 
杨咪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300192 

 

目的：探讨全身扩散加权成像下多发性骨髓瘤患者不同部位骨髓 ADC值与临床指标的相关性。 

材料与方法：纳入经骨髓穿刺活检证实的，未经治疗的多发性骨髓瘤患者 17例。所有患者均

采用 Philips 3.0T磁共振扫描仪行全身 MR检查。记录并测量 b值为 800s
2
/mm时不同部位

（锁骨、肱骨近端、肋骨、胸椎、腰椎、骨盆、股骨近端、股骨干、胫骨近端、胫骨干）骨髓

ADC值。所有患者均在磁共振检查前后 2天内完善骨髓穿刺活检、血清学、免疫学等相关检

查，收集并记录检查结果。比较分析多发性骨髓瘤病人不同部位病灶不同分型 ADC值之间差异

性及与浆细胞比例以及血清 M蛋白浓度相关性。 

结果：部分骨髓 ADC值与骨髓浆细胞比例有相关性，其中肋骨、腰椎、骨盆、股骨干骨髓 ADC

值与浆细胞比例具有相关性，所有 P值＜0.05。诸部位骨髓 ADC值与血液 M蛋白浓度没有相关

性。 

结论：不同部位骨髓 ADC值能够反映浆细胞浸润程度,可以为骨髓穿刺部位提供指导。 

 

 

EP-2142 

磁标记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移植后对肝癌趋化作用的实验研究 

 
王琦,时高峰,王丽佳,刘响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050011 

 

目的：以大鼠肝癌的动物模型为基础，从活体上对移植骨髓间充质干细胞（BMSC）进行可持续

性的、可视的定位和定量分析。观察肝癌组织与 BMSCs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方法：移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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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超微氧化铁颗粒对 BMSCs 进行标记。肝癌模型大鼠随机分为 2组，Ⅰ组为磁标记 BMSCs注

射组，荷瘤大鼠经脾注入磁标记细胞 1×10
7
/0.5ml/只（9只）；Ⅱ组为单纯超顺磁性氧化铁

微粒（SPIO）注射组，经脾注入 35μg/0.5ml/只（6只）。分别于注射前 1小时、注射后

1h、3h、6h、12h、24h、48h、1周、2周、4周行 MR扫描。MR扫描序列包括 T1WI、T2WI、

T2*及 SWI。对比两组大鼠手术前后肝组织和肝癌信号在不同时间点的变化。通过普鲁士蓝染

色验证 SPIO的分布。结果：对照组大鼠肝脏在注药后 1 小时扫描 MR信号下降最明显。T2WI

信号值下降 55.4%，SWI信号值下降 71.55%，T2
*
信号值下降 60.99%。注射后第二周肝脏信号

值基本回复正常。实验组在注射磁标记干细胞 6小时后肝实质及癌灶信号降低最显著。肝实质

和肝癌 T2WI信号值下降分别为 16.44%和 18.65%，SWI信号值下降分别为 38.84%和 26.76%，

T2
*
信号值下降 12.97%和 34.51%。癌灶在注射后两周内维持轻度信号降低，四周后扫描肿瘤信

号基本恢复至注射前水平。实验组注射前后肝癌的对比噪声比有显著性差异(P＜0.05)。结

论： MR扫描及病理组织学均证实了肝癌对 BMSC的趋化作用，BMSC可以被动向肝癌病变迁

移，并进入癌组织内。 

 

 
EP-2143 

体素内相位不相干成像在多发性骨髓瘤中的初步应用 

 
杨咪,冀晓东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300192 

 

目的：探讨使用 IVIM序列分析多发性骨髓瘤局灶型浸润及弥漫型浸润骨髓之间的差异。 

材料与方法：收集经骨髓穿刺活检证实的，未经治疗的多发性骨髓瘤患者 10例，其中局灶型

浸润的 6例，弥漫型浸润的 4例。选取局灶型浸润 46个病灶，选取弥漫型浸润的 35个病灶，

共 81处病灶，均采用 Philips 3.0T磁共振扫描仪行 IVIM（11个 b值，0-800s
2
/mm）轴位扫

描。使用 Philips IDL-based IVIM Software 分析得出 IVIM模型参数 D值、D*值、f 值。使

用非参数检验比较局灶型浸润与弥漫型浸润 D值、D*值、f值之间的差异。 

结果：骨髓瘤局灶型浸润型与弥漫型 D值及 f值有差异性（P值分别为 0.004、0.047）。局灶

型 D值为 0.71（0.32）×10
-3
 mm

2
/s，f值为 0.14（0.14）。浸润型 D值为 0.60（0.23）

×10
-3
 mm

2
/s，f值为 0.08（0.14）。两组之间 D*分别为 29.08（108.93）×10

-3
 mm

2
/s、

53.64（126.26）×10
-3
 mm

2
/s，没有统计学差异（P值为 0.442）。 

结论：骨髓瘤局灶型浸润较弥漫型浸润具有更高的 D值及 f值，代表水分子扩散的 D值及灌注

分数 f值对 MM具有更高价值。 

 

 

 
EP-2144 

磁共振扩散峰度成像对腰椎间盘退变的诊断价值 

 
曾菲菲,査云飞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430061 

 

目的   

探讨扩散峰度成像（diffusion kurtosis imaging，DKI）与对腰椎间盘退变的相关性。 

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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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81例受检者进行腰椎矢状位常规 T2WI及 DKI成像，对腰椎间盘进行 Pfirrmann分级，并

分析腰椎间盘髓核 DKI参数-平均弥散峰度(MK)、平均弥散系数(MD)值，与 Pfirrmann 分级
[1]
、椎间盘节段及受试者性别、年龄之间的关系。 

结果   

MK值与 Pfirrmann 分级呈显著正相关（r= 0.922,P<0.001），MD值与 Pfirrmann 分级呈显著

负相关（r=- 0.921,P<0.001）。L5/S1 节段 MK值（0.89±0.32）明显高于 L1/L2

（0.82±0.14）、L2/L3（0.84±0.23）（P<0.05），L5/S1 节段 MD值（1.83±0.32）低于

L1/L2（1.89±0.14）、L2/L3（1.86±0.19）（P<0.05）；各节段椎间盘 MK及 MD值性别差异

无统计学意（P>0.05）。年龄与髓核 MK值呈中度正相关（r= 0.554,P<0.001）,年龄与髓核

MD值呈中度负相关（r=-0.620,P<0.001）。结论   

DKI成像可用于定量评价早期椎间盘退变，MK及 MD值与 Pfirrmann分级、年龄、椎间盘节段

具有相关性，而与性别差异无明显相关性。  

  

 

 
EP-2145 

Larger thalamic volumes in patients with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Mao Cui ping,Chen Fen rong,Zhou Xiao Qian,Yang Quan Xin,Tang Jian,Zhang Qiu Juan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710004 

 

Purpose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IBS) have been associated with structural abnormalities 

in thalamus (1). However, heterogeneous results has been reported and few 

investigations have been conducted to characterize the thalamic morphology in 

patients with IBS. In this study, we aimed to explore the potential morphological 

abnormalities of thalamus in patients with IBS by using high resolution MRI. 

Materials and Methods 

T1-weighted structural images from 34 patients with IBS and 34 demographically 

similar healthy individuals were obtained and analyzed by using FMRIB's integrated 

registration and segmentation tool (FIRST)(2-4). Both volumetric analysis and 

surface-based shape analysis were adopted to characterize the thalamic morphology. 

Moreover, the hemispheric asymmetries of thalamus in patients with IBS was 

evaluated.  

Results 

The new vertex analyses revealed a significant global differences between groups 

in the bilateral thalamus (P < 0.05, FWE corrected). Only the left thalamus showed 
a significant group difference after the FDR correction in the traditional vertex-

based shape analysis, which arose mainly from expansion of the ventral lateral 

nucleus of the thalamus. Both groups exhibited similar significant hemispheric 

asymmetry for the thalamus (left larger than right). No significant group 

differences of the asymmetry of the thalamus was foun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Volumetric analysis for other subcortical structures revealed a larger volume of 

the bilateral nucleus caudate in IBS than in the control group. Besides,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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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ificant correlation was found between the structural data and pain 

characteristics.   

Conclusion 

Our results indicated that patients with IBS ha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larger 

normalized volumes of bilateral thalamus as compared to the control subjects. 

Further investigations are necessary to characterize the role of thalamus in the 

course of chronicity of pain associated with IBS.  

 

 
EP-2146 

Altered cerebellar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in 

Parkinson’s disease 

 
Liu hu,Fan Guoguang,Li Songbai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110001 

 

Introduction: Parkinson’s disease (PD) is a neurodegenerative disease 

characterized behaviorally by bradykinesia, rigidity, postural instability and 

tremor. The dopamine deficits in striatal subregions impair the function of 

parallel striatal-thalamo-cortical (STC) networks involved in motor, cognitive, 

and emotional processing. The other important circuit, cerebello-thalamo-cortical 

(CTC) circuits, is known to influence cerebral cortical activity including motor 

control, higher cognitive and emotional processing. Thus, an improved 

understanding of the cerebellum, especially the CTC circuit in PD-related changes, 

is essential for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pathophysiology of the disorder. 

Schmahmann describes a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nterior lobe of the cerebellum 

and motor function, and between the posterior lobe and executive function. 

Accordingly, in this resting state fMRI study, we selected the anterior lobe and 

posterior lobe of cerebellum as regions of interest (ROIs) to explore the role of 

the cerebellum in PD. In this abstract, using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method we 

investigated PD-related modulation of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of the cerebellum in 

the resting state. 

Methods: MRI was performed on 3.0-T GE Signa System after a minimum period of 12 h 

since the patients' last dose of anti-parkinson medication. Foam pads were used to 

reduce head motion and scanner noise. Functional images were collected using a 

gradient echo planar imaging (EPI) sequence sensitive to BOLD contrast: TR=3000 ms, 

TE=60 ms, FOV=24 cm×24 cm, flip angle=90°, matrix=64×64, slice thickness=3 mm, 

gap=0 mm, slices=60. The images were preprocessed using the following steps: slice 

timing, motion correction (translation<2 mm and rotation<2°), spatial 

normalization, followed by spatial smoothing with 6-mm full-width at half-maximum 

(FWHM) Gaussian kernel. The anterior lobe and posterior lobe of cerebellum-ROIs 

were defined by WFU_PickAtlas and were resliced into Montreal Neurological 

Institute (MNI) space. Correlation analysis was carried out between the seed 

reference and the entire brain in a voxel-wise manner Within each group and 

between PD vs. HC. A combined threshold of contrast maps was set at p value <0.05 
(AlphaSim corr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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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and Discussion: For the anterior lobe of cerebellum, regions showing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in PD group included superior 

temporal gyrus. For the posterior lobe of cerebellum, regions showing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in PD group included 

cerebellum  and superior temporal gyrus. In contrast, areas showing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in PD group included precuneus and inferior 

parietal lobule . 

Conclusion: In conclusion, we found that the injured connectivity of the 

cerebellum was mainly located in posterior lobe. The increased connectivity within 

the cerebellum has been observed in PD group. Our findings of the cerebellar 

connectivity may improve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pathophysiology of PD. 

  

 

 

EP-2147 

Multifunctional  upconversion nanocomposite for in 

vivo imaging-guided photothermal therapy 

 
Yang Zhe

1
,Ding Xing

1,2
,Liu Jianhua

1
 

1.The second hospital of Jilin University 

2.State Key Laboratory of Rare Earth Resource Utilization， Changchun Institute of Applied 

Chemistry (CIAC)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AS)ChangchunChina 

 

The significant attenuation and overheating effect are the major obstacles in 

applications of lanthanide-doped upconversion nanoparticles (UCNPs) in vivo 

sincetheir excitation band (980 nm) is strongly absorbed by water. Designing 

properly structured Nd
3+
 doped UCNPs with 808 nm excitation is a promising strategy 

for solving these puzzles. Herein, we developed core-shell-shell structured Nd
3+
-

sensitized UCNPs as imaging agents, and decorated them onto the surface of 

polydopamine (PDA) to construct a novel multifunctional core/satellite 

nanotheranostic (PDA@UCNPs) for in vivo imaging guidance photothermal therapy (PTT) 

under a single 808 nm laser irradiation. The core-shell-shell structured design 

enabled outstanding upconversion luminescence properties and strong X-ray 

attenuation, making the nanocomposites as potential candidates for excellent 

upconversion luminescence/computed tomography dual modal imaging. In addition, PDA 

as the core of the theranostic platform not only provides high photothermal 

conversion efficiency and outstanding antitumor effect, but also endows the 

platform with robust biocompatibility owing to their nature essence. Therefore, 

this multifunctional nanocomposite is promising as a theranostics in future 

oncotherapy with high therapeutic effectiveness but low side effects. This work 

would stimulate interest in developing the multifunctional nanocomposites more 

suitable for bio-applications, especially cancer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in viv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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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148 

MAGNETIC RESONANCEGUIDEDFOCUSED ULTRASOUND       

SURGERY IN UTERINE FIBROID 

 
Yang Zhe,SINGH ASHISH BAHADUR,Han Xueli,Liu Jianhua 

the second hospital of Jilin University 130041 

 

Purpose 

To evaluate the magnetic resonance (MR) imaging predictors tools at decreasing 

uterine fibroid volume by using Non Perfused Volume (NPV) ratio after MR imaging–

guided focused ultrasound surgery (MRgFUS). 

Method 

This is single-center dependent test of symptomatic fibroid, which was approved by 

the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There were a total number of 10 patients. Patients 

were treated with MR imaging–guided focused ultrasound surgery (3.0T GE 

healthcare ExAblate 2000 system) which has been approved by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in 2004. The volume of treated fibroid and non-perfused volume (NPV) 

were calculated with software, All patients underwent standard pelvic MRI 

including T1 and T2 images prior to treatment. All MRI images were reviewed by two 

independent investigators. The fibroids were graded as hypo-intense or hyper-

intense relative to myometrium and rectus abdominis skeletal muscle. The non-

perfused volume following both systems were calculated using the same software 

package. The treatment protocol criteria were followed on the basis of th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guidelines. 

Result 

There was statistic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re treatment MRgFUS and Post 

treatment MRgFUS as the p value was <0.05 (z=-2.803, p=0.005). After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all the data, the mean size of Pre MRgFUS was 198.81±292.11 cm
3
 and 

Post MRgFUS was 58.49±87.98 cm
3
. The total mean NPV ratio was 70.58%. More than 

60% of the mean NPV ratio is considered as a good result outcome. 

Conclusion   

The use of MRgFUS in terms of treating fibroid uterus is very promising. The 

intimate relation between NPV (Non-Perfused Volume) and the outcome cannot be 

denied. NPV is a good predictor of success in MRgFUS. No doubt, the importance of 

NPV to estimate the total volume shrinkage in fibroid uterus, cannot be neglected. 

  

Key Words: Magnetic Resonance-guided Focused Ultrasound (MRgFUS), Non Perfused 

Volume (NPV), uterine fibro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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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149 

Microstructural Alteration of Brain in Adults with 

Prelingual Sensorineural Hearing Loss: A Diffusional 

Kurtosis Imaging Study 

 
Zou Yan,Yang Yan,Han Ping,Ma Hui,Fan Wenliang,Yu Qun 

Union Hospital， Tongji Medical College，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430022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microstructural abnormalities of grey and white 

matter in adults with prelingual sensorineural hearing loss(SNHL) by using 

diffusional kurtosis imaging(DKI). 

Materials and Methods Diffusional kurtosis imaging(DKI) was performed in 86 

prelingual hearing loss adults and 71 matched control subjects. Seven parametric 

maps of DKI, including mean kurtosis (MK), axial kurtosis (AK), radial kurtosis 

(RK), fractional anisotropy (FA), mean diffusivity (MD), axial diffusivity (AxD) 

and radial diffusivity (RD), were applied to explore the differences of grey and 

white matter between groups across the whole brain with using voxel-based analysis 

(VBA).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s, prelingual SNHL adults exhibited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FA, MK and RK in bilateral superior temporal gyrus (STG), 

and decreased AK in left STG both in grey and white matter (FWE, P< 0.05).  

Conclusions DKI is more sensitive to demonstrate altered microstructure than 

diffusional tensor imaging (DTI). In prelingual SNHL adults, the decreased DKI 

metrics of auditory microstructure suggested hypomyelination and/or reduction of 

white matter fibers in the auditory pathway and reduction and/or degeneration of 

the auditory cortical grey matter, as auditory deprivation early in life. 

 

 
EP-2150 

Polydopaminecoated manganese oxide nanoparticles  for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guided synergetic chemo-

/photothermaltherapy 

 
Yang Zhe

1
,Ding Xing

2
,Liu Jianhua

1
 

1.the second hospital of Jilin University 

2.State Key Laboratory of Rare Earth Resource Utilization， Changchun Institute of Applied 

Chemistr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hangchun 130022， P. R. China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guided synergetic chemo-

/photothermaltherapy with Polydopaminecoated manganese oxide nanoparticles. 

Methods and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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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ed and constructed a MRI guided combinatorial chemo-/photothermal therapy 

(PTT) nanoparticle that combined excellent MR imaging, photothermal therapy and 

chemotherapy functions into one single nanoprobe (FA-Mn3O4@PDA@PEG). 

Results: 

The ultrahigh relaxivity of 14.47 mM
-1
s
-1
 make nanotheranostics as the excellent 

contrast agent for MRI in vitro and in vivo, and provide comprehensive information 

for tumor diagnosis. When irradiated with 808 nm NIR laser, FA-Mn3O4@PDA@PEG 

exhibits a remarkably improved and synergistic therapeutic effect compared to PTT 

or chemotherapy alone, providing high therapeutic efficiency and low adverse side 

effects of drugs. 

Conclusions: 

These findings are of great interests and will inspire us much to develop highly 

effective MRI guided synergetic chemo-/photothermal therapy in cancer treatment. 

 

 
EP-2151 

3D pCASL 与动态磁敏感对比增强灌注成像 

在颅脑占位中的应用价值 

 
贾岩龙,朱华浩,王升忠,杨亚刚,李双勇,余开湖 

咸宁市中心医院 湖北科技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437000 

 

目的 对比研究三维伪连续式动脉自转标记技术(3D pCASL)与动态磁敏感对比增强灌注成像

（DSC PWI)在颅脑占位中的价值，探讨 3D pCASL技术在颅脑占位病变评估中的应用价值。方

法 18 例均经手术病理或随访证实的颅脑占位患者，其中高级别胶质瘤 2例，胶质瘤术后 2

例，转移瘤 8例，脑膜瘤 4例，星型细胞瘤 1例，海绵状血管瘤 1例。患者男性 8例，女性

10例，年龄 20~71岁，平均年龄（51.89±15.98）岁。所有患者均在 GE最新 3.0T Discovery 

MR750w进行 3D pCASL及 DSC PWI 扫描；两种灌注方法均取病变区域灌注最明显层面进行分

析，测量其相对脑血流量比值。对所得指标采用配对 t检验及 Pearson相关分析。 

结果 3D pCASL及 DSC PWI 两种方法测得病变组织的相对脑血流量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在 3D pCASL图像上高级别胶质瘤呈高灌注，rCBF为 2.47±0.19；小脑蚓部星型细

胞瘤呈较高灌注，rCBF为 1.85±0.03，DSC PWI则受颅底磁敏感伪影干扰，影响测量结果的

准确性；胶质瘤术后 2例均为低灌注，rCBF为 0.40+0.01，长期随访未见病灶残留或复发；转

移瘤呈环形高灌注，rCBF为 3.07±1.49，中央坏死及周边水肿区为低灌注；海绵状血管瘤呈

低灌注，rCBF为 0.26±0.04；脑膜瘤显示高灌注，其中 1例脑膜瘤显示为极高灌注，rCBF为

19.88±2.81。两种灌注技术于不同肿瘤实性区域所得灌注指标存在一定的相关。结论 3D 

pCASL作为一种无需注射对比剂的 MRI 灌注方法，具有高重复性、非侵入性及全脑成像等特

点，再结合与 3D BRAVO解剖像融合及 DSC PWI多指标联合应用，克服了 3D pCASL低空间分辨

率及测量指标单一的不足，从而对病变的定位、定性、评估肿瘤复发或残留以及脑内外肿瘤鉴

别诊断等具有广泛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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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152 

MRI 功能成像对按摩治疗单纯性肥胖脑功能 

连接网络影响的研究 

 
王涛

1
,王荣品

1
,崔瑾

2
,许一鹤

2
 

1.贵州省人民医院 

2.贵州省中医学院 

 

目的 以下丘脑外侧区（lateral hypothalamic area，LHA）为种子点，运用功能磁共振成像

（fMRI）BOLD技术探讨按摩治疗单纯性肥胖的中枢作用机制及特点。方法 对 30例单纯性肥

胖患者（按摩组）采用腹部按摩疗法进行干预，另纳入 10例健康志愿者（正常对照组）作为

基线对照及按摩组按摩治疗后对照，研究按摩对单纯性肥胖患者临床指标的改善作用，使用静

息态功能连接度（RestingState Functional Connectivity，Rs-fc）分析方法，分析单纯性

肥胖患者按摩治疗前后与健康志愿者存在异常的 LHA静息态功能连接度，以及腹部按摩疗法对

单纯性肥胖患者 LHA静息态功能连接度的调整作用特点。结果 单纯性肥胖患者 LHA 静息态

功能连接度与健康受试者相比，单纯性肥胖患者 LHA 与左侧顶下小叶、右侧额上回、左侧额

中回、左侧楔叶静息态功能连接度升高；与双侧壳核、丘脑、尾状核静息态功能连接度降低。

经过按摩治疗后，单纯性肥胖患者 LHA 与双侧顶下小叶、右侧额上回、额中回、左侧距状回

静息态功能连接度升高；与右侧小脑蚓部静息态功能连接度降低。单纯性肥胖患者按摩治疗前

后相比，治疗后 LHA 与右侧中央后回静息态功能连接度升高；左侧额上回、额中回静息态功

能连接度降低。结论 1 下丘脑能量代谢平衡中心核团的功能异常，可能是导致肥胖发生的因

素之一。2 单纯性肥胖患者与正常人在认知功能系统等脑区可能存在差异。3 按摩疗法可能

通过躯体感觉中枢，并以边缘系统、奖赏回馈系统整合高级认知活动相关脑区对单纯性肥胖发

挥治疗作用。 

 

 

EP-2153 

MR 动态增强（DCE-MRI）灌注成像评价兔肝 VX2 移植瘤模型

TACE 治疗前后微循环状态变化的实验研究 

 
张景峰,过川根,汪启东,洒国,李振刚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310003 

 

目的：探讨 DCE-MRI两室模型分析对兔肝 VX2移植瘤模型 TACE治疗前后微循环功能状态的量

化评估价值。材料和方法：18只成功移植 VX2肿瘤的兔肝癌模型（月龄 2-3月，体重 2-3kg，

性别不限，经浙江大学动物实验伦理委员会许可），随机分为两组，每组各 9只。于肿瘤移植

成功后 21天，分别在全麻下给予 TACE治疗。术前、术后 1周、术后 2周分别行 DCE-MRI成像

及常规 MRI肝脏成像，对 DCE-MRI结果进行两室模型分析，将所获的灌注参数值 Ktrans、Kep

及 Ve值及参数伪彩图与病理组织学的微血管密度、VEGF 表达结果进行对照研究，评价灌注参

数值 Ktrans、Kep及 Ve与 VX2移植瘤 MVD、VEGF表达的相关性，以及肿瘤治疗前后各参数值

上的差异性。结果：DCE-MRI 两室模型分析所获得的兔肝 VX2移植瘤灌注参数（Ktrans、

Kep）与微血管密度及 VEGF 表达呈明显正相关（r值分别为 0.881和 0.746，P＜0.01），参数

Ve与 MVD及 VEGF无关。TACE 治疗后 DCE-MRI灌注成像显示肿瘤微循环灌注明显减少，部分肿

瘤边缘有少量灌注。上述变化与病理组织学的 MVD变化及 VEGF表达具有较好的一致性。结

论：DCE-MRI两室模型分析能够通过形态学及功能学两方面结合，对兔肝 VX2移植瘤模型 T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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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前后的微循环变化进行准确的定量评价，从而为无创性活体定量评价肝癌治疗前后肿瘤微

循环的变化提供了可靠的理论依据。 

 

 

EP-2154 

Left Ventricular Myocardial Extracellular Volume 

Fraction Based on MOLLI T1 Mapping in Healthy Adults: 

Contour-based Registration and Segmental Analysis 

 
Lin Ling

1
,Zhou Xu-Hui

1
,Zheng Mei

2
,Xie Qiu-Xia

1
 

1.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2.The Thir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un Yat-sen Universtiy 

 

Purpose: Myocardial extracellular volume fraction (ECV) calculation based on T1 

mapping technique can be affected by various technical and subject related factors. 

Contour-based registration uses predefined myocardial contours to align serial 

images before T1 map generation. We aimed to evaluate the role of contour-based 

registration in quantification of ECV and investigate normal segment-based 

myocardial ECV values. 

Methods: T1 mapping images of the basal, mid-cavity and apical short axis slices 

of 26 healthy volunteers (24 to 65 years old, 16 males and 10 females) were 

obtained before and 15 minutes after administration of contrast agent using 

modified Look-Locker Inversion Recovery (MOLLI) on a 3.0T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system. ECV was calculated by two methods: routine ECV by T1 maps 

automatically generated by the scanner, and registered ECV by T1 maps generated 

after contour-based registration. The image quality of all ECV maps were graded. 

For each slice, subjects were divided into the deformation subgroup and the 

control subgroup. Routine ECVs and registered ECVs were compared for each subgroup. 

Multiple comparisons were conducted for both routine and registered ECVs. ECVs of 

the epi-, middle- and endo-layer of the mid-cavity myocardium were obtained and 

compared. 

Results: In all three slices, registered ECV maps had better image quality and 

more highest grade images than routine ECV maps. Routine ECVs [(26.81±2.78)%, 

(25.38±3.05)%, (28.66±4.10)%] were statistically different from registered ECVs 

in global [(25.75±2.42)%, P=0.001], mid-cavity [(24.30±2.45)%, P=0.016] and 

apical slices [(27.22±3.38)%, P=0.010]. In deformation subgroups of all the 3 

slices, registered ECVs were lower than routine ECVs with smaller SDs (P values 

were 0.038, 0.012, 0.016). There were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registered ECVs and routine ECVs in control subgroups. In multiple comparison, 

apical ECVs were higher with larger SDs than the other two slices and the global 

ECVs (routine: F=4.799, P=0.004; registered: F=4.822, P=0.003). Neither routine 

ECVs nor registered ECVs of the 16 segments were all equal (one-way ANOVA, 

P<0.0001).No difference was observed among ECVs of the epi-, middle-, endo-layer 

and full-thickness of the mid-cavity myocardium (F=0.379, P=0.768). 

Conclusion: Contour-based registration can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myocardial ECV 

quantification in cases with ventricular shape deformation among source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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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 has little effect on other artifacts. Myocardial ECVs of the 16 segments were 

not all equal, probably due to technical issues rather than true tissue 

composition. Myocardial ECV is evenly distributed in different layers of 

myocardium in healthy adults. 

 

 

EP-2155 

脑卒中大鼠模型的水通道蛋白磁共振分子 

成像（AQP MRI）研究 

 
魏鼎泰 

宁德市医院（原宁德地区第二医院） 352100 

 

目的：探讨缺血性脑卒中在水通道蛋白磁共振分子成像（AQP MRI）上的指标改变。 

方法：31只雄性成年 SD大鼠随机分为两组：实验组和假手术组。实验组大鼠行 1小时的大脑

中动脉栓塞建立短暂性脑缺血模型。在恢复再灌后 48小时行 MRI检查采集 T2FLAIR、常规 DWI

及 AQP MRI图像。 

结果：实验组患侧在 T2Flair 上可见明显的高信号，显著高于假手术组（56.655±7.359 vs 

2.334±2.203,p<0.001），而相应的 ADC值仍见显著降低（-24.491±1.924 vs -

0.960±3.824，p<0.001）；AQP ADC结果显示实验组的 AQP ADC值较假手术组显著降低（-

25.218±8.839 vs 0.209±1.279，p<0.001）。AQP ADC值的差值半分比与 T2值的差值百分

比呈负相关（r=-0.832， p<0.01），与传统 ADC的差值半分比呈相关性（r=0.822，

p<0.01）。 

结论：AQP MRI能够在体显示水通道蛋白的分布情况，对缺血性脑卒中的病程判断具有重要意

义。 

  

 

 

EP-2156 

Diffusion Kurtosis Imaging Study of rectal 

adenocarcinoma associated with histopathologic grades: 

a preliminary study 

 
Gu Xiaoyan,Chen Guangqiang,Yang Yi,Wang Jinjin,Xing Chungen,Shen Junkang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oochow University 215004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ffusion kurtosis imaging study 

(DKI)–derived parameters or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ADC) and 

histopathologic grades（PDC grades and WHO grades） of rectal adenocarcinoma at 

3.0 Tesla magnetic resonance. Methods Fifty patients with rectal carcinoma were 

involved in this prospective study.DKI and conventional 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DWI) were performed before surgery. Kurtosis and diffusivity from DKI and 

ADC from DWI in patients with rectal adenocarcinoma and normal rectal wall were 

measured by two radiologists,and then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kurtosis, 

diffusivity or ADC and different histopathologic grades. Patients w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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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hologically graded by poorly differentiated cluster (PDC)grades and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 grades. Results  Parameters (ADC, kurtosis, and 

diffusivity) from normal rectal wall and rectal adenocarcinoma were tested by 

using the Paired Sample T test，and a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t

（t=8.115、-8.216、-7.242，P＜0.001）。Kurtosis ,diffusivity and ADC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t in PDC grades（F=12.979、7.129、26.718，P＜

0.001、0.002、＜0.01） by using One-way ANOVA test. Kurtosis ,diffusivity and ADC 

were statistical difference in  G1 and G3，G2 and G3（P＜0.05）by using LSD test. 

Kurtosis and ADC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t in WHO grades(F=4.503、

5.042，P=0.016、0.010) by using One-way ANOVA test. Kurtosis and ADC were 

statistical difference in  G1 and G3 (P=0.004、0.003）by using LSD test. 

Differences in performance were analyzed by comparing the area under the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AUC)。In normal rectal wall and rectal 

adenocarcinoma ,the AUCs were 0.940、0.983、0.934 for kurtosis, diffusivity, and 

ADC, respectively. In different PDC grading, the AUCs were 0.912、0.840、0.985 for 

kurtosis, diffusivity, and ADC,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PDC grades perform 

better in MRI diagnosis than WHO grades. Kurtosis and diffusivity may be the new 

and promising parameters to differentiate between rectal adenocarcinoma and normal 

rectal wall and to differentiate rectal adenocarcinoma in different PDC grades. 

  

 

 
EP-2157 

探讨小视野扩散加权成像序列及扩散加权成像 

序列在正常胰腺的应用 

 
卢绪论,宋清伟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6011 

 

目的：探讨小视野扩散加权成像（rfov DWI）和扩散加权成像（DWI）在正常胰腺的应用价

值。 

方法：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对 50例患者进行 1.5T MR（Signa HDXt，GE Healthcare，

USA）上腹部扫描，除外胰腺病变（胰腺肿瘤、胰腺炎、糖尿病等）患者 30例，肠系膜脂炎及

腹腔淋巴结转移患者 5例，图像伪影较重者 2例，最终获得 13例患者的 rfov DWI（层厚：

5.0mm，间隔：0.5mm，TR/TE: FOV：3500 ms/60 ms， 矩阵：96×42，NEX= 16 ,b=600 

s/mm
2
）及 DWI（  层厚：6.0mm，间隔：1.5mm，TR/TE: FOV：3500 ms/60 ms， 矩阵：

128×128，NEX=4  ,b=600 s/mm
2
）图像。分别测量胰腺头、胰体、胰尾部的信号值及表观扩

散系数值（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ADC），同时测量腹腔脂肪的信号值及 SD值。

计算图像的对比噪声比（CNR=（胰腺信号值均值-脂肪信号值）/SD 脂肪），胰腺 ADC值均值。

使用 Kruskal-Wallis秩和检验比较同一序列腺头、胰体、胰尾部 ADC值间差异。使用

Wilcoxon秩和检验比较 rfov DWI 序列及 DWI序列间 CNR 及胰腺 ADC均值。结果：rfov DWI序

列腺头、胰体、胰尾部间 ADC值，P=0.884。DWI序列腺头、胰体、胰尾部间，P=0.406。rfov 

DWI序列胰腺 CNR（18.00±8.50）低于 DWI序列的胰腺的 CNR（24.55±6.69），P=0.019。

rfov DWI序列的 ADC值（（14.16±2.28）×10
-4
mm

2
/s）低于 DWI序列 ADC值

（（19.85±4.00）×10
-4
mm

2
/s），P=0.002。结论：rfov DWI序列及 DWI均一性较好。本研究

中对正常胰腺扫描得到的 DWI序列分辨率较 rfov DWI序列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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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158 

在 1.5T MR 上应用磁共振扩散峰度成像对帕金森患者脑组织

微结构及功能的研究 

 
王蕾 

厦门医学院厦门市第二医院附属医院 361021 

 

【摘要】 目的 通过应用磁共振扩散峰度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diffusion kurtosis 

imaging, MR DKI）对帕金森病（Parkinson's disease, PD）患者脑组织结构进行定量分析，

对 PD患者进行早期诊断及量化病情，对临床治疗起到辅助作用。材料与方法 收集临床确诊的

PD患者 25例及性别、年龄相匹配的健康对照者 18例，收集两组受试者的相关临床资料（包

括 H-Y 分级及 UPDRS III评分），所有受试者均在 1.5T磁共振上行常规 MRI 序列、DKI 序列

扫描。DKI原始图像经过后处理后，分别测量所有受试者双侧黑质的 MK 值并求取均值；应用

统计软件包（statistics package for social science，SPSS）18.0 版进行数据分析：应用

两独立样本 t检验法检验 PD 组、HC 组组间黑质 MK值的差异性；并通过 ROC 曲线分析 MK值

对 PD 的诊断效能；采用 Spearmans 相关性分析分析 MK值变化与 H-Y分级、UPDRS-III 评分

的相关性。 结果 PD组的黑质 MK值（0.970±0.208）较正常对照组（1.101±0.060）减

低，具有统计学意义（P=0.044）。黑质 ROC曲线下面积为 0.905，敏感性及特异性分别为

0.917、0.875，截断值为 1.046。PD组黑质的 MK值与 H-Y分级无明显相关性，与 UPDRS III

评分呈负相关（r=-0.506，P=0.012），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1. DKI是一种定性诊断 PD 

的新技术；DKI 参数值可以量化评估 PD 患者脑微观结构的变化。2. 通过 ROC 分析，研究发

现诊断 PD 的最佳 MK值指标。 

  

 

 
EP-2159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of prostate sarcoma 

 
Guo Yafei,Cheng Jingliang,Zhang Yong,Zhang Chunyan,Wang Weijian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450052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MRI features of prostate sarcoma.Methods：9 patients 

with prostate sarcoma proved by histology were retmspectively reviewed． The 

clinical，pathological and radiological data were analyzed． Results： Among 

9 patients with prostate sarcoma, adnexal mass existed in 7 patients,nodules 

existed in 2 patients.Tumors showed isointensity or slight hypointensity on 

T1WI,slight hyperintensity on T2WI, restricted diffusion on DWI and ADC value 

was （0.90±0.17）×10
-3
 mm

2
/s,which can be seen liquefy and necrosis.After 

injection of contrast agent,7 cases showed inhomogeneous enhancement and 2 cases 

showed homogeneous enhancement;and time—intensity curve showed flow-in 

pattern in 5 patients,flatbed pattern in 3 patients.  Conclusion：MR imaging of 

prostate sarcoma had certain characteristics，which is helpful for diagnosis，

differential diagnosis and guiding treatment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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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160 

Motion-tolerance Single-scan Diffusion Mapping 

 
Ma lingceng

1
,Congbo Cai

1
,Yang Hongyi

2
,Cai Shuhui

1
,Zhong Kai

2
,Chen Zhong

1
 

1.Xiamen University 

2.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Purpose: A new diffusion mapping method based on single-shot overlapping-echo 
detachment (DM-OLED) planar imaging sequence along with a corresponding separation 
algorithm is proposed to achieve reliable quantitative diffusion mapping in a 
single shot. The method can resist the effects of motion and help detecting the 
quick variation of diffusion under different physiological status. 

Methods: The echo-planar imaging (EPI) method is combined with two excitation 
pulses with small flip angle to gain overlapping-echo signal in a single shot. 
Then the overlapping signals are separated by a separation algorithm and used for 
diffusion computation. In vivo rat experiments were performed to verify the 
efficiency, accuracy and motion-tolerance of DM-OLED. 

Results: DM-OLED could obtain reliable diffusion maps within milliseconds in vivo 
experiments. Compared to conventional diffusion mapping with spin-echo EPI (SE-
EPI), DM-OLED has higher time resolution and fewer motion-incurred errors in the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ADC) maps. 

Conclusion: As a reliable fast diffusion measurement tool, DM-OLED shows promise 
for real-time dynamic diffusion mapping and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EP-2161 

MRI 全域直方图分析在儿童后颅窝肿瘤诊断中的价值 

 
许珂,张勇,程敬亮,朱晨迪,汪卫建,吕青青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研究 MRI全域直方图分析对三种常见的儿童后颅窝肿瘤（室管膜瘤、星形细胞瘤、髓

母细胞瘤）的鉴别诊断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进行过脑部 MRI检查经并病理证实的 76

例儿童后颅窝肿瘤患者，其中室管膜细胞瘤 25例，星形细胞瘤 26例，髓母细胞瘤 25 例，分

别在三组 MR增强矢状位图像上每一层肿瘤层面用 Mazda 软件勾画感兴趣区并进行灰度全域直

方图分析，对获得的三组直方图参数特征分别进行统计学分析，比较各参数的统计学意义。 

结果：通过灰度全域直方图分析得到的 9个参数中，均值（Mean）、变异度（Variance）、偏

度（Skewness）、第 10百分位数（Perc.10%）、第 50百分位数（Perc.50%）及第 99 百分位

数（Perc.99%）这 6个参数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其余 3个参数峰度

（Kurtosis）、第 1百分位数（Perc.01%）、第 90百分位数（Perc.90%）在三组间无显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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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P均>0.05）。结论：磁共振灰度全域直方图分析对儿童常见的三种后颅窝肿瘤的鉴别

诊断存在一定价值，可作为一种诊断三种儿童后颅窝肿瘤的新的辅助方法。 

  

 

 
EP-2162 

增强 MRI 直方图鉴别儿童后颅窝髓母细胞瘤和 

室管膜瘤的价值 

 
汪卫建,程敬亮,张勇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 探讨增强 MRI直方图分析鉴别儿童髓母细胞瘤和室管膜瘤的价值。 

材料和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36例儿童后颅窝肿瘤，其中髓母细胞瘤 20

例、室管膜瘤 16例。收集该两种肿瘤的 T1、T2加权和增强 T1磁共振图像，用软件 MaZda提

取肿瘤的感兴趣区（region of interest,ROI),针对肿瘤最大层面的感兴趣区进行直方图分

析，利用平均值、方差、偏斜度、峰度、第 1、10、50、90、99百分位数特征，找出两种肿瘤

之间的显著性差异。 

结果 利用直方图提取出的 9个纹理参数中,1百分数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并绘制 C1 

ROC曲线，ROC曲线下的最大面积为 0.82，取 46.5的特异性和敏感性分别为 82%、75%。结论 

直方图分析可以提供更多量化信息特征，为儿童髓母细胞瘤和室管膜瘤的鉴别诊断提供了新的

思路和方法。 

 

 
EP-2163 

单侧大脑中动脉重度狭窄健侧和患侧双期 ASL 灌注差值对比 

 
张慧勤,李明利 

北京协和医院 100730 

 

【目的】比较单侧大脑中动脉重度狭窄健侧和患侧双期 ASL灌注的差别。【方法】回顾性分析

我院 2013-2014年 27例单侧大脑中动脉重度狭窄并同时行 MRA及两次 ASL（PLD=1.5025s，

PLD＝2.5025s）检查的患者。以 ASPECT评分为基础，对每个病人患侧选取 M1-M6共 6 个区

域，手动画出感兴趣区（ROI），并镜像对称得出健侧 CBF。分别计算出健侧和患侧 PLD=2.5s

与 PLD=1.5s时的 CBF差值，然后求平均值。【结果】27个病人，共分 162个区，健侧和患侧

的差值分别为 14.31±13.46 mL·min
-1
·100g

-1
、-1.57±9.80 mL·min

-1
·100g

-1
，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P>0。05）。【结论】健侧 2.5s时较 1.5s时的 CBF减低，而患侧则减低。这提示

患侧较健侧血流速度减慢。所以，对于大脑中动脉重度狭窄的患者在做 ASL检查时，要适当的

延长 PLD，以确保减慢的血流已经流入到采集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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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164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对 C6 胶质瘤侵袭性的影响的 MR 研究 

 
方宜芝,何戎,肖叶玉 

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515041 

 

目的：利用 7.0T小动物磁共振监测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对 SD大鼠 C6胶质瘤的侵袭性的影响，

探讨间充质干细胞是否影响 C6胶质瘤的侵袭能力。 

方法：将成功构建的 15只 SD大鼠 C6胶质瘤模型随机分为三组：NS组（生理盐水组），BMSC

组（干细胞组），FTH-BMSC 组（铁蛋白转染后干细胞组），分别于移植前，移植后第 3天、

第 7天的肿瘤中央及周边行 7.0T的 T2WI、MRS序列扫描，扫描完成后立即取大鼠脑组织做病

理切片。将得出的 GPC（甘油磷脂酰胆碱）、Pch（磷酸胆碱）代谢物浓度的绝对值做重复测

量的方差分析，研究肿瘤中央及周边两种代谢物的变化。 

结果：病理切片及染色成功观察到铁蛋白标记的干细胞在肿瘤周边聚集。肿瘤中央的 NS 组、

BMSC组及 FTH-BMSC组 GPC、Pch浓度没有差别（P＞0.05）；肿瘤周边 NS组、BMSC组及 FTH-

BMSC组 GPC、Pch浓度均有差别（P<0.01），且 NS组的 Pch浓度高于 BMSC组、FTH-BMSC 组

（P<0.05），NS组的 GPC浓度低于 BMSC组、FTH-BMSC组（P<0.05）。 

结论：移植后的干细胞可以在大鼠脑内存活并且向肿瘤周边迁徙、聚集；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可

以影响 C6胶质瘤的侵袭，并且以影响肿瘤周边为主。 

 

 

 

EP-2165 

磁共振弥散加权成像 ADC 值及 DCE-MRI 

与直肠癌分化程度的相关性研究 

 
程佳荣

1,2
,黄刚

1
,张丽

1,2
 

1.甘肃省人民医院 

2.甘肃中医药大学 

 

目的 

探讨磁共振弥散加权成像表观弥散系数(ADC)值及磁共振动态对比增强扫描(DCE-MRI)各成像参

数与直肠癌分化程度的相关性。    

方法 

对 65例经病理证实为直肠腺癌的患者均行 MRI常规及动态对比增强扫描，根据肿瘤分化程度

分为高分化组(n=4)、中分化组(n=37)、低分化组(n=24) ，对不同组的 DCE-MRI图像，包括

弥散加权成像（b=50,1000s/mm²）进行分析，应用 Tofts双室模型后处理得到感兴趣区的微循

环参数 Ktrans值、Kep值、Ｖe 值及 ADC值,并且计算 Ktrans/ADC 值，分析 Ktrans/ADC 、

Ktrans、Kep、Ve值与直肠癌不同分化程度的相关性，分析每个参数 ROC曲线并确定每个参数

的阳性阈值，计算每个参数的准确度、敏感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值。 

结果 

直肠癌中、低分化组 ADC值与 Ktrans值呈负相关，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r中=-0.24， r低=-

0.67， P＜0.05)。随着直肠癌分化程度的升高 ADC值升高，Ktrans值降低。直肠癌中、低分

化组与高、低分化组 Ktrans/ADC 值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Ktrans/ADC的敏感性最高， 

Kep的特异性最高，Kep的阳性预测值最高，Ktrans /ADC 的阴性预测值最高。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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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E-MRI能反映肿瘤内部的微循环、灌注和毛细血管通透性的变化，其参数指标及 ADC值在一

定程度上与直肠癌分化程度有相关性，对判断直肠癌的分化程度、恶性程度有重要的指导意

义。 

 

 

 

EP-2166 

心脏磁共振非对比增强 T1 Mapping 

在左心室肥厚中的诊断价值 

 
冉玲平,黄璐,赵培君,唐大中,夏黎明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评价心脏磁共振非对比增强 T1 mapping技术在左心室肥厚中的诊断价值。 

材料与方法收集临床确诊或怀疑左心室肥厚患者 40例（左心室肥厚组），另有 14例正常志愿

者，两组均行心脏磁共振检查(3.0 T)。扫描序列包括电影序列及非对比增强 T1 Mapping

（MOLLI）。观察电影序列上心脏形态学表现，并按照 AHA分段法将左心室心肌分为 16个心肌

节段，测量肥厚心肌节段的舒张末期左心室壁厚度及心肌初始 T1值。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评价

左心室肥厚组舒张末期左心室壁厚度及初始 T1值与正常对照组的差异，LSD法分析每两组之

间的差异，并用 ROC曲线分析心肌 T1值的诊断效能，P＜0.05为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左心室肥厚心脏疾病患者包括 11例心肌淀粉样变性（101个肥厚心肌节段）、19例肥厚

型心肌病（70个肥厚心肌节段）及 10例高血压性心脏病（77个肥厚心肌节段），正常对照组

有 224个心肌节段。左心室肥厚组的舒张末期左心室壁厚度及初始 T1值均大于正常对照组（P
值均＜0.05），其中心肌淀粉样变性患者心肌初始 T1值明显高于肥厚型心肌病患者及高血压

性心脏病患者（P值均＜0.05），肥厚型心肌病初始 T1值高于高血压性心脏病（P＜0.05）。

心肌初始 T1值诊断心肌淀粉样变性及肥厚型心肌病的敏感度、特异度、截断值及曲线下面积

分别为 90.1%、84.3%、1382.8ms 及 0.914；诊断心肌淀粉样变性与高血压性心脏病的敏感

度、特异度、截断值及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97.0%、93.5%、1359.5ms及 0.989；诊断肥厚型心

肌病与高血压性心脏病的敏感度、特异度、截断值及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68.6%、74.0%、

1314.5ms及 0.737。 

结论心脏磁共振非对比增强 T1 Mapping值的增高程度可定量评估左心室肥厚心肌组织学特征

并帮助临床进行鉴别诊断，尤其是心肌淀粉样变性，CMR可作为其首选的影像学诊断方法。 

 

 

EP-2167 

通过 T1mapping 技术定量分析肝脏局灶性病变对 Gd-EOB-DTPA

的摄取：对比肝细胞癌、肝脏局灶性结节增生和海绵状血管

瘤的差异 

 
李畅,彭振鹏,蔡华崧,罗宴吉,董帜,李子平,冯仕庭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510080 

 

目的： 分析肝细胞癌（HCC）、肝脏局灶性结节增生（FNH）和海绵状血管瘤（CHL）在普美显

（Gd-EOB-DTPA）增强 MRI中 T1弛豫时间的差异，从而定量分析这三种肝脏局灶性病变对普美

显的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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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和方法： 入组研究对象为 74位明确诊断为肝脏局灶性病变的患者，其中包括 51 位

HCC，10位 FNH，及 13位 CHL。对这些患者进行普美显增强扫描并进行 T1mapping扫描，分别

在注射对比剂前和注射对比剂后 20分钟（肝胆期）扫描 T1mapping序列并测量 T1弛豫时间

（分别为 T1P和 T1E），同时计算出缩短的 T1时间（T1D）和比例（T1D%）。通过单因素方差分

析、Spearman相关性分析及线性判别分析深入分析这三种病变 T1mapping参数的统计学差

异。 

结果： 平扫 CHL的 T1弛豫时间明显长于另外两种病变（P＜0.05）。肝胆期所有病变 T1弛豫

时间都有下降。单因素方差分析显示 HCC、FNH及 CHL的所有 T1mapping参数（T1P、T1E、T1D、

T1D%）均有显著性差异。Spearman 相关性分析显示 T1D%是区分三种病变的最好指标（相关系数

0.702）。判别分析显示分类准确度达到 88.2%。 

结论： HCC、FNH和 CHL对于 Gd-EOB-DTPA的摄取程度不同，通过结合 T1mapping技术可以定

量分析并准确区分三种病变。 

 

 

EP-2168 

强制戒断时间对海洛因成瘾者大脑低频振幅影响的 fMRI 研究 

 
李馨,李强,陈佳杰,刘洁蓉,李永斌,魏璇,李玮,王玮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710038 

 

目的 利用低频振幅（amplitude of low frequency fluctuation,ALFF
[1]
）技术，探讨戒断时

间对海洛因成瘾者静息态脑功能的影响，评估我国特有的强制戒断治疗疗效。材料与方法 采

集 22例戒断 1月、25例戒断 9月经强制戒断的海洛因成瘾者和 22例人口学数据相匹配的正

常对照者的 fMRI数据，本研究使用 3.0T磁共振设备采集功能数据，并利用 Matlab R2013a、

BPABI_V2.3、SPM12和 SPSS20.0软件进行影像及人口学数据分析，计算 ALFF值。利用 ANOVA

方差分析比较三组间 ALFF值；并作差异区 ALFF值与戒断时间的相关分析。结果 静息态下，

戒断 9月组（PA9）、戒断 1月组（PA1）及正常对照组（HC）ALFF值在以下脑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 <0.05，经 Alphasim校正），包括：双侧颞下回、左侧中脑、中央后回、角回及右

侧额中回。事后分析结果显示：PA9组 ALFF值高于 PA1及 HC组的脑区为：双侧颞下回、左侧

中央后回；PA9组 ALFF值低于 PA1及 HC组的脑区为：左侧角回。PA1组 ALFF值低于 PA9及

HC组的脑区为：左侧中脑。HC组 ALFF值高于 PA1及 PA9组的脑区为：右侧额中回。相关分析

结果提示：ALFF值与戒断时间呈正相关关系脑区为：双侧颞下回（r=0.50，P=0.0003）、左

侧中脑（r=0.39，P=0.006）及中央后回（r=0.47，P=0.0008）；ALFF值与戒断时间呈负相关

关系的脑区为：左侧角回（r=0.52，P=0.0002）。结论 经长期戒断后，海洛因成瘾者涉及奖

赏环路的脑区（中脑）
[2]
功能趋于恢复正常，有利于降低海洛因成瘾者的复吸风险；部分与渴

求反应相关受损的脑区(颞下回)经长期戒断后功能仍高于正常，有待于进一步延长戒断时间观

察；而涉及抑制控制、决策等功能的脑区功能低于正常，可能与戒断后复吸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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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169 

Visualizing the Boundary Sharpness of Uterine Zonal 

Structures by High-resolution T2-weighted Images 

during the Menstrual Cycle 

 
he Yonglan,Ding Ning,Qi Yafei,Li Yuan,Xue Huadan,Jin Zhengyu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100730 

 

Purpose: To investigate the cyclic changes of the three zonal structures of 

uterine corpus and cervix on high-resolution 3D T2-weighted MR images in different 

age groups during the menstrual cycle. 

Materials and Methods: 38 normal volunteers (20-40yrs, mean 29±5yrs) with regular 

menstrual cycle underwent pelvic MR examinations on a 3T MR scanner on the 2
nd
 or 

3
rd
 day of menstrual phase (MP), follicular phase (FP), peri-ovulatory phase (OP) 

and luteal phase (LP). The 3D high-resolution T2-weighted images were acquired 

using SPACE sequence. Two radiologists, who blind to the clinical data and 

scanning phase, evaluated the boundary sharpness of the three zonal structures of 

uterine corpus and cervix on mid-sagittal images independently. T2 signal 

intensity (SI) of each zonal structure was measured by a third radiologist, and 

T2-SI ratio between adjacent structures was calculated. Inter-observer agreement 

was calculated using Cohen’s Kappa analysis. Paired Wilcoxon test and repeated 

measurement analysis of variance were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differences among 

the four phases during the menstrual cycle. 

Results: 10.5% (4/38) of volunteers had no variation during the menstrual cycle 

and their boundaries were all well-defined. OP showed the highest mean scores of 

boundary sharpness of the corpus zonal structures during the menstrual cycle. For 

endometrium to junctional zone, mean scores of boundary sharpness from high to low 

were 3.00 (OP), 2.97 (FP), 2.76 (LP), 2.74 (MP). For junctional zone to myometrium, 

mean scores of boundary sharpness from high to low were 2.76 (OP), 2.42 (FP), 2.32 

(LP), 2.11 (MP). 

The scores show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mong the four phases that consistent 

with the between group differences of T2-SI ratio. The boundary sharpness of the 

cervical zonal structures showed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during the menstrual 

cycle (all p>0.05). Inter-observer agreement was excellent (all kappa >0.75). 

Conclusion: Boundary sharpness of the three zonal structures of the uterine corpus 

showed dynamic variation during the menstrual cycle, and the peri-ovulatory phase 

exhibited the clearest boundaries. Cervical zonal structures could be visualized 

clearly through all periods of the menstrual cy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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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170 

心脏磁共振 T1Mapping 技术结合心肌应变 

在肥厚型心肌病中的诊断价值 

 
冉玲平,黄璐,赵培君,唐大中,夏黎明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心脏磁共振 T1Mapping 技术可定量评价肥厚型心肌病（hypertrophic cardiomyopathy, 

HCM）的心肌组织学特征，心肌应变可以反映心脏运动过程中的形变，本研究评价心脏磁共振

T1Mapping技术结合心肌应变在肥厚型心肌病中的诊断价值。 

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临床诊治的 HCM患者 87例，同时纳入 29例志愿者做对照组，均行心脏磁

共振检查（3.0），扫描序列包括心脏电影（短轴及长轴）、与短轴层面对应的非增强

T1Mapping序列。按照 AHA 指南将左心室分为 16个心肌节段，测量肥厚心肌节段的心肌初始

T1值、舒张末期左室壁厚度，并在短轴及长轴电影序列图像上三维分析肥厚心肌节段的最大

径向、周向及径向应变；同时测量正常对照组 16个心肌节段的各参数。用统计学软件两独立

样本 t检验分析两组间各参数的差异，并行 Pearson相关性分析，P值＜0.05表示有统计学意

义。 

结果 87例 HCM患者共有 367 个肥厚心肌节段，29例志愿者共有 464个心肌节段。HCM 患者的

心肌初始 T1值（1326.5±61.4ms）及舒张末期左室壁厚度（18.8±4.5mm）均高于正常对照组

（1240.5±50.9ms、6.7±6.1mm）（P值均<0.05）,HCM 组患者的心肌最大径向应变

（15.3%±13.5%）、周向应变（-11.5%±5.3%）及纵向应变（-11.1%±5.5%）均小于正常对照

组（37.7%±22.0%、-18.9%±4.9%及-18.6±5.7%）（P值均<0.05）。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心

肌最大径向应变、周向应变及纵向应变与心肌初始 T1值间呈轻度相关（相关系数 r分别为-

0.183、0.179、0.149, P值均<0.01）。 

结论 HCM患者心肌初始 T1值升高表明有心肌水肿、纤维化，心肌应变的减低可以反映心肌功

能受损，结合两者可以准确评价肥厚型心肌病患者心肌的组织学及功能改变。 

 

 

EP-2171 

磁共振动态增强成像及 IVIM 模型在直肠癌的应用 

及其相关性的初步研究 

 
刘晓冬,刘爱连,宋清伟,李烨,魏强,陈安良,陶奉明,王楠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6011 

 

目的：探讨 MRI动态增强扫描（DCE-MRI）定量参数、体素内不相干运动（IVIM）不同模型在

直肠癌（RCa）诊断中的应用价值，比较两者灌注指标的相关性。 

方法：回顾性分析行 DCE-MRI及 IVIM扫描，且经手术或肠镜病理证实为直肠癌的 31例患者，

扫描序列包括 LAVA动态增强扫描、DWI（b=0,600 s/mm2）、eDWI（b=0，20，50，100，150，

200，400，800，1200，2000，3000 s/mm
2
）、HB DWI（b=0，1500，2000，3000，4000s/mm

2
）

序列，测量 RCa病变及正常肠壁定量值：K
trans

、Ve及 Kep值及 IVIM中的 Standard ADC 值、D-

mono、D*-mono、fmono值、D-Bi、D*-Bi、fBi、DDC、α值，使用 Mann-Whitney U秩和检

验，采用 ROC分析有统计学意义参数的诊断效能, 两者灌注指标的相关性采用双变量相关性分

析。 

结果：直肠癌 K
trans

及 Kep值（0.45±0.21 min
-1
、2.47±1.17 min

-1
）均高于正常直肠组织

（0.25±0.16 min
-1
、1.44±0.70 min

-1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RCa 的 Ve值差异无统计学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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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RCa 的 Standard ADC、D-mono、fmono、fBi值均低于正常直肠组织，两者间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K
trans

及 Kep诊断 RCa的曲线下面积最大，当 K
trans

值≤0.27min
-1
，诊断 RCa的灵敏

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90.3%、58.1%，当 Kep值≤2.32min
-1
，诊断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51.6%、

93.5%， fBi与 K
trans

、Kep呈负相关, fmono与 Kep值呈负相关。 

结论：DCE-MRI及 IVIM可为 RCa的诊断提供定量参数值。IVIM模型的 fmono、fBi与 DCE-MRI

灌注参数 K
trans

、Kep具有相关性。 

  

 

 
EP-2172 

髌下脂肪垫 MRI 信号强度与膝关节骨关节炎相关性研究 

 
廖云杰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410013 

 

目的：分析髌下脂肪垫(infrapatellar fat pad，IPFP) MRI 信号强度与膝关节骨关节炎

(keen osteoarthritis，KOA) 

病理改变的相关性，探讨 IPFP在 KOA中的作用。方法：对 114位没有特殊膝关节疾病的体检

职工(114膝)进行问卷调 

查，在 MRI三维脂肪抑制质子密度加权快速自旋回波序列上测定 IPFP信号强度，并对膝关节

软骨缺损、骨赘进行评 

分，分析 IPFP信号强度与软骨缺损、骨赘的相关性。进一步将受试者划分为 KOA组和对照

组，比较两组之间 IPFP信 

号强度的差异。结果：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消除年龄、性别、BMI的混杂后，IPFP

信号强度与髌骨、股骨内 

侧、胫骨外侧、全膝关节软骨缺损呈明显正相关(OR为 1.333~2.168，P为 0.006~0.023)；与

髌骨、股骨内侧、全膝关 

节骨赘呈明显正相关(OR为 1.309~1.781，P为 0.004~0.046)。KOA组 IPFP信号强度高于对照

组，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28)。结论：IPFP MRI 信号增高是膝关节退变的影像学表现之一；IPFP炎症和内分泌异

常可能在 KOA病变中发 

挥重要作用。 

 

 
EP-2173 

IVIM-DWI 与 DCE-MRI 在鼻咽癌疗效评估中的应用价值研究 

 
张琦,方昕,王裴培 

安徽省肿瘤医院 230031 

 

【摘要】目的 探讨体素内不相干运动扩散加权成像（IVIM-DWI）技术和磁共振动态增强

（DCE-MRI）在鼻咽癌疗效评估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2016年 10月至 2017年 5月经鼻咽镜活

检病理证实并行诱导化疗+同步放化疗的鼻咽癌患者共 30例。所有患者均于治疗前行 IVIM-

DWI和 DCE-MRI检查，经后处理分析和测量得到相应的 IVIM参数值：标准 ADC、慢速 ADC

（D）、快速 ADC（D
*
）和灌注相关体积分数（f）; DCE 参数值：K

trans
、Kep、Ve和 Vp。于放疗

18次即 36Gy再次行 MR检查，依据肿瘤消退率（RS0-36）分为完全缓解组（CR）、部分缓解

组（PR）、病变稳定或进展组（PD or SD），单因素方差分析治疗前肿瘤 IVIM-DWI和 D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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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I参数与 RS0-36的相关性。 结果（RS0-36）的值即肿瘤消退率越大，治疗前测得的 IVIM

参数值中，标准 ADC值越小，D值越小（P均<0.05），而各组的 D
*
值和 f值的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P均>0.05）。而（RS0-36）的值越大，治疗前测得的 DCE参数值中，K
trans

值越大

（P<0.05），各组间的 Kep、Ve、和 Vp的值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 结论 IVIM

参数值中的标准 ADC值和慢速 ADC值及 DCE参数值中的 K
trans

值可以对鼻咽癌的诱导化疗+同步

放化疗疗效进行较好的评估，或许可以通过治疗前对鼻咽癌病人的 IVIM的标准 ADC值和慢速

ADC值及 DCE的 K
trans

值进行测量来预测鼻咽癌病人的诱导化疗+同步放化疗疗效，以此完善鼻

咽癌病人的治疗计划。 

  

 

 
EP-2174 

鼻咽癌放疗后颞叶放射性脑损伤的 1H-MRS 研究 

 
王莉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646000 

 

 

目的：1. 探讨
1
H-MRS技术在检测鼻咽癌放疗后颞叶放射性脑损伤方面的应用价值。2. 通过

分析放疗后不同时间段患者放射性脑损伤的
1
H-MRS成像参数的改变，探讨

1
H-MRS在放射性脑

损伤长期随访监测中的应用价值。方法：选取 52例已被病理证实且为首次行放射治疗的鼻咽

癌患者（放疗组）及同时期健康体检者 24例（对照组）进行常规的头颅 MRI（包括 T1WI、

T2WI、FLAIR）、
1
H-MRS及增强扫描检查。比较分析放疗组与对照组之间双侧颞叶脑白质

NAA/Cho、NAA/Cr和 Cho/Cr 比值之间是否具有差异。进一步按鼻咽癌放疗后的不同时间段将

放疗组分为 4组（放疗后≤3 个月、放疗后 3～6个月、放疗后 6～12个月、放疗后≥12 个

月）后，具体观察上述各代谢物之间比值随时间动态变化的大致规律。结果：对照组 NAA/Cho

比值为 1.508±0.419，NAA/Cr比值为 1.840±0.591，Cho/Cr比值为 1.488±0.515。放疗组

的 NAA/Cho（1.117±0.385）、NAA/Cr（1.513±0.507）及 Cho/Cr（1.319±0.505）比值均较

对照组相应各代谢物间比值下降。放疗后 4组的 NAA/Cho比值均较对照组下降，放疗后第 2-4

组的 NAA/Cho比值与对照组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与对照组相比，放疗后 4组的 NAA/Cr

比值均降低，4组与对照组之间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放疗后第 1组 Cho/Cr比值较对照组

下降且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1
H-MRS成像能较常规 MRI检查更加敏感的检出鼻咽癌

放疗后颞叶的放射性脑损伤，可动态的观察放射性脑损伤的发生发展过程，是评估放射性脑损

伤的有效方法。 

  

  

 

 
EP-2175 

鼻咽癌放疗后颞叶放射性脑损伤的 DTI 研究 

 
王莉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646000 

 

目的：1. 探讨 DTI技术在检测鼻咽癌放疗后颞叶放射性脑损伤方面的应用价值。2. 对比正常

对照组探讨鼻咽癌放疗后颞叶放射性脑损的 DTI的变化；通过分析放疗后不同时间段患者放射

性脑损伤的 DTI成像参数的改变，探讨 DTI在放射性脑损伤长期随访监测中的应用价值。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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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选取 52例已被病理证实且为首次行放射治疗的鼻咽癌患者（放疗组）及同时期健康体检

者 24例（对照组）进行常规的头颅 MRI（包括 T1WI、T2WI、FLAIR）、DTI及增强扫描检查。

比较分析放疗组与正常对照组之间双侧颞叶脑白质 ADC值、FA值之间是否具有差异。进一步

按鼻咽癌放疗后的不同时间段将放疗组分为 4组（放疗后≤3个月、放疗后 3～6个月、放疗

后 6～12个月、放疗后≥12 个月）后，具体观察 FA、ADC值随时间动态变化的大致规律。结

果：1.放疗组与对照组双侧颞叶常规 MRI检查均未见确切异常信号改变。2. DTI成像结果：

对照组和放疗组颞叶脑白质的 FA值分别为 0.492±0.046, 0.461±0.051，放疗组较对照组下

降且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放疗后的第 1-3组的 FA值较对照组下降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与对照组相比，随着时间的延长，鼻咽癌患者放疗结束后双侧颞叶的 FA值呈先降低再逐

渐升高的趋势，在 3～6个月时间段 FA值下降至最低，6 个月后又逐渐回升。对照组的 ADC值

为 0.944±0.107×10
-3
mm

2
/s，放疗组的为 0.899±0.055×10

-3
mm

2
/s，二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放疗后第 2组与对照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DTI成像能较常规 MRI检查更加敏感

的检出鼻咽癌放疗后颞叶的放射性脑损伤，可动态的观察鼻咽癌放疗后放射性脑损伤的发生发

展过程，是鼻咽癌放射治疗后长期随访监测评估放射性脑损伤的有效方法。 

  

 

 
EP-2176 

间充质干细胞肿瘤归巢的示踪研究 

 
冯川,何玲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通过 MRI检测对超顺磁性氧化铁（superparamagnetic iron oxid，SPIO）标记间充质

干细胞（mesenchymal stem cell，MSCs）的肿瘤归巢进行示踪。 

方法：以不同浓度的 SPIO转染 MSCs，并检测 SPIO标记后 MSCs（SPIO-MSCs）内的铁含量。在

体外以 Transwell插槽检测 SPIO-MSCs对 C6胶质瘤归巢能力。建立裸鼠 C6胶质瘤血行肝转移

瘤模型。将 PBS、MSCs、SPIO-MSCs分别注入三组模型鼠尾静脉。注入后的第 9天，以 7.0T 

MRI检测模型鼠肝脏，行 T2WI、T2*mapping序列扫描。随后取出裸鼠肝脏，行病理切片后普

鲁士蓝染色。 

结果：通过体外 Transwell 插槽检测，以 160 µg/ml 浓度 SPIO标记 MSCs不会影响其对肿瘤细

胞归巢的能力。MRI 检测显示，注入 SPIO-MSCs组，裸鼠肝脏肿瘤结节的 T2WI信号强度及

T2*值明显低于 PBS组及 MSCs 组（P<0.05）。肝脏组织病理切片后普鲁士蓝染色显示，在转移

瘤区域找到蓝染的 SPIO-MSCs。 

结论：MRI能对 SPIO标记的 MSCs肿瘤归巢进行较好的示踪，并与病理结果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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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177 

Alterations of functional topological properties in 

patients with acute Bell’s palsy: a graph 

theoretical analysis 

 
Tang Rui,Song Wenwen,Cao Zhijian,Lv Kun,Xu Maosheng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jiang Chinese Medical University 310053 

 

Purposes: Definite progress has been made to explain the neuroplasticity using 

multimodel MRI in Bell’s palsy (BP) patients, as compensatory of some regions in 

motor loop play a great role. However, the function of other regions in this loop 

remains unclear, like striatum and thalamus. Here, we use graph theory method for 

detecting altered topological properties in BP patients to explore the probably 

underlying mechanisms in motor loop. 

Methods: 25 patients (Male/Female, 15/10, age range 29-43) with acute facial 

neuritis were recruited alongside 25 healthy controls (HC). Structural and 

functional data was obtained by scanning high resolution T1-weighted MPRAGE 

sequence and resting-state fMRI images on a 3.0 Tesla MR scanner. Subsequently 

functional brain networks were constructed and topological properties on both the 

network and nodal level were calculated. Two sample t-test and a nonparametric 
permutation test (10,000 times) were used as statistical measures delineat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Meanwhile, correlations between HBS and 

altered nodes were examined using a partial correlation analysis. Additionally, 

hubs were identified in both two groups to rank the sum of all three nodal 

property score ranks. 

Results: Graph theoretical analysis revealed a higher λ (normalized shortest path 

length) and lower Eloc (local efficiency) in patients with BP compared to HC’s. 

Both groups demonstrated small-world properties but without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ltered nodal centralities between BP and HC volunteers were observed 

in corticostriatal motor loop and motor modulated regions. Furthermore, negative 

correlations were found between HBS and degree of ipsilateral thalamus (KTHA.R). 

Altered positions of hubs were also found, especially in PMA (premotor area) and 

SMA (supplementary motor area). 

Results： As an original graph theoretical investigation in BP patients, the 

results obtained herein revealed a underlying mechanisms, the key role of striatum 

and thalamus, in corticostriatal motor loop, and we can further speculate that as 

the severity of BP increased, the weaker the positive feedback signal caused by 

motor loop would be. Besides, higher λ indicated reduced efficiency of 

integration and transfer of information, and lower Eloc showed changed optimal 

patterns in a network in BP group. In addition, newly generated hubs may 

demonstrate enhanced role in PMA and SMA changing from physiological condition to 

pathological one in different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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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178 

探讨肝脏特异性对比剂评价肝功能的价值 

 
吴娇艳,刘影 

安徽省立医院 230001 

 

目的 探讨肝脏特异性对比剂钆塞酸二钠(Gd-EOB-DTPA)评价肝功能的价值，并与临床肝功能

生化指标的相关性分析。方法 回顾性分析入组的 50例局灶性病变患者(肝硬化 32例，非肝

硬化 18例)，均行 Gd-EOB-DTPA增强 MR检查，获取患者 MR平扫、增强影像及临床化验资料。

以竖脊肌作为肝脏信号强度的对照，测量平扫及增强后 20Min肝脏、竖脊肌 T1WI信号强度，

并计算肝脏相对增强程度（IS%）。肝硬化病例按 Child-Pugh分级法行肝功能分级，非肝硬化

病例中无肝、肾基础疾病，肝、肾功能生化检查正常者作为正常对照组，分析不同肝功能状态

肝脏肝胆期摄取对比剂能力差异；并分析总胆红素（TBil）、谷丙转氨酶（ALT）、谷草转氨

酶(AGT)及 AGT/ALT比值及血清白蛋白与肝实质信号增强程度（IS%）的相关性。结果 正常对

照组与肝硬化组间肝实质信号增强程度（IS%）差异显著 (P<0.05 )；Child-Pugh A 级与

Child-Pugh B级、C级组间肝实质信号增强程度（IS%）差异显著(P<0.05 )；Child-Pugh B

级与 Child-Pugh C级组肝实质信号增强程度（IS%）无明显差异（P=0.24）；TBil、ALT、AST

及 AST/ALT比值与肝实质信号增强程度（IS%）均无明显相关性（r=-0.176.p=0.284；r=-

0.239.p=0.143；r=-0.248.p=0.08；r=-0.172.p=0.296）；血清白蛋白与肝实质信号增强程度

（IS%)呈正相关(r=0.434.0=0.006)。结论 不同功能状态肝细胞摄取对比剂程度不同，Gd-

EOB-DTPA磁共振增强肝胆期肝脏信号增强程度可以反映肝细胞功能，Gd-EOB-DTPA评估肝硬化

肝功能较临床生化指标更具稳定性。 

  

 

 
EP-2179 

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冠状动脉钙化积分 

与心功能相关性的分析 

 
赵思斯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610041 

 

脉钙化积分(CACS)与心脏 MRI评估的左心室射血分数(LEVE)、局限性室壁运动异常(RWMAs)及

峰值充盈率(PFR)的相关性。方法：选取 MHD患者 38例，行冠状动脉钙化 CT扫描，参照

Agatston的冠状动脉钙化定量方法计算冠脉钙化积分,并行心脏 MRI评估所有患者的左心室射

血分数(LEVF)，局限性室壁运动异常(RWMAs)及峰值充盈率（PFR） 结果：（1）38例 MHD患

者 23例 CACS为阳性，其中 0＜CACS≤10 有 3例，10＜CACS≤100 有 5例，100＜CACS≤400 有

8例，CACS＞400有 7例。（2）平均左心室射血分数为（60.3±9.9）%，38例中 1例左心室

射血分数＜40%，有 5例有局限性室壁运动异常，较高的 CACS与稍低的左心室射血分数有关

（P＜0.05）很大比例的参与者有较低的峰值充盈率。（3）年龄等因素调整后，仅局限室壁运

动异常与高冠状动脉钙化有明显的相关性（P＜0.05），CACS＞400其局限心室壁异常发生率

增加 2.1倍（95%CI:1.30~3.75,P＜0.001）。结论：应用冠状动脉钙化积分可评价 MHD 患者动

脉粥样硬化与局限心室壁运动异常的相关性。冠脉钙化积分对 MHD患者冠脉事件的发生、发展

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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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180 

直肠充盈状态下不同感兴趣区域的选择对于 

IVIM 检查可重复性的影响 

 
宋歌声,李爱银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 250014 

 

目的：对比（1）直肠不同状态：充盈状态和自然状态，（2）两种 ROI选择方法：圆圈样本法

和单层边缘勾勒法，对于直肠病变 IVIM参数可重复性的影响。 

方法：共纳入 60例直肠癌患者，男 39例，女 21例。患者均接受两次 IVIM扫描，第一次为直

肠自然状态（A组），第二次为直肠内充盈超声耦合剂（B组）。检查前 30分钟，肌肉注射山

莨菪碱 10mg。直肠充盈所用耦合剂无任何毒副作用，注入剂量由病变位置决定。由三位有 5

年 MR阅片经验的医生独立对病变区域进行测量，包括 D、D*和 f值。对 A、B组患者分别用两

种 ROI选择方法测量，第 1次为圆圈样本法（a），第 2 次为单层边缘勾勒法（b）。每位患者

每种方法测量三次，取平均值。统计分析采用 spss22。采用组内相关系数法（ICC）分析不同

直肠状态和 ROI选择方法下 IVIM参数的可重复性。 

结果：对于 D值，A组+a法、B组+a法、A组+b法、B组+b法的 ICC分别为 0.886、0.894、

0.892、0.919。对于 D*值，A组+a法、B组+a法、A组+b法、B组+b法的 ICC分别为 0.405、

0.824、0.663和 0.916。对于 f值，A组+a法、B组+a法、A组+b法、B组+b法的 ICC分别为

0.682、0.684、0.808、0.835。 

IVIM各参数在直肠充盈后并且采用单层边缘勾勒法 ROI选择法后，组内相关性最大，D值、D*

值和 f值的 ICC分别为 0.919、0.916、0.835，均大于同组其他方法的结果。 

结论：直肠内注入超声耦合剂，同时采用单层边缘勾勒 ROI选择法，可以提高直肠 IVIM 检查

结果的可重复性，使得 IVIM 在直肠病变检查中更具有可信性，扩大 IVIM的应用范围，同时也

为其他空腔脏器 IVIM检查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EP-2181 

首发精神分裂症脑功能磁共振局部一致性分析 

 
刘亚南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00 

 

【摘要】 目的 探讨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在静息状态下脑活动局部一致性(ReHo)特点。方法 

对 28例首次发病未服药精神分裂症患者及 31名健康对照者行静息态脑 fMRI扫描，利用 ReHo

的方法分析数据并进行组间比较。采用偏相关分析方法分析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功能活动异常

脑区 ReHo值与 PANSS各因子间的相关性。 结果 双样本 t检验结果示，与对照组相比，病例

组 ReHo降低的区域位于右侧额叶中央前回，未见明显的局部一致性增高区域。结论 首发精神

分裂症患者存在右侧额叶中央前回局部一致性降低，提示右侧额叶中央前回功能活动减弱可能

是精神分裂症患者神经影像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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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182 

APT 技术在脑胶质瘤分级应用 

 
郑君惠,李晓丹 

广东省人民医院 510100 

 

目的 

APT称之为氨基质子转移成像（amide  proton transfer） 是一种从细胞分子水平探测体内

蛋白质、多肽浓度及酸碱度的成像方法。我们通过对 APT成像序列研究对胶质瘤进行分级。 

材料与方法 

临床疑胶质瘤的病例 30例，男 20例，女 10例，平均年龄 41岁。常规 MR增强检查+APT 

平扫 T1W \TRA   T2W\TRA  T2FLAIR\TRA  B1-calibration  APT  

增强后  T1W \TRA+C  T1W \COR+C  T1W \SAG+C   3D-T1W-TFE+C 

        3D-B0-map-CLEAR 

结果 

我们研究结果是高低级胶质瘤 APT转化率的分界点，APT的分界点为 2.2%，高于 2.2%提示高

级别胶质瘤 。 

结论 

ATP成像可以对胶质瘤进行准确分级，与低级别胶质瘤相比，高级别胶质瘤的恶性程度增高且

肿瘤的细胞密度和细胞内游离蛋白和肽类的含量增高，导致 APT信号强度显著升高。常规的磁

共振增强检查有时候不能对胶质瘤进行准确分级，因为部分 10~20%的高低级别的胶质瘤有着

相似的影像表现 ，APT加权成像能有有效鉴别有强化表现的低级别胶质瘤和高级别胶质瘤。

我们研究结果是高低级胶质瘤 APT转化率的分界点，APT的分界点为 2.2%，高于 2.2%提示高

级别胶质瘤 。 

  

 

 
EP-2183 

1.5T MR RESOLVE-DKI 定量参数与前列腺癌 

Gleason 评分相关性的初步分析 

 
高韻

1,2
,沈钧康

2
 

1.无锡市人民医院 

2.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摘要 目的 探讨 RESOLVE-DKI定量参数在前列腺癌 Gleason 评分间的差异及其相关性。方法 

收集本院前列腺系统穿刺活检病理证实的 35例前列腺癌，术前均行 1.5T MRI检查。应用单因

素方差分析（ANOVA）比较各 Gleason评分组癌灶的 K值和 D值及 ADC值间的差异，各

Gleason评分组两两间的差异，采用 LSD-t检验。Pearson 相关分析评价各参数与 Gleason 评

分的相关性。应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比较上述各参数鉴别高分化组（GS＜7）与中低

分化组（GS≥7）癌的诊断效能。结果 K值和 D值及 ADC 值在各 GS组癌灶中的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其中 K值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高分化组（GS≤6）和中分化组（GS=7）癌灶的 K值

明显低于低分化组（GS≥8），但是高分化组（GS≤6）和中分化组（GS=7）间的 K值无统计学

差异； D值与 ADC值在高分化组（GS≤6）与低分化组（GS≥8）癌灶间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

义，但是在高分化组（GS≤6）和中分化组（GS=7）、中分化组（GS=7）与低分化组（GS≥8）

癌灶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Gleason评分越高，K值越大，两者间呈正相关，相关系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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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78，Gleason评分越高，D 值和 ADC值越小，呈负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 0.384和 0.579。

K值和 D值及 ADC值鉴别高分化组（GS＜7）与中低分化组（GS≥7）前列腺癌的 ROC曲线下面

积（AUC）分别为 0.905、0.732和 0.831，其中 K值的曲线下面积最大。结论 RESOLVE-DKI

定量参数 K值和 D值及 ADC 值在前列腺癌各 Gleason评分组间均存在统计学差异，其中 K值有

显著性差异。K值与 Gleason 评分呈正相关。K值鉴别高分化组（GS＜7）与中低分化组

（GS≥7）前列腺癌的诊断效能大于 D值及 ADC值。 

  

 

 
EP-2184 

动脉自旋标记技术和 CT 灌注技术评估颈动脉内膜剥脱术后 

脑血流灌注改变的比较研究 

 
刘颖,王筝,徐慧敏,袁慧书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00191 

 

目的：分别使用三维动脉自旋标记（3D arterial spin labeling, 3D ASL）技术和 CT灌注技

术（CT perfusion，CTP）评估颈动脉内膜剥脱术（Carotid endarterectomy, CEA）后脑血流

灌注改变，并比较两者的一致性。 

材料和方法：12例诊断为颈动脉狭窄并拟进行颈动脉内膜剥脱术患者（平均年龄 67.5±4.37

岁，男 8人，女 4人）分别在术前和术后于 64排 CT行 CTP、3.0TMR行 3D ASL扫描，分别获

取 CBF图。扫描参数： CTP: 80kV/265mA .3D ASL: TR/TE = 4632/10.5 ms, 标记后延迟时间

（post-labeling delay，PLD）= 2000 ms. 分别在基于 CTP的 CBF图和基于 ASL的 CBF图

上，患侧和对侧的相同区域，选取感兴趣区进行术前及术后测量。为准确评估 CEA术后的 CBF

变化率（ΔCBF），采用如下计算公式评估患侧和对侧的 CBF变化值：ΔCBF=(CBF 术后-CBF 术

前)/CBF 术前。比较基于 CTP的 ΔCBF 和基于 ASL的ΔCBF. 

结果：1. 与 CEA术前基于 CTP的 CBF值比较，CEA术后 CBF值升高：患侧平均ΔCBF 为

0.119±0.190,对侧平均ΔCBF 为 0.083±0.115。2. 与 CEA术前基于 ASL的 CBF值比较，CEA

术后 CBF值升高：患侧平均 ΔCBF 为 0.280±0.345, 对侧平均 ΔCBF 为 0.281±0.288。3.基

于 CTP和 ASL分别获得的患侧和对侧 ΔCBF，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患侧：P=0.340, 对侧：

P=0.164). 
结论：对于颈动脉狭窄患者，CTP和 ASL均显示 CEA改善了血流灌注， 且 CTP与 ASL获得的

CBF值改变是相似的，提示 ASL作为一个非侵入性影像检查工具，有很好的潜质可以定量评估

CEA术后的血流动力学改变。 

 

 

EP-2185 

高分辨率 MRI 对脑动脉夹层的诊断价值 

 
李武超,刘远成,梁力嵩,王荣品 

贵州省人民医院 550000 

 

目的 脑动脉夹层是青年卒中常见的病因，常误诊或漏诊
[1]
，既往研究显示高分辨率 MRI(high-

resolution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HR-MRI)对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内出血、血管内附壁

血栓具有亚毫米的诊断能力
[2]
。因此本研究欲探讨 HR-MRI成像对脑动脉夹层的诊断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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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回顾性收集 2014年 11月至 2017年 7月确诊的脑动脉夹层 16例，所有患者均完成 CT血

管造影(computed tomography angiography,CTA)、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igital subtraction 

angiography,DSA)和 HR-MRI 检查的，对比分析 3种影像技术对动脉夹层的诊断价值及诊断

率。 

结果 16例患者，其中颈内动脉夹层 5例，椎动脉夹层 4例，基底动脉夹层 4例，大脑中动脉

夹层 3例。HR-MRI可见壁内血肿 12例，内膜瓣 8例，双腔征 5例，假性动脉瘤 2例；CTA可

见内膜瓣 4例，双腔征 2例，假性动脉瘤 1例；DSA可见壁内血肿 11例，内膜瓣 6例，双腔

征 5例，假性动脉瘤 2例。16例动脉夹层患者共检出病变 18处，HR-MRI检出 17处

（94.44%），CTA检出 8处（47%），DSA检出 15例（83.3%）。HR-MRI和 DSA检出率均显著

高于 CTA，但 HR-MRI与 DSA 之间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 HR-MRI对脑动脉夹层诊断具有较高的准确性及敏感性，可弥补 DSA及 CTA的诊断不足，

指导临床早期进行正确的干预和治疗。 

 

 

EP-2186 

磁共振成像相位对比法测量体外模型狭窄段前后流速比值 

与狭窄程度的相关性 

 
池润民,汪登斌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00092 

 

目的：采用磁共振成像相位对比法研究体外模型中狭窄段前后流速比值与管腔狭窄程度的相关

性 

材料与方法：建立体外小管径狭窄血管的模型，分别设定为 4个不同狭窄程度，包括：

20%,40%,60%,80%。用高压注射泵推注生理盐水，设定流速为 1.5ml/s, 2.0ml/s,和 2.5ml/s。

运用磁共振成像相位对比法测量狭窄段前、后的流体数据，包括平均流速，每秒流量，峰值流

速等。评价成像相位对比法测量小管径管腔内流体数据的准确性，并定量比较狭窄前后流体数

据变化与狭窄程度的相关性。采用 SPSS 21.0统计学软件进行分析，流体数据准确性采用单样

本 t检验，并计算测量值与真实值间均方根误差。采用线性回归分析评价流速比值与狭窄程度

间关系。运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计算流速比值在诊断管腔狭窄程度方面的诊断效能。 

结果：在狭窄段前的正常管腔内，相位对比法成像所测得管腔内流量、平均流速与实际值间无

统计学差异（P>0.05）且具有高度一致性。随着管腔内部狭窄程度的上升，狭窄段后管腔内液

体流动的峰值流速也随之升高，计算狭窄段前后峰值流速的比值，发现比值与狭窄程度呈显著

线性关系（r>0.98,P<0.05）。ROC分析诊断不同狭窄程度的曲线下面积（AUC）均大于 0.9，

不同狭窄程度（20%，40%，60%和 80%）的峰值流速比值诊断阈值分别为 1.1,1.5,2.0和 2.6。 

结论：磁共振成像相位对比法可以准确测量小管径管腔内的每秒流量及平均流速。峰值流速可

反映狭窄段后的湍流，狭窄段前后峰值流速比值可用于评估狭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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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187 

全身 DWI 联合水、脂分离 Dixon 法多参数在 

多发性骨髓瘤局灶性病变中相关性的研究 

 
冀晓东,柴圣婷,夏爽,郭瑜,沈文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300192 

 

目的：探讨全身 DWI和水、脂分离 Dixon法在多发性骨髓瘤患者局灶性病变中各参数间的相关

性。 

材料和方法：收集我院经病理证实为多发性骨髓瘤的患者 32名，其中，男性 19名，年龄 46-

66岁（55.6+10.1岁），女性 13名，年龄 42-66岁（49.1±9.9 岁），均于治疗前行全身 DWI

和 T1-DIXON检查。测量双侧锁骨、胸骨柄、双侧肩胛骨、双侧肱骨、椎体（胸、腰椎）、骨

盆、双侧股骨、双侧胫骨和双侧腓骨的局灶性病变，并测量其 ADC值、脂肪信号强度

（Mfat）、水分子信号强度（Mwater）和脂肪信号分数（FF）。采用 Pearson相关检验评价双

侧锁骨、胸骨柄、双侧肩胛骨、双侧肱骨、双侧股骨和双侧胫骨的参数值间的相关性，采用

Spearman相关检验评价椎体和骨盆的参数值间的相关性。 

结果： 

294个局灶性病变中，所有病变 ADC值与 Mfat 、FF值呈中度负相关(r值分别为-0.744，-

0.685)，ADC值与 Mwater无明显相关；亚组分析，ADC值与 Mwater除在椎体中呈较低相关性

（r值为 0.496），其余部位均未见明显相关性；ADC值与 Mfat在双侧锁骨、胸骨柄、椎体、

骨盆处呈高度负相关（r值分别为-0.848、-0.816、-0.883、-0.899），在肩胛骨、双侧肱

骨、双侧股骨处呈中度负相关（r值分别为-0.652、-0.615、-0.593）；ADC值与 FF值在椎体

处呈高度负相关（r值为-0.852），在双侧锁骨、胸骨柄、双侧肩胛骨、双侧肱骨、骨盆、双

侧股骨处呈中度负相关（r 值分别为-0.676、-0.652、-0.706、-0.633、-0.746、-0.599），

双侧胫骨处的 ADC值与 Mfat、FF值间无明显相关性；结论： 

水脂分离成像中的 Mfat、FF值与 ADC值对多发性骨髓瘤局灶性病变的评估有较高的相关性，

以椎体的相关性最高，有利于间接评估骨髓侵犯情况。 

 

 

 
EP-2188 

3D-TOF-MRA 原始图像和管壁高分辨 MRI 评估致缺血性卒中颅

内动脉夹层的对比研究 

 
李竹浩,陈红兵,何绍富,赵静,江利,杨旭峰,杨智云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510080 

 

目的：三维（3D）时间飞跃（TOF）磁共振血管成像（MRA）是评估颅内动脉的常规检查，然而

对其诊断颅内动脉夹层（IAD）的价值所知甚少。本研究旨在探讨 3D-TOF-MRA原始图像评估致

缺血性卒中 IAD的价值，并与管壁高分辨磁共振成像（VW-HRMRI）相比较。 

方法：2014年 4月-2017年 5 月，入组 26例发病 1月内同时行颅脑 3D-TOF-MRA和 VW-HRMRI

（T1WI、T2WI和 3D-T1-SPACE，黑血技术）的 IAD患者。比较两种成像技术检测 IAD典型征象

的能力，包括：壁内血肿高信号、血管轮廓增大、夹层动脉瘤和内膜征/双腔征。 

结果：10例前循环 IAD位置：大脑中动脉 5例、颈内动脉 3例、颈内动脉+大脑中动脉 1例和

大脑前动脉 1例；16例后循环 IAD位置：椎动脉 12例、小脑后下动脉 2例、基底动脉 1例和

大脑后动脉 1例。IAD管腔状态：狭窄 11例、闭塞 12例、夹层动脉瘤 2例和狭窄+夹层动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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瘤 1例。VW-HRMRI于所有患者中均检测到了典型夹层征象（100%），3D-TOF-MRA原始图像于

14例（53.8%）检测到典型夹层征象（P<0.001）。检测典型夹层征象方面：VW-HRMRI 检测

“血管轮廓增大”（53.8% 对 23.1%，P=0.045）和“内膜征/双腔征” （42.3% 对 11.5%，

P=0.027）优于 3D-TOF-MRA；3D-TOF-MRA 原始图像对“夹层动脉瘤”（11.5% 对 11.5%）和

“壁内血肿高信号”（30.8% 对 57.7%）检出率与 VW-HR MRI比较无差异（P>0.05）。 

结论：本研究进一步表明 VW-HRMRI对 IAD有卓越的诊断效能。尽管 3D-TOF-MRA诊断 IAD 的效

能不如 VW-HRMRI，但也于超过半数的 IAD检测到了典型夹层征象。鉴于 3D-TOF-MRA技术成

熟、成像时间短、不增加额外费用等优点，故在有关 IAD的临床实践和研究中应予以重视。 

 

 

EP-2189 

一体化 TOF-PET/MR 中 DWI 序列在恶性腹盆腔肿瘤小转移灶中

的应用价值探讨 

 
宋天彬,卢洁,崔碧霄,马杰,苏玉盛,梁志刚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100053 

 

目的：探讨一体化 TOF-PET/MR中 DWI序列在腹盆腔恶性肿瘤中小转移灶（长径<3cm）检查的

必要性。材料与方法：12例患有明确原发腹盆腔恶性肿瘤的患者，男性 9例，女性 3例，平

均年龄为 57.6岁。所有患者均经过一体化 TOF-PET/MR检查，所有患者经过检查发现 52个小

转移病灶（长径<3cm），采集图像包括小转移灶的 TOF-PET 图像，noTOF-PET图像以及相关

MRI的序列图像，MRI序列包括 T2WI、DWI以及 T1WI增强序列。所有的小转移病灶的图像质量

评分 1-4分（1分：显示不清；2分：模糊：病灶主体及边缘不清晰；3：清晰：边缘模糊，病

灶清晰；4分：非常清晰：病灶主体及边界清晰）。统计学分析：对于 TOF-PET，noTOF-PET、

T2WI、DWI以及 T1WI增强序列对于病灶的显示情况进行秩和检验分析，同时对于 TOF PET 和

noTOF PET图像的 SUVmax值进行配对 T检验分析。结果：DWI、TOF PET、T2WI、T1WI 增强的

病灶显示情况明显优于 noTOF-PET的病灶显示（P<0.05）。DWI、TOF PET、T2WI、T1WI增强

在小转移病灶检测能力上没有统计学差异（P>0.05）。TOF PET 中的 SUVmax值明显高于 noTOF 

PET中的 SUVmax值（P<0.05）。结论：DWI在小转移灶病灶显示上和 TOF PET、T2WI、T1WI增

强序列具有相等的病灶检出价值，同时优于 noTOF PET图像的病灶显示情况，提示恶性腹盆腔

肿瘤患者在行一体化 TOF-PET/MR检查过程中 DWI序列可以省略，从而为患者节省检查时间，

但是在没有 TOF技术的 PET/MR检查中为了更好的检出腹盆腔的小转移病灶，DWI仍然为必须

检查的序列。 

 

 
EP-2190 

MR 扩散峰度成像对伴上皮间质转化的结直肠癌 

早期化疗疗效的评估价值 

 
刘欢欢,汪登斌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00092 

 

目的：上皮间质转化（epithelial mesenchymal transition, EMT）可促进结直肠癌（CRC）

的化疗耐药。本研究旨在探讨 MR扩散峰度成像（DKI）评估伴有 EMT的 CRC对 5-Fu早期化疗

疗效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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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采用 HCT116/Control 和过表达 Snail1基因的 HCT116/EMT细胞建立 CRC皮下瘤模型

（每组 12只）。待瘤体积达 250 mm
3
，将 CRC/Control和 CRC/EMT组随机分成 2组（对照组和

治疗组，每组 6只），经腹腔隔日注射 5-Fu（10mg/kg）或对比剂 14天，隔日测量肿瘤大

小，计算肿瘤相对体积（RTV=Vdx/Vd0）。于 Day0、Day7、Day14行 MRI，经后处理得到表观弥

散系数（ADC）、弥散系数（diffusivity, D）和峰度系数（kurtosis, K）图，测量瘤体的

ADC、D和 K值。比较各组内及组间的肿瘤 ADC、D和 K值，分析其与 Ki-67表达的相关性。 

结果：5-Fu治疗 8天后，CRC/Control治疗组与 CRC/Control对照组、CRC/EMT对照组、

CRC/EMT治疗组三组肿瘤的 RTV具有显著差异。CRC/Control治疗组 Day14的 RTV显著低于

CRC/EMT治疗组（P<0.001）。CRC/Control治疗组的 ADC和 D值在 Day0、Day7、Day14逐渐升

高，而 K值逐渐降低（P均<0.001）。Day14时，CRC/Control 治疗组肿瘤的 ADC和 D值显著

高于 CRC/Control对照组，而 K值显著低于对照组（ADC，P=0.022；D，P=0.021；K，

P=0.009）。ADC和 D值与 Ki-67表达呈显著负相关（P=0.003；P=0.002），而 K值呈显著正

相关（P=0.004）。 

结论：CRC皮下瘤伴 EMT后对 5-Fu化疗耐药，DKI有助于评估 EMT后 CRC的 5-Fu早期化疗疗

效。 

  

 

 

EP-2191 

高分辨 T2WI 联合 MR 扩散加权成像在直肠癌术 

前局部分期的研究 

 
康文焱

1
,文洁

1
,刘周

1
,刘礼健

1
,李丽

1
,邓文明

1
,黄华

1
,罗德红

1,2
,汪丽娅

1
 

1.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深圳医院 

2.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目的： 

    探讨高分辨 T2WI联合 MR扩散加权成像（DWI）在直肠癌术前局部分期的应用价值。 

材料与方法： 

    收集我院 2016年 2月至 2017年 7月首诊直肠癌的 23例患者进行前瞻性研究。病例

纳入标准为行磁共振检查前经组织活检明确为直肠癌,检查前未行放疗或化疗等辅助治疗,并于

检查后行手术治疗且取得病理证实。其中 21例满足以上纳入标准,为本研究资料。全部患者术

前均签署书面知情同意书并行常规 MRI、高分辨 T2WI及 DWI检查。由两位经验丰富的放射诊

断医生通过协商读片，分别采用高分辨 T2WI，高分辨 T2WI 联合 DWI对肿瘤术前局部分期

（TN）进行评价。以病理分期作为金标准,计算两种方法 T、N分期的准确度,并进行如下分

析:①比较两种方法 T分期的准确度有无差异；②比较两种方法 N分期的准确度有无差异；以

综合评价高分辨 T2WI联合 DWI成像在直肠癌术前局部分期中的应用价值。 

结果： 

    统计结果显示单纯高分辨 T2WI、高分辨 T2WI联合 DWI两种检查方法行 T分期的准确

性分别为 66.7%和 85.7%，两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41)（如表 1）；单纯高分辨

T2WI、高分辨 T2WI联合 DWI 两种检查方法行 N分期的准确性分别为 57.1%和 71.4%，两组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P=0．032)（如表 2）。 

结论： 

    高分辨 T2WI联合 DWI检查在直肠癌术前局部分期（TN）方面优于单纯高分辨 T2WI，

使其准确度分别提高到 85.7%、71.4%。因此，高分辨 T2WI 联合 DWI能够更准确进行术前分

期，对直肠癌临床治疗方案的制订和选择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值得在临床工作中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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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192 

Combination of non-contrast enhanced balanced steady-

state free-precession and Fresh Blood Imaging: the 

feasibility study and parameter optimization of 

noncontrast-enhanced iliac vein venography 

 
Huang Hong Jie,Zhang Yu yang,Gao Xiao jian,She De jun,Cao Dai rong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Fujian Medical University 350005 

 

Objective: To visualize iliac vein using two-dimensional (2D) balanced steady-

state free-precession (b-SSFP) with fresh blood imaging (FBI) in healthy 

volunteers, and to compare the effect of flow sensitivity parameters and venous 

compression degree on FBI image. 

Methods This prospective study was approved by the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informed consent was obtained from all subjects. Thirty healthy volunteers were 

examined by 2D b-SSFP and FBI in a 1.5T MR scanner between November 1, and 

December 30, 2015. The minimal short diameter, minimal cross sectional area and 

compression degree of left common iliac vein (LCIV) were measured in b-SSFP images. 

Correlations among minimal short diameter, minimal cross sectional area, 

compression degree of LCIV, image quality of LCIV and caval bifurcation were 

evaluated. The volunteers randomly assigned to three groups and compared different 

flip angle (Flip A), flop angle (Flop A) and echo time (TE). P < 0.05 was 

considere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Results The image quality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ith Flip A and Flop A 

(p<0.05), but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ith TE (p>0.05). There was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minimal short diameter, minimal cross sectional area 

and image quality (p<0.01), and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compression degree and visualization of caval bifurcation (p<0.05), but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compression degree and visualization of LCIV. 

 Conclusion Combination of b-SSFP and FBI shows promising results in iliac vein 

venography. FBI image quality correlates with LCIV compression degree. Flip A and 

Flop A influence image quality largely, and TE has little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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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193 

An improved Phase Unwrapping Method Based on pixels 

clustering and Local Surface Fitting for Water–Fat 

Separation 

 
Cheng Junying

1,2
,Mei Yingjie

2
,Chen Maodong 

2
,Liu Xiaoyun

1
,Chen Wufan

1,2
,Feng Yanqiu

2
 

1.School of Automation Engineering，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2.Guangdong Provincial Key Laborary of Medical Image Processing， School of Biomedical 

Engineering，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Target Audience: Researchers who are interested in phase unwrapping and the 

related MR applications. 

Purpose: In MR imaging, it is a critical step to restore the underlying true phase 

from a principal interval (-π, π] in some applications, such as water–fat 

separation [1] and quantitative susceptibility mapping [2], etc. Recently, a 2D 

phase unwrapping method based on pixel clustering and local polynomial surface 

fitting (CLOSE) was demonstrated able to accurately and robustly unwrap phase even 

in presence of severe noise, rapid phase changes and disconnected regions [3, 4]. 

However, a universal selection thresholding method for pixels clustering is not 

obtained. Additionally, the quality map is not suitable to guide the unwrapping 

path of residual pixels with true phase variation larger than π. This work aims 

to present an improved CLOSE (iCLOSE), and applicate in the 3-point Dixon water–

fat separation. 

Methods: In CLOSE, it has been proved the local difference of wrapped phase (LDWP) 

is equal to the difference of true phase (LDTP) except the location where wraps 

happen [4]. And the LDTP value can be approximated by the local angle difference 

of phasor. Based on those observations, iCLOSE first classifies the pixels into 

smooth blocks and residual pixels with rapid phase change near the location where 

wraps happen by subtracting the LDTP map from the LDWP map. The phase equispaced 

partitioning method works in each block to precaution the underlying wraps caused 

by wrapping operation on the pixels with true phase variation larger than π. A 

quality map combined with stack technique to improve the unwrapping path of 

residual pixels. The quality map is defined as the variance of the second order 

partial derivatives of the LDTP [5], and indicates badness of each pixel with high 

value. The flowchart of iCLOSE is shown in Figure 1. ICLOSE was compared with the 

original method CLOSE [4, 6] and a typical “split and merge” algorithm PRELUDE 

[7]. 

Simulated and in vivo datasets were used to teset the performance of iCLOSE. Image 

size (X×Y) of simulation data is 256×256. The magnitude of sectors decreased 

from 120 to 10 [8]. The phase height is 

[9], where x and y are separately the 
space coordinates. Zero-mean Gaussian noise with an SD of 20 was added to the real 

and imaginary parts. To test the three methods under different phase change levels, 

H are separately set 300, 600 and 900. The misclassification ratio (MCR) [7]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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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culated as the incorrect unwrapped ratio in an ROI to quantitatively evaluate 

the performance of the three methods. 

The 3-point 2D water–fat separation datasets acquired on a 0.35 T permanent 

magnet MR scanner (XGR-OPER, Ningbo Xingaoyi Company, Ningbo) using a quadrature 

knee coil from 13 volunteers [4] are used to test the performance of iCLOSE. The 

datasets were acquired with parameters: three-point spin echo Dixon sequence [1], 

matrix size of 256 × 256, FOV = 240 × 240 mm
2
, 10 slices for sagittal knee, 5 

slices for sagittal ankle, and thickness = 8.0 mm. The in-phase image was acquired 

with TR/TE = 580/28 ms. Two out-phase images were acquired by shifting the 

refocusing pulse 4.8 ms from the center between the excitation pulse and the echo 

in the above in-phase acquisition [4]. The unwrapped images are exploited in the 

3-point Dixon techniques to generate water and fat images, and evaluated as 

follows [10]: (I) many swaps (slice), (II) few swaps (slice), (III) total swap 

slices, (VI) error ratio (%). 

Results: Figure 2 shows the unwrapped results of under different phase change 

levels. The three methods all obtain acceptable unwrapped results with H of 300. 

As H up to 600, PRELUDE results have obvious residual wraps. CLOSE results contain 

obvious wrapping residues with H of 900. By contrary, ICLOSE consistently produced 

perfect unwrapped images with means of MCR below 0.24%. 

The unwrapped and water–fat separation results of a sagittal knee slice and a 

sagittal ankle slice in the 0.35 T in vivo datasets are shown in Figure 3. The 

results produced by PRELUDE and CLOSE show obvious residual wraps (white arrows), 

which lead to swaps in the water–fat separation results. By contrast, no obvious 

phase wraps and water–fat swaps are found in the iCLOSE results. 

The statistical results of slices with swaps in the 0.35 T datasets are shown in 

Table 1. In general, PRELUDE results contain the slice with many swaps, while no 

slice with many swaps is found in CLOSE and iCLOSE results. The slice numbers of 

outputs with few swaps produced by PRELUDE and CLOSE are larger than that of 

iCLOSE. The total error ratios of PRELUDE and CLOSE are separately 27.69% and 

5.13%, while that of iCLOSE is 2.56%. 

Disscussion and Conclusion: 

The simulated and in vivo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iCLOSE can accurately unwrap 

phase data even in the presence of severe noise, rapid phase changes. ICLOSE will 

benefit phase-related MRI applications such as water–fat separation, etc. 

 

 
EP-2194 

3DLAVA 动态增强 MRI 和 ADC 值对子宫内膜癌术前诊断分期 

与病理结果对照研究 

 
王爱华 

德州市人民医院 253014 

 

目的：探讨 3DLAVA动态增强 MRI和 ADC值对子宫内膜癌的术前诊断及分期中的价值，其结果

与病理分期对照。材料与方法：收集子宫内膜癌患者 50例，均经活检手术病理证实，所有患

者均行 MRI常规平扫（T1WI、T2WI、FST2WI、DWI(b=0，b=800或 1000)及 3DLAVA动态增强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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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分别测量子宫内膜癌病灶与正常子宫内膜的 ADC值并进行比较；同时绘制病灶动态增强的

时间信号曲线（time-signal intensity curve,TIC），分析比较子宫内膜癌病变动态增强曲

线特征；以 2009年 FIGO分期为标准，评估并比较动态增强及动态增强联合 ADC值对子宫内膜

癌分期的敏感性、特异性、准确性、阳性预测值及阴性预测值。结果：子宫内膜癌 TIC曲线呈

缓慢流出型 35例，平台型 15例，上升型 0例，,DCE-MRI 联合 DWI对子宫内膜癌术前分期与

术后病理分期结果比较诊断符合率为 82%，DCE-MRI联合 ADC值术前诊断子宫内膜癌Ⅰa期及

Ⅰb 期的灵敏度、特异度、准确性、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分别为 80.6%、92.9%、84.4%、

96.2%、68.4%和 92.3%、83.3%、85.7 %、66.7%、96.8%；DCE-MRI联合 ADC值术前诊断子宫内

膜癌Ⅱ期的灵敏度、特异度、准确性、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为 100%，DCE-MRI联合 ADC值

术前诊断子宫内膜癌Ⅲ期的灵敏度、特异度、准确性、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分别为 50%、

100% 97.8%、100%、97.8%。结论：3DLAVA动态增强 MRI 和 ADC值对子宫内膜癌的术前诊断及

分期具有很高的价值，是临床术前评估的重要检查手段。 

 

 

 
EP-2195 

磁共振扩散峰度成像对宫颈癌的诊断价值 

 
王东东,吴清武,陈阳阳,窦文广 

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453100 

 

 

目的：应用磁共振扩散峰度成像（diffusion kurtosis imaging, DKI）研究其参数在宫颈癌

诊断中的应用价值。方法：收集 36例经病理证实且未经任何治疗的宫颈癌患者为宫颈癌组及

27例宫颈正常者为宫颈正常组行 DKI扫描，分别在平均峰度图、轴向峰度图、径向峰度图、

各向异性分数图、平均扩散图、轴向扩散图及径向扩散图上测量宫颈癌组织和正常宫颈组织的

平均峰度（mean kurtosis, MK）值、轴向峰度 (axial kurtosis, Ka) 值、径向峰度 

(radial kurtosis, Kr) 值、各向异性分数 (fractional anisotropy, FA) 值、平均扩散 

(mean diffusivity, MD) 值、轴向扩散(axial diffusivity, Da)值以及径向扩散(radial 

diffusivity, Dr)值，使用两独立样本 t检验方法对两组间所测 DKI各参数进行统计学分析；

并且使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曲线下面积评价上述

各参数值诊断宫颈癌的能力。结果：与宫颈正常组相比，宫颈癌组的 FA值、MD值、Da值、Dr

值减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MK值、Kr值明显增加，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ROC曲线下面积显示，宫颈癌组的 MK值的曲线下最大面积（AUC）最大。结论：

DKI技术能够敏感地辨别宫颈癌组织和正常宫颈组织，能为临床诊断宫颈癌提供可靠的影像学

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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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196 

Feasibility of GlucoCEST in the Human Placen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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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pose: Placental glucose transfer is essential to sustain fetal development, yet 

there has been no report attempting to measure glucose transport across the human 

placenta with MRI-based approaches.
1
 Emerging glucose chemical exchange saturation 

transfer (glucoCEST) imaging is uniquely sensitive to glucose, which has been 

explored in tumor imaging.
2-4
 Herein, we aim to assess the feasibility of glucoCEST 

in accessing placenta glucose transport. 

  

Methods: 

Experimental design: 
Glucose phantom: D-glucose was dissolved in distilled water at concentrations of 5, 

10, 15, 20, 40, 60 mM (pH 6.5) and transferred into separate 50mL Falcon tubes, 

positioned in a cylindrical sample holder. During MRI scan, the temperature was 

maintained at room temperature (25 C). 

  

Placental tissue study: Cannulation was performed on the surface fetal chorionic 

artery of the placenta specimen. Saline with heparin and D-glucose solution (20mM) 

were perfused in separate placenta cotyledons of the same placenta (normal, within 

6 hrs of delivery) specimen. After perfusion, the area around the perfused 

cotyledon was clamped, sutured, and dissected to fit in to a cylindrical container 

of 10cm diameter. Three placenta sections were prepared and stacked in the 

container, with the bottom, the top and gaps between tissue filled with agar gel 

to fix their location and to improve field homogeneity. After gel solidification 

(at 4C) sample was maintained at room temperature. 

  

Acquisition: Studies were performed on a 3T Trio scanner (Siemens Healthcare, 
Erlangen, Germany) using a 32-channel array head coil at room temperature. CEST 

imaging of the glucose phantom was collected using single-shot gradient echo EPI, 

with pulsed RF irradiation scheme (duty cycle 0.5) with varying B1 field: 0.29, 

1.16, 2.32, 3.48, 6.96 µT. 

Imaging matrix 48 x 48, 8 slices; readout direction along z, with 100% 

oversampling; in plane resolution 3 x 3 mm
2
, slice thickness 10mm; TR/TE = 5 s/17 

ms, FA = 90°, BW = 2.3kHz/px, averages= 2. Saturation frequency offset ranged 

from -5 to 5 ppm with 0.25ppm steps. 

T2 mapping was calculated based on images acquired by double spin echo, with TR 1s, 

FA 90 degree, TE1/TE2= 8.5/50ms. 

T1 mapping was calculated based on images acquired with double flip angle gradient 

echo sequence TR/TE 15ms / 1.7ms, FA1/FA2=5/26 degree.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1825 

 

Processing: B0 map was obtained by Lorentzian fitting of z-spectrum of the weak B1, 

followed by WASSR correction of z-spectrum.
5
 ROIs of placental perfusion regions 

(and phantom tubes) were manually segmented and corrected z-spectrum and MTRasym 

(defined as Msat(+) - Msat(-) / Mref) were plotted for each ROI. CEST-EPI was acquired 

after high order field adjustment. The glucose CEST enhancement (GCE) is defined 

as the change in the integral of MTRasym between 0 and 4 ppm. 

  

Results and discussions: 

Based on previous simulations
6
 we estimate B1 level around 2uT was optimal for 

glucose CEST effect at 3 Tesla. 

To test the detection limit of CEST-EPI, we measured CEST effect in glucose 

solutions with various concentration, with range covering physiological sugar 

level (Figure 1). Z-spectra and MTRasym each concentration have been plotted in 

Figure 1B, and Figure 1C shows that we can detect glucose concentration as low as 

5mM at 3T. 

To understand the glucose CEST effect in placental tissue, we compared glucoCEST 

effect of glucose perfused fresh placenta tissue, non-perfused tissue and saline 

perfused tissue (Figure 2). Sub regions of perfused tissue were identified based 

on T2* contrast change. As expected, the glucose perfused tissue demonstrated 

strongest CEST effect. T2 relaxation has been reported to depend on glucose 

concentration.
7
 However the strong T2 effect of glucose perfused ex vivo tissue may 

not be representative for in vivo study if it is caused by deoxyHb washout. CEST 
effect in the non-perfused tissue possibly due to blood content in the fetal 

vasculature (10% v/v
8
). Blood sugar level in the placenta is reported to be around 

5mM in vivo,9
 which may become higher in the postpartum tissue due to fluid loss. 

On the other hand, the saline perfused tissue has less glucose due to blood 

washout. Moreover the tissue might have non-negligible MT effect at -1 ppm, 

leading to a slightly negative baseline shift. 

  

Conclusion: We have demonstrated glucoCEST MRI is a valid tool to monitor glucose 

transport in ex vivo human placenta, laying the groundwork for in vivo glucoCEST 
in human placenta. 

  

 

 

EP-2197 

睾丸间质细胞瘤 1 例 

 
王灿 

上海市第九人民医院北部 201900 

 

患者，男，25岁，3天前因左侧阴囊肿痛 2天，于外院行 B超发现右侧睾丸肿瘤，提示可能为

精原细胞瘤；左侧附睾尾部附睾炎。体格检查：右侧睾丸靠近外侧底端可扪及约 2cm左右的硬

结，形态规则，质韧，无压痛，其余睾丸部分无异常。实验室检查，肿瘤指标：CA19-9升

高，46.30U/ml（正常值 0-39U/ml）；CA72-4升高，61.61U/ml（正常值 0-8.2U/ml），糖类

抗原 242升高，40.0U/ml（正常值 0-20U/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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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I增强表现：右侧睾丸信号不均，内见一结节样异常信号影，直径约 1.5cm，边界清，T1WI

等高信号，T2WI低信号，增强后明显强化，与周围组织分界清. 

  

 

 
EP-2198 

Visualization of Lenticulostriate Arteries by vessel 

wall image on a 3T MRI system: a comparison between 

subjects with and without lacunar infarction in the 

basal ganglia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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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AND PURPOSE: The lenticulostriate arterie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artery for the lacunar infarction, herein, we aimed to exam the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number and length of the lenticulostriate artery in lacunar 

infarction patients by the HR-VWI (High-Resolution Vessel Wall Imaging) and STAGE 

(Strategically Acquired Gradient Echo)on 3T system. 

MATERIALS AND METHODS: 35 patients (23men, 12women; mean age, 60.2 years ) with 

lacunar infarction at the basal ganglia, and 40 aged-matched control subjects (22 

men, 18 women; mean age, 57.5 years) were enrolled.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imaging findings of the lenticulostriate artery and lacunar infarction 

were evaluated. The imaging findings included the number and total length of the 

lenticulostriate artery, the number and volume of the lacunar infarction, and the 

slice numbers of infarcts visible in the STAGE-T2WI (the T2-Weighted Imaging 

processed by the STAGE). And the conditions of the lenticulostriate artery were 

evaluated visually using 2 points scale (0: not visualized; 1: poor; 2: good and 

excellent) in the HR-VWI . 

RESULTS: In the univariate analysis, the number (2.71±1.46 and 3.24±1.17, 

respectively, P=0.036) and total length (40.88±26.88 and 54.08±22.16, 

respectively, P=0.006) of the lenticulostriate artery were statistically different 

between the lacunar infarction and non lacunar infarction. From the visual 

assessment (1.02±0.58 and 1.27±0.58, respectively, P=0.026), these findings 

could be validated. In 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the number of lenticulostriate 

artery was only found relevant to the number of the lacunar infarction; the length 

of the lenticulostriate artery were relevant to the age (r=-0.306, P=0.031), 

visual assessment (r=0.572, P=0.000) and the number of lacunar infarction (r=-

0.359, P=0.011). And the volume of the lacunar infarction was not found relevance. 

CONCLUSIONS: The number of the lacunar infarction was found the independent factor 

in STAGE-T2WI in patients with lacunar infaection in the basal ganglia. And the 

age would influence the length of the lenticulostriate artery. The volume of the 

lacunar infarction was not found relevance, we postulate that the volume of the 

lacunar infarction would absorb with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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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199 

MRI over the next decade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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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65， China 200065 

 

Purpose: More than other medical discipline, radiology is marked by technical 

innovation and continuous development in MRI technology, characterized by 

optimization of the underlying physical principles, as well as innovations in the 

software and Internet industry, which will enable new image viewing and processing 

methods. The current review was conducted to study main MRI scanner companies’ 

focus and development in China, which aims at figuring out the solution to deal 

with healthcare challenges and enhancing imaging diagnostic quality in radiology 

department of the hospitals. 

  

Method: Key Chinese and English words of MRI scanner, MRI Company and imaging 

diagnosis, healthcare challenges were used from an electronic search of yahoo, 

google, baidu search engines. 

  

Results: GE Healthcare, Philips Medical System, Siemens Medical, Toshiba, 

Hitachi, 

Neusoft, United Imaging, Time Medical Systems, etc. 20 main medical diagnostic 

imaging equipment companies were found to supply MRI scanners in China. In 

equipment, there is continued increase in field strength and bore diameter, 3T 70 

cm diameter for commercial, and 7T, 9.4T, 11.7 T 60 cm diameter for research; 

there are improved parallel receive and transmit systems, RF subsystems with 

larger phased arrays, higher acceleration factors, faster gradients: 80/200 

(Siemens Prisma; 60 cm bore; GE Premiere: 80/200 gradients, 70cm bore), high 

temperature superconducting coils (Time Medical), mobile and dedicated Neonatal 

MRI (Time Medical). In software and tagging, there are improved motion correction 

algorithms, compressed sensing and cell tracking with F19 perfluorocarbons (PFCs) 

or superparamagnetic iron oxides (SPIOs),etc. 

Conclusion: The innovation of high temperature superconducting coils can produce 

higher SNR and have shorter scan time at 0.35TMRI compared to Cu Coil (Time 

Medical group), which lowers the cost of MRI Scanners to address the most common 

patients needs as well as operate in the challenging environments where the MR 

Systems will reside across rural regions or special patients in 

China.  Similarly，7T，mobile and dedicated Neonatal MRI (Time Medical) will fit 

special needs in future radiology and medical research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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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200 

平台型曲线结合形态学特征对乳腺良恶性疾病的诊断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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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本研究的目的在于探讨动态增强磁共振中的 II型平台型时间-信号强度曲线结合形态学

特征对乳腺良、恶性疾病中诊断及鉴别诊断的价值。 

材料与方法：磁共振动态增强后绘制时间-信号强度曲线为 II型的经病理证实的乳腺疾病的病

例共 10例（13个病灶）。其中乳腺癌 6例(共 6个病灶，发病年龄 45-76岁，平均年龄 54

岁)，包括 1例导管原位癌，局灶浸润性癌，1例浸润性微乳头状癌，1例浸润性腺癌，3例浸

润性导管癌。乳腺良性病变 4例(共 7个病灶，发病年龄 33-48岁，平均发病年龄 41岁），包

括 1例为多发纤维腺瘤（3 个病灶），2例为纤维囊性乳腺病（3个病灶），1例为乳腺腺病。

分析相关血流动力学半定量参数包括最大信号强度、早期强化率、最大线性斜率及达峰时间，

并联合病灶的形态学特征如形态、边缘共同进行分析描述，提高动态增强成像对乳腺良恶性疾

病诊断及鉴别诊断的效能。 

结果与讨论：本组病例中良性（图 1）、恶性病变（图 2）平均最大信号强度为(461vs416)，

早期强化率 E1（第一期）为(123%vs75%)，早期强化率 E2（第二期）为(172%vs122%)，最大线

性斜率为(183%vs140%)，达峰时间(127svs130s)，其统计学结果显示均无显著差异性（图

3）。II型时间-信号强度曲线类型在乳腺良、恶性病变间具有很大的重叠性，会降低乳腺疾

病诊断的特异性。分析本组数据中动态增强半定量参数，早期强化率 E1可作为良恶性鉴别参

数。其结果有待扩大样本继续研究，其他半定量参数鉴别价值有待发现。因此单凭 II型时间-

信号强度曲线对乳腺良恶性鉴别困难，需结合形态学特征进行综合分析、评定。 

结论：乳腺良、恶性病变增强后均可表现为 II型时间-信号强度曲线，具有较大的重叠性。早

期强化率 E1具有潜在性鉴别意义，动态增强半定量参数价值有待评定，对此类病变的诊断需

要结合形态学表现，对病变进行综合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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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ground: Gliomas are the most common brain tumor in human beings and 80% of 

malignant brain tumors are gliomas which are often diffuse and difficult to 

diagnosis without biopsy. Early accurate diagnosis is important to the patients. 

Mutations in isocitrate dehydrogenases 1 and 2(IDH1 and IDH2) have been shown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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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present in 86%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grade 2 and grade 3 gliomas in adults. 

These mutations are associated with the accumulation of 2-hydroxyglutarate (2HG) 

in the tumor which may prove to be a valuable diagnostic and prognostic biomarker. 

Recently, two-dimensional correlated spectroscopy (2D-COSY) have demonstrated in 

gliomas. Unlike conventional MRS studies, the second dimension is spectral and not 

spatial allowing for up to 35 different metabolites The goal of this study was to 

compare the efficacy of CSI and 2D-COSY in detecting of 2-Hydroxyglutarate in 

Gliomas 

Methods: 24 subjects with pathologically confirmed gliomas with IDH mutate were 

recruited in Brigham and Women’s hospital of Harvard Medicine School from 2014 

to 2015, including 9 females and 15 males,All of the subjects were examined on a 

3T Siemens Skyra using a 32 channel head. In this study we utilize two methods of 

characterizing MRS: 1) 2D-COSY was acquired using 64 increments of 0.8 ms with a 

starting TE=30 ms and 8 averages as previously described. Voxel size is 

30×30×30mm , the total time is 12 minutes for it.2)CSI: semi-LASER CSI spiral 

sequence, available clinically, TE=97 ms, TR=1.7 sec, 3 averages,16x16 grid with 

10 mm2 resolution and 15 mm slice thickness 2D-COSY was processed using 

commercially available software (FelixNMR). Crosspeaks at 1.90～4.02ppm and 4.02～

1.90ppm were measured for 2HG. Using the MR software package of 2D-CSI spectral 

image processing, determination of 2HG/Cr ratio and drawn into the colorful 

display. 

Results: All the data of 2D-COSY were analysed by Felix software. Crosspeaks of 

F1 and F2 at 1.90-4.02ppm were found signal in 12 subjects. Crosspeaks of F1 and 

F2 at 1.90-4.02ppm were found signal in 13 subjects. 4 subjects were found in both 

of these two crosspeaks. 2 subjects found no 2HG signal in 2D-COSY and the 

positive rate of 2HG is 91.67%. The finding of CSI showed positive results of 

2HG/Cr in 13 subjects, the positive rate of CSI is 54.16%. Only one case neither 

detective by 2D-COSY nor CSI.Low signal to noise ratio, water suppression problem 

and T1 ridging effects are the most reasons of failing in 2D-COSY. Phasing and 

baseline artifacts ‘reduce’ 2HG signal and mapping only measures integration 

height are the fail reasons for CSI. 

Conclusion: Our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2D-COSY methods and CSI may provide 

additional information that can be of diagnostic or prognostic value of gliomas. 

Specific to IDH-mutated gliomas, that may provide additional pathophysiological 

information. 

 

 

EP-2202 

DTI 在兔肝脏热缺血-再灌注损伤及评价 Lipo-PGE1 的干预作

用的应用价值 

 
石茜,季倩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300192 

 

探讨在不同热缺血时间条件下，扩散张量成像（DTI）MRI在肝脏热缺血-再灌注损伤中的应用

价值及脂质体携载前列腺素 E1（Lipo-PGE1）对缺血再灌注损伤是否有缓解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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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健康兔 50只，随机取 40只夹闭肝尾叶动静脉，根据夹闭及使用 Lipo-PGE1的时间不

等，建立肝热缺血-再灌注损伤模型；10只为正常对照组，分组记为：S0：正常组、S1:热缺

血 30min组、S2: 热缺血 40min组、S3：干预 30min组、S4：干预 40min组。所有兔行常规及

DTI MRI扫描，2名影像医生分别测量肝尾叶表观扩散系数（ADC）、各向异性分数（FA）值，

用组内相关系数(ICC)检验其一致性。MR检查后将兔处死，取血检测 ALT、AST及 LDH。采用两

独立样本 t检验比较组间 ADC、FA值间差异，应用 Spearman 相关性分析评价 ADC值与临床化

验指标的相关性。 

结果 ：两名观察者所测 ADC、FA值的 ICC值分别为 0.850、0.764（ICC＞0.75），一致性良

好。ADC值：随着热缺血时间的延长，ADC值呈下降趋势。正常组与夹闭组（SO、S1、S2）组

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使用 Lipo-PGE1药物，ADC值会相对上升。正常组与干

预组（SO、S3、S4）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S1与 S3组间、S2与 S4组间差异

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FA值：热缺血-再灌注损伤模型各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组间 ALT、AST、LDH之间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ADC值与 ALT、

AST及 LDH之间均呈负相关（r＞0.5  P＜0.05 ）。 

结论：DTI  MRI能定量、无创评价兔肝热缺血-再灌注损伤，其评价指标 ADC值与肝损伤的

程度具有密切的相关性，对评价兔肝热缺血-再灌注损伤具有较高的价值，且干预药物 Lipo-

PGE1对热缺血再灌注损伤有缓解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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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KI 在新生儿脑白质 T2 高信号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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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探讨扩散峰度成像(DKI)在新生儿常规 MRI成像中脑白质 T2高信号的应用价值。 

材料方法：对本院 120例新生儿（足月儿 90例、早产儿 30例）行常规 T2MRI扫描及 DKI序列

扫描，并收集分析相关影像学资料，首先分析常规脑白质 T2信号，90例足月儿中单纯脑白质

T2高信号 40例、正常儿 30 例、T2高信号且合并缺氧缺血性脑病儿 20例，常规 T2MRI 扫描的

30例早产儿中单纯脑白质 T2高信号 20例、正常儿 10例，然后分析 40例单纯 T2高信号足月

儿与 30例正常足月儿、单纯 T2高信号早产儿 20例与正常早月儿 10例、单纯 T2高信号的足

月儿 40例与单纯 T2高信号早月儿 20例、单纯 T2高信号足月儿 40例与 T2高信号且合并缺氧

缺血性脑病足月儿 20例这四组的 DKI序列影像学表现，对比相关 DKI定量参数指标，包括轴

突内扩散系数、轴突外轴向和径向扩散系数（Da，De,//和 De,⊥）。 

结果：在无髓区，单纯 T2高信号足月儿及早产儿的 De,//和 De,⊥与正常儿相比都明显增高，

而 Da无明显变化，表明单纯 T2高信号足月儿及早产儿轴外组织结构微环境的扩散系数增大；

在有髓区该差异无明显统计学意义（P＜0.05）；然而，T2高信号且合并缺氧缺血性脑病足月

儿与单纯 T2高信号足月儿相比，有髓区及无髓区的 Da，均降低、De,⊥均增高，表明合并缺

氧缺血性脑病足月儿的轴内及轴外组织结构微环境的扩散系数均发生改变。 

结论： DKI成像的定量参数指标可以更好地显示脑白质组织结构微环境的变化，且在区分单

纯的脑白质 T2高信号与合并缺氧缺血性脑病的 T2高信号患儿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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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204 

两种不同激励脉冲角度对肝脏 GD-EOB-DTPA 增强 ＭＲＩ肝

细胞期病灶检出的比较 

 
蔡华崧,王猛,翟凤仪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510080 

 

【目的】 比较高、低翻转角（ＦＡ）对 Ｇｄ－ＥＯＢ－ＤＴＰＡ 增强 ＭＲＩ肝细胞期病

灶对比度及检出率的影响。 

【方法】 对５９例肝脏局灶性病变患者均行 Ｔ１Ｗ 和 Ｔ２Ｗ 平扫、Ｇｄ－ＥＯＢ－ＤＴ

ＰＡ 动态增强扫描及肝细胞期扫描，其中肝细胞期分别采用低ＦＡ（１０°）、高ＦＡ（３

５°）扫描。将病灶分为总病灶组、大病灶（直径≥１０ｍｍ）组和小病灶（３ｍｍ≤直径＜

１０ｍｍ）组。比较两种 ＦＡ 时病灶检出评分、病灶检出率及病灶－肝脏 ＣＮＲ。 

【结果】 Ｇｄ－ＥＯＢ－ＤＴＰＡ 增强扫描肝细胞期高 ＦＡ Ｔ１ＷＩ病灶检出评分高于

低 ＦＡＴ１ＷＩ病灶检出评分，其中高、低 ＦＡ 时，总 病 灶 组 与 小 病 灶 组 的 检 

出 病 灶 评 分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Ｐ＜０．０５），而与大病灶组的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高 ＦＡＴ１ＷＩ病灶检出率高于低 ＦＡＴ１ＷＩ病灶检出率，其中

总病灶组与小病灶组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与大病灶组的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低、高 ＦＡ 的肝脏－病 灶 ＣＮＲ 分别为７５．２４±１０．３３、１４７．８１±

９．２６，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０１）。 

【结论】 Ｇｄ－ＥＯＢ－ＤＴＰＡ 增强肝细胞期扫描时，采用高 ＦＡ 可获得高质量的图

像，有利于病灶的检出。 

  

 

 
EP-2205 

合并 CMBs 的患者相关记忆功能及静息态脑功能改变的研究 

 
侯静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410013 

 

目的：从认知功能改变及静息状态下的脑功能改变两方面评估脑微出血对 T2DM认知功能的影

响及相关的神经生理改变。 

方法：2012年 8月至 2013 年 8月在本院糖尿病门诊序贯招募 2型糖尿病患者 87例，其中 2

型糖尿病合并有脑微出血者 32例（CMBs阳性组），男性 17例、女性 15例，2型糖尿病不合

并脑微出血者 55例（CMBs 阴性组），其中男性 29例、女性 26例。对两组人群行认知量表测

试，贝克抑郁量表用于初步筛查，排除抑郁症患者；并对两组人群行临床资料检查。所有受试

者均行常规序列头颅核磁共振成像、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成像及磁敏感加权成像。通过 SWI 常规

磁共振观察白质高信号及腔隙性脑梗死，通过序列观察脑微出血灶。计算两组被试的全脑与双

侧海马种子点间功能连接值，比较两组被试间功能连接值，获得合并微出血的 2型糖尿病被试

在脑活动、与海马功能连接的异常改变。最后将型糖尿病患者静息态下异常连接值与记忆功能

受损指标进行相关性分析。 

结果：1、92名受试者中 CMBs 阳性者 34例，CMBs阴性者 58例。2、认知功能：2型糖尿病合

并脑微出血组在总体记忆、工作记忆、短时记忆方面得分均低于无脑微出血组，且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3、功能连接：以双侧海马为种子区域，计算其与其他脑区的功能连接，

并比较两组之间功能连接的差异。脑微出血组较对照组左侧海马与左侧颞极、左侧颞上回、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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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海马与右侧前扣带回、右侧中央前回功能连接强度显著减低（P〈0.05），且脑微出血组左

侧海马与左侧颞上回间的功能连接值与短时记忆（联想）得分、右侧海马与右侧前扣带回间的

功能连接值与工作记忆（韦氏记忆得分 1-100）呈正相关

（r=0.29,p=0.034;r=0.25,p=0.039）。 

结论：微出血的发生加重了 2型糖尿病患者认知功能障碍程度，CMBs对 2型糖尿病患者脑功

能有负面影响。 

 

 

EP-2206 

Cerebral blood flow alternations in acute SWI-

negative mild traumatic brain injury: an pASL 

perfusion study 

 
Liu Yanzhen 

tianjin first central hospital 300192 

 

OBJECTIVE:  

This paper used a MR perfusion technique，pulsed arterial spin labeling (PASL)，to 

explore hemodynamic changes in axonal negative(evaluated by SWI )patients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erebral blood flow(CBF) alternations and 

neurocognitive deficits. 

METHODS: 

Screened by MR images(routine, SWI),20 MR-negative acute MTBI patients and 21 

controls underwent MR-PASL scan，patients also underwent neurological test 

designed for post-concussive symptoms. The CBF altered regions was analyze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CBF alternations and neurological deficits was elucidated as 

well. 

RESULTS: 

Both increase and reduction of brain regions in CBF was detected in patients. And 

there were positive correlations between some post-concussive symptoms and 

hypoperfused cingulate gyrus as well as several hyperperfused regions . 

CONCLUSION: 

First, despite no visible abnormality was detected on SWI images, there are 

several perfusion altered regions in MTBI group. Secon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CBF abnormalities and the concussive symptoms suggested that hemodynamic changes 

underlies the pathophysiology of early symptom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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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207 

侵袭性血管黏液瘤的临床、病理及 MRI 表现 

 
孙孟言,陆菁菁,钟定荣 

北京协和医院 100730 

 

【摘要】目的 总结发生于盆腔-会阴区侵袭性血管黏液瘤（AAM）的临床特征、MRI表现及病

理特点，并探讨其 MRI表现的病理学基础。方法 回顾分析 7例经病理证实为侵袭性血管黏液

瘤的临床、影像及病理学资料。结果 7例 AAM患者，均为女性，其中 1例因首次会阴区肿物

就诊，，6例为术后复发。MRI表现：7例 AAM均为单发，位于盆底-会阴区，大小在

3.0×2.2×5.9cm-9.1×4.9×15.7cm（左右径×前后径×上下径）。其中，6例呈不规则片

状，沿盆底及会阴区的脂肪间隙生长，边界不清，周围组织可见浸润征象，以左侧闭孔内肌、

阴道壁及左侧肛提肌受累为主；1例呈长柱状，沿阴道后侧壁纵轴生长，边界清楚。在 T1WI

上，AAM呈等信号（4/7）或等、低混杂信号（3/7）。在 T2WI上, AAM呈等、高混杂信号，6

例可见“分层旋涡征”，仅有 1例内部可见等信号分隔影。 5例行增强检查，4例为不均匀强

化，有 1例呈均匀强化。不均匀强化的 AAM中 3例亦可见高、低信号交替排列的“分层旋涡

征”。在 DWI上， AAM均呈高信号。病理表现：手术切除的 AAM肿块表面多不光滑，切面可

见不等量的黏液及卷曲的血管。肿瘤含有丰富的黏液基质，其内散在分布界限不清的梭形及星

芒状细胞、管径不一及管壁厚度不等的动静脉血管，各成分分布不均，在肿瘤的边界可见肿瘤

组织浸润周围脂肪或肌肉的现象。结论 AAM是一种易发于女性盆底及会阴区的间叶来源良性

肿瘤，呈浸润生长。肿瘤在 DWI上均呈高信号， T2WI序列及增强序列可显示 AAM的特征性表

现—“分层旋涡征”，并有其相应的病理学基础，对其诊断具有重要提示意义。  

 

 

 
EP-2208 

心肌 T1 mapping 在心肌炎中诊断中应用价值  

 
刘新峰,王荣品,曾宪春 

贵州省人民医院 550001 

 

目的 探讨心肌 T1 mapping 和细胞外容积在心肌炎中的诊断价值 .方法 采用西门子 1.5TAera

磁共振扫描仪对临床确诊心肌炎患者行心肌 T1 mapping 序列和延迟灌注检查，所有患者均行

心肌酶谱检查，将扫描图像输入到 syng MR D13后处理工作站，选取病变区域在心中部层面的

患者 24例，在 T1 mapping 图手动画取病变层面所有心肌计算强化前后 T1值及两者差值△T、 

血池增强前后 T1值，以 12 例性别、年龄无统计学差异志愿者对照组，同样方法计算相应区域

强化前后 T1值、两者差值△T及血池 T1值，计算两组的细胞外分数，采用 t-检验比较两组间

的差异，采用 Pearson检验对△T与肌钙蛋白Ⅰ做相关性分析，（P<0.05，差异有统计学有意

义）。 结果:病变组及对照组增强前、增强后 T1值及△T 值(1299.27±109.52)ms vs

（1196.75±125.41）ms， (295.85±95.2)ms vs（382.85±78.2）ms，(1003.98±151.76)ms 

vs（881.20±171.64）ms（P<0.05)，病变组△T值下降较正常组更明显，病变组细胞外容积

分别为(60.49 + 22.79)% 高于对照组(38.44±14.06)% （P<0.05)，△T与肌钙蛋白Ⅰ无明显

相关性(P=0.158)。结论 心肌 T1 mapping技术在识别及定量心肌炎中具有较高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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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209 

MR 动态增强微血管通透性参数与Ⅱ期 

宫颈癌复发的相关性研究 

 
朱志军 

深圳市妇幼保健院 518028 

 

[摘要] 目的 应用 4D-THRIVE动态增强定量分析Ⅱ期复发宫颈癌微血管通透性参数的特点及

临床意义。资料与方法 分析Ⅱ期宫颈癌患者 56例(包括 17例复发宫颈癌患者，39例无复发

宫颈癌患者)术前常规 MRI及 4D-THRIVE动态增强扫描资料，在 Matlab平台下对兴趣区 STC及

CTC进行非线性拟合获得血管通透性参数 K
trans

，Kep及 Ve值，评估宫颈癌复发组和无复发组血管

通透性的特点。结果 宫颈癌复发组较无复发组的 K
trans

及 Kep值显著升高（P<0.05）,以 K
trans

的

诊断效能最佳，曲线下面积 AUC=0.92,当 K
trans

≥0.73min
-1
时，其诊断Ⅱ期复发宫颈癌的敏感性

为 88.2%，特异性为 79.5%。结论 复发宫颈癌的微血管通透性指标 K
trans

显著升高，并且具有

较高的诊断效能，可作为术前指导临床个体化综合治疗方案以及评估预后的参考依据。 

 

  

 

 

EP-2210 

轻度脑外伤急性期皮层形态学改变的 MRI 研究 

 
罗小平

2,1
,高磊

3
,龚洪翰

2
 

1.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温州市中医院 

2.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影像科 

3.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医学影像中心 

 

目的：本研究旨在探索轻度脑外伤急性期皮层几何形态学的细微改变，为理解轻度脑外伤脑组

织物理性损伤背景下，神经症状及随后潜在发生的脑震荡后遗症提供神经解剖基础。 

方法：纳入 24例急性期轻度脑外伤患者（amTBI组）及 24例年龄、性别、教育程度相匹配的

健康志愿者（正常对照组）进行磁共振扫描获取高清 T1解剖像。原始图像经格式转换后，分

别计算基于体素的形态学（VBM）方法测量灰质体积，采用基于表面的形态学测量（SBM）进行

皮层厚度分析、沟深、折叠曲率以及复杂度分析。 

结果：VBM发现与健康对照组比较，amTBI双侧小脑后叶、双侧中央后回、左侧额上回、右侧

缘上回灰质体积增加，右侧舌回/距状沟，右侧额中回灰质体积减小。SBM发现 amTBI患者左

侧颞下回，右侧梭状回和顶下小叶皮层厚度增加；左侧内侧前额叶、背前扣带回、颞上回，右

侧喙端前扣带回及枕叶皮层厚度减低。在皮层折叠曲率上，患者组左侧眶额皮层、中央后回、

缘上回、楔前叶，右侧岛叶、额中回及颞中回沟回化增加；左侧颞极、枕叶及额中回，右侧辅

助运动区、岛叶和额中回沟回化减低。在沟深指标上，患者组左侧枕叶（距状皮层）、楔前

叶、中央前回，右侧中央沟盖、楔前叶沟深增加；左后侧颞下回、右侧额极和顶上回、颞中

回、缘上回沟深减低。皮层复杂度指标发现：患者组左侧额极、海马旁回，右侧内侧前额叶、

角回、背外侧前额叶、缘上回、顶下小叶及辅助运动区皮层复杂度增加；患者左侧梭状回、运

动前区及后扣带回，右侧枕叶皮层复杂度减低。 

结论：amTBI患者急性期皮层几何形态学已经出现显著可探测的改变，可能有助于理解这期间

一系列神经认知症状和随后的脑震荡后遗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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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211 

小脑单发占位性病变的 MRI 诊断与鉴别 

 
张体江,代云蒙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563003 

 

 

目的：分析小脑单发占位性病变的 MRI表现，提高诊断与鉴别诊断能力。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56例经手术病理证实的小脑单发占位性病变的 MRI表现，分析其信号改

变、病变大小、增强扫描表现及病变周围水肿。 

结果 血管母细胞瘤 14例，星形细胞瘤 11例，髓母细胞瘤 7例，转移瘤 13例，海绵状血管瘤

2例，脑脓肿 3例，结核瘤 3例，淋巴瘤 2例，隐球菌并患者 1例。病变表现为实性者 16

例，囊实性 40例，发生小脑半球 42例，小脑蚓部 14例，T1WI呈低信号 47例，等信号 8

例，高信号 1例，T2WI呈高信号 47例，等信号 6例，低信号 3例。DWI表现为高信号 3例，

增强扫描囊实性强化 40例，环形强化 3例。13例转移瘤中 11例有原发肿瘤病史。 

结论:MRI能清晰显示小脑占位性病变的部位、大小、形态、信号和强化特点, 具有重要的诊

断及鉴别诊断价值。 

 

 
EP-2212 

不同 b 值对晚孕期胎儿脑弥散加权图像信号强度 

及信噪比的影响 

 
赵弘 

深圳市妇幼保健院 518028 

 

【摘要】目的：探讨不同 b值对晚孕期胎儿脑扩散加权成像（DWI）图像信号强度及信噪比的

影响。方法：正常晚孕期胎儿 35例，使用 4个不同 b值（b=0s/mm
2
,600 s/mm

2
，800 s/mm

2
，

1000 s/mm
2
）同时进行 DWI 成像扫描，得出小脑半球、丘脑、顶叶皮质及顶叶深部白质的信号

强度（SI）、背景噪声标准差（SD），单因素方差分析不同 b值时同一解剖部位参数的组间有

无统计学意义。结果：所有感兴趣区 SI、信噪比（SNR）在不同 b值条件下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5），b=600时各感兴趣区 SI、SNR最高，且随着 b值增加，各感兴趣区 SI、SNR均

值呈下降趋势。亚组间两两比较时，各感兴趣区的 SNR在 b=600与 b=800组、b=600与 1000

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各感兴趣区的 SNR在 b=800与 b=1000组间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p>0.05）。不同 b值条件下背景噪声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在 1.5T MR

设备上不同 b值对晚孕期胎儿脑弥散加权图像信号强度及信噪比有影响，b值=600时，各感兴

趣区信号强度及信噪比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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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213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integrated PET/MRI in 

Alzheimer’s Disease 

 
Xu Yin,Zhang Zhiqiang,Lu Guangming,Zhang Qirui 

Department of Medical Imaging， Jinling Hospital， Medical School of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 China 210002 

 

Alzheimer’s disease(AD), a progressive neurodegenerative disease which seriously 

endanger the health of the aged, is the most common etiology of senile dementia. 

With the growing advances in neuroimaging technology,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imaging methods were applied to the study of AD. The emergence of integrated 

positron emission computed tomography/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PET/MRI), having 

many advantages on the structure of resolution and contrast of image which is 

unmatched in computed tomography(CT), PET and MRI, is a great progress of 

multimodal molecular imaging. PET/MRI is now used stepwise in neurodegenerative 

diseases, and also has broad prospect of application in the early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AD. In this review,we emphatically introduce the imaging advances of 

AD including functional imaging and molecular imaging, and the great advantages in 

PET/MRI on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prospects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in AD. We 

also highlight the values of integrated PET/MRI in the early diagnosis, clinical 

assessment and prediction on AD. 

 

 
EP-2214 

正常女性盆底功能动态 MRI 研究：两条参考线的比较 

 
刘旖旎,刘政军,邱建平,王馨华,梁丹 

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 510655 

 

目的 通过比较不同时相之间两条常用的动态 MRI参考线，从耻骨联合下缘分别画至骶尾关节

（PCLscj）和第一节尾骨关节（PCLfcj），在同一受试对象中的长度变化以及前、中、后盆器

官特异性参考点相对于这两条参考线的垂直距离，以确定哪条参考线在用于评估不同运动之间

的盆底器官支持是更稳定的。方法 对 32例 30∼40岁无盆底功能障碍的正常女性行盆腔动态

MRI检查，分别采集静息（R）、提肛（L）和力排（D）三个时相，在正中矢状位图像上分别

测量不同时相下 PCLscj和 PCLfcj的长度。然后分别测量前、中、后盆器官特异性参考点[ 膀

胱底最下缘（BB）、子宫颈的最远端边缘（CD）、肛直肠连接（ARJ）]相对于这两条参考线的

垂直距离（即 BB线、CD线、ARJ线）。对参考线以上的测量值赋予正值，而对参考线以下的

测量值赋予负值。运用配对资料的 t检验或符号秩和检验比较同一受试对象两条参考线及其相

关的各项测量不同时相下的所有测量值。对于所有检验，差异具有显著性的 P值设定为

<0.05。 结果 三种时相下 PCLscj均比 PCLfcj长（P<0.001）。然而对于同一参考线，R相与

L相或 R相与 D相之间的长度变化都没有显著性（P≥0.051）。同一时相下（R、L、D 相）分

别基于 PCLscj和 PCLfcj测量的 BB线的平均长度之间有显著不同，这种差异同样也见于 CD线

之间及 ARJ线之间（P<0.001）。而两条参考线之间的比较，只有 BB线从 R相到 D相的长度变

化是有显著差异的（差值的均值［标准差］分别为 20.26 [12.57] vs 25.32 [12.29]mm，

P<0.001），而 CD线与 ARJ 线的长度变化及 BB线从 R相到 L相的长度变化没有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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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219）。结论 从 R相到 L相或从 R相到 D相，前、中、后盆器官特异性参考点相对于

PCLscj和 PCLfcj的垂直距离的变化总体上是相似的。两条参考线在盆底运动时均保持稳定。 

 

 

EP-2215 

磁敏感加权成像技术的原理及临床应用的初步探讨 

 
罗雄,余建明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430022 

 

磁敏感加权成像（susceptibility weighted imaging,SWI）是一组利用组织磁敏感性不同而

成像的技术,实际上也是一种 T2技术。它是一种长回波时间（TE）三个方向上均有流动补偿的

梯度回波序列,与传统 T2加权序列比较,具有三维、高分辨力、高信噪比（signal noise 

ratio,SNR）的特点。在脑血管病、脑肿瘤、脑外伤、神经变性病等中枢神经系统病变中有较

高的临床应用前景和价值。本文就 SWI基本原理及其在中枢神经系统的临床应用进行综述。 

SWI包括相位图像和幅度图像,二者可以分别加以分析,也可以经后处理进行图像融合。顺磁性

物质在脑组织中沉积会导致组织的磁性产生变化,由于磁敏感度的差异,会产生亚体素的磁场不

均匀,使处于不同位置的质子的自旋频率不一致,在回波时间足够长的情况下,自旋频率不同的

质子间将形成相位差。这样,有不同磁敏感度的组织在 SWI相位图上可以被区别出来。SWI再

通过以下图像处理方法把原始相位图与磁矩图融合产生一个新的磁矩图,以增加磁矩图的对比

和增加组织间的磁敏感度差异,使对磁敏感效应的敏感性最大化。首先在进一步处理前先对相

位图像进行高通滤波以去除由于空气一组织界面以及主磁场的均匀性对相位造成的低频扰动

得到校正的相位图。第二步是建立一个新型的相位图 叫做相位蒙片。相位蒙片是用来抑制具

有特定相位像素的 对顺磁物质 与周围实质和脑脊液相比磁场的增加导致负性相位 对右手

系统来说为了利用这种负性相位 通过设置所有的相位标准化值在和 0和±P之间产生相位蒙

片。在临床实践中经常用最小强度投影来帮助显示扭曲的结构和显示静脉血管系统的连续性它

还帮助区别不与主要静脉相邻的出血。 

磁敏感加权成像在中枢神经系统的临床应用主要为 1脑血管病早期、微量出血性病变，2脑血

管畸形，3脑静脉（窦）的血栓形成，4脑肿瘤，5神经系统变性病 

 

 

EP-2216 

扩散张量成像对幻肢痛患者脑微观结构变化的研究 

 
宋赣军,张体江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563003 

 

 

目的 利用扩散张量成像（diffusion tensor imaging，DTI）数据基于体素分析（Voxel-

based analysis，VBA）方法，探讨幻肢痛（phantom limb pain，PLP）患者脑微观结构变

化。方法  选取符合入组标准的 20例截肢后幻肢痛患者和 20例正常对照行磁共振头颅 DTI

检查，疼痛评估使用视觉模拟评分法（VAS）。应用 FSL软件进行预处理，计算各向异性分数

(fractional anisotropy,FA)和平均弥散系数(mean diffusivity,MD)图，使用统计参数图

（Statistical Parametric Mapping 8,SPM8）软件对 2 组数据进行两样本 t检验，提取两组

间有显著差异脑区为 mask，对幻肢痛患者脑微观结构变化和 VAS疼痛评分进行相关性分析。 

结果  与正常对照组比较，PLP患者双侧丘脑、扣带回、双侧岛叶、双侧颞叶 FA值减小

（P<0.01)；中央前回、扣带回、双侧岛叶、双侧颞叶、右额叶 ADC值增高(P<0.01)；PLP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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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左侧丘脑 FA值与 VAS疼痛评分相关（r=-0.65,P<0.05)。结论   DTI能发现 PLP患者脑组

织微观结构异常，为 PLP中枢机制研究及疗效评价提供客观依据。 

 

 

EP-2217 

T2WI 联合 DWI 对宫颈癌盆腔淋巴结转移的诊断价值探讨 

 
肖雄

1
,肖雄

1
 

1.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2.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目的：探讨弥散加权成像（DWI）联合磁共振 T2WI在宫颈癌患者盆腔淋巴结转移的诊断价值。

方法：选取我院收治的由病理确诊 27例宫颈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术前在我科完成弥散加权

成像（DWI）联合 T2WI检查，一共发现可疑淋巴结 53枚，根据术后清扫淋巴结果确诊阳性淋

巴结 30枚，阴性淋巴结 23 枚.由两位高年资影像医师通过对术前两组淋巴结的 T2WI的信号

高、低进行分析判断，得出患者是否存在盆腔淋巴结转移；另外比较转移与非转移淋巴结平均

表观扩散系数值。利用一致性检验比较两组医师对 T2WI信号观察的一致性，利用卡方检验比

较 T2WI信号高、低观察两组淋巴结的敏感度、特异度、假阴性率、假阳性率；通过将两组淋

巴结 ADC值进行 t检验，判断其是否存在差异；利用绘制受试者工作曲线（ROC曲线）对两组

淋巴结 ADC值进行比较分析，寻找判断阴、阳性组淋巴结间 ADC值的临界点。结果：通过

T2WI信号判断是否存在转移的敏感度为 60%，特异度为 47.8%，假阴性率为 40%，假阳性率为

52.2%，转移性淋巴结 T2WI 信号强度略高于非转移性淋巴结，但转移与非转移 T2WI信号差异

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转移性淋巴结患者平均 ADC值明显低于非转移性淋巴结，两者

ADC值分别为 1.02±0.19x10-3 mm2.s-1、1.30±0.22x10-3mm2.s-1，两者比较 ADC值有统计

学意义(P<0.05)，另外两组淋巴结 ADC值 ROC曲线下面积为 AUC=0.890，鉴别良恶性淋巴结

ADC值得最佳分界值是 0.99±10-3mm2.s-1。结论：当单独通过 T2WI信号来判断宫颈癌盆腔淋

巴结是否存在转移时，该指标的作用有限，当利用磁共振 T2WI联合弥散成像（DWI）时能够清

晰观察宫颈癌盆腔淋巴结转移情况，同时可通过测量淋巴结 ADC值定量分析预测宫颈癌是否发

生盆腔淋巴结转移。 

 

  

 

 

EP-2218 

基于体素的形态学研究方法（VBM）对膀胱过度活动症

（OAB）病人脑结构的定量研究 

 
王双坤,左龙,周洋,王飚,蒋涛,顾华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100020 

 

研究目的：比较 OAB病人组与正常对照组皮层体积差异，并进行皮层体积与临床指标 OABSS的

相关性分析。 

材料与方法： 按照纳入及排除标准，纳入 OAB病人 28名及正常被试 30名，进行疾病严重程

度评分（OABSS）评分及社会心理因素评估评分。MRI采集应用磁化准备快速梯度回波成像

(MagnetizationPrepared Rapid Acquisition Gradient Echo，MPRAGE)序列采集被试人群全

脑 3D结构像，应用 VBM-DARTEL（Diffeomorphic Anatomical Registration Thr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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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onentiated Liealgebra）分析 OAB病人及正常对照组脑结构，比较二组之间皮层体积的差

异。并采用非参数置换检验分析进行 OAB病人皮层体积与临床指标 OABSS及精神、社会心理因

素各项评分（SAS和 SDS）的相关性分析。 

    结论：OAB病人组 OABSS评分为 8.43±2.83；OAB病人组 SAS评分（45.82 ± 1.78）

高于对照组（39.48 ± 1.30，t=2.94, p=0.0047），但未达到焦虑诊断标准，在正常范围；

OAB病人组 SDS评分（53.61 ± 1.78）高于对照组（43.15 ± 1.50，t=4.54, p=0.0001），

达到轻度抑郁诊断标准。与正常对照组相比，OAB病人的小脑、海马、脑叶、颞上回、前扣带

回、尾状核和额中回灰质体积减小。其中右侧小脑半球局部灰质体积与 OABSS评分存在显著负

相关性。 

    讨论：与正常对照组相比，OAB病人存在多部位脑灰质体积明显缩小，其中右侧小脑

半球局部灰质体积与 OABSS 评分存在显著负相关性，提示 OAB的严重程度可显著影响到脑结构

的完整性。脑灰质体质可能成为临床评估 OAB病程的生物学指标。 

 

 

EP-2219 

The Feasibility and Reproducibility of Quantitative 

Susceptibility Mapping in Evaluating the Osteoporosis 

for postmenopausal women 

 
Guo Yihao

1
,Mei Yingjie

2
,Zhang Xintao

3
,Chen Yanjun

3
,Chen Jialing

3
,Hao Shuai

3
,Zhang Xiaodong

3
,Feng 

Yanqiu
1
 

1.Guangdong 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of Medical Image Processing， School of Biomedical 

Engineering，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Guangzhou， China 

2.Philips Healthcare， Guangzhou， China 

3.Department of Medical Imaging Center， The Third Affiliated Hospital，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Guangzhou， China 

 

Purpose 

Osteoporosis characterized by low bone mineral density represents one major health 

condition and increases the mortality for postmenopausal women. Quantitative 

susceptibility mapping (QSM) can provide quantitative images of magnetic 

susceptibility source to assess the health and disease of many tissues [1]. The 

QSM was investigated in bone [2] and knee joint [3] in recent years. This work 

aims to validate the feasibility and reproducibility of QSM in evaluating the 

osteoporosis postmenopausal women. 

Materials and Methods 

Our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approved this prospective study, and written 

informed consent was obtained from all participants before enrolment. Eleven 

postmenopausal women (mean age, 61.3 years; range 50~72 years) were included in 

this study. The lumbar vertebrae (L1~L4, 28 lumbar vertebrae for 7 subjects) were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depending on the quantitative computed tomography (QCT) 

(normal: QCT > 120 mg/cm
3
; osteopenia: 80 mg/cm

3
 < QCT < 120 mg/cm

3
; osteoporosis: 

QCT < 80 mg/cm
3
). 

A radial 3D GRE-UTE sequence was implemented on a clinical 3 Tesla (T) scanner 

(Philips) using the following parameters: TE = 0.142, 2.4, 4.6, 6.8 ms, TR = 20 ms, 

FA = 25, voxel size = 1x1x2 mm
3
, matrix size = 256x256x75, total acquisition time 

for all echoes = 9 min. Each subject was scan two times separat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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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uming the negligible effect of chemical shift at the acquired TE, the total 

field map was obtained from complex MR signals using nonlinear least squares 

fitting method [4], and then was unwrapped by using graph cuts [5]. Projection 

onto dipole fields [6] was used for background field removal. Finally, 

susceptibility maps were estimated with the L1-regularization [7]. The R2* maps 

were obtained by fitting the magnitude images using auto-regression on linear 

operations [8]. 

Results 

Figure 1 shows field maps and susceptibility maps for three representative 

subjects (normal, osteopenia and osteoporosis). The averaged QSM value is 105.6 

ppm for the representative subject with osteoporosis, which is higher than the 

subject with osteopenia and the normal subject. Figure 2 shows the scatterplots of 

QSM versus QCT and R2* versus QCT for lumbar vertebrae. The coefficient of 

determination between QSM and QCT is R
2
 = 0.7356, demonstrating the strong 

correlation between them. There is no correlation between R2* and QCT, with the R
2 

= 0.0111. Figure 3 shows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for QSM between two scans (R
2
 

= 0.882) and the results of Bland-Altman analysis between two scans with the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CoV) of 30.9%. Group statistics were calculated with QSM 

value (Figure 4), showing that the QSM value for the subject with osteoporosi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normal subject (P < 0.01) and the subject with 

osteopenia (P < 0.01). 

Conclusion 

The preliminary results of 7 subjects revealed there was strongly correlation 

between QSM and QCT and no correlation between QSM and R2*, demonstrating that QSM 

is feasible in the assessment of osteoporosis. QSM has the potential to be a 

biomarker providing new insights into osteoporosis. 

 

 
EP-2220 

DTI 鉴别子宫内膜癌与子宫内膜息肉的价值 

 
朱姣姣,刘爱连,陈丽华,田士峰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6011 

 

 

目的：探讨扩散张量成像(DTI)对子宫内膜癌和子宫内膜息肉的鉴别价值。方法：分析行常规

MRI 和 DTI 检查并经病理证实的子宫内膜癌 20 例和子宫内膜息肉 22 例，测量 2 组病变区的表

观弥散系数(ADC)、各向异性(FA)，比较两组间是否存在差异。结合 T2 序列对病灶进行定位，

手动选取感兴趣区(ROI)。结果：子宫内膜癌组 ADC、FA 分别为(9.40±1.11)×10
-10
mm

2
/s、

0.16±0.04 和 268.24±104.5，子宫内膜息肉组 ADC、FA 分别为(15.67±3.39)×10
-10
mm

2
/s、

0.24±0.12 和 122.65±59.98，采用非参数检验两组数据，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

论：ADC、FA 可用于鉴别子宫内膜癌和子宫内膜息肉中，具有一定鉴别诊断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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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221 

DCE-MRI 定量参数对直肠癌 T 分期的相关性研究 

 
管枢

1,2
,朱绍成

1
,张单霞

1,2
 

1.河南省人民医院 

2.新乡医学院研究生处 

 

目的 探讨动态增强磁共振成像中各定量参数与直肠癌 T 分期的相关性。 材料与方法 纳入我

院 2016年 10月-2017年 5 月经病理证实为直肠癌患者共 38例，于术前行常规序列和动态增

强序列扫描，应用 Tofts模型后处理得到 3个定量参数，分别为转运常数( K
trans

 ) 、速率常

数( Kep) 、容积分数( Ve) 值，分析各参数值在直肠癌不同 T分期之间的关系。 结果 K
trans

值、Kep值和 Ve值随 T分期的增高呈逐渐增大趋势，其中直肠癌 T2 ～T4a期的 K
trans

值分别为

（0.249±0.020）min
-1
 、（0.368±0.041）min

-1
、（0.460±0.139）min

-1
，K

trans
值在不同 T

分期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Kep值分别为（0.823±0.194）min
-1
,

（1.147±0.170）min
-1
,（1.588±0.262）min

-1
，Kep值在不同 T分期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Ve值在不同 T分期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磁共振动态增

强定量参数 K
trans

和 Kep值在直肠癌的诊断上具有一定应用价值，对术前肿瘤分期的评估及治疗

方案的制定具有一定的潜在的应用价值。 

 

 
EP-2222 

Sensitive Enhancement of Vessel Wall Imaging with an 

Endo-esophageal Wireless Amplified NMR Detector (WAND) 

 
zeng xianchun

1
, Qian Chunqi

2
,Wang Rongpin

1
 

1.Department of Radiology， Guizhou Provincial People’s Hospital 

2.Department of Radiology，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urpose: 

To improve the imaging quality of vessel walls with an endo-esophageal Wireless 

Amplified NMR Detector (WAND). 

Methods: 

A cylindrically shaped double frequency resonator has been constructed with a 

single metal wire that is self-connected by a pair of nonlinear capacitors. The 

double frequency resonator can convert wirelessly provided pumping power into 

amplified MR signals. This compact design makes the detector easily insertable 

into a rodent esophagus. 

Results: 

The detector has good longitudinal and axial symmetry. Compared to an external 

surface coil, the WAND can enhance detection sensitivity by at least 5 times, even 

when the distance separation between the region of interest and the detector’s 

cylindrical surface is twice the detector’s own radius. Such detection capability 

enables us to observe vessel walls near the aortic arch and carotid bifurcation 

with elevated sensitivity. 

Concl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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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ylindrical MRI detector integrated with a wireless powered amplifier has been 

developed as an endo-esophageal detector to enhance detection sensitivity of 

vessel walls. This detector can greatly improve the imaging quality for vessel 

regions that are susceptible to atherosclerotic lesions. 

 

 

 
EP-2223 

3D-ASL 联合 SWAN 在急性脑梗死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王显峰 

重庆市第七人民医院 400054 

 

【摘要】 目的 探讨３D动脉自旋标记灌注成像(3D-ASL)联合应用磁敏感加权技术(SWAN)在急

性脑梗死诊断的应用价值。方法 采用美国通用 SIGNA 1.5 T磁共振成像系统，31例急性脑

梗死患者行常规 MRI 序列（T1WI、T2WI、T2FLAIR、SAG-T2WI）、DWI、SWAN、3D-ASL 检查，

根据病情需要，3例患者行增强扫描。 

结果  常规 MRI和 DWI结合诊断 31例病人均为急性脑梗死，并找到责任病灶；SWAN序列成

像检查 23例急性脑梗死患者脑内有微出血灶，呈点状、圆形、椭圆形低信号，分布在病灶内

及病灶以外区域，显示病灶区静脉血管形态改变，大动脉阻塞的血栓也可以显示，明显优于常

规序列。３D-ASL显示病灶的脑血管灌注特点和侧支循环供血情况、评价半暗带范围。结

论  SWAN显示急性脑梗死并发的微出血及梗死区域静脉情况，对于患者治疗方案的确定起着

重要的作用；3D-ASL与 SWAN 序列联合应用应作为急性脑梗死检查的常规序列，既评价急性脑

梗死患者的脑血流灌注特点、动脉血栓，还能够评价患者是否伴发出血及潜在出血风险，对急

性脑梗死患者溶栓治疗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关键词】急性脑梗死；3D-ASL；SWAN；磁共振成像 

 

 
EP-2224 

鼻咽癌侵犯舌骨上区颈部间隙的 MRI 研究 

 
赵锦洪

1
,杨智利

2
,徐仁根

1
,刘岚

1
,孙美

1
 

1.江西省肿瘤医院 

2.江西省妇幼保健院 

 

目的 用 MRI研究鼻咽癌侵犯舌骨上区颈部间隙的规律。 材料与方法 回顾分析 2016年 1月

至 12月江西省肿瘤医院经病理学证实的鼻咽癌初诊患者 300例，治疗前行鼻咽部 MRI 平扫+增

强扫描及颈部 MRI平扫。由 2名有经验的影像诊断医师结合“鼻咽癌 2008分期标准”对其进

行 T分期，观察鼻咽癌侵犯舌骨上区颈部间隙的侵犯情况及其与 T分期的关系。 结果 (1) 鼻

咽癌侵犯舌骨上区颈部间隙的侵犯率：咽黏膜间隙(280例)、咽旁间隙(230例)、咀嚼间隙

(190例)、咽后间隙(185例)、椎周间隙(163例)、颈动脉间隙(72例)、腮腺间隙(23例)、下

颌下间隙(9例)、面颊间隙(3例)。 (2)T1期 10例(3.3%)仅限于咽黏膜间隙；T2期 41例，其

65.9% (27/41)侵犯咽旁间隙； T3期 80例(26.7%)的侵犯率为咽黏膜间隙(100%， 80/80)、

咽旁间隙(100%，80/80)、咽后间隙(63.8%，51/80)、咀嚼间隙(61.3%， 49/80)、椎周间隙

(62.5%，50/80)及颈动脉间隙(42.5%，34/80)，下颌下间隙、腮腺间隙、面颊间隙及颈后间隙

均未侵犯；T4期 123例(41%)的侵犯率为咽黏膜间隙(100%，123/123)、咽旁间隙(100%， 

123/123)、咀嚼间隙(100%，123/123)、咽后间隙(80.0%， 91/123)、椎周间隙(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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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123)、颈动脉间隙(40.7%，50/123)、腮腺间隙(24.4%，30/123)、下颌下间隙(4.1%，

5/123)及面颊间隙(2.4%，3/123)，颈后间隙未见受侵。(3)向单、双侧侵犯率为 30.3% 

(91/300)和 73.3%(220/300)。结论 鼻咽癌对舌骨上区颈部间隙侵犯，咽旁间隙侵犯最高，

颈后间隙未受侵，向侧方浸润多于向后方，向后方浸润多于向侧后方，向双侧浸润多于向单

侧。 

 

 
EP-2225 

体素不相干运动成像参数及其联合磁共振动态增强鉴别乳腺

良恶性病变的价值 

 
方珍,刘玉凤,许茂盛,王世威,渠静静 

浙江中医院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浙江省中医院 310006 

 

目的：探讨体素不相干运动（IVIM）对乳腺良恶性病变的鉴别诊断价值,以及 IVIM联合磁共振

动态增强（DCE-MRI）对乳腺病变的诊断效能.方法：回顾性分析经穿刺活检或手术病理证实的

55例乳腺病变,恶性肿瘤 34 例、良性肿瘤 21例.患者均行 IVIM、DCE-MRI及常规 T1WI、

T2WI、DWI扫描,观察病变形态结构,并测量快扩散系数 D*(fast ADC),慢扩散系数 D(slow 

ADC)、快速扩散所占的容积分数 f(fraction of fast ADC)及时间－信号强度（TIC）曲线类

型、达峰时间（Tmax）、早期强化率（EER）、峰值强化率（PER）、信号增强比（SER）、峰

值（SImax），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正态分布计量资料)或χ2检验(计数资料)比较恶性组和

良性组间患者一般情况、病变形态结构和定量、半定量测量参数间的差异;以病理结果为金标

准,采用 ROC评价 IVIM参数(D*、D、f值)及联合 DCE-MRI的诊断效能.结果：乳腺恶性病变组

患病年龄高于良性组,绝经后女性多见,病灶以不规则肿块型为主,与良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P<0.05);良、恶性病变患者的体质量指数及病灶大小形态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恶性病变的 Tmax、PER、SImax、f值显著低于良性病变（P ＜0．05），恶性病变以Ⅲ型曲线

为主，良性病变以Ⅰ型曲线为主, TIC曲线类型在良、恶性病变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f值鉴别乳腺良、恶性病变的诊断效能最高（AUC=0.908），敏感度、特异度分别为

85.3%,91.5% ,IVIM联合 DCE-MRI诊断敏感度、特异度明显提高,可分别达 91.7%、95.5%。结

论：IVIM在鉴别诊断乳腺良恶性病变上具有价值,联合应用 IVIM及 DCE-MRI可以提高临床对

乳腺良恶性肿瘤诊断和鉴别诊断的敏感性和特异性。 

  

 

 

EP-2226 

3.0T 磁共振关于健康人群大脑前动脉 A1 段变异的 MRA 研究 

 
彭华荣,宋建勋,赵双全 

深圳市宝安区人民医院 518101 

 

【摘要】 

目的：探讨 3.0T磁共振血管成像术(MRA)评价健康人群中大脑前动脉 A1段(ACA—A1段)变异

类型和发生率。 

方法：回顾性分析 237例无明显脑部病变和血管病变的 MR资料，分析 A1段变异情况，将大脑

前动脉 A1段(ACA—A1)存在变异的病人归为变异组，其他受试者随机选择 100例为对照组。采

用 X
2
检验，比较变异组与对照组 ACA—A2段变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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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共发现 60例 MRA图像显示 A1段存在变异，变异率为 25.3％(60／237)，其中大脑前动

A1段发育不良 38例，大脑前动脉 A1段缺如 20例，A1段开窗变异 2例；变异组的 A2段变异

率 8．3％(5／60)，其中奇大脑前动脉 1例，三倍体大脑前动脉 2例，A2开窗 2例；对照组

A2段变异率 3．0％(3／100)，其中奇大脑前动脉 2例，三倍体大脑前动脉 1例，A2开窗 0

例；变异组 A2段变异率较对照组高，但两组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x
2
 =1.263，P＞0．

05)。 

结论：健康人群大脑前动脉 A1段存在多种变异，分析 MRA图像时要正确认识到这些变异，神

经外科和神经介入术前计划制定要考虑到这些变异。 

 

 

 
EP-2227 

Disrupted Small-world property of the Default Mode 

Network in Obstructive Sleep Apnea 

 
Chen liting,Peng Dehcang,Li Haijun,Ye Chenglong,Gong Honghan,YU Honghui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cha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06， Jiangxi Province， China 330006 

 

Objects This study attain to explore the topological alteration of default 

mode network (DMN) in OSA patients using graph theoretical analysis 

in resting-state fMRI. Methods Forty-six newly diagnosed untreated severe male 

OSA patients and 46 male good sleepers (GSs) were recruited and their resting-

state fMRI data were obtained. We specifically selected 20 subregions of DMN to 

construct a binary network. The global and regional network measures of 

DMN were obtained and compared by graph theoretical approaches. The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neuroimaging measures and 

clinical variables was analyzed. Results In both the OSA and GS groups, the DMN 

exhibited "small world" attribute. Compared with GSs, OSA patients showed a 

decreased Cp (0.05≤Sp≤0.12 and 0.15≤Sp≤0.50), Eloc (0.05≤Sp≤0.12 and 

0.15≤Sp≤0.50).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change in Lp and Eglob in the DMN of 

the OSA group. Compared with HC group, the nodal degree, nodal betweenness and 

nodal efficiency of the left posterior cingulate cortex in OSA patients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while increased in the right parahippocampal cortex. The 

nodal betweenness of the dorsal 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wa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while increased in the ventral 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of OSA 

patients (P <0.05, Bonferroni correction). Conclusion OSA patients showed "small 

world" attribute in the DMN, while the global and regional network 

measures were disrupted. Reduced blood oxygen saturation can lead to the 

reorganization of DMN in OSA patients, and impaired network properties of DMN 

may provide further evidence of cognitive deficit in OSA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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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228 

MRI 瘘管造影术在复杂性肛瘘诊断中的应用探讨 

 
李智勇 

深圳市第七人民医院深圳市盐田区人民医院 518081 

 

目的: 肛瘘是肛门部常见疾病，手术是其主要治疗方法。术前诊断的关键是明确肛瘘的内口

位置、瘘管的走行路线及其与周围肌肉的关系,通常情况下，常规 MRI检查已能较明确显示肛

瘘的内口位置及瘘管的走行。但部分肛瘘病人，特别是复杂性肛瘘病人，由于瘘管的粘连、闭

合，及瘘管的走向复杂，常规 MRI检查不能明确显示。本研究的目的探讨在复杂性肛瘘中的诊

断中，MRI瘘管造影术应用的可行性及价值。 

方法: 对临床资料齐全的复杂性肛瘘患者 50例患者行肛瘘常规 MRI检查及 MR瘘管造影检

查，肛瘘常规 MRI检查，主要行冠状面＋横轴面成像。扫描序列多采用自旋回波(SE)序列、快

速梯度回波(SPGR)序列、短 T1反转恢复(STIR)序列和 DWI序列。MR瘘管造影检查方法，经肛

瘘外瘘口置入造影导管，导管应有足够深度，以防造影剂外漏，通过置入导管注入造影剂，造

影剂采用钆类造影剂约 15-30毫升，充盈肛瘘瘘管，用 1.5TMR 行 3D快速扫描序列，造影前后

图像做剪影及三维后处理。由两位擅长盆底疾病诊断的高年资影像科医师独立阅片，不同意见

经讨论达成共识得到最后结果。 

结果: 在 50例复杂性肛瘘患者中，MR瘘管造影成功 30例（60%）在 MR瘘管造影成功的 30

例复杂性肛瘘患者经手术证实肛瘘内口共计有 42个，瘘管 52个，MRI瘘管造影瘘管内口显示

39个，阳性率为 92.85%。MRI瘘管造影显示瘘管条 47个，阳性率为 90.2%。MR瘘管造影未成

功 20例（40%），失败的原因有：外瘘口皮肤炎症痛、觉敏感难以接受造影的 10例（50%），

瘘管分支粘连不显影 7例（35%），肛瘘无外瘘口无法进行瘘管造影 3例（15%）。 

结论: MRI瘘管造影术在复杂性肛瘘中的诊断中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及诊断价值，但在检查技术

上需要进一步改进，以提高 MRI瘘管造影检查的成功率。 

关键词：肛瘘，内口，瘘管，造影，核磁共振成像，三维重建 

  

 

 
EP-2229 

磁敏感加权成像在坏死性脑胶质瘤和脑脓肿 

的鉴别诊断中的价值分析 

 
马伦

1
,白岩

2
,王梅云

2
 

1.郑州大学人民医院 

2.河南省人民医院 

 

目的 分析磁敏感加权成像(susceptibility weighted imaging, SWI)在坏死性脑胶质瘤与脑

脓肿鉴别诊断中的价值。材料与方法 回顾性分析 23例坏死性脑胶质瘤患者和 16例脑脓肿患

者，所有患者均在 3.0T磁共振成像仪上进行了常规磁共振成像和 SWI，通过是否检出病灶内

磁敏感信号(intralesional susceptibility signal, ILSS)来评价 SWI对鉴别坏死性脑胶质

瘤与脑脓肿的价值。结果 23例坏死性胶质瘤患者中，20例患者检出 ILSS，阳性率为 87%。16

例脑脓肿患者中 8例检出 ILSS，阳性率 50%，利用 ILSS 区分坏死性胶质瘤和脑脓肿敏感性

87%，特异性 50%，坏死性脑胶质瘤患者 ILSS检出率显著大于脑脓肿患者（OR=6.67，

P=0.017）。结论 SWI在坏死性脑胶质瘤与脑脓肿的鉴别诊断中具有重要价值，可以为临床诊

疗提供一种新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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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230 

高分辨率磁共振血管壁成像在颈部动脉夹层中的诊断价值 

 
杨帅,王小宜,廖伟华,周高峰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410008 

 

目的：分析颈部动脉夹层在高分辨率磁共振（HRMRI）血管壁成像（vessel wall imaging，

VWI）中的影像学特征,并探讨 HRMRI-VWI在颈部动脉夹层诊断的应用优势。方法：搜集 2015

年 12月-2017年 6月颈部血管同时行 DSA、CTA、CE-MRA及 HRMRI-VWI的 21例患者的双侧颈

动脉、椎动脉及基底动脉共 105支血管,以 DSA为诊断金标准,计算 CTA、CE-MRA及 HRMRI-VWI

诊断颈部动脉夹层的敏感性、特异性等指标。结果：DSA诊断为夹层的 19支血管（7支颈动

脉、5支椎动脉、7支基底动脉）中，HRMRI-VWI诊断夹层敏感性为 94.2%,特异性为 92.6%,阳

性预测值为 96.7%,阴性预测值为 92.7%，MRA诊断夹层敏感性为 64.2%,特异性为 82.6%,阳性

预测值为 76.2%,阴性预测值为 87.7%，CTA诊断夹层敏感性为 84.2%,特异性为 84.6%,阳性预

测值为 86.7%,阴性预测值为 82.9%。新月形或环形的呈短 T1信号的壁间血肿（14支）、壁间

血肿或假腔沿真腔呈螺旋状走行（10支）、逐渐变细的狭窄或呈“火焰状”闭塞（6支）、内

膜片（5支）、双腔征（5支）、动脉瘤样扩张（2支）、随访中出现真假腔形态改变或闭塞

的管腔再通（2支）为颈部动脉夹层在 HRMRI-VWI中的特征性表现，其中新月形或环形的呈短

T1信号的壁间血肿出现率(73.7%)最高。结论：HRMRI-VWI能同时显示管腔及管壁信息,对颈部

动脉夹层敏感性高,对于其他影像学检查无法确诊的夹层病例,可行 HRMRI-VWI提高诊断正确

率；新月形或环形的呈短 T1信号的壁间血肿是颈部动脉夹层最常见的 HRMRI-VWI表现。 

 

 
EP-2231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chronic hepatitis with the 

sequence of DTI  

 
lu xin,Shu Jian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outhwest Medical University 646000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value of DTI in early diagnosis and staging for chronic 

hepatitis. 

Methods : Seventy male Sprague-Dawley rats of 6~7 weeks were selected, and their 

weight was 150~200g. Chronic hepatitis was induced in experimental 

group (n=60) by 40% carbon tetrachloride subcutaneous injections,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n=10) received saline injections. PHILPS 3.0T MRI and 8 channel 

knee coil used as scanning equipment. DTI was performed using single-shot spin-

echo echo-planar imaging (SE-EPI) sequence with b factors of 0 and 800s/mm
2
, 

and scanning selected 15 orthogonal directions of diffusion gradient. All 

images were transferred to the postprocessing workstation of PHILPS to measure 

MR parameters, and the related parameters included the value of average apparent 

duffision coefficient (ADC), fractional anisotropy (FA). All data processed by 

SPSS22.0 statistical softwar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used to study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MR parameters and hepatic 

inflammatory grade(G), fibrosis stage(S), the degree of steatosis(F). The 

regression equation was established and the partial correlation coefficien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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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 calculated. If there are multiple related factors, multivariate analysis of 

variance (MANOVA) is used, and if there is only one related factor, one way 

analysis of variance(ANOVA) is used. The groups were compared by least-

significant difference(LSD). P<0.05 was found to b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Results: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of MR quantitative date: There were 

negative correlations between the hepatic ADC value and fibrosis stage, 

ADC value and inflammatory grade（r=-0.392，P=0.008）、（r=-0.359，P=0.015）, 

but the correlations were not high. There was no correlation between 

ADC value and steatosis（P=0.452）.There was positively correlations between 

hepatic FA value and fibrosis stage(r=0.409，P=0.005），and which had no 

correlation with other factors(P values were >0.05).  
The difference of MR quantitative indicators in different pathological 

groups: MANOVA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fibrosis each group and inflammatory each group about ADC value (F=1.250. 
P=0.309), (F=1.487, P=0.236). ANOVA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fibrosis each group about FA values (F=4.750, P=0.003). 
Comparing each group in different pathological by MRI quantitative date：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FA value between S4 and S0~S3 each 

group (P values were<0.05), and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S0~S3 each group (P values were>0.05), which suggested that the FA value 

could distinguish the early liver cirrhosis. 

Conclusion: The FA values could differentiate early cirrhosis, while there 

was of little significance in the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hepatic fibrosis in 

S0~S3 each group.  

  

 

 
EP-2232 

头颅 14 通道柔性线圈在 BOLD fMRI 成像中的价值 

 
谭文莉,詹松华,马文,徐慧慧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201203 

 

目的：评价头颅 14通道柔性线圈在针刺足三里穴血氧水平依赖功能磁共振成像（BOLD fMRI）

中的价值。方法: 招募 11例正常健康志愿者，使用同一磁共振仪、同一成像序列，先后采用

头颅 24通道硬质线圈、14 通道柔性线圈、16通道硬质线圈进行成像，成像序列包括 3D 

T1WI、BOLD fMRI，成像参数完全一致。对所获得图像进行评价，获得图像信噪比、主观评

分，并进行统计学分析。采用 14通道柔性线圈进行左侧足三里穴位电针刺激下的 BOLD fMRI

成像，图像通过 SPM软件进行后处理。结果：在 3D T1WI、BOLD fMRI图像中，14通道柔性线

圈和 24通道硬质线圈的信噪比均高于 HNC16线圈，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在 3D T1WI 图像

中，14通道柔性线圈、24通道硬质线圈和 16通道硬质线圈的主观评价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

义。左侧足三里穴位电针刺激后表现为右侧颞中回、额中回、额下回、左侧岛叶的正激活，左

侧额中回及海马旁回的负激活。结论： 头颅 14通道柔性线圈可以获得与 24通道硬质线圈相

仿的的图像质量，并可进行相关的 BOLD fMRI磁共振检查，获得理想的成像结果。 

 
EP-2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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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WI 在鉴别脓肿形成期肝脓肿与囊变坏死肝转移瘤的应用 

 
陶奉明,刘爱连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6011 

 

目的：探讨扩散加权成像在鉴别脓肿形成期肝脓肿与囊变坏死肝转移瘤的价值。 

材料与方法：回顾性分析本院 2010年 4月～2017年 3月行肝脏 MRI检查诊断结果，选取诊断

为肝脓肿和囊变坏死肝转移瘤病例，入组标准是：①未经过治疗肝脓肿或囊变坏死肝转移瘤；

②囊腔不小于 2cm，不合并出血；③囊变坏死肝转移瘤经手术病理证实或在随后复查中病灶的

数量或体积增大、抗炎治疗无效；④肝脓肿经手术病理证实、穿刺引流证实或抗炎治疗后复查

经影像学检查病灶减小或消失。囊变坏死肝转移瘤最终入组 19例，共 41个病灶。肝脓肿最终

入组 37例，共 50个病灶。两组患者均行 1.5T MRI常规 T1WI、T2WI扫描、增强扫描、DWI

（b=0,600 s/mm
2
）序列扫描。应用 AW4.6工作站对 DWI序列后处理生成 ADC图。在 ADC图上

放置 6个 ROI，ROI1放置在囊腔内（占囊腔 1/2～2/3），ROI2 、ROI3、 ROI4放置在囊壁上，

ROI5、ROI6放在病灶边缘 1cm 范围内肝实质（直径约为 0.5cm），且避开肉眼可见血管及肝内

胆管。分别测量并记录两组各参数 ADC值，并将囊壁及病灶周围 ADC值取均值。由两名观察者

分别测量并记录两组各参数 ADC值，并将各组囊壁及病灶周围肝实质 ADC值取均值。采用

Mann-Whitney U秩和检验对两组参数进行差异性分析，P＜0.05有统计学意义。并绘制相应的

ROC曲线。 

结果： 肝脓肿组和囊变坏死肝转移瘤组囊腔 ADC值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 ADC

值分别为（1.41±0.06）vs（2.43±0.52）×10
-3
mm

2
/s ，ROC曲线下面积为 0.915，灵敏度为

92.7%，特异度度为 86% 。 

结论：囊腔的 ADC值有助于脓肿形成期肝脓肿与囊变坏死肝转移瘤的鉴别。 

  

 

 

EP-2234 

The Correlation of Clinical and Image of Acromegaly 

Patients Based on 3.0T Cardiac Magnetic Resonance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Myocardial T1 and 

Extracellular Volume 

 
Liu Peijun

1
,Wang Yining

1
,Jin Zhengyu

1
,Cao Jian

1
,Lin Lu

1
,Li Xiao

1
,An Jing

2
,Guo Xiaopeng

1
,Xing Bing

1
 

1.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2.MR Collaborations NE Asia， Siemens Healthcare 

 

Purpose 

Cardiac magnetic resonance (CMR) T1mapping and extracellular volume (ECV) 

measurements might have advantages over routine sequences for early diagnosis and 

quantification of cardiac involvements.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find out if 

there might be some correlation between clinical information (GH, IGF-1…) and 

image measurements (T1and ECV…) for acromegaly patients. 

Methods 

The study received local ethical approval and all patients gave written informed 

consent. The included patients diagnosed of acromegaly with biochemical (GH, IGF-1)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1849 

 

and imaging examination (pituitary MRI) confirmed. The clinical information of 

each patient included age, height, weight, BMI, HR, course, serum concentration of 

GH and IGF-1, burden of GH (GH*course) and IGF-1 (IGF-1*course). Image data were 

collected on a MAGNETOM Skyra 3T MR scanner (Siemens Healthcare, Erlangen, 

Germany). All the patients underwent a standardized bolus contrast-enhanced CMR 

imaging including native and 15-20min post-contrast T1 mapping (modified Look-

Lockers inversion recovery sequence) imaging in identical short axis 2-chamber 

slices of basal, middle and apical LV level. Segmented native T1 mapping and ECV 

quantification base on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AHA) 16-segments model were 

accomplished semi-automatically using CVI42 software (Circle Cardiovascular 

Imaging, Canada), and the mean value of segments 1-6, 7-12 and 13-16 represent the 

values of the basal, mid and apex slice, separately. The image measurements 

included LVEDV, LVESV, LVEF, wall thickness at ED and ES, myocardial contractility, 

mass at ED, In-mass, T1 and ECV.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these variates were 

compared with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Native T1 and ECV of separate slices 

were paired and compared by ANOVA analysis. 

Results 

The study recruited 17 patients (mean age 45±18 years, 8 men). The results of 

clinical information were as follows: age 44.8± 18.4 y, height 1.69 ± 0.09 m, 

weight 73.8 ± 11.7 kg, BMI 25.6 ± 2.4 kg/㎡, HR 69 ± 9 beats/min, course 82 ± 

64 m, GH 37.7 ±40.8 ng/mL, GH burden 2277.0 ± 2127.0 ng/mL*m, IGF-1 937.4 ± 

309.1 ng/mL, and GH burden 78609.9 ± 67176.4 ng/mL*m. The results of image 

measurements were as follows: LVEDV 161.0 ± 29.4 mL, LVECV 66.5 ± 30.3 mL, LVEF 

59.7 ± 9.6 %, mass at ED 103.28 ± 34.9 g, In-mass 55.1 ± 15.7 g/ ㎡, myocardial 

contractility is 57.8±24.3% at basal slice,86.2±34.0% at mid slice,131.0±67.2% 

at apex slice. And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myocardial 

contractility at basal slice had a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GH burden (r=0.531,p= 

0.028), and IGF-1 had a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T1 of basal slice (r=-0.671, p= 

0.003), ECV of basal slice (r=-0.622, p=0.013) and ECV of apex slice (r=-0.664, p= 

0.007). Average per-slice Native T1 (1332.4 ± 47.7ms vs. 1299.5 ± 65.8ms 

vs.1319.3 ±46.6ms) and ECV (0.29±0.05 vs. 0.29±0.06 vs. 0.30±0. 04) show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basal, middle and apical LV level. 

Conclusions 

For acromegaly patients, the basal slice of heart might be the most involvement 

position, even the per-slice average native T1 and ECV showed no difference among 

basal, middle and apical LV level. Its contractility had a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GH burden, and both T1 and ECV had a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IGF-1. 

 

 

 

 

 

 

 

 
EP-2235 

磁共振动态对比增强药代动力学模型在鉴别富细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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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宫肌瘤中的应用 

 
赵振华,王苏波 

绍兴市人民医院 312000 

 

目的   比较动态对比增强 MRI（DCE-MRI）三种血流动力学模型定量灌注参数鉴别富细胞型

子宫肌瘤的价值。方法   自 2015年 9月至 2016年 9 月，收集经手术病理证实的子宫肌瘤

患者 64例（普通型 30例，富细胞型 13例，变性型 21例），术前行盆腔 DCE-MRI扫描,应用

三种血流动力学模型（Reference Region模型,Extended Tofts 模型，Exchange模型）测量

子宫平滑肌瘤的定量灌注参数值（K
trans

、Kep、Ve、Vp、PS、FP），对比分析不同病理类型间子宫

肌瘤定量灌注参数的的组间差异，筛选出有统计意义的参数， ROC曲线比较其诊断效能。结

果 Reference Region模型 K
trans

、
,
Kep, Extended  Tofts 模型中的 K

trans
、Kep、Ve、Vp及

Exchange模型中 Ve、Vp、FP值组间有统计学意义（P＜0.05）,这些参数在诊断富细胞型子宫肌

瘤的 ROC曲线下的面积分别为 0.849、0.695、0.929、0.837、0.679、0.689、0.245、

0.703、0.867。结论   三种血流动力学模型定量灌注参数在鉴别富细胞型子宫肌瘤均具有

较大价值，Reference  Region模型与 Extended  Tofts模型中的 K
trans

，Exchange模型中 FP

在鉴别富细胞型子宫肌瘤中的具有较高的敏感性与特异性。 

 

 
EP-2236 

Quantitative Tissue-Tracking and T1 mapping Cardiac 

Magnetic Resonance (CMR) in active acromegaly  

 
Liu peij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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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o J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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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 Lu

1
,Li Xi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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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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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o Xiaopeng

1
,Xing B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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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2.MR Collaborations NE Asia， Siemens Healthcare 

 

Purpose: To evaluate myocardial strain and extracellular volume of left 

ventricular (LV) in patients with active acromegaly by 3T Cardiac Magnetic 

Resonance  

Methods: In this IRB-approved retrospective case-control study, 23 patients (mean 

age 44±16 years, 9 males) with active acromegaly and 15 healthy controls (mean 

age 44±13 years, 7 males) were included. Both patients in active acromegaly and 

healthy controls had no detectable heart disease, no arterial hypertension and 

diabetes mellitus. All participants underwent a 3.0T (MAGNETOM Skyra, Erlangen, 

Germany) CMR examination including native and 15-20min post-contrast T1 mapping 

(modified Look-Lockers inversion recovery sequence) imaging in identical short 

axis 2-chamber slices of basal, middle and apical LV level. Feature-tracking 

analysis included assessment of peak strain of the short-axis slice in 

longitudinal, circumferential and radial direction of left ventricle (LV).Native 

T1 value, ECV and strain of basal, mid and apex slice, left ventricular mass index 

(LVMI) and 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 (LVEF) were measured via CVI42 

software (Circle Cardiovascular Imaging, Canada). 

Results: In acromegaly group, LVMI (60 ±26.1vs.47.5± 6.9 g/m2, P< 0.05) and ECV 

in basal slice (30.3 ±7.2vs.24.7± 6.9, P<0.05)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while 

longitudinal strain of apex slice (-19.17±5.01vs. -22.20±2.37, P<0.05) decre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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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ed to control group. Average per-slice Native T1 and ECV in mid and apex 

slice, circumferential and radial strain in basal, mid and apex slice show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acromegaly and healthy controls. 

Conclusion: Compared to healthy controls, acromegaly patients had increased LVMI, 

increased ECV in basal slice and decreased longitudinal strain of apex slice by 

CMR, which might indicate heart abnormity in early periods with normal LV systolic 

function. 

 

 
EP-2237 

原发性失眠患者扣带前回功能连接异常： 

基于静息态功能磁共振研究 

 
汪天悦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 510000 

 

目的：本研究基于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fMRI），探索原发性失眠患者（PI）静息状态下扣带

前回功能连接异常。方法：对 57例 PI患者及 46例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均匹配的健康对

照组进行静息状态下的功能磁共振成像扫描，以右侧扣带前回为种子点，应用功能连接方法，

得出全脑范围内与扣带前回功能同步性异常的脑区。结果：与正常对照组相比，在静息状态下

原发性失眠患者右侧前扣带回与双侧壳核、左侧脑岛、右侧额中回、右侧辅助运动区域功能连

接升高，与左侧颞中回，左侧楔前叶，左侧角回，右侧距状沟功能连接减低。结论：本研究发

现，静息状态下原发性失眠患者存在功能整合异常。 

  

 

 
EP-2238 

女性卡尔曼综合征影像学表现 

 
张会霞,程敬亮,文宝红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探讨女性卡尔曼综合征的影像学表现。方法：回顾性分析 6例经临床及影像学检查证实

的女性卡尔曼综合征的影像学资料。6例均为女性，年龄 16~38岁，平均年龄 26.2岁。所有

患者均行脑部及嗅球 MRI平扫、盆腔彩超及左腕关节 X线检查。结果：6例卡尔曼综合征患者

脑部及嗅球 MRI平扫表现为：①双侧嗅球嗅束未发育 4例，一侧嗅球未发育另一侧嗅球发育不

良、双侧嗅束未发育 1例；②单侧嗅沟发育不良 3例，双侧嗅沟发育不良 1例，双侧嗅沟前部

未发育、嗅沟后部发育不良 1例；③3例同时伴有垂体前叶发育不良。盆腔彩超 5例均提示子

宫体积小，其中 2例单侧卵巢显示不清，3例双侧卵巢均可显示。左腕关节 X线片提示骨龄延

迟 2例。结论：女性卡尔曼综合征影像学上主要表现为嗅球、嗅束、嗅沟未发育或发育不良及

内生殖器发育不良，可伴有垂体前叶发育不良及骨龄延迟，影像学检查对卡尔曼综合征的诊断

具有重要价值。 

 
EP-2239 

磁共振内耳水成像技术在先天性耳聋诊断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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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彩霞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050000 

 

目的:探讨磁共振内耳水成像对先天性耳聋患儿不同类型的内耳畸形的诊断价值，为临床进一

步诊治先天性内耳畸形提供丰富的影像学信息。 

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自 2014年 6月—2017年 7月收治的先天性耳聋患儿为研究对象，共

303例，年龄 1~14周岁，平均年龄 4.7岁；其中男性 171例，女性 132例；所有患儿均临床

证实为先天性耳聋患儿，所有入选病例均采用 PHILIPS Achieva 3.0T MR行磁共振内耳水成像

3D-DRIVE序列扫描。 

结果：所有 303例患者均行内耳成像，图像符合诊断标准，磁共振内耳水成像共检出耳蜗畸形

28例，其中 Mondini畸形 20例( 26耳)、大前庭导水管综合征 52例 ( 76耳)、前庭导水管

扩张 25 例 ( 32耳)、半规管畸形 10例 (14耳)，其中 3例为合并畸形、单纯鼓室积液 30

例 ( 42耳)、前庭蜗神经发育不良 12例(15耳)、内听道狭窄 8例（12耳）、其余 138例未

发现异常。54.5%患儿耳部有阳性征象，45.5% 患儿颞骨结构正常。 

结论：磁共振内耳水成像三维图像对内耳的显示是立体的，能从各个方位对上述显示的结构进

行观察，准确地显示内耳结构的各种畸形，可清晰的显示耳蜗螺旋、前庭、前庭导水管及半规

管的具体形态，对判断是否有内耳膜迷路的畸形、畸形的种类及程度显示清晰，并可从三维的

角度观察导水管与前庭之间的解剖关系，为临床提供详细的影像资料，为内耳畸形的类型以设

计相应的治疗方案提供有力的依据。此种磁共振内耳水成像检查方法无创无辐射，影像清晰，

对于婴幼儿的检查安全有效，易于推广和普及。 

 

 
EP-2240 

DSS 诱导大鼠溃疡性结肠炎 

急性期模型的 3.0T MRI 研究 

 
陈佳妮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550000 

 

 

目的  建立 SD 大鼠溃疡性结肠炎急性期模型，并于造模前、造模后行 MRI 相关检

查，根据实验大鼠的自身对照，分析大鼠 UC 急性期模型 MRI 表现及诊断价值,以

期为进一步探讨人类 UC 的 MRI 特征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材料与方法  使用 24 只雄性 SD 大鼠造模，造模前行 MRI 扫描作为正常对照，自由

饮用 8％DSS 溶液，造模成功再次行 MRI 扫描。扫描序列：𝜌常规 T1WI 和 T2WI

检查；𝜌DWI 检查；𝜌三维肝脏容积加速成像序列行动态增强扫描。测量及分析

的指标：𝜌常规 MRI：观察肠管的形态及信号特点，于轴位 T2WI 测量肠壁厚度、

T2 信号强度及同层面肌肉信号强度。计算肠壁-肌肉信号强度比；𝜌DWI：测量肠

壁的 ADC 值；𝜌LAVA 动态增强：制作时间-信号强度曲线 TIC ,计算出肠壁的相对

最大强化率，同时测量达峰时间（TTP)。检查完毕获取结直肠标本并切片行常规

HE 染色。 

结果 

1．造模前肠壁厚度（0.47±0.08)mm，造模后肠壁厚度(1.58±0.33)mm，造模后肠

壁厚度明显大于造模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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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造模前 T2WI 肠壁/肌肉信号比与造模后肠壁/肌肉信号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8.504,p<0.001），造模后肠壁的 T2WI 信号明显高于造模前的正常肠壁。 

3．在 b 值为 1000s/mm2 条件下， 造模后肠壁 ADC 值低于造模前。 

4．造模后肠壁的达峰时间有所延长,造模前肠壁达峰时间（3.25±0.45）s，造模后

达峰时间（4.05±0.51）s，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5．造模后肠壁的相对最大强化率高于造模前肠壁的最大强化率。 

结论 

轴位 T2WI 可以准确测量大鼠结直肠肠壁的厚度与信号强度。造模后大鼠的肠壁较

造模前增厚，T2 信号较造模前增高。应用 DWI 技术可以定量分析肠壁的 ADC

值，造模后大鼠肠壁 ADC 值较造模前减低。应用 LAVA 动态增强技术可以评价大

鼠造模前后肠壁的强化情况，造模后大鼠相对最大强化率较造模前增高，达峰时间

延长。 

 

 
EP-2241 

MR 多模态功能成像对卵巢癌新辅助化疗疗效的临床应用研究 

 
闫海龙,韩东明 

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453100 

 

目的 探讨 MR多模态功能成像（DCE-MRI、多 B值 DWI）对评价卵巢癌新辅助化疗疗效的应用

价值。第一部分：探讨 MR多模态功能成像对卵巢癌新辅助化疗疗效评估的价值。第二部分：

探讨 MR多模态功能成像对卵巢癌新辅助化疗疗效预测的价值。第三部分：探讨 MR多模态功能

成像对卵巢癌新辅助化疗短期预后的预测价值。 

方法 第一部分研究拟选取在我院就诊的卵巢癌初诊患者 100例，就诊前未做过任何肿瘤相关

治疗。于治疗前、治疗中、治疗末(新辅助化疗结束时)时行 MRI检查，先扫描常规 MRI 平扫，

无增强扫描禁忌症者(如核磁增强对比剂注射过敏史、过敏体质等)于平扫结束后当时行多 B值

DWI及 DCE-MRI。第二部分研究，根据第一部分患者治疗末肿瘤缓解情况分为两组：完全缓解

(CR)组及部分缓解(PR) 

组。两组的治疗前、治疗中所有数据采用 SPSS 1 7．0进行统计学分析。第三部分研究结合第

一部分及第二部分结果，对患者进行短期随访，随访时间为 3个月。 

结果 DCE-MRI各定量参数及 ADC值在卵巢癌新辅助化疗前、中、后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MR多模态功能成像可以作为判断卵巢癌新辅助化疗的疗效的可靠指标。 

 

 

 

 

 

 

 

 
EP-2242 

一种基于 ROI 种子点计算组水平默认功能网络的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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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分析与种子点 BOLD时间序列间的相关性已被成功应用于研究个体或组水平的默认功能网络

（Default Mode Network, DMN）。组水平研究种，计算流程一般为对个体数据分别求取相关

矩阵，组平均后再进行阈值化处理。该方法所得 DMN的网状结构特征严重受到初始种子点选取

的影响。为了改善这一影响，创新性地提出了一种数据级联分析方法用于研究组水平 DMN。 

材料与方法： 

使用同一 MRI序列（TR = 3000ms; TE = 32ms;体素大小= 3×3×3mm;时间点数= 120）采集了

421例 8-21岁正常被试的 fMRI图像。所有数据经过一系列相同的预处理程序，包括层间时移

校正、运动校正、空间平滑、带通滤波、干扰变量回归、解剖像配准以及标准 MNI解剖空间转

换等。基于 Dosenbach等人给出的定义，在 REST环境下构建半径为 5mm的先验 ROI模板。应

用位于 PCC区的种子点分别按传统方法计算得到 DMN，以 DMN的综合评分为应变量进行单因素

方差分析以验证初始种子 ROI的选取对 DMN的影响。为了表征所提出的新型数据降维+级联分

析方法的性能，使用 Sorensen相似指数来评估阈值固定为 0.3时对 DMN的鉴别能力，计算接

收器工作特性曲线（ROC）进行与阈值取值无关的全面比较。 

结果： 

方差分析结果显示，种子 ROI的选择对 DMN的结构有着重要影响[F = 168.629，p <0.0001]。

与传统方法相比，新型级联方法得到的 DMN的分布类似，基于全部数据以及两个子数据集计算

得到的 Sorensen相似指数分别达到了 84.37％，86.96％和 85.71％，进一步的 ROC分析印证

了这一现象。 

结论： 

传统方法得到的 DMN的结构受到初始种子点选择的影响。在对功能 DMN进行组水平分析时，数

据降维+级联的新型分析方法能削弱初始种子点选择对所得 DMN结构的影响，得到高可信度的

DMN网络结构。 

 

 
EP-2243 

瘤周水肿灌注梯度对高级别胶质瘤和转移瘤的鉴别价值 

 
林霖,薛蕴菁,段青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350001 

 

目的: 常规磁共振难以鉴别高级别胶质瘤和单发脑转移瘤。在该研究中，我们介绍了瘤周水肿

灌注梯度的概念，即近瘤水肿区与近正常白质水肿区 CBF值的差异，探索灌注参数在鉴别胶质

母细胞瘤和转移瘤之间的价值。 

  

方法: 连续收集 52名胶质母细胞瘤或单发转移瘤患者，在手术前行 3D-ASL扫描。测量瘤周水

肿区域的 CBF值（近瘤区：G1；中间区：G2；远瘤区：G3），分别计算 CBF梯度（CBFG1 –

CBFG3, CBFG1 – CBFG2 和 CBFG2 – CBFG3）。运用 ROC曲线寻找鉴别两肿瘤的最佳诊断阈值。 

  

结果: 胶质母细胞瘤瘤周的绝对/相对 CBF值和 CBF梯度明显大于转移瘤(P<0.038)。ROC曲线

分析显示，在 CBFG1 –CBFG3为 1.92ml/100g时，CBF梯度值鉴别胶质母细胞瘤和转移瘤的敏感

度(92.86%)和特异度(100.00%)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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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瘤周 CBF梯度可用于鉴别高级别胶质瘤和单发转移瘤，是一项相比更有价值的 ASL 灌注

参数。 

  

 

 
EP-2244 

胎盘 MRI 成像对胎盘植入部位的评估及 

在外科手术中的应用价值 

 
孙聪 

山东省医学影像学研究所 250021 

 

目的：探讨胎盘 MRI成像对胎盘植入部位的评估及其在外科手术中的应用价值。 

材料与方法：回顾性分析了 2016-01月至 2017-01月于我院行胎盘 MRI扫描并诊断为胎盘植入

的 25例患者的临床资料（包括年龄、孕周、手术方法、预后情况等）。所有患者年龄在 25-

35岁之间，孕周在 28-35W 之间, 患者一般规定在孕周 35 周时行手术治疗，手术方法包括保

宫治疗、子宫切除术等。胎盘 MRI 扫描中患者均行胎盘半傅立叶单次激励快速自旋回波(HASTE)

和真实稳态进动快速成像（True FISP）序列扫描。扫描出的图像,以正中矢状位图像为标准，

通过膀胱后壁中点做垂直于膀胱后壁的垂线，垂线以上子宫部分为 S1段，垂线以下子宫部分

为 S2段，分别由 2名高年资放射科医师采用双盲法独立分析 MRI图像，对 MRI征象及胎盘植

入的位置（S1/S2段）进行判读并准确描述。以术中所见或病理诊断结果为金标准，分别与

MRI医师的诊断结果进行对比。根据手术结果，统计植入部位为 S1段的患者保宫治疗的例

数、植入部位为 S2段的患者保宫治疗的例数。 

结果：MRI诊断为胎盘植入的 25例患者中， 18例植入部位位于 S1段，7例植入部位位于 S2 

段；术中或术后诊断中，2 例患者出现假阳性（前置胎盘），其余 23例患者中，植入部位位

于 S1段的有 17例患者；植入部位位于 S2段的患者有 6 例；其中位于 S1段的 17例患者中 15

例采取了保宫治疗；植入部位位于 S2段的 6例患者中，2例采取了保宫治疗。对 S1、S2段胎

盘植入患者分别采取保宫治疗方法的例数进行 X ²检验统计学分析，得出 X²值为 5.09，P＜

0.05，即胎盘植入部位位于 S1段、S2段对于采取保宫治疗方法具有明显的差异性。 

结论：胎盘 MRI能够清晰、准确的显示胎盘植入的部位（S1/S2段）, 在手术方法（保宫治

疗、子宫切除术等）的选择方面具有明显的优越性，对于指导外科手术具有重要的临床应用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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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基苯丙胺成瘾者脑白质损伤特征与精神症状的相关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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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甲基苯丙胺是一种极易上瘾的兴奋剂,在中国滥用人数已逐渐超越了海洛因。长期使用

甲基苯丙胺对人脑具有很强的神经毒性作用并可诱发精神障碍。但是，其潜在的神经机制仍不

明确，所致脑白质损伤特征与临床精神障碍之间的相关关系还不清楚。因此，本研究采用扩散

张量成像（Diffusion Tensor Image,DTI）方法，在全脑体素水平研究甲基苯丙胺成瘾者

（Methamphetamine Addiction，MA）的白质微结构变化特征，并分析其与神经精神症状的相

关性。方法：收集 MA和健康被试（Healthy Control，HC）各 25名，采用 3.0T磁共振扫描仪

进行全脑 DTI数据采集。所有被试在影像学检查前采用症状自评量表（Symptom check list-

90）进行精神症状评定。组间 FA（fractional anisotropy）比较采用白质骨架的空间统计进

行，组间人口学资料、径向弥散值（Radial Diffusivty，RD）和轴向弥散值（Axial 

Diffusivty，AD）的比较采用两样本 t检验，对脑白质差异区的 FA值、RD值及 AD值与 SCL-

90评分采用皮尔森相关分析，以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果：MA组在 SCL-90 中的强

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等项目评分显著高于正常被试。相对于 HC

组，MA组胼胝体膝部 FA值减低（P＜0.001，TFCE及 FWE校正）。在 FA值存在差异的脑区，

MA组 RD值显著升高，AD值组间无统计学差异。MA组与 HC组白质差异脑区的 FA值与 SCL-90

中敌对和偏执评分呈正相关，RD值与其呈负相关。结论：相对于健康被试，冰毒成瘾者存在

多项精神评分增高；MA成瘾者大脑白质完整性降低，且以髓鞘破坏为主，其损伤程度与敌对

和偏执程度具有相关关系，提示脑白质完整性的降低与其精神状态异常有关，这可能是冰毒所

致精神异常的潜在生物学基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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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eliminary study of normal bone marrow and AL 

bone marrow infiltration with IV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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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ssess the microstructure of marrow using the parameters of IVIM, then 

to investigate gender-related cellular and capillary network in marrow of healthy 

young adults. To discriminate the microstructure of marrow in patients with AML 

from ALL, and to evaluat cellularity, vascular volume and blood velocity of 

patients’ bone marrow of AL with IVIM parameters. 

Methods: 

     60 healthy young adults (30 males and 30 females) and 40 cases patients 

with acute leukemia newly confirmed by bone marrow aspiration and pathologically 

(20 cases of AML, 20 cases of ALL) underwent MRI scans at 1.5T using a 

conventional DWI and a IVIM (b= 0,10,25,50,100,200,400,600,800,1000, 1200s/mm2) 

sequence on sagittal planes covering the lumbar bone marrow. Measuring data 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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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 AW4.4 workstation, and then comparing the parameter value of males to females, 

and the parameter value differences between AML and ALL patients. 

Results: 

     Obtaining average parameter value of 2-4 lumbar vertebrae of healthy 

volunteers. The D value [(0.28±0.04)×10
-3
mm

2
/s] in females was higher than that 

[(0.20±0.04)×10
-3
mm

2
/s] in males,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t= -8.653, P=0.001), however, the ADC value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between female and males (t=-1.337, P=0.186). The f valu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females (31.70±3.65%) compared with males (28.94±5.52%; t= -2.286, P=0.026), 

however, D* value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in females [(46.72±12.90)×10
-3
mm

2
/s] 

than that [(91.78±30.83)×10
-3
mm

2
/s] in males (t=7.387, P=0.001). The D, f and D* 

value were no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second, third and fourth lumbar 

vertebras of females (t=0.022, P=0.978; t=0.942, P =0.397; t=0.445, P=0.642, 

respectively), there also were no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males (t =0.370, 

P=0.691; t=0.326, P=0.723; t=0.634, P=0.533, respectively).  

     Obtaining average parameter value of 2-4 lumbar vertebrae of acute 

leukemia (AL). The D value [(0.24±0.06)×10
-3
mm

2
/s] in patients with ALL was 

higher than that [(0.19±0.03)×10
-3
mm

2
/s] in patients with AML,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t= -3.363, P=0.002), however, the ADC value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between female and males (t=-1.891, P =0.070). The f 

valu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patients with ALL (24.06±8.67%) compared with 

patients of AML (18.71±5.27%; t= -2.377, P=0.023), however, D* value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in patients with ALL [(53.88±22.16)×10
-3
mm

2
/s] than that 

[(95.24±29.36)×10
-3
mm

2
/s] in patients of AML (t=5.028, P=0.001). The AUC (Area 

Under Curve) of D, D*, f values in discriminating ALL from AML were respectively 

0.77, 0.89 and 0.68. The optimal diagnostic threshold of D, D*, f values in 

identifying ALL from AML were respectively 0.21×10
-3
mm

2
/s, 64.16×10

-3
mm

2
/s and 

19.18%, sensitivity were respectively 75%, 90% and 65%, specificity were 

respectively 75%, 80% and 65%. 

Conclusion: 

      IVIM parameters can show the microstructure of marrow in younger 

females and males compared with the ADC values. Their cellularity and hemodynamic 

characteristics of bone marrow are different. IVIM parameters of patients with AL 

show that AML and ALL marrow microstructures are different. The D* value have the 

highest value to discriminate AML and ALL. 

 

 

 

 

 

 

 
EP-2247 

Quantification of liver fat after Gd-EOB-DTPA 

injection: a IDEAL-IQ feasibility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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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pose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explore the feasibility of liver fat 

quantification via dynamic liver enhancement scanning after injecting Gd-EOB-DTPA. 

  

Introduction 

Fat fraction is a key parameter for the diagnosis and monitoring of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NAFLD). Rapid radiological detection and diagnosis is 

essential for prompt clinical intervention in NAFLD [1]. Quantitative and 

effective clinical evaluation of fatty liver has been recently studied [2]. 

Although IDEAL-IQ has been broadly used to obtain information of the diffused 

lesions for morphological analysis and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of their metabolic 

changes, an efficient and optimized scanning protocol has not been setup. Moreover, 

some challenges associated with applying Gd-EOB-DTPA, a widely used liver-specific 

contrast media, need to be addressed. Application of IDEAL-IQ after an injection 

of Gd-EOB-DTPA and further evaluation of liver fat facilitate a comprehensive 

treatment. 

  

Materials and Methods 

A total of 79 patients were enrolled in this study. The exclusion criteria were: 1) 

poor image quality caused by factors such as incompatible breath-hold; 2) patients 

with focal liver lesions exceeding 50%; 3) patients who had abdominal operation; 

and 4) patients suspected iron overload. IDEAL-IQ was used to quantify liver fat 

in 65 patients who were injected with Gd-EOB-DTPA. The dosage was 0.025 mmol/kg 

followed by 20 mL saline. The injection speed was 2.0~3.0 mL/s. After injection of 

contrast agent, LAVA-MASK was used to perform dynamic-enhanced scanning in 

arterial phase, portal phase and equilibrium phase. IDEAL-IQ was performed four 

times to determine the fat fraction (FF) and R2*: pre-contrast, between portal 

phase (70 s) and equilibrium phase (180 s), delayed phase (5 min) and 

hepatobiliary phase (20 min). All the images were evaluated by functiontool9.4 to 

obtain FF and R2* values. The detection method selected portahepatis layer with a 

diameter of 16 mm in the right liver lobe to calculate the mean values（Fig.1）. 

The ROIs were selected by avoiding intrahepatic bile duct, blood vessel and focal 

liver lesion. The FF values detected by the image represented the fat content in 

the liver mass, which should not be greater than 5% in normal individuals. Using 

the same method, two more ROIs were drawn in spleen （Fig.1） and one more in 

spinal vertebral layer（Fig.2）. Their FF and R2* values were recorded at the four 

time points. The data were then expressed as mean ± SD, and analyzed by ANOVA for 

repeated measurements. Furthermore, in each region and at each time point, the 

values before and after injecting the contrast agent were compared, and Bland-

Altman was applied to analyze the difference. 

  

Results & Discussion 

For the 65 patients, the final FF and R2* values of the liver, spleen and spine 

are shown in Table 1. The FF values of liver, spleen and spine were compa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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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fore (at t1) and after (at t2, t3, and t4) injecting the contrast agent. The 

results show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The R2* values of liver, spleen and 

spine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after injection, indicating T2* alterations caused 

by Gd-EOB-DTPA. The hepatic FF measurements at t1, t2, t3 and t4 were in good 

agreement (95 % confidence interval), demonstrated by the Bland-Altman plots. 

These findings suggested good stability and repeatability of IDEAL-IQ FF 

measurements under the impact of Gd-EOB-DTPA. 

Until today, investigations on IDEAL related R2* changes caused by Gd has not been 

seen. Gd-EOB-DTPA (generated by a lipophilic EOB based on Gd) was absorbed by 

nearly 50% of the hepatic cells via organic anion transporting polypeptide (OATP). 

With a portion of the contrast agent entered hepatic cells from intercellular 

space, the magnetic field environment and T2*, instead of the water or fat 

composition, were altered. As a widely used liver-specific contrast agent, Gd-EOB-

DTPA has similar effect on T2* and T1 relaxation time compared with GD. IDEAL-IQ 

rectified the confounding factors that interfered with fat quantification such as 

T2* decay, multi-fat spectrum peak distribution, and generated water and fat 

images as well as FF and R2* maps. 

  

Conclusion 

With the injection of Gd-EOB-DTPA, IDEAL-IQ yielded consistent imaging results. 

Therefore, IDEAL-IQ performed measurements after different time points enhancement, 

increased MR efficiency and optimized the MR scanning protocol. It provides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liver fat 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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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POSE: 

To evaluate the reproducibility of γ-aminobutyric acid (GABA) in occipital lobe 

in normal subjects at 3T.  

Materials and Methods: 

Spectroscopic data were acquired from occipital lobe region in 16 normal adult 

volunteers (9 males and 7 females; mean age: 23.5±1.3) using J-editing technique 
and MEGA-PRESS pulse sequence (the sequence was developed on the platform of 

Siemens MR system, TR/TE=2000 ms /68 ms, VOI=25×25×25 mm
3
, BW=1200 Hz, 

Averages=320, the editing pulses applied at 1.9 ppm or 7.5 ppm in an interlea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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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ner) at a 3T scanner, and each scanned twice (duration between scans: 7 days). 

The GABA data divided into some groups, such as Visit1, for the first scan, Visit2, 

for the second scan, and Visit1&2, for the first and second scans. The 

reproducibility of GABA was assessed by the GABA+/NAA ratio,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CV) and t-test.  

Results: 

The mean GABA+/NAA ratio in the two scans of each subject was ranged from 0.179 to 

0.283, during which the CVs were below 10% in eleven subjects. The mean GABA+/NAA 

ratios of different groups were similar, and with the CVs below 15%. The t-test 

result showed that the two scans of all subjects ha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480). The mean GABA+/NAA ratio of male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at of female 

group, however, the CVs of male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at of female group. In 

addition, the t-test results also suggested that the two scans of both the two 

groups ha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280, p=0.973). However,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found in the mean GABA+/NAA ratio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22).  

conclusion: 

The measurements of GABA in occipital lobe demonstrated a good reproducibility in 

healthy volunteers with J-editing technique and MEGA-PRESS pulse sequence at 3T, 
and the mean relative concentration is higher in male than that in female. 

  

 

 
EP-2249 

不同发作类型癫痫结构协变网络研究 

 
张志强,许强,卢光明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210002 

 

目的：采用因果协变脑结构网络，观察原发全面发作性癫痫及继发全面发作性癫痫随疾病进展

不同而形成不同的丘脑皮层网络模型。 

方法：各取 114例原发全面发作性癫痫及继发全面发作性癫痫患者 MR三维 T1WI结构像数据，

并以 114例正常人做健康对照；以基于体素分析的方式提取三组样本的脑灰质密度图；先行三

组间方差分析，观察两组癫痫患者相比正常人脑灰质结构改变脑区，再对癫痫患者的病程信息

进行相关分析；最后，依癫痫病程时长对数据进行排序，取丘脑为感兴趣区进行残差 Granger

因果网络分析。并对两组患者中丘脑因果协变网络进行比较。 

  

结果：相比正常健康人群，两组癫痫患者均表现为明显的丘脑、小脑及额叶灰质结构的萎缩。

原发全面发作性癫痫中，丘脑体积与病程长度呈负相关，而继发全面性癫痫缺乏该征象。在因

果结构协变网络模型中，原发全面发作性癫痫表现为随病程进展出现的丘脑对皮层结构的因果

关系，而继发全面发作性癫痫表现为丘脑与皮层的双向因果关系。 

结论：原发全面发作性癫痫是原发丘脑结构损害，并通过丘脑-皮层网络继发皮层结构萎缩；

而继发全面发作性癫痫则存在丘脑-皮层的双向损害影响。提示结构协变网络是一个良好的方

法用于观察脑结构损伤的因果网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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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250 

T1 mapping 评价 SLE 心肌炎的应用价值 

 
崔亚东,张旻,陈敏 

北京医院 100730 

 

目的：系统性红斑狼疮（SLE）是一种全身性自身免疫疾病，累及心脏常见。SLE心肌炎可以

应用心脏磁共振 T2WI以及 LGE进行诊断，但敏感性仍较低。近几年新兴的 T1mapping技术，

可以对心肌的 T1值进行定量分析，从而显示细微以及弥漫性心肌纤维化改变，较 T2WI及 LGE

更为敏感。本研究旨在评价 T1mapping对 SLE心肌炎的应用价值。 

方法：研究连续纳入 20例 SLE患者（排除标准：高血压病史；糖尿病史；肾功能不全病史；

冠状动脉疾病史以及心肌病史），20例健康志愿者作为对照。将患者组按照有无胸痛、胸

闷、活动受限、心电图改变等分为有症状组和无症状组两个亚组。分别进行心脏磁共振检查，

扫描序列包括：亮血电影序列观察心脏室壁运动情况，进行后处理得出左室射血分数；对比剂

延迟增强（LGE）观察心肌有无纤维化，并可观察其范围和程度，并将患者组分为 LGE 阳性和

LGE阴性两组；T1mapping技术（MOLLI）测定心肌的 T1值，反映细微或弥漫的心肌纤维化改

变。将数据导入 IBM SPSS 21.0软件中，利用独立样本 t检验对数据进行分析。 

结果：经软件分析计算，SLE 患者组 LVEF与对照组并无显著差异（P>0.05）。SLE患者组心肌

T1值高于对照组，LGE阴性 SLE患者心肌 T1值同样高于对照组，两组间均有统计学差异

（P<0.05）。有症状的 SLE 患者心肌 T1值较无症状的高（P<0.05）。 

结论：T1mapping可以发现 SLE心肌炎细微纤维化改变，较 LGE更为敏感。并且，T1mapping

可以进行定量分析，有着良好的可重复性，能够用来对 SLE心肌炎患者进行随访，尤其是对于

肾功能不全不能注射钆对比剂的患者。 

 

 

EP-2251 

Texture-Based Classification of Advanced Carotid 

Atherosclerotic Lesions on Multi-contrast Black-blood 

MRI at 3.0 Tesla: A Pilot Study 

 
赵辉林,所世腾,孙贝贝,李晓,刘晓晟,许建荣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200127 

 

Purpose: To determine the feasibility of texture analysis for the classification 

of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AHA) type IV-V and type VI carotid atherosclerotic 

lesions at multi-contrast black-blood MR images. Methods: 24 patients with carotid 

stenosis >50% underwent a multi-contrast MR plaque imaging. The popular MaZda 4.6 

texture analysis software was used to access the features for all type IV-V and 

type VI carotid lesions on T1W, T2W and CE-T1W images. Results: There are 26 

location with type VI lesions, 31 location with type IV-V lesions. The 

discrimination distribution of the 3 statistical analysis approaches, POE + ACC on 

T1W has the largest discrimination power to distinguish the two texture categories. 

Conclusion: Carotid plaque texture analysis is a potentially useful adjunct tool 

for comprehensive and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of atherosclerotic plaque 

vulner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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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252 

Application of diffusion kurtosis imaging in 

hyperacute phase of canine cerebral infarction model 

 
Wu Chenjiang,Xu Xiaoquan,Shi Haibin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210029 

 

Purpose: 

To evaluate the application of diffusion kurtosis (DK) imaging in hyperacute phase 

of canine cerebral infarction. 

Material and method: 

An embolic ischemic model was established with an autologous thrombus in 18 beagle 

dogs. DKI and DWI imaging was performed on a 3.0 Tesla platform at 1, 2, 3, 4.5 

and 6h after embolization. Diffusion kurtosis model derived parameter D and K was 

calculated with b value from 0 ,750 and 1500 s/mm2 and the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ADC) was calculated using the mono-exponential model with the b 

values 0 and 1000 s/mm2. The DKI- and DWI-derived variables of the infarct area, 

the relative value of the infarct area and contralateral area were compared among 

different time points, using repeated measures analysis of variance (ANOVA). The 

percent changes from normal to that in ischemic tissues and histology were also 

evaluated. 

Results: 

In the infarct region, from 1 to 6h, MK demonstrated irregular high signal and 

increased gradually throughout the time, whereas relative homogeneous low signals 

were revealed by D, ADC, which decreased gradually throughout the time. The 

percent changes of DKI-derived D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ADC and K at the 

different stages of infarction. 

Conclusion: 

DKI is able to be applied in the hyperacute phase of MCAO. It may be a better 

method for hyperacute stroke patient because of higher signal contrast in D map. 

  

 

 

 

 

 

 
EP-2253 

Retrospective study of hemodynamic changes before and 

after carotid atherosclerotic plaque formation by 

repairing stenotic artery as normal artery 

 
xiao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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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ji Hospital，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200127 

 

Background and aims: Prospective observation of hemodynamic changes before and 
after formation of atherosclerotic stenosis in carotid artery is difficult. We 

used a vessel surface repair method to carry out a retrospective hemodynamic study 

before and after atherosclerotic stenosis formation in carotid artery. 

Methods: Sixteen patients with carotid sinus atherosclerotic stenosis only who had 
contrast–enhanced magnetic resonance angiography at 3.0T MR were enrolled. The 

stenotic sinus of carotid arteries were repaired and restored as normal carotid 

arteries. 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 (CFD) analysis was performed to estimate 

wall shear stress (WSS), velocity and vortex in atherosclerosis-free areas and 

sinus in stenosis-repaired carotid artery. The analysis was also performed in the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of stenosis in stenotic carotid artery. 

Results: Compared with atherosclerosis-free areas (internal carotid artery 
opposite to sinus, outer and inner lateral at common carotid artery level and 

internal carotid artery level) in stenosis-repaired artery, sinus demonstrated 

significantly lower WSS (4.66 vs. 14.30, 6.51, 7.05, 12.20, 8.71Pa, P<0.05, 
respectively), lower velocity (0.43 vs. 1.20, 0.94, 0.79, 0.91, 1.29m/s, P<0.05, 
respectively) and formed vortex. Compared with sinus in stenosis-repaired carotid 

artery, the WSS in the upstream of stenosis in stenotic carotid artery was lower 

(3.44 vs. 4.66Pa, P<0.05) while in the downstream area was similar (5.16 vs. 
4.66Pa, P=0.87), both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of stenosis were demonstrated 
similar velocity to sinus in stenosis-repaired carotid artery (0.43, 0.21 vs. 

0.43m/s, P=0.76, P=0.36, respectively) and formed vortex. 
Conclusions: These data suggest that hemodynamic analysis in carotid arteries with 
atherosclerotic stenosis and without stenosis using the vessel surface repair 

method are feasible, economical and simple. Atherosclerosis-prone areas including 

normal carotid sinus,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of stenosis in stenotic carotid 

artery harbor a hemodynamic environment characterized with low WSS, low velocity 

and vortex, favoring the formation and progress of atherosclerosis. 

  

 

 

 

 

 

 

 

 

 

EP-2254 

首次 1H-MRS 对脑胶质瘤术后和术后放疗后 

残留复发定性诊断的研究 

 
张金平 

铜陵市人民医院 24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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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首次
1
H-MRS对脑胶质瘤术后和术后放疗后残留复发定性诊断的的价值。 方法 62

例分成 37例肿瘤术后组和 25例良性病变（放射性损伤 10 例和脑挫裂伤 15例）对照组。胶质

瘤术后多数于 3个月后接受首次常规 MRI，对可疑肿瘤残留复发区域进行首次多体素
1
H-MRS扫

描，之后均接受 1次以上的常规 MRI复查。以 Cho/Cr≥1.5、Cho/NAA≥2.0、Cho/NAA≥1.5 或

联合常规 MRI的 MRS（cMRS）4种方法来评价肿瘤残留复发的诊断价值。 结果 胶质瘤术后

37例中最终诊断肿瘤残留复发 23例。肿瘤残留复发组 Cho/Cr和 Cho/NAA比值均高于良性病

变对照组，且两组之间（2.79±2.02 和 4.12±2.57；1.52±0.93 和 1.80±1.52）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t=2.812，P=0.007；t=3.629，P=0.001）。以 Cho/NAA≥1.5、Cho/Cr≥1.5、

Cho/NAA≥2.0 及 cMRS分别诊断肿瘤残留复发，相应的诊断敏感性、特异性及准确性分别为

（90.5%、81.3%及 86.5%）、（90.5%、75%及 83.3%）、（66.7%、93.8%及 78.4%）及

（91.3%、100%及 94.6%），相应的 ROC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 0.806、0.770、0.769 及

0.957， P值均 ﹤ 0.01；前 3项中以 Cho/NAA≥1.5 最高，但 3项 AUC相互之间 P值均﹥

0.05；cMRS的 AUC最大，且与前 3项比较 P值均﹤0.05（分别为 0.0192、0.0073及

0.0020），均有显著性差异。 结论 首次
1
H-MRS测得 Cho/NAA≥1.5、 Cho/Cr≥1.5 或

Cho/NAA≥2.0 对预测胶质瘤术后肿瘤残留复发均具有一定的诊断准确性，以 Cho/NAA≥1.5 最

高，但三者相互之间诊断准确性相仿，cMRS可有效提高其诊断准确性。 

  

 

 
EP-2255 

The MR sequence selection in terms of lesion diameter 

measurement repeatability in patients with colorectal 

cancer liver metastases underwent radiofrequecy 

ablation 

 
zhang guangyuan

1
,Li Wen Tao

2
,Wang Sheng Ping 

2
,Peng Wei Jun

2
 

1.Shanghai Proton and Heavy Ion Center 

2.Shanghai Cancer Center， Fudan University 

 

Purpose: To evaluate the lesion diameter measurement repeatability on T2 weighted 

image (T2WI) and T1 weighted contrast enhanced image of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in patients with colorectal cancer liver metastases (CRCLM). 

Methods: A total of 9 patients with 14 liver metastases underwent standard liver 

MRI 1 day before and 1 month after receiving radio-frequency ablation (RFA). The 

lesions diameter before and following RFA were measured according to response 

evaluation criteria in solid tumor version 1.1 by two experienced observers on 

both T2-weighted images and venous phase of T1-weighted contrast enhanced images 

(T1WCE-VP) twice. The intra-observer and inter-observer repeatability on two 

sequences were assessed by measurement of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CV), and Bland–Altman limits of agreements (BA-LA). 

Results: The intra-observer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were excellent on both 

sequences of pre-ablation (T2WI, r= 0.977 p= 0.000 vs. T1WCE-VP, r=0.918, p= 0.000) 

images and post-ablation (T2WI, r= 0.957 p= 0.000 vs. T1WCE-VP, r=0.985, p= 0.000) 

images. In addition, the inter-observer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n both sequences 

of pre- and post- ablation images were on the similar excellent order. However,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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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e-treatment images, both the inter-observer CV and BA-LA on T2WI were better 

than T1WCE-VP (mean CV = 4.1% vs. 7.1%, p = 0.021, BA-LA -16.37% to 10.65% vs. -

28.83% to 10.61%, respectively). On the contrary, of the post-treatment images, 

the repeatability on T1WCE-VP was better than T2WI in terms of inter-observer CV 

and BA-LA (mean CV = 3.2% vs. 7.7%, p = 0.014, BA-LA -14.44% to 10.28% vs. -25.69% 

to 14.97%,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The lesion diameter measurement should be done on T2WI of pre-ablation 

MR scans and on T1WCE-VP images of post-ablation scans in terms of repeatability. 

 

 

EP-2256 

3.0T 和 1.5T MR 定量心肌铁沉积的体外水模对比研究 

 
彭鹏,龙莉玲,黄仲奎,杨光鑫,张灵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530021 

 

目的：探讨 3.0T MR-T2
*
定量不同浓度 MnCl2水模的准确性、重复性及可行性。材料和方法：制

作不同浓度的 MnCl2溶液水模，分别使用 3.0T和 1.5T MRI进行多回波 GRE序列扫描并测量 T2
*

值，行 3.0T MRI重复扫描。使用 Spearman相关分析探讨 3.0T场强下 R2
*
（1/ T2

*
）值与不同

浓度水模之间的关系；3.0T 和 1.5T场强下水模 T2
*
值之间的关系，并通过一元回归得到两者之

间方程。用配对秩和检验和 Bland-Altman法比较水模 3.0T 场强下 2次扫描之间的差异，计算

两次扫描的组内相关系数（ICC）。结果：3.0T场强下水模 R2
*
值与其浓度之间高度线性正相关

（r =1.000，P＜0.001）。1.5T和 3.0T场强下水模 T2
*
值之间高度直线正相关（r =1.000，P

＜0.001），两者之间的回归方程为 T2
*
3.0T=0.651T2

*
1.5T +0.041。3.0T场强下重复扫描水模测量

值与前次相比，两者之间无差异（z =﹣1.732，P =0.083），ICC为 1.000。结论：3.0T MR

定量心肌铁沉积具有可行性。 

  

 

 

 

 

 

 

 

 

 

 

 

 

 
EP-2257 

PC cine MRI 技术及 3D-CISS 对中脑导水管梗阻性脑积水患儿

ETV 术后的疗效评价 

 
温德英,孙家瑜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61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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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通过采用 3.0T MRI的 3D-CISS序列及相位对比电影（PC cine）序列来测定中脑导水管梗阻性

脑积水患者行神经内镜第三脑室底造瘘术（ETV）前后脑脊液的动力学特点，以评估 ETV术后

疗效。 

方法： 

搜集 49例（男 29例，女 20例，年龄范围 0.5-10岁，平均年龄 4.2岁）2015年 6月至 2017

年 6月期间来我院行 ETV手术的中脑导水管梗阻性脑积水患者（实验组），在术前及术后行

MRI常规扫描、3D-CISS（3D constructive interference in steady state)序列扫描及脉

搏门控监测下的多位点相位对比电影（PC cine）检查；并选择 20名健康志愿者（男 10例，

女 10例，年龄范围 0.5-10 岁，平均年龄 4.5岁）行相同 MRI检查作为对照组。观察脑脊液的

流动情况，测量并计算中脑导水管、四脑室、四脑室出口、枕骨大孔、桥前池、三脑室底造瘘

口在一个心动周期内的动力学指标（峰值流速、平均流速流量、压力梯度、流动波形图）。采

用配对 t检验分析梗阻脑积水患者 ETV手术前后各位点的动力学指标变化，评估其术后疗效，

并与健康志愿者作对比。 

结果： 

实验组 3D-CISS序列上清晰可见中脑导水管处阻塞性膜结构；脑积水患儿 ETV术前各监测位点

脑脊液流动减弱或消失、波形不规则；术后脑脊液流动通畅，三脑室底造瘘口区脑脊液流动表

现为与健康志愿者对照组中脑导水管区相似的双向搏动波形；术后造瘘口区平均流速、平均流

量均大于中脑导水管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四脑室、四脑室出口脑脊液流

动较术前无明显变化；桥前池区术后各项指标较术前升高（P<0.05），呈双向搏动波形。 

结论：3D-CISS序列可清晰显示中脑导水管处阻塞性膜结构，为梗阻提供直接解剖学依据。相

位对比电影（PC cine）提供可靠的影像学观察手段，可作为中脑导水管梗阻性脑积水患儿

ETV术后疗效评价的有效方法。 

  

  

 

 
EP-2258 

磁共振弥散峰度成像在鉴别不同分化级别 

结直肠癌中的实验研究 

 
刘欢欢,汪登斌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00092 

 

目的：探讨磁共振弥散峰度成像（DKI）在鉴别不同分化级别结直肠癌裸鼠皮下瘤中的价值。

材料与方法：采用低分化 HCT116细胞株、中分化 SW480 细胞株和高分化 HT29细胞株三种结直

肠癌细胞悬液分别于裸鼠右后背进行皮下成瘤（每组 10只）。待 3组皮下瘤体积达 500 mm
3
左

右时，采用常规 MRI和 DKI 序列进行扫描，DKI扫描采用 3个扩散梯度场，选取 5个 B 值

（0,500,1000,1500,2000 sec/mm
2
）。比较两组皮下瘤的 DKI后处理参数（表观弥散系数 D值

和峰度系数 K值）的差异，分析 D值和 K值与 Ki-67表达量的相关性。结果：HCT116、SW480

和 HT29组的 D值分别为（0.50±0.08）×10
-3 
mm

2
/sec、（0.60±0.07）×10

-3 
mm

2
/sec、

（0.64±0.07）×10
-3 
mm

2
/sec（P＜0.001）； K值分别为 1.23±0.20、1.15±0.13、

1.06±0.21（P=0.028）。D和 K值测量的变异系数分别为 7.3%、4.9%。D值与 K值与 Ki-67

表达量的具有显著相关性（r=0.85，P＜0.05；r=0.72，P＜0.03）结论：DKI有助于鉴别不同

分化级别的结直肠癌，有助于间接反映瘤体内肿瘤细胞的增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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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259 

风湿关节炎腕-掌骨髓水肿 MRI 评分与疾病活动度相关性研究 

 
陈波 

上海市东方医院 200120 

 

目的：探讨腕掌骨骨髓水肿对类风湿关节炎（RA）诊断的应用价值与意义。了解骨髓水肿程度

与临床病情活动度的相关性。 

  

方法：对 60例已确诊活动期类风湿关节炎患者，行腕掌部非对比增强磁共振检查，判定有无

骨髓水肿及骨髓水肿程度，并量化分析评分。骨髓水肿评分与患者简明疾病活动指数（SDAI）

进行相关性分析。 

  

结果：腕掌部骨髓水肿在活动期类风湿关节炎病人中 MRI检出的阳性率为 90％，综合腕掌部

23个研究范围骨髓水肿总评分值范围为 0～49。所有 RA患者简明临床疾病活动指数（SDAI）

评分范围为 6.1～65.7。经统计处理分析，MRI腕掌骨髓水肿总评分与简明疾病活动度指数具

有相关性，相关系数为 0.763，置信度为 0.01，显示较显著相关性。 

  

结论：腕掌骨骨髓水肿在活动期类风湿关节炎患者具有较高阳性率，提示检测疾病活动期具有

较高灵敏度，其程度与疾病活动度指数具有显著相关性，提示与病情活动相关，可作为病情活

动度监测的影像指标。 

  

 

 
EP-2260 

Altered Gray Matter Volumes Associated with Betel 

Quid Dependence 

 
liao weihua,Yuan Fulai, Kong Lingyu,Zhu Xueling ,Zhou Gaofeng 

xiangya hospital，CSU 410008 

 

Betel quid (BQ) is one of the most commonly consumed psychoactive substances. It 

has been suggested to be associated with various health issues, especially oral 

cancer. Evidence also points to possible decreased cognitive functions after long-

term BQ chewing, such as attention and inhibition control. The present study aimes 

to investigate the brain structure basis of BQ chewing in Hunan province of China. 

Twenty-five BQ chewers and 25 controls were recruited to participate in this study. 

Voxel-based morphormetry analysis revealed that there were three key regions 

showing struc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BQ chewers and controls, including 

bilateral DLPFC/Insula, VMPFC, and left OFC. Moreover, the GMV in the DLPFC could 

potentially predict BQ dependence scores, level of daily BQ chewing, and history 

of BQ chewing. These results suggested that participants who showed BQ chewing 

dependence may have deficit in inhibition control and affective decision m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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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 level of deficit was dependent on the level of daily BQ chewing, and 

history of BQ chewing. Understanding the neurobiology features of BQ chewing would 

help us develop novel ways to diagnose and prevent BQ dependence. 

 

 
EP-2261 

肝内胆管结石合并胆管癌易漏诊影像分析 

 
廖中曦,方宜芝,肖叶玉 

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515041 

 

目的：分析肝内胆管结石合并胆管癌漏诊影像表现，提高对肝内胆管结石合并胆管癌的影像诊

断水平和术前诊断率。 

方法：回顾性分析经手术病理证实的肝胆管结石合并胆管癌患者 9例，7例行 CT平扫并多期

增强扫描，3例行 MRI平扫加多期增强扫描和磁共振胆胰管成像（MRCP）。分析肝内胆管结石

合并胆管癌的影像（包括胆管内肿块影，胆管扩张，周围转移灶），结合病史及血清肿瘤标志

物检验结果。 

结果：胆管结石合并胆管癌易漏诊原因与提高诊断其诊断率的特征：1）CT平扫发现高密度结

石而掩盖邻近合并的胆管癌软组织影；2）合并胆管扩张程度与部位与胆管结石的部位与大小

不成正比； 3）增强扫描呈延迟强化；4）MRI平扫示 T1WI 常为低信号，T2WI为略高信号。动

态增强扫描示动脉期肿块周边不规则轻度强化，门脉期逐渐不均匀强化，延迟期强化程度较动

脉期更显著。MRCP示肝内胆管扩张呈软藤样改变，局部胆管内可见充盈缺损，相应壁增厚。

5）症状以上腹部疼痛不适就诊且病程较长、年龄较大，CA19-9、CEA升高。 

结论：肝内胆管结石合并胆管癌的早期症状易被胆石症、胆管炎所掩盖，对于年龄较高、病程

长、反复发作者且 CA19-9、CEA升高的患者，不能只局限于胆管结石并扩张的诊断，周围胆管

扩张程度与结石大小与位置不符患者 CT、MRI多期动态增强扫描、MRCP有助于提高肝内胆管

结石合并胆管癌的术前确诊率。 

 

 
EP-2262 

Pilot study on correlations between MR perfusion 

parameters and intravoxel incoherent motion diffusion 

parameters in cervical carcinoma 

 
GUO XIAOFANG,Yuan Zilong, Xu Ning, Peng Wei,Zhang Zhaoxi , Liu Yulin 

Hubei Cancer Hospital 430079 

 

PURPOSE 

To assess the potential correlations between MR perfusion parameters and 

intravoxel incoherent motion (IVIM) parameters in cervical carcinoma. 

METHOD AND MATERIALS 

39 patients with cervical carcinoma were enrolled in this study. All patients 

underwent dynamic contrast-enhanced T1-weighted MR perfusion and IVIM diffusion MR 

imaging. For each primary tumor, MR perfusion parameters including Ktrans 

(transfer constant), Ve (extravascular  extracellular fractional volume) and Kep 

(rate constant) were calculated from MR perfusion data. Additionally, 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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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MADC), true diffusion coefficient D, perfusion-

related diffusion coefficient D* and perfusion fraction f were obtained.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were obtained to evaluate the potential correlations 

between MR perfusion parameters and IVIM diffusion parameters. 

RESULTS 

The Ktrans, Kep, and Ve of cervical carcinoma were 0.78±0.43/min、0.93±0.40/min 

and 0.82±0.21, respectively. The M ADC, D, D* and f of cervical carcinoma were 

0.0015±0.0004 mm
2
/s,0.0011±0.0003 mm

2
/s,0.0698±0.0963 mm

2
/s  and 

0.28135±0.1206, respectively. MADC and D value revealed a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with Ve values（r =0.340，P = 0.034；r=0.450，P = 0.004）；f value revealed a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with  Kep  values（r =-0.393,P = 0.013）.Other MR 

perfusion parameters have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s with the IVIM diffusion 

parameters in cervical carcinoma. 

CONCLUSION 

The IVIM-derived perfusion-related diffusion coefficient  MADC、D、f has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with the MR perfusion parameters (Ve  and Kep) of 

cervical carcinoma, which indicate the ability of IVIM diffusion parameters  to 

characterize microperfusion in cervical carcinoma. IVIM is a promising noninvasive 

imaging technique for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evaluation of cervical carcinoma 

as it requires no administration of contrast. IVIM is a promising noninvasive 

imaging technique for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evaluation of cervical carcinoma 

as it requires no administration of contrast. 

 

 
EP-2263 

基于 PI-RADSv2 的 DCE-MRI 联合 DTI 参数对外周带 

前列腺癌的诊断价值研究 

 
姬广海,黄劲柏 

荆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434000 

 

目的 探讨 DTI结合 DCE-MRI对外周带 PCa的诊断价值。 

方法 参照第 2版前列腺影像报告和数据系统（PI-RADSv2）中 DCE-MRI应用分类标准，观察

分类所有纳入病例的 DCE-MRI影像资料。利用 ADC、FA值诊断外周带 PCa的诊断阈值，对本文

纳入的 65例患者资料进行转化分类。ADC阈值为 1.135×10
-3
 mm

2
/s，诊断外周带 PCa 敏感

度、特异度分别为 96.0% 和 95.0%；FA阈值为 0.196，敏感度、特异度分别为 96.0%

和 85.0%。ADC值≦1.135×10
-3
 mm

2
/s、FA值>0.196记为阳性，反之记为阴性；ADC 值、FA

值分类与 DCE-MRI分类联合：两两联合，当 n(阳性数）≧1 时，记为阳性；三者联合，当

n(阳性数）≧2时，记为阳性，反之记为阴性。通过 ROC的方法，运用 AUC比较 ADC、FA、

DCE-MRI分类结果及联合方案对外周带 PCa的诊断效能。 

结果 ADC、FA、DCE-MRI及 ADC+DCE-MRI、FA+DCE-MRI、ADC+FA+DCE-MRI联合诊断外周带 PCa

的敏感度、特异度分别为 96.0、95.0，96.0、85.0，72.0、77.5，96.0、72.5，96.0、

62.5，92.0、100.0。AUC分别为 0.955、0.905、0.747、0.842、0.793和 0.960，95%置信区

间分别为 0.873～0.991，0.806～0.964，0.624 ～ 0.847，0.731～0.921，0.674～0.883

和 0.880～0.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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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ADC+DCE-MRI较 FA+DCE-MRI对外周带 PCa的诊断效能高，ADC+FA+DCE-MRI分类对外周

带 PCa的诊断效能最高。 

  

 

 
EP-2264 

高分辨磁共振血管壁成像技术对兔动脉粥样硬化 

斑块药物疗效的评估价值 

 
黄娟,宋焱 

北京医院 100730 

 

目的： 探讨高分辨磁共振（MR）血管壁成像技术在评价瑞舒伐他汀对兔腹主动脉粥样硬化模

型斑块疗效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80只雄性新西兰白兔，通过高脂饮食联合球囊内膜损伤手术建立腹主动脉粥样硬化模

型。随机分成对照组和药物治疗组（瑞舒伐他汀），每组 40只，两组动物又随机分成 1周

组、2周组、1月组和 2月组，每个时间点各 10只兔子，分别于相应时间点进行兔腹主动脉血

管壁的 MR检查，随后 24小时内采集腹主动脉标本，进行组织学检查。统计学分析 MR血管壁

成像和组织学检查在测量斑块负荷方面的相关性、斑块负荷随建模时间的动态变化及他汀药物

的疗效。 

结果：80只新西兰白兔中，最终完成全部实验 48只：对照组 1周组 7只，2周组 3只，1月

组 5只，2月组 8只；药物治疗组 1周组 5只，2周组 6只，1月组 8只，2月组 6只。由 MR

图像测量的血管壁面积、血管壁厚度、血管腔面积及血管面积和组织学测量值间呈较好的线性

相关性（r=0.623，P =0.003；r=0.631，P=0.004；r=0.624，P =0.002；r=0.578，P 

=0.003）。随着时间延长药物组和对照组 MR所测得的斑块负荷逐渐增加，各组之间有统计学

差异。药物组和对照组在各个时间点上的 MRI斑块负荷的测量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1）高分辨 MRI管壁成像技术能够准确地评价并动态观察药物治疗前后斑块负荷的变

化；2）在动脉粥样硬化实验模型中，瑞舒伐他汀能降低斑块负荷，抑制斑块进展。 

 

 
EP-2265 

SilenZ MRA 与 3D-TOF MRA 对脑动静脉畸形 

诊断价值的对比研究 

 
宋焱,黄娟 

北京医院 100730 

 

目的：以 DSA为金标准，对比评价 SilenZ MRA与传统 3D-TOF MRA对于脑动静脉畸形的诊断价

值。 

方法：选取 2015年 12月至 2016年 6月于我院收治的脑动静脉畸形（AVM）患者 12例，男 7

例，女 5例，年龄范围 21-58岁。患者均采用 GE 1.5T静音磁共振进行头颅 MR检查，并于同

次检查中分别行 SilenZ MRA（零 TE时间，ZTE）及 3D-TOF MRA 检查，所有患者于 3日内行

DSA检查证实为脑动静脉畸形。以 DSA为金标准，分别评价 SilenZ MRA及 3D-TOF MRA对于

AVM病灶的检出能力、瘤巢的大小（按小型直径<3cm，中型直径 3-6cm，大型直径>6cm进行分

型）及内部显示情况、供血动脉及引流静脉的显示能力。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1871 

 

结果：SilenZ MRA及 3D-TOF MRA 对于 12例患者的 AVM病灶均全部检出。12例 AVM的瘤巢大

小分型上 SilenZ MRA及 3D-TOF MRA均与 DSA结果完全一致(100%)，而 SilenZ MRA对于瘤巢

大小显示的精确程度及内部结构显示的清晰程度优于 3D-TOF MRA。对供血动脉的显示，3D-

TOF MRA与 DSA的符合率为 78.5%，而 SilenZ MRA与 DSA的符合率为 92.8%。对于引流静脉的

显示 SilenZ MRA及 3D-TOF MRA均与 DSA结果均有较高的符合率(分别为 100%和 93.3%)，与

3D-TOF MRA相比，SilenZ MRA对于引流静脉显示范围更大，结构更清晰。 

结论：SilenZ MRA及 3D-TOF MRA 对于 AVM病灶均有良好的检出能力。SilenZ MRA对于瘤巢细

微结构、供血动脉及引流静脉的显示能力优于 3D-TOF MRA。 

 

 

EP-2266 

弥散成像新技术在血吸虫肝病中的研究 

 
赵江涛

1,2
,孟令平

1
 

1.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金山分院(上海市金山区中心医院) 

2.泰山医学院研究生部 

 

血吸虫病对人类的健康危害极大，人体在感染血吸虫后相继发生肝纤维化、肝硬化，严重者可

发生肝功能衰竭、肝癌。因此，积极预防、早期发现、有效治疗肝纤维化和肝硬化对血吸虫病

患者具有重要的意义。MRI 可以发现肝脏血吸虫感染的特征性表现，多种 MRI成像方法也能够

用于动物模型的研究。本文就 MRI-DWI及其相关新技术在血吸虫肝病中的研究现状予以综述。 

 

 

EP-2267 

磁共振及扩散加权成像在膀胱病变鉴别诊断中的应用 

 
夏春华,王月月 

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 230000 

 

目的 探讨磁共振扩散加权成像对膀胱病变的诊断价值。 方法 整理选择自 2009年 11 月—

2011年 8月我院 15例膀胱病变患者。所有患者均行磁共振平扫及 DWI检查，并于 10d内行膀

胱病理诊断，以病理结果为参照，评估磁共振检查对膀胱病变诊断的敏感度性、特异性、准确

性。 结果  常规序列发现膀胱占位病灶准确率为 96．2％，DWI为 98．1％。DWI在发现的膀

胱占位病灶中诊断膀胱癌的敏感性及特异性均为 100％。膀胱癌及膀胱炎性病变在常规 MR序

列中信号强度相似，难以做出鉴别诊断。 结论  磁共振加权成像作为膀胱病变及膀胱癌早

期诊断的可靠影像学检验技术。 

 

 

 

 

 

 

 

EP-2268 

多模态磁共振在子宫内膜癌术前分期与分级的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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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林林,高斌,夏春华 

安徽省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 230000 

 

 

[摘要]目的：分析多模态 MRI 下子宫内膜癌的影像学特征。方法：经病理组织活检确诊的 45

例子宫内膜癌患者均进行 MRI 扫描及后处理分析,包括常规平扫、弥散加权成像(DWI)、动态增

强扫描（DCE-MRI）及时间-信号曲线(TIC)。结果:DCE-MRI 联合 DWI 的分期确诊率达 93.3%,常

规 MR 为 77.8%.肿瘤分化程度与 ADC 值呈负相关,在 G2、G3 及 G1、G3 组间差异显著，

（P<0.05），在 G1、G2 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43 例子宫内膜癌 TIC 呈 I 型及 II

型，2 例呈 III 型曲线,正常肌层主要为 III 型曲线，前者 TIC 曲线各期信号差值(D)、强化率(ER)

均低于后者，在＞30s 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前者达峰时间（TTP）在 (50 ± 10) 

s。结论;多模态 MRI 对子宫内膜癌术前分期与分级的诊断具有重要价值。 

 

 
EP-2269 

缺血性卒中患者颅内动脉硬化斑块的 HRMRI 特征 

及相关临床危险因素研究 

 
焦晟,宋焱,黄娟,陈敏,张金涛 

北京医院 100730 

 

目的：利用 3.0T高分辨率磁共振成像（High resolution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HRMRI）技术分析缺血性卒中患者颅内责任动脉斑块特征，并探讨颅内动脉不稳定斑块的临床

相关危险因素。 

材料与方法：49名缺血性脑卒中患者，行颅内动脉 HRMRI检查。根据患者斑块与缺血区责任

动脉的关系分为两组：责任动脉斑块组和非责任动脉斑块组，分析其 HRMRI特征。根据斑块的

强化程度分为明显强化组和非明显强化组，分析斑块强化程度与临床相关危险因素的关系。 

结果：49名患者共 196处斑块，其中责任动脉斑块 70处（35.7%），非责任动脉斑块 126处

（64.3%）。两组之间的管腔狭窄程度、斑块明显强化的比例等具有显著统计学差异

（P<0.001），责任动脉斑块所致的管腔狭窄程度更为严重、明显强化的比例更高。明显强化

组与非明显强化组之间的年龄、性别、高血压、糖尿病及血脂异常患者、吸烟史、既往卒中史

及家族史均无显著性统计学差异。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比值在非明显强化组

（1.95±0.62）与明显强化组（2.53±0.94）中具有显著性差异（P=0.048）。 

结论：颅内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强化与缺血性卒中事件的发生密切相关。斑块的强化程度能够

反映斑块的稳定性。颅内动脉粥样硬化常见的危险因素并不能完全反映斑块的稳定性，

LDL/HDL比值升高有可能作为不稳定斑块的预测因子。 

  

 

 

 

 

 

 

EP-2270 

舌癌氢质子 MRS 信号表现特征与肿瘤相关 

成纤维细胞相互关系的价值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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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博成

1
,吴金亮

1,2
,朱丹

2
,王永彬

2
,许艳

2
,赵江民

2
,糜军

1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2.2.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病理生化实验室 

 

目的 探讨舌癌患者磁共振氢质子波谱成像技术（H
+
-MRS）中信号的表现特征以及与肿瘤相关

成纤维细胞（CAFs）之间的相互关系。方法 采用磁共振 H
+
谱成像技术检测颌面部舌癌术前患

者及正常对照组共 16例，对乳酸脂质高信号表现特征病例予以病理随访。1.选取肿瘤及其周

边区域内兴趣区共 30个，对照组兴趣区 20个，分析舌癌组及对照组之间波谱信号乳酸脂质

（LL）信号峰值特征表现与 CAFs细胞分布相关性。2.比较乳酸脂质高信号表现特征兴趣区与

其病理结果的相互关系。结果 1.肿瘤组波谱峰值信号中乳酸脂质信号（LL）峰值明显高于对

照组（t=4.875，P=0.000）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2.经病理证实，随访舌鳞癌患者共 10例，

MRS分布图高信号区域均存在不同程度分化的 CAFs细胞。结论 舌癌患者磁共振 H
+
谱检测中乳

酸脂质具有特征性影像表现特征，其高信号区域与 CAFs细胞分布关系密切，为临床对肿瘤细

胞分布和侵袭趋势提供更准确的客观依据。 

  

 

 
EP-2271 

Prenatal MR imaging diagnosis of placental invasion 

 
du jinchao 

Department of Radiology，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Chongqing Medical University 400016 

 

[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characteristic imaging features and 

performance of prenatal magnetic resonance(MR) imaging in the diagnosis of 

placental invasion. Methods  156 patients with suspected placental invasion 

underwent prenatal MR imaging, including 96 patients with placental invasion and 

60 without. Two radiologists assessed, independently and then in consensus, the 

presence of MR imaging finding associated with placental invasion. The results 

were compared with the operation and pathological finding.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positive, and negative values, and accuracy were calculated. The 

diagnostic performance was determined by a receiver-operating-characteristic curve 

analysis. Results  Uterine bulging, abnormal vessel in the placental, hypointense 

intraplacental bands, uterine penetration and parametria implantation, uterine 

recess, placental tissue into the cervical canal were significantly more common in 

patients with placental invasion than in those without(P£0.05). The presence of 

abnormal vessel in the placental, hypointense intraplacental bands, uterine 

penetration and parametria implantation, uterine recess, placental tissue into the 

cervical canal yielded a specificity, positive of 100%,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Prenatal placental MR can be used for accurate diagnosis of 

placental invasion, especially in the presence of abnormal vessel in the placental, 

hypointense intraplacental bands, uterine penetration and parametria implantation, 

uterine recess, placental tissue into the cervical ca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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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272 

磁共振 3D Balanced FFE 序列在小儿幕上 

非肿瘤性脑积水诊断中的应用 

 
何晓鸣,杨秀军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00333 

 

【摘要】目的：探讨三维平衡全稳态快速场梯度回波（3D B FFE）序列在小儿脑积水 MRI 成像

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采用 Philips Ingenia 3.0T磁共振设备对临床已证实的 30例幕上脑室系统积水的患儿

在行基础常规 MRI扫描后行 3D B FFE序列脑室系统成像扫描（技术：FFE，扫描方式 MS，

TR770 TE20，回波链 1，NSA1），比较该方法与常规 T1WI、T2WI（技术：SE，扫描方式 MS，

TR360 TE10，回波链 1，NSA1）对中脑导水管和室间孔形态的显示效果。 

结果：导水管狭窄 9例（轻、中、重度狭窄各 3例）、常规序列显示 3例（轻、中、重度狭窄

各 1例）、3D B FFE显示 6例（轻、中、重度狭窄各 2例）。室间孔狭窄 9例（轻、中、重

度狭窄各 3例）、常规序列显示 3例（轻、中、重度狭窄各 1例）、3D B FFE显示 6例

（轻、中、重度狭窄各 2例）。导水管闭塞 9例、常规序列显示 3例、3D B FFE显示 6例；

其他比如脑干前池膈膜形成 3例、常规序列显示 1例、3D B FFE显示 2例，30例患儿 3D B 

FFE序列图像对中脑导水管和室间孔的狭窄及梗阻的形态与受压程度与常规 SE序列 T1WI、

T2WI显示效果相比较，3D B FFE 序列有其明显优越性。 

结论：3D B FFE序列脑室成像扫描能较清晰显示脑室积水及中脑导水管和室间孔形态，特别

对于年龄较小及镇静效果不佳的患儿，可以进一步为临床确诊和治疗及后期随访提供可靠的依

据，应列入脑积水患儿 MRI 扫描的常规序列中。 

  

 

 
EP-2273 

钆剂对 MRI IDEAL-IQ 骨髓脂肪定量影响的实验研究 

 
林苑,查云飞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430061 

 

目的 探讨 3.0 T IDEAL-IQ序列定量评估的兔腰椎骨髓脂肪分数(FF)是否受到钆类对比剂增

强扫描的影响。 

方法  对 8只健康新西兰大白兔在静脉注射钆贝葡胺（Gd-BOPTA）前及注射后各时间节点(5 

min、 30 min)分别行腰椎 IDEAL-IQ序列扫描，将 ROI分别置于第 3～7腰椎，通过脂肪比

像、R2*弛豫率像对兴趣区内的脂肪分数(FF)、R2*进行定量测量。取 3～7腰椎体行 HE 染色和

普鲁士蓝染色，计算骨髓脂肪含量(FCHIS)及观察骨髓铁沉积。对注射钆剂前后各时间点的脂肪

分数 FF(FF0min、FF5min、FF30min)及 R2*(R2*0min、R2*5min、R2*30min)值分别采用单变量重复测量方差分

析。对注射钆剂前骨髓脂肪分数(FF0min)与 HE染色计算的骨髓脂肪含量(FCHIS)进行 Pearson 相

关分析。采用 Bland-Altman分析对注射钆剂前(FF0min)与注射钆剂后各时间点(FF5min、FF30min)分

别进行一致性检验。 

结果 注射钆对比剂前后骨髓脂肪分数值 FF0min与 FF5min、FF30min均无明显统计学差异(F=3.118，
P＞0.05，组间比较结果分别为 P=0.835、0.916和 0.754)。HE染色计算的脂肪含量(FCHIS)与

FF0min(r=0.813)存在高度正相关性(P＜0.05)。FF0min与 FF5min(0.90，1.10)及 FF30min(0.94，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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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具有良好的一致性(测量值比率 95％置信区间)。R2*0min(121.64)与 R2*5min(125.70)(P=0.046)
及 R2*30min(125.21)(P=0.024)差值均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在静脉注射钆剂引起的 R2*值增高的情况下，IDEAL-IQ定量椎体骨髓脂肪分数的准确度

高，且仍维持较高的稳定性和一致性。 

 

 

 
EP-2274 

DWI 与 FLAIR 序列显示不同发病时间病毒性脑炎的价值 

 
张诗雨,冯杰,李鸣歌,娄昕,马林 

解放军总医院 100853 

 

目的 病毒性脑炎能否早期及时发现脑部病变，对于临床做出早期诊断并制定治疗方案有重要

影响，本研究通过对 DWI与 FLAIR序列在不同病程病毒性脑炎影像分析，探讨二者在不同病程

病毒性脑炎早期诊断及随访研究中的价值。 

资料与方法 搜集 2015年 8月至 2017年 7月在我院就诊，经临床诊断为病毒性脑炎并有完整

脑部 MRI影像资料者 31例，其中女性 13例，男性 18例，年龄 8~70（34.84±22.04）岁，核

磁检查前的发病时间 4~148 天，扫描序列包括 T1WI、T2WI、DWI以及 FLAIR。在 DWI及 FLAIR

序列测量病变区与相邻正常脑区的信号强度，计算对比噪声比，并计算两个序列对比噪声比的

比值，根据比值大于或小于 1判断 DWI与 FLAIR序列发现病变效能，按照大于或小于 1分两

类，记为 0、1。统计学方法，采用 SPSS 22.0统计软件包，对核磁检查前的发病时间与两个

序列对比噪声比的比值的分类做 ROC曲线，p<0.05为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ROC曲线下面积为 0.735，p=0.026，截断点为 23.5（天）。 

结论 在病毒性脑炎发病早期（发病 23天以内），DWI序列较 FALIR序列具有更高的对比噪声

比，更容易发现脑部病变，随着病程的延长，DWI序列的对比噪声比逐渐减低，而 FLAIR 序列

对比噪声比逐渐增高， 

 

 
EP-2275 

磁共振多回波序列 R2 值评估大鼠肝纤维化铁沉积的实验研究 

 
王启苑

1
,范国华

1,2
 

1.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2.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目的：采用磁共振多回波序列 R2*值评估肝脏铁含量的可行性，并探讨铁沉积在大鼠肝纤维化

病理分期中的诊断价值。 

材料与方法：CCl4法建立大鼠肝纤维化模型，试验组 31只及对照组 12只进行磁共振 8m-

FFE、16m-FFE成像，并得到 R2*值。对肝脏标本行铁定量检测，与多回波 R2*值进行相关性分

析。对不同病理分期大鼠的 R2*值采用完全随机设计资料的方差分析及 SNK法多重比较。 

结果：（1）多回波 R2*值与肝铁定量存在线性相关性，8m-FFE及 16m-FFE相关系数分别为

0.923、0.903。（2）随着肝纤维化病理分期增加，肝脏内铁含量增加。（3）8m-FFE成像，

对照组、肝纤维化 1期~4期的 R2*值分别为：21.66±2.018、22.71±2.26、26.57±2.454、

28.02±2.142、29.78±2.297。对照组与肝纤维化 2期、3期、4期分别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1期与 2期比较、1期与 3期比较、1期与 4期比较、2期与 4期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对照组与 1期比较、2 期与 3期比较、3期与 4期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R2*值与肝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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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分期的相关性分析：r＝0.796 (P﹤0.001)。（4）16m-FFE成像，对照组、肝纤维化 1期~4

期的 R2*值分别为：21.69±2.55、24.27±2.21、26.74±2.45、28.02±2.405、

30.95±2.70。对照组与肝纤维化各组间分别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1期与其他纤维化分期

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2期与 4期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2期与 3期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R2*与肝纤维化分期的相关性分析：r＝0.784 (P<0.001)。 

结 论：（1）多回波 R2*值与肝铁定量存在线性相关性。（2）随着肝纤维化病理分期的增

加，肝脏内铁含量增加。（3）多回波 R2*值分析有助于肝纤维化诊断，与肝纤维化分期具有

较好的相关性。 

 

 

EP-2276 

双指数扩散加权成像在急性缺血性脑梗死中的初步研究 

 
宁永红

1,2
,牛金亮

1,2
 

1.稷山县人民医院 

2.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目的： 测量急性及亚急性早期脑梗死病灶的双指数模型 ADCfast 值、ADCslow 值、ffast值，探讨

双指数 DWI成像在急性缺血性脑梗死中的应用价值。 

材料和方法： 回顾性研究 30例急性及亚急性早期脑梗死患者的影像资料。利用 SUN AW4.4 

工作站对患者单指数、双指数的 DWI原始图像进行分析，分别测量急性及亚急性早期脑梗死病

灶中心区、边缘区及病灶旁区三个不同部位及其镜像区的单 b值 ADC 值， ADCslow， ADCfast及

ffast。 

结果： 

1、急性期组患侧 ADC值为：中心区与边缘区患健侧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

亚急性早期组患侧 ADC值为：中心区、边缘区及旁区 ADC值患健侧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 <0.05）。 

2、急性期及亚急性早期组患者双指数模型测得的 ADCfast值患健侧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 >0.05）。 

3、急性期及亚急性早期组患者双指数模型测得的 ADCslow值患健侧比较,中心区与边缘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 <0.05）。 

4、急性期组患者双指数模型测得的 ffast值患健侧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亚

急性早期组患者双指数模型测得的 ffast值患健侧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 

5、急性期及亚急性早期梗死灶三个区间比较 rADC及 rADCslow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从中心往外逐渐增高呈“阶梯征”。 

结论： 

（1）ADCslow及 rADCslow值由于去除了灌注因素的影响，较单指数 ADC 及 rADC值能更好的反映

病变的病理状态，并且 rADCslow较 ADCslow更真实地反应了细胞内水分子受限的程度； 

（2）双指数模型扩散加权成像扫描获得的参数 ADCslow、rADCslow、ffast及 rffast值有可能对缺血

半暗带的判断提供更加准确的依据，但其病理生理学基础尚需扩大样本量进一步研究。 

  
EP-2277 

3D-SPACE 序列与 3D-CISS 序列对舌咽一迷走一副 

神经复合体成像的对比研究 

 
许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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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30601 

 

目的 通过 MR可变翻转角的三维快速自旋回波( 3D sampling perfection with application 

optimized contrasts using different flip angle evolutions，3D-SPACE) 序列与三维稳

态进动结构相干( 3D constructive interference in steady state，3D-CISS) 序列对舌咽

一迷走一副神经复合体颅神经成像质量进行比较，优化颅神经 MRI序列。 方法:对 30 例受检

者分别用 3D-SPACE 序列与 3D-CISS序列对舌咽一迷走一副神经复合体颅神经行 MR检查，同

时行多平面重组( MPR) ，并对两种序列的图像显示情况进行比较。 结果：3D-SPACE 序列和

3D-CISS 序列均能显示舌咽一迷走一副神经复合体，3D-CISS序列均优于 3D-SPACE序列，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P ＜0．05)。结论：3D-CISS序列对颅神经复合体成像质量优于 3D-SPACE

序列，有别于其他颅神经。 

  

 

 
EP-2278 

DWI 对颅内结核瘤与环形强化病变的鉴别诊断价值 

 
江安红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30001 

 

目的 脑结核瘤患病率近年有所上升，尽管其 MRI表现有一定特征性，但常规 MRI对脑结核瘤

和部分颅内病变的鉴别仍存在一定困难;本研究旨在探讨扩散加权成像（DWI）对脑结核瘤和颅

内环形强化病变的鉴别诊断价值。材料与方法 所有病例在术前或治疗前接受常规 MRI和 DWI

检查，三组病例包括脑结核瘤 12例、化脓性脑脓肿 15例和颅内环形强化肿瘤 30例（其中高

级胶质瘤 15例、转移瘤 10 例、听神经瘤 5例）；MRI设备为 Siemens 1.5T MRI；DWI采用

单次激发 SE-EPI序列，弥散敏感系数（b值）为 0s/mm
2
及 1000s/mm

2
 ，观测 3组疾病中央坏

死区 DWI信号，测量并计算相应区域的平均 ADC值 结果  DWI脑结核瘤等信号 8例，稍高

信号 2例，高信号 2例；脑脓肿高信号 14例，中央低信号周围高信号 1例；高级胶质瘤低信

号 15 ，脑转移瘤低信号 9 例，高信号 1例；听神经瘤低信号 5例；脑结核瘤 ADC值(×10
 - 

3
mm2/ s）0.85~2.08，平均值 1.05±0.12；脑脓肿 ADC值 0.25~0.73平均值 0.55±0.22 ；

环形强化脑肿瘤 ADC值 0.55~3.53，平均值 2.80±0.23  结论 脑结核瘤干酪坏死区和脑脓

肿脓腔以及颅内环形强化肿瘤的坏死囊变区平均 ADC值之间均有明显统计学差别，DWI对脑结

核瘤和颅内环形强化病变的鉴别诊断具有重要的临床应用价值。 

  

 

 

 

 

 

 

 
EP-2279 

Spontaneous Brain Activity after Acupuncture 

Treatment in Chronic Tinnitus Patients: A fMRI study 

 
Wang Xiangyang,Zou Mingzhu,Zhang Jintao,Wang Hong,Tian Lifang,Chen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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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JING HOSPITAL 100730 

 

Abstract 

Introduction: Patients suffered with tinnitus increased in the prevalence with age, 

which have the possibility of causing hearing loss, sleepless, depress and so on. 

Research showed tinnitus syndrome could be relieved by means of acupuncture. 

We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change of amplitude of low-frequency fluctuation (ALFF) 

in resting-state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tinnitus and in patients taking acupuncture treatment. 

  

Material and methods  We recruited 6 healthy volunteers and 5 chronic tinnitus 

patients (some of them with hearing loss). All subjects were first scanned by 

normal sequence (T1WI, T2WI DWI) to exclude organic disease in brain, inner and 

outer ears. Then they accepted the Resting-state fMRI scan. 6(4 volunteers and 2 

patients) of them accepted acupuncture treatment according to the same acupuncture 

protocol.Resting-state fMRI data were acquired on a 3.0T magnetic resonance 

Scanner. All data were analyzed with ALFF based on auditory cortex mask using the 

software of Data Processing Assistant for Resting-State fMRI (DPARSF). Comparison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were performed on the ALFF maps between patients group 

and Healthy control group, also between Pre-acupuncture group and post-acupuncture 

group. 

Results Comparing to control group, the ALFF of tinnitus patients group showed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right superior temporal gyrus, and a significant decrease 

in bilateral middle temporal gyrus. While comparing to Pre-acupuncture group, the 

post-acupuncture group showed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right middle temporal 

gyrus. 

Conclusion The activation changes in auditory cortex regions of patients with 

chronic tinnitus indicate the potential mechanisms of the brain function 

remodeling. While the activation changes after the stimulation of acupuncture 

showed reverse brain function remodeling. 

  

 
EP-2280 

MR 增强减影技术对 T1WI 高信号、轻度强化病灶的诊断价值 

 
陈炯,王大成 

广西南宁市第二人民医院 530000 

 

目的  探讨磁共振增强减影技术对 T1WI高信号、轻度强化病灶的诊断价值。方法  应用我

院 3.0T西门子(Siemens，Germany)磁共振扫描仪对 41例平扫 T1WI为高信号病灶、疑轻度强

化病灶增强扫描后应用软件进行减影后处理，然后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 垂体 Rathke囊肿 8

例增强减影后未见强化，垂体瘤 3例，增强后减影病灶实性部分强化；单纯脑出血 3例，增强

后减影未见强化，或边缘线样强化；脑转移瘤并出血 3例，增强后减影环形强化或结节样强

化，出血部分无强化；脑胶质瘤 9例，增强后减影实性部分呈不同程度花环样、结节样、片状

强化，伴出血部分无强化；海绵状血管瘤 5例，增强后减影小点状、线样轻-中度强化；肾癌

消融术后 2例，增强后减影无强化；肾囊肿 3例，增强后减影无强化；肝细胞癌介入治疗后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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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增强后减影无强化或边缘结节样强化；卵巢黄体囊肿 3例，减影后无强化。 结论  磁共

振增强减影技术对 T1WI高信号及轻度强化病灶的诊断及鉴别诊断有很好的应用价值。 

 

 

 
EP-2281 

髓外骨髓瘤（EMP）病理分型与影像表现的相关性研究  

 
吴美红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摘要：目的：探讨髓外骨髓瘤（EMP）的免疫组化分型与 X线、CT、MRI等影像学表现的相关

性。方法：回顾性分析 2012.6.1-2017.7.1我院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20例髓外骨髓瘤，女 11

例，男 9例，平均发病年龄 55岁，分析肿瘤部位、软组织肿块强化特征及有无周围骨质破

坏，并与该患者的 EMP病理分型进行对比分析，观察 EMP病理分型与其影像表现的相关性。结

果：EMP患者中，IgG型 9例，发生于鼻腔、颅内、肋骨旁分别为 2例、2例、5例，肿块均表

现为轻中度不均匀强化，邻近骨质呈膨胀吸收改变；IgE型 4例，发生于皮下及椎旁各 2例，

肿块呈轻度均匀强化，椎旁可见虫蚀状骨质破坏；IgM型 3例，发生于肺内 1例，呈明显均匀

强化，肋骨旁 2例，呈轻中度强化，邻近骨质呈膨胀吸收改变；轻链型 2例，胰尾部 1例、皮

下 1例，肿块呈轻中度强化，无骨质破坏；IgA型 2例，鼻旁窦 1例、盆腔 1例，呈轻度强

化，鼻旁窦可见邻近骨质破坏。结论：髓外骨髓瘤影像表现与其病理分型有一定相关性。 

 

 
EP-2282 

MRI 高分辨力黑水成像对交通性脑积水中 

脑导水管通畅性诊断价值 

 
荣凡令,周小兵 

江苏省人民医院 210029 

 

【摘要】目的：通过高分辨力黑水序列来判断交通性脑积水患者中脑导水管是否通畅。方法：

选择 54例交通性脑积水患者，行矢状位黑水序列和轴位脑脊液相位对比电影（cine PC）序

列。扫描结束后，由 2位高年资医师在不知情情况下进行判读；先根据黑水 CUBE T2判断中脑

导水管是否流通，根据图像特点诊断中脑导水管流通性。后使用 cine PC序列测量中脑导水管

处流速，并以此为中脑导水管通畅与否标准，与黑水 CUBE T2序列进行对照。比较交通性脑积

水患者和正常对照组患者中脑导水管脑脊液流速和流量。结果：交通性脑积水患者中脑导水管

流速和流量明显大于正常志愿者（均 P＜0.05）。2名高年资医师根据黑水序列诊断交通性脑

积水患者中脑导水管畅通性，诊断结果之间没有统计学差异（p=0.25）。ROC曲线下面积为

0.956（95%CI:0.883～0.990），AUC＞0.9，说明对交通性脑积水的诊断价值较高。结论：MRI

黑水序列无创、简便易行，能充分显示交通性脑积水患者脑脊液流动路线，可用于诊断交通性

脑积水患者中脑导水管通畅性。 

 

 
EP-2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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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gnostic value of diffusion-weighte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or solid tumors affecting the root 

of tongue and pharyngeal part of tongue 

 
朱文静

1
,朱文静

1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2.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PURPOSE: To evaluate the value of DW-MRI to differentiate solid benign from 

malignant tumors affecting the base of tongue and glossopharyn. 

METHODS: 61 patients with solid tumors affecting the base of tongue and 

pharyngeal underwent MRI. Based on pathologic findings, all tumors were classified 

into 4 groups: Group 1, solid benign tumor; Group 2, epithelial carcinoma; Group 3: 

non-epithelial malignant tumor; and Group 4: malignant tumor (a combination of 

Group 2 and 3). The mean ADCs were computed from DW-MRI scans obtained with b 

factors of 0 and 1000 s/mm
2
. 

RESULTS: The mean ADCs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P < 0.05) between Group 1 

and the other 3 groups, and between Group 2 and Group 3, respectively. Non-Hodgkin 

lymphoma had a lowest mean ADC value, and schwannoma had a highest mean ADC 

value.  

CONCLUSION: DW-MRI has differential diagnostic value of solid tumors affecting 

the base of tongue and glossopharyn.  

  

 

 
EP-2284 

IVIM 与 3D PCASL 在鼻咽癌临床分期中的对照研究 

 
张波

1,2
,查云飞

1
 

1.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2.随州市中心医院 

 

目的 与 IVIM(Intravoxel incoherent motion）双指数模型对照，探讨 3D PCASL（three-

dimensional pseudo continuous arterial spin labeling）在鼻咽癌临床分期中的应用价

值。 方法 收集我院确诊为鼻咽癌的首诊患者 36例。所有患者均行鼻咽部 MR平扫加增强、

多 b值扩散加权序列和三维准连续动脉自旋标记序列，并对患者进行临床分期（中国 2008分

期）,分为高低级别两个组。将原始数据传入 GEAW4.6工作站进行后处理，获得 D* 、D、f及

BFASL图，并测量肿瘤实质区的 D* 、D、f值及 BFASL值。比较各参数与鼻咽癌各临床分期间的相

关性。结果 在 BFASL图及 D*图像上，高级别组肿瘤表现为明显高灌注，低级别组肿瘤表现为稍

高或中低灌注。在总分期、T分期及 N分期中，高级别组肿瘤的 BFASL值及 D*值显著高于低级

别组，f值高于低级别组，D值低于低级别组，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BFASL值、D*值及

f值与总分期、T分期及 N分期均呈正相关，D值与总分期、T分期及 N分期均呈负相关；BFASL

值与 D* 值、f值具有很好的正相关性。BFASL、D*、f及 D值在各临床分期均有很好的诊断效

能，在临床总分期、T分期及 N分期中，BFASL值诊断效能最佳，ROC面积分别约为 0.96、

0.94、0.97。  结论 3D PCASL 与 IVIM作为一种无创的功能磁共振灌注成像，可以很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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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鼻咽癌的血流灌注信息，用于预测鼻咽癌治疗前的临床分期，且 3D PCASL的诊断效能要

高于 IVIM。 

  

 

 
EP-2285 

磁共振成像相位对比法测量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患者狭窄段前

后流速变化与狭窄程度间的相关性研究 

 
池润民,汪登斌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00092 

 

目的：验证磁共振成像相位对比法测量冠心病病人及正常对照组冠状动脉血流参数的准确性及

其与狭窄程度的相关性。 

方法：对已行冠脉 CTA检查、证实存在前降支单一狭窄病变的 9例患者以及无心肌缺血症状，

造影检查呈阴性，因其他病因（包括心律失常，心肌病等）而行心脏磁共振成像检查的 9例对

照组病例行磁共振成像相位对比法检查。测量病例组中狭窄段前后、对照组中前降支近、远段

的流体数据，包括每秒流量，平均流速，峰值流速。每节段扫描两次，计算组内相关系数，评

价 PC法成像测量的可重复性。对照组及病例组中近、远两段间流速比较均采用配对秩和检

验，比较近、远两段间流速有无差异。将病例组数据与 DSA造影结果相比较，评价狭窄段前后

峰值流速比值与狭窄程度间的关系，采用 ROC分析评价峰值流速比在区分重度冠脉狭窄病人中

的诊断价值。 

结果：前后两次磁共振成像相位对比法测量冠状动脉血流的组内相关系数（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ICC）在每秒流量测量及峰值流速测量中均大于 0.7，正常对照组

中，前降支近段和远段测得的每秒流量，平均流速及峰值流速数值均无统计学差异

（P>0.05）。病例组中，狭窄段前后每秒流量、平均流速无统计学差异，但峰值流速间存在统

计学差异（P<0.05），且峰值流速比值与狭窄程度呈正相关。在 ROC分析中运用狭窄前后峰值

流速比作诊断标准评价重度狭窄病人的曲线下面积大于 0.9。 

结论：磁共振成像相位对比法测量冠状动脉血流的流量及峰值流速当中具有良好的可重复性，

正常对照组中冠脉近、远段血流无差异。存在冠脉狭窄的病人狭窄段前后流速有差异，狭窄段

前后峰值流速比对评判管腔狭窄程度具有补充价值。 

  

 

 

EP-2286 

体素内不相干运动成像与动脉自旋标记技术在 

胶质瘤术前分级中的应用 
 

曾艳,钱银锋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30022 

 

目的：探讨体素内不相干运动成像与动脉自旋标记技术对胶质瘤术前分级的价值。 

方法：选取经手术病理证实为胶质瘤患者 31例，其中女性患者 13例，男性患者 18例，年龄

段为 26～74岁，其平均年龄约为 52岁，低级别胶质瘤 12例，高级别胶质瘤 19例。所有患者

术前均行常规磁共振、3D-ASL及 IVIM扫描，数据经软件处理获得 CBF图、D*图及 D图，选取

感兴趣区，计算相应的参数值。所有参数值采用 SPSS软件进行分析，用两独立样本 t 检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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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低级别胶质瘤组间的各个参数值，P＜0.05为具有统计学意义。利用 ROC曲线获得各个

参数的最佳阈值、敏感性及特异性，最后，联合筛检 3D-ASL与 IVIM两种成像方法的最佳指

标，获得敏感性及特异性。结果：1. 高级别胶质瘤组的肿瘤 CBF值、rCBF值分别高于低级别

胶质瘤组；高级别胶质瘤组的肿瘤 D*值、rD*值分别高于低级别胶质瘤组的，D值、rD值分别

低于低级别胶质瘤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利用 ROC曲线分析，肿瘤 CBF 值的最

佳阈值为 79.24ml/min·100g，敏感性、特异性为 84.2%、83.3%；rCBF值的最佳阈值为

2.85，其敏感性、特异性为 100%、83.3%；肿瘤 D*、D、rD*和 rD值的最佳阈值分别为

2.95mm
2
/s、0.63mm

2
/s、1.40、2.95，敏感性和特异性为 94.7%和 83.3%、91.7%和 73.3%、

94.7%和 91.7%、75%和 94.7%；联合应用 3D-ASL和 IVIM 成像对胶质瘤进行术前分级的敏感性

及特异性分别为 100%、91.7%。结论： CBF、D*、D值及 rCBF、rD*、rD值在高、低级别胶质

瘤之间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可用于术前对胶质瘤进行分级，rCBF、rD*、rD值优于 CBF、

D*、D值。3D-ASL联合 IVIM 成像可提高胶质瘤术前分级的敏感性及特异性。 

  

 

 
EP-2287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idiopathic condylar 

resorption by using TMJ MRI 

 
Dong Minjun,Sun Qi,Tao Xiaofeng,Yang Chi 

the Ninth people's hospital，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200011 

 

Introduction and Objectives: Our aim was to discuss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idiopathic condylar resorption(ICR) by using TMJ MR imaging and summarize its MR 

characteristic manifestation. 

Material and Methods: 52 TMJs from 26 patients (7 males and 19 females; age range, 

10–33 years; mean age, 17.1 years) were performed at a 1.5T Signa Twin Speed MR 

unit with a dual TMJ array coil. All the TMJs were imaged by the conventional MR 

sequences (oblique sagittal and coronal proton density-weighted imaging in closed 

mouth position and oblique sagittal T2-weighted imaging in open mouth position). 

Then, 2 radiologists independently assessed the modalities of MR imaging, 

including location of disks, size/shape/signal of condylar, effusion. 

Results and Discussion: Among MR imagings confirmed ICR clinicaly, all the 

patients were diagnosed with anterior disk displacement without reduction in which 

10 patients with lateral disk displacement additionally. All the condylars 

diminished, with sags and crests surfaces, signal in marrow cavity were reduced 

obviously in 20 patients. Effusion was found in 16 patients. 

Conclusions: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idiopathic condylar resorption with TMJ MR 

imaging was specific. MR characteristic manifestation of ICR includes abnormality 

of size, shape, signal of condylar, anterior disk displacement without reduction 

or rotational displacement of d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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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288 

小肠病变 MRE 成像诊断的临床应用评价 

 
宾精文,吕健,刘运昌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溪山医院/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二人民医院 541002 

 

目的 探讨 3.OT MRI小肠造影检查在小肠病变的诊断价值，提高对小肠病变的诊断能力。方

法：收集 2015年 7月至 2017 年 3月经 3.OT MRI小肠造影检查且经临床诊治或病理证实的临

床资料完整的 9例小肠病变的影像特征进行回顾分析。 结果：（1）9例患者发病年龄为

16~63岁，中位发病年龄 45 岁。（2）受检者进行充分的检查前准备，分四次喝 2000~2500ml 

2~3%甘露醇注射液，每 15分钟一次，检查前 10分钟肌注 654-2 20mg，检查前再次喝 2~3%甘

露醇 300~500ml以充盈胃腔；采用 T1WI、T2WI、T2WI抑脂轴位及冠状位、T2WI矢状位行 MRI

平扫，采用 T1WI及抑制序列轴位及冠状位增强扫描。（3）临床特征：腹部胀痛、腹泻 6例，

腹胀感不适伴发热 1例，腹痛伴腹部隆起 2例；肿瘤标志物：CA19-9阳性（轻度升高）7例，

CA-125阳性（轻度升高）3例，CA15-3阳性（轻度升高）3例，CEA阴性。（4）发病部位：

上段空肠 1例，远段空肠 2例，回肠、回盲部 3例，空肠、回肠及结肠 3例。（5）病理分

类：克罗恩病 4例，空肠、回肠及结肠炎性病变 2例，空肠、回肠及结肠淋巴瘤 2例，结肠癌

1例。（6）MRE表现：平扫小肠、结肠管壁呈不规则增厚、僵硬，病变段肠壁厚度达 5mm 以

上；肠腔局部扩张或狭窄，呈单发、多发结节状或团块状稍长、长 T1稍长、长 T2信号影，脂

肪抑制序列呈等或稍高信号，病变段肠管边界尚清楚；增强扫描：病变肠管呈轻度至中度强

化，信号不均匀，与邻近组织分界不清、邻近肠系膜脂肪间隙模糊，腹膜局部增厚呈小结节

状，腹腔积液，病变周围淋巴结增大。结论：小肠病变 MRE造影检查前须严格按步骤进行充分

准备，充分充盈胃肠道后及时进行检查，多方位、多序列成像，充分观察肠道病变 MRI征象、

病变部位及特征，对小肠病变的诊断有很大的临床应用价值。 

  

 

 
EP-2289 

PC cine MRI 技术对梗阻性脑积水及交通性脑积水患者 

ETV 术后的疗效评价 

 
姚辉,孙家瑜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610041 

 

目的：随着神经影像学、神经内镜制造工艺、显微手术器械及立体定向神经导航系统的飞速发

展，使得神经内镜辅助三脑室造瘘术（ETV）的手术方法日益成熟，适应证不断拓宽， ETV渐

渐地被用作阻塞性脑积水的替代治疗方法。本研究的目的是通过 PC cine MR技术对脑脊液定

量和定性的检查来评价 ETV 术在梗阻性脑积水及交通性脑积水患者的有效性，以及在 ETV 后了

脑脊液流动情况。 

方法：对象为接受 ETV治疗的 24名患者（16名梗阻性脑积水，8名交通性脑积水为 VP 失败，

再次 ETV，年龄为 6个月到 14岁）用 PC Cine MR技术在患者的术前和术后一个月左右分别进

行检查对比。我们对 ETV术前后脑脊液的流量进行定量和定性的分析。测量并计算中脑导水

管、第四脑室、四脑室出口、枕骨大孔、桥前池、三脑室底造瘘口在一个心动周期内的动力学

指标。采用 t检验分析术前术后患者的动力学参数，观察其统计学差异。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1884 

 

结果：脑室造口术后，观察脑脊液循环的流动特性的恢复。记录在脑室造口术后各个点随时间

变化的脑脊液流量的变化。ETV 术前后脑脊液流量之间显示有统计学意义上的关系（P<0.05）,

整体流量大小是决定患者术后改善的最有效的变量。分析结果显示梗阻性脑积水患者对手术有

最好的反应，而畸形或交通性脑积水的病人反应是最糟糕的。 

结论：PC cine MR技术对 ETV术后的疗效评价是很有临床意义的，对脑脊液流量的测量是 PC 

cine MR技术评判 ETV术的一个重要指标。 

 

 

EP-2290 

Readout-segmented echo-planar diffusion-weighted MR 

for evaluating aggressive characteristics of rectal 

cancer 

 
xia chunchao,Li Zhenlin,Song Bin 

West China Hospital 610041 

 

Purpose: To evaluate the potential role of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ADC) 

value in predicting aggressive characteristics of rectal cancer using readout-

segmented echo-planar (rs-EPI) diffusion-weighted MR. 

Materials and methods: One hundred and fifteen patients with rectal cancer 

enrolled in this study. The ADC value acquired by rs-EPI sequence was measured. 

The difference of ADC value in different subgroups based on the differentiation 

grade, clinical T stage and plasmatic CEA level was tested by one-way analysis of 

variance or student t-test as appropriate. Spearman’s rank test was used to 

determin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each aggressive characteristics and 

corresponding ADC value. 

Results: The ADC value of tumor differs in poor, moderate and good differentiation 

grade (1.31 ± 0.19 × 10
-3
 mm

2
/s vs. 1.13 ± 0.25 × 10

-3
 mm

2
/s vs. 0.89 ± 0.12 × 

10
-3
 mm

2
/s, respectively; P <0.001). Tumor with lower differentiation grade 

presented with higher mean ADC value (r =−0.59, P <0.001). However, the ADC value 

was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in subgroups of clinical T stage (1.16 ± 0.19 × 

10
-3
 mm

2
/s vs. 1.15 ± 0.28 × 10

-3
 mm

2
/s vs. 1.08 ± 0.21 × 10

-3
 mm

2
/s vs. 1.15 ± 

0.20; P = 0.47) and plasmatic CEA level (1.14 ± 0.26 × 10
-3
 mm

2
/s, vs. 1.03 ± 

0.35 × 10
-3
 mm

2
/s, P = 0.06). 

Conclusions: The ADC value of tumor tended to increase along with the decreasing 

differentiation grade. It is a potential imaging marker for assessing aggressive 

characteristics of rectal c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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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291 

磁共振多 b 值扩散加权成像对前列腺疾病的诊断价值 

 
苏伟,晋记龙,赵瑞峰 

晋城煤业集团总医院 048006 

 

 

[摘要] 目的 探讨 3.0T磁共振高 b值扩散加权成像（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DWI）对

前列腺疾病的诊断价值。方法 对病理证实的 28例前列腺增生及 20例前列腺癌患者，应用

Siemens Skyro 3.0T MR行多 b值 DWI，b值分别为 0、1000、2000、3000s/mm2，测量病变区

的 ADC值，并和正常志愿者进行对照。结果 前列腺癌及前列腺增生患者的 ADC值均随着 b值

的升高而下降，前列腺癌、前列腺增生、正常前列腺外周带及移行带各组 b值之间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b值为 1000、2000、3000s/mm2时，DWI对前列腺癌诊断的准确率分别为 78.4%、

87.1%、89.3%。b值为 2000s/mm2、3000s/mm2时对前列腺癌诊断的准确率高于 b值为

1000s/mm2。结论 高 b值 DWI对前列腺疾病的诊断及鉴别诊断具有重要价值。 

  

 

 
EP-2292 

高分辨弥散加权成像（RESOLVE)对直肠癌患者淋巴结转移的

探究 

 
曾瑞腾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610041 

 

 

目的 探讨高分辨弥散加权成像（RESOLVE)对判断术前直肠癌患者有无淋巴结转移的意义。 

方法 用西门子 3.0T磁共振（MAGNETOM Trio，32通道心脏线圈）对 65例术前直肠癌患者(43

名男性，22名女性，最小年龄 31岁，最大年龄 91岁，平均年龄 63.22岁）进行磁共振扫

描。检查前使用开塞露排空肠道并注射 654－2减缓肠道蠕动。对每个病人行 T2矢状位（层厚

2mm且与肠道长轴平行）、冠状位（层厚 2mm且与病变肠道长轴平行）、轴位（层厚 3mm 且与

病变肠道垂直且包全盆腔）高分辨及 RESOLVE（与轴位同层且包全盆腔）磁共振普通扫描。 

由两名高年资医生对轴位 T2加权图像和 RESOLVE图像进行评价，判断有无淋巴结转移，并与

病理结果对比。 

结果 T2加权成像对直肠周围的淋巴结形态、大小、边界显示良好。高分辨弥散加权成像

（RESOLVE)获得了良好的组织对比度，能很好的限定肿瘤内部的结构，对直肠周围淋巴结的形

态、大小、边界及组织密度显示清楚，几乎没有呼吸运动伪影影响，结合 ADC值可以进一步对

肿瘤的良恶性进行预判。 

结论 高分辨弥散加权成像（RESOLVE)对术前直肠癌患者有无淋巴结转移的预判具有重要意

义，为手术方案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了坚实基础。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1886 

 

EP-2293 

3D_pCASL 灌注成像对肝性脑病的研究 

 
汪楠

1
,张媛媛

2
,汪飞

1
 

1.安庆市立医院 

2.安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目的 利用三维准连续式动脉自旋标记（3D-pCASL）磁共振灌注成像技术,定量分析肝性脑病

患者脑血流量（CBF）变化规律及探讨灌注模式。方法 本研究经当地伦理委员会批准，并书

面知情同意。采用 3.0T超高场磁共振和科研专用头部相控阵靶线圈，对 20例肝性脑病患者及

选取 20例年龄、性别相匹配的健康志愿者分别行 MRI颅脑平扫和 3D-pCASL灌注成像，分别测

量每个人感兴趣区的脑血流量（CBF），比较患组与正常对照组的灌注差异，并进行统计分

析。结果 感兴趣区 CBF值中肝性脑病患者右侧丘脑(61.318±14.052)mL·100g
-1
·min

-1
，左

侧丘脑(65.320±13.763)mL·100g
-1
·min

-1
，右侧扣带回(82.326±16.274)mL·100g

-1
·min

-1
，

左侧扣带回(84.911±17.393)mL·100g
-1
·min

-1
，脑桥(52.434±9.106)mL·100g

-1
·min

-1
,与对

照组右侧丘脑(50.274±7.422)mL·100g
-1
·min

-1
，左侧丘脑(53.409±7.597mL·100g

-1
·min

-

1
，右侧扣带回(51.599±6.069)mL·100g

-1
·min

-1
，左侧扣带回(55.902±8.082)mL·100g

-

1
·min

-1
，脑桥(41.213±5.916)mL·100g

-1
·min

-1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肝性脑病患者

颅内多个脑区脑血流量高于对照组，可能与血流从皮质到基底节的再分布有关。3D-pCASL作

为一种新的无创性的脑灌注成像技术，可为进一步探讨肝性脑病脑微观结构的异常与临床症状

相关性提供支持。 

  

 

 
EP-2294 

不同贫血程度对水脂分离成像参数的影响 

 
冀晓东,杨咪,夏爽,柴圣婷,郭瑜,沈文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300192 

 

目的：探讨不同贫血程度对水脂分离成像参数的影响。 

方法：收集我院 2015年 2月-2017年 7月期间行腰椎 T1-DIXON扫描的受检者，其中不同程度

贫血患者 64名（男 24名，女 40名），血象正常者 36名（男 20名，女 16名），测量其腰椎

椎体脂肪信号强度（Mfat）和水分子信号强度（Mwater），脂肪信号分数（FF）是根据脂肪图

像中的信号强度除以同相 IDEAL图像中对应的 ROI的信号强度的比率计算的。将不同程度贫血

分为轻度贫血组和中度贫血组，先对三组中各组腰椎的 Mfat、Mwater、FF采用独立样本 t检

验，对比组间参数差异；而后对三组受检者腰椎的 Mfat、Mwater、FF平均值采用 ANOVA法，

两两比较采用 Student-Newman- Keuls检验。 

结果：  

三组受检者各组五个腰椎的 Mfat、Mwater、FF均未见明显差异（P值<0.05）; 

三组受检者腰椎的 Mfat、FF的差异以及正常组和贫血组 Mwater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

均＜ 0.05)，轻度贫血组和中度贫血组 Mwater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值＞0.05)； 

结论：腰椎间水脂分离成像参数具有良好的一致性，贫血所致腰椎 Mfat、Mwater、FF之间的

差异显著。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1887 

 

EP-2295 

脑卒中后皮质-红核-脊髓束重塑的 DTI 研究 

 
杨亚茹

1
,杨明

2
,李慧君

2
,陈婷

3
,刘玉婷

2
,刘斌

4
 

1.扬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东南大学附属扬州医院） 

2.南京市儿童医院 

3.江阴市人民医院 

4.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目的：采用扩散张量成像技术（diffusion tensor imaging, DTI），探讨慢性缺血性脑卒中

后，皮质脊髓束、辅助运动纤维束及胼胝体纤维束的完整性与运动预后的关系。 

方法：选取慢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 53例，匹配健康志愿者 20例（健康对照组）。采集 DTI数

据，重建双侧皮质脊髓束(corticospinal tract, CST)、辅助运动纤维束(alternate motor 

fibers,aMF)及胼胝体纤维束（transcallosal motor tract）（M1-M1）。并评估卒中组患侧

与健侧下行运动纤维束（CST, aMF）、M1-M1、红核及中脑被盖的 FA值，观察该值与 Fugl-

Meyer上肢运动量表（FMA）的相关性。 

结果：卒中组患侧 CST、 aMF及 M1-M1的 FA值均明显低于健康对照组（均 P≤0.01, 

CST:0.34±0.25, aMF:0.30±0.25; M1-M1:0.44±0.22）；相较于健康对照组，卒中组双侧红

核及患侧被盖的 FA值均有所升高（均 P＜0.05,红核 contra：0.48±0.07；红核 ipsi：

0.51±0.07；被盖 ipsi：0.55±0.06）。下行运动纤维束（CST, aMF）FA值的偏侧性指数

（LI）及红核 ipsi、被盖 ipsi、M1-M1 的 FA值与 FMA呈显著线性相关（均 P≤0.01, r=-0.672; 

r=-0.621; r=0.410; r=0.470; r=0.590）。 

结论：结果表明，一些离皮层纤维束，如：皮质-红核-脊髓束，以及胼胝体纤维束的结构重塑

在卒中患者的运动康复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代偿作用，进而可以指导临床进行个性化康复治

疗，确定最优神经康复干预，最大程度促进患者康复。 

  

 

 

EP-2296 

T2*mapping 成像诊断软骨病变的相关原理 

 
徐震 

安医大二附院 230601 

 

这么多年来，MRI技术迅猛发展，各种不同的技术广泛应用于软骨病变的诊断和预后随

访 。 各种软骨序列不断被利用，目前旧的技术已经逐渐被新的技术取代；对关节软骨的显

示越来越清楚，为早期软骨损伤诊断和监测提供临床参考依据。 目前，关节软骨生化成分成

像技术包括 T2 mapping、T2* mapping 及 T1ρ 成像等。 我们今天主要讨论 T2*mapping成

像诊断软骨病变的相关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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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297 

磁共振弥散张量成像在腰椎间盘突出的应用研究 

 
冯平勇,贺艾,邹语嫣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050000 

 

目的：DTI探讨健康志愿者神经根和腰椎间盘突出受压神经根各向异性分数（FA）值与表观扩

散系数（ADC）值间的差异；受压神经根微观结构变化与临床症状（ODI指数）及持续时间的

相关性；DTT判断神经根形态及内部微观结构变化。 

材料与方法：健康志愿者和腰椎间盘突出症各 32例，应用 Philips 3.0T MRI行 L4-S1 神经根

MRI及 DTI检查，选择椎间孔内侧脊神经根为感兴趣区，定量测量健康对照侧神经根和腰椎间

盘突出症受压神经根 FA值及 ADC值，分析是否存在统计学差异；受压神经根 ADC值和 FA值与

临床症状及持续时间相关性。行 L4、L5、S1神经根 DTT。 

结果：1.健康志愿者 L4-S1 各节段神经根平均 FA值和 ADC值无统计学差别。健康志愿者年龄

﹥35岁组和﹤35岁组平均 FA值和 ADC值无统计学差别。2.腰椎间盘突出受压神经根组 FA值

明显低于健康对照组 FA值及对侧未受压神经根组 FA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受压神经根组

ADC值明显低于健康对照组 ADC值及对侧未受压神经根组 ADC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腰椎间

盘突出对侧未受压神经根组 FA值及 ADC值与健康对照组 FA值及 ADC值无统计学差异；3.受压

侧神经根组 FA值与 ODI指数、症状持续时间呈明显负相关。受压侧神经根组 ADC值与 ODI指

数、症状持续时间无明显相关性。DTT清晰显示 L4-S1神经根走形特点，患侧神经根稀疏、移

位、变细。 

结论：1.健康志愿者 L4-S1 各节段和各年龄段神经根平均 FA值和 ADC值均无统计学差异。健

康志愿者 FA值与腰椎间盘突出非突出侧脊神经 FA值无统计学差异。2.腰椎间盘突出受压神经

根 FA值明显减低，能定量评价受压神经根微观结构变化；3.受压侧神经根组 FA值与 ODI 指

数、症状持续时间呈明显负相关。4.DTT能清晰显示 L4-S1神经根走形、判断椎间盘突出症神

经根受压位置和形态改变。 

 

 
EP-2298 

磁共振弥散加权成像在评估小肠克罗恩病炎性 

肠段活动性中的价值 

 
陈浩

1
,沈宣文

1
,刘可夫

1
,庄启湘

1
,宋慧慧

2
 

1.苏州市立医院北区（原:苏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2.苏州市广济医院 

 

目的 评估磁共振弥散加权成像（DWI）在诊断小肠克罗恩病患者炎性肠段活动性中的准确性。

方法对 32例经肠镜检查和病理诊断为 CD的患者行常规 T2及 b值分别为 50、800、1000s/mm
2

的 DWI横断面扫描，测量炎性肠段及正常肠段的表面扩散系数（ADC）值。将常规 T2WI及 DWI

信号强度定量分为 0-3分。对 T2WI、DWI信号强度分值及 ADC值与克罗恩病活动指数（CDAI）

进行相关性分析，并应用 ROC曲线测定 CD活动性的诊断临界值。 结果 32例 CD患者中，18

例 CDAI<150，14例 CDAI>150。CD活动期肠段 T2、DWI信号强度值显著高于非活动期肠段

（p<0.05）。CD活动期肠段的 ADC值显著低于非活动期肠段（p<0.05）。常规 T2、DWI信号

强度分值与 CDAI呈明显正相关（r=0.46、0.65，p<0.05）,ADC值与 CDAI呈明显负相关（r=-
0.75，p<0.001）。ROC曲线下面积范围为 0.85~0.98，以 1.18×10

-3
 mm

2
/s作为截断点来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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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肠段活动性和非活动性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 100%和 89%。结论 DWI信号强度、ADC值

与 CD活动性明显相关，对 CD活动期及非活动期的区分有着非常高的准确性。 

  

 

 
EP-2299 

儿童、青少年及成人自闭症全脑灰质结构的 MRI 研究：增加

的灰质体积和表面积而相当的皮层厚度 

 
王艳

1
,吕粟

2
 

1.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 

2.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目的：自闭症患者除具有社交障碍和刻板行为等核心症状外，还存在感觉运动异常，而且运动

系统功能不良可能先于自闭症的诊断症状被发现，因此可以帮助疾病的早期诊断和干预。组织

病理学研究示，患者的小脑浦肯野细胞数量显著减少，提示小脑蚓发育不良。磁共振研究也表

明，在自闭症儿童及成人中均存在小脑蚓 VI-VII体积减小，然而，前期结果并不一致。目前

大部分的结构磁共振研究主要针对大脑皮层灰质，而对皮层下核团及小脑灰质的研究较少。因

此，本研究的目的：研究儿童、青少年及成人自闭症患者大脑皮层灰质体积、皮层厚度及表面

积、皮层下灰质核团及小脑灰质体积是否存在异常发育，及其与临床症状之间的关系。方法:

本研究纳入了 55名自闭症患者（平均年龄 19.85）与 49名年龄、性别相匹配的健康对照（平

均年龄 20.06），并采集了所有受试者的磁共振高分辨 3DT1结构图像，以及患者的自闭症诊

断观察量表评分（ADOS）及自闭症诊断访谈量表（ADI-R）评分等相关临床数据。主要分析流

程：在 Freesurfer下基于体素顶点水平比较自闭症患者和对照大脑皮层灰质的差异，并提取

皮层下灰质核团体积，比较两组之间的差异；用 VBM提取小脑叶、蚓灰质体积，比较两组之间

的差异；将有显著差异的脑区与 ADOS及 ADI-R评分等做相关分析。结果：自闭症组左侧中央

后回及左侧枕叶外侧的灰质表面积大于对照组，P<0.05；自闭症组双侧中央后回及右侧顶下小

叶灰质体积大于对照组，P<0.05；自闭症组小脑蚓 CrusII、双侧壳核及右侧海马的体积大于

对照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自闭症组左侧枕叶外侧及左侧中央后回灰质表面积、右侧顶下

小叶灰质体积与 ADI-R总评分成正相关，但此相关无统计学意义。结论：自闭症患者大脑皮

层、皮层下及小脑多个脑区的灰质结构存在异常，尤其是中央后回发育异常可能与患者动作协

调能力受损相关，而此能力对运动技能及社交沟通都至关重要。 

 

 

EP-2300 

CT 容积分析和 MR 灌注影像区分肺功能正常的吸烟者和慢性阻

塞性肺疾病患者的对照研究 

 
范丽,夏艺,管宇,刘士远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200003 

 

目的 探讨 CT容积分析和 MR灌注影像区分肺功能正常的吸烟者和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的效

能。 

方法 本研究共纳入 62例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和 17例肺功能正常的吸烟者作为对照组。CT

定量分析参数包括肺总体积（TLV），总肺气肿体积（TEV）和肺气肿指数（EI）。 磁共振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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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成像参数包括正性增强积分（PEI）、最大上升斜率（MSI）、最大下降斜率(MSD)、信号强

度增强比(SER)、灌注缺损与正常肺的强度比(R SI )。 

结果 62例 COPD患者包含 19例 I级，17例 II级，14例 III级和 12例 IV级。TLV，TEV 和

EI在对照组和 I级 COPD患者之间没有统计学差异。对照组与 II级，III级和 IV级在 TEV和

EI之间存在统计学差异。对照组与任意严重度的 COPD患者之间在在 RSI，MSI，PEI和 MSD均

存在差异。RSI在 I级和 III 级，I级和 IV级，II级和 IV级 COPD之间均存在差异。在对照

组中，MR检测灌注缺陷的比例高于经 CT检测肺气肿的比例。 

结论 与 CT相比，MR灌注成像在鉴别对照组和轻度 COPD方面具有更大的潜能，而且在检测肺

功能正常吸烟者的异常改变方面更加敏感。 

  

 

 
EP-2301 

原发性肝周占位的 MRI 诊断与鉴别诊断 

 
连丹岚

1
,汤敏

1,2,3
 

1.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上海市影像医学研究所 

3.复旦大学影像医学系 

 

目的：探讨原发性肝周占位的 MRI诊断与鉴别诊断价值。 

方法：选择 23例经过手术和病理证实原发性肝周占位病例，其中脂肪肉瘤 7例、平滑肌肉瘤

5例、恶性间皮瘤 3例、副神经节瘤 1例，神经鞘瘤 5例，异位脾 2例，术前行 MRI检查，分

析其病理类型和 MRI信号特点。 

结果：肝周包括肝周间隙、膈下腹膜后间隙及肝包膜下。收集的 23个病例中，单发病灶 18

例，多发病灶 6例。7例脂肪肉瘤中均表现为位于肝周间隙或膈下腹膜后间隙的较大单发肿

块，部分病灶可见钙化、囊变，MRI检查大多可见脂肪组织样信号，余部分呈 T1WI等低信

号、T2WI等或高信号，增强扫描不均匀强化；5例平滑肌肉瘤中单发病灶 4例，多发病灶 1

例，可有出血、坏死、囊变区, 少见钙化，MRI信号不均匀, 增强扫描呈不均匀渐进性、持续

性强化；3例恶性间皮瘤中均为多发病灶，位于肝周间隙，可累及肝实质及膈肌，MRI表现为

T1WI等或低信号、T2WI等或高信号，部分内呈囊性，增强扫描持续明显强化，常伴有胸腹

水；1例副神经节瘤为单发病灶，MRI表现为 T1WI呈等低信号，T2WI为中等或高信号，增强

扫描呈明显强化；5例神经鞘瘤均为位于膈下腹膜后间隙的单发病灶，MRI表现为 T1WI 病灶呈

等或稍低信号，T2WI呈不均匀高信号，增强扫描呈渐进性强化，内可见囊变不强化区域；2例

异位副脾病例表现为多发散在结节灶，MRI信号强度与脾脏相仿，增强扫描强化程度与脾脏相

似或呈明显均匀强化。 

结论：MRI对于肝周占位的形态、组织成分及与领近组织的关系具有良好的显示能力, 故 MR I

对于肝周肿瘤具有较高的诊断与鉴别诊断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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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302 

非神经精神性狼疮患者脑网络中心度改变的 rs-fMRI 研究 

 
李声鸿,曾献军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30006 

 

目的： 

采用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成像（resting-state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rs-

fMRI）基于体素度中心度（voxel-wise degree centrality, DC）分析方法，探讨系统性红斑

狼疮（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SLE）患者出现神经精神症状之前（非神经精神狼

疮）脑功能网络连接属性的改变。 

方法： 

首先收集 24例临床确诊的无明显神经精神症状的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非 NPSLE组）及 24例

性别、年龄与非 NPSLE组相匹配的健康对照者（health controls, HCs组）进行 rs-fMRI 及

T1高清结构像扫描，然后在 Matlab 2012a平台上应用 DPABI 软件中的功能磁共振处理助手

DPARSF进行数据预处理，并采用基于体素的 DC方法（矩阵相关系数阈值为 0.25）分析 rs-

fMRI数据。最后分别统计体素水平的 DC及人口学、临床参数的组间（非 NPSLE组与 HCs组）

差异，并将非 NPSLE组差异脑区的 DC值与各临床参数进行相关分析。 

结果： 

1、与 HCs组比较，非 NPSLE 组 DC值下降的脑区包括右侧额内侧回/额上回/额中回、右侧尾状

核，左侧额中回/额下回、左侧前扣带回、左侧小脑后叶，DC值增高的脑区为右侧中央后回/

楔前叶/中央旁小叶。 

2、相关性分析发现，非 NPSLE组右侧额内侧回/额上回/额中回 DC值与补体 C3浓度呈正相

关。 

结论： 

本研究发现，SLE患者在出现神经精神症状之前、头颅 cMRI检查阴性时，就已经存在脑功能

改变，推测其可能已经处于亚临床 NPSLE阶段，因此有必要对 SLE患者进行早期评估和干预，

以防止脑功能发生进一步损害，最终导致 NPSLE的发生。 

  

 

 

EP-2303 

The New mDixon Quant Technology for Accurate 

Quantificatin of Liver Fat Content in the NAFLD 

Rabbit Model: In Comparison to Quantitative 

Pathological Analysis 

 
Lei Pinggui,Luo Yan,Jiao Jun,Duan Qinghong,Huang Zhaoxia,Gong Zhu,Liu Jing,Wang Xiaolin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uizhou Medical University 550004 

 

Objectiv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valuate the new sequence of mDixon 

Quant technique for accurate quantification of liver fat content in the rabbit 

model of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NAFLD) compared with quantitative 

pathological analysis.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1892 

 

Materials and methods This study was approved by the institutional animal care 

and use committee. Twelve 8-week-old rabbits were classified randomly into 

experimental group (n=6) and control group (n=6),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fed 

with high-fat, high-cholesterol diet compared with control group fed standard diet. 

All of 12 rabbits were performed by mDixon Quant sequence of 3.0T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unit (Ingenia 3.0T) in the 1
st
 week and 10

th
 week. The 

surveillance for the dynamic changes of fat content deposition in the liver 

parenchymal was evaluated by MDCT in the 1
st
 week, 2

nd
 week, 4

th
 week, 6

th
 week, 

8
th
 week and 10

th
 week, respectively. Fat fraction (FF) value was measured on the 

liver parenchymal by three ROIs, the meaning value of FF was also calculated. 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FF value and quantitative pathology was tested by 

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ICC). P<0.05 was considered as significant 

statistical difference. 

Results the FF value of liver parenchymal was [(1.98%±1.03%) vs. 

(2.32%±0.89%),t=-0.597, P>0.05] in the 1
st
 week and was [(28.36%±6.61%) vs. 

(4.59%±1.56%),t=8.576, P<0.05] in the 10
th
 week between experi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respectively. The CT value for surveillance of dynamic fat change 

was (71.27±6.84)HU, (70.67±2.59)HU, (60.94±9.40)HU, (46.50±3.73)HU, 

(30.89±7.38)HU, (13.78±4.82)HU in experimental group and (67.65±4.12)HU, 

(68.56±6.38)HU, (65.49±5.55)HU, (65.78±4.56)HU, (66.61±3.22)HU, 

(65.62±5.20)HU in control group among different weeks (1
st
~10

th
). There was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FF value and quantitative histological analysis 

(ICC=0.953, P<0.05). 

Conclusion There was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FF value and quantitative 

pathological analysis, the new mDixon Quant technique could be available for 

evaluation of liver fat content in the NAFLD, which has potential to been an 

effective way for accurate quantification of fat deposition in the fatty liver. 

  

 

 
EP-2304 

MR 扩散加权成像预测卵巢癌复发的价值 

 
蔡宋琪,周建军,凤伟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00032 

 

目的：探讨 MR DWI及 ADC在预测卵巢癌复发中的应用价值。方法：回顾性对比分析卵巢癌放

化疗后局部复发（15例）和非复发患者（19例）的临床和 MRI资料。两名阅片者共同阅片，

观察患者治疗前的常规 MRI 及 DWI影像表现，并测量各时间点 ADC参数值。采用组内相关一致

性（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ICC）值和 Bland-Altman散点图验证阅片者一致

性。采用 ROC曲线对术前的 ADC值行效能分析并确定其预测卵巢癌复发的最佳诊断阈值。结

果：卵巢癌复发组与非复发组的治疗前原发灶 ADC值分别为（0.613 0.074）×10
-3
mm

2
/s、

（0.632 0.068）×10
-3
mm

2
/s，两者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t=0.816，P=0.241）；结论：DWI

对于预测卵巢癌复发的价值有限，卵巢癌的复发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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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305 

肝脏铁过载的 MRI 特征及 IDEAL-IQ 序列定量评估的可行性 

 
吴瑶媛,董江宁 

安徽省肿瘤医院 230031 

 

目的：探讨继发性血色病导致肝脏铁过载的 MRI特征以及 IDEAL-IQ序列定量评估肝脏铁过载

的可行性。方法：回顾性分析经骨髓穿刺证实的 9例再生障碍性贫血，4例骨髓异常增值综合

征，2例急性单核细胞白血病，经反复输血治疗后的导致继发性血色病的患者 15例，中位年

龄 26岁，并且 15例均行血清铁蛋白实验室检查。行肝脏常规 MR平扫(T1WI、T2WI、T2WI FS、

DWI、In/Out Phase)，以及 IDEAL-IQ(iterative decomposition of water and fat with 

echo asymmetry and least square estimation-iron quantification)序列扫描，得到水

相，脂相，R*映像图，脂肪比图。在 T1WI、T2WI、DWI、In/Out Phase序列上观察铁过载的影

像特征，并在 IDEAL-IQ序列所得的 R*映像图上于肝实质上、中、下三个层面避开血管、胆

管，各勾画 3个圆形 ROI（面积约 50-60mm
2
），测量 R*值，取其平均值作为结果。采用

Spearman相关性分析，评价 R*值和血清铁蛋白的相关性。结果：1.继发性血色病铁过载的

MRI表现：① 15例肝脏在 T2WI上信号弥漫性减低，其中 12例为明显低信号，呈“黑肝”，

2例伴有 T2WI上脾脏信号减低；② DWI上 15例肝脏均呈明显低信号，伴有磁敏感伪影；

③ 15例肝脏同相位上信号稍低，反相位信号反而升高，伴有 2例脾脏同相位上信号减低，

反相位信号增高。2. R*值与血清铁蛋白呈正相关（r=0.43，p<0.05）。结论：肝脏铁过载在

MRI上表现具有特征性，IDEAL-IQ测得的 R*值能够定量评估肝脏铁过载。 

  

 

 
EP-2306 

Diagnostic value of magnetic resonance tomographic 

angiography in the diagnosis of cranial nerve and 

vascular compression syndrome 

 
Hu Xingrong 

The Central Hospital of Enshi Tujia and Miao Autonomous Prefecture and university hospital of 

Hube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445000 

 

objective: to explore clinical value of magnetic resonance 

tomography  angiography (MRTA) in the etiological diagnosis for cranial nerve 

vascular compression syndrome ,and to evaluate three-dimensional spatial 

relationship for 3D-FIESTA、3D-TOF-SPGR and 3D-CE-TOF-SPGR sequence showing 

cranial nerve and corresponding vessels .Methods: to analyze 158 cases of cranial 

nerve vascular compression syndrome retrospectively (of which there were 107 

primary trigeminal neuralgia, 46 facial spasm, and 5 glossopharyngeal nerve 

pain),and to carry out  MRTA examination（including 3D-FIESTA、3D-TOF-SPGR and 

3D-CE-TOF-SPGR sequence），and to observe space relationship of cranial nerve and 

its around vessel and compare with surgical results, and to evaluate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3D-FIESTA、3D-TOF-SPGR and 3D-CE-TOF-SPGR sequence 

in the preoperative evaluation. Results: There were 158 patients with cranial 

nerve vascular compression syndrome caused by intracranial space-occupying le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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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ng ruled out by conventional MR scans and were checked with 3D-FIESTA、3D-TOF-

SPGR and 3D-CE-TOF-SPGR sequence  successively. MRTA could clearly and 

simultaneously display trigeminal nerve, facial nerve, glossopharyngeal nerve and 

adjacent corresponding vessels. And 3D-FIESTA and 3D-TOF-SPGR showed  cranial 

nerves and relationship of  corresponding vessels respectively , and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And 3D-FIESTA and 3D-CE-TOF-SPGR、

3D-TOF-SPGR and 3D-CE-TOF-SPGR sequence showed cranial nerves and relationship 

of  corresponding vessels respectively , and ther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3D-FIESTA and 3D-TOF-SPGR could improve positive rate, and 

comparing with3d-CE-TOF-SPGR sequence,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P>0.05). Conclusion: MRTA can clearly show cranial nerves and 

corresponding vessels , and there was the most valuable for independent 

application of 3d-CE-TOF-SPGR sequence showing cranial nerves and relationship of 

corresponding vessels, and3D-FIESTA in combing with 3D-TOF-SPGR 

diagnosing  preoperative etiology of  cranial nerve vascular compression 

syndrome and selecting surgical indications, not only meet clinical diagnosis of 

cranial nerve vascular compression syndrome but also contrast agents can be 

reduced, and is worth promoting. 

 

 

EP-2307 

RESOLVE-DWI 的 ADC 值是否与直肠腺癌病理预后因素相关 

 
唐翠,林谋斌,卢晓玲,张兰花,左晓明,续晋铭 

同济大学附属杨浦医院 200093 

 

目的：探讨磁共振高分辨率扩散加权成像 RESOLVE-DWI的 ADC值与直肠腺癌病理预后因素的相

关性。方法：回顾性收集本院 89例病理证实且未行辅助治疗而直接手术治疗的直肠腺癌的病

理资料，术前一周内均进行 RESOLVE-DWI及 MR增强检查。根据肿瘤的病理类型、大体分型、

分化程度、T分期、N分期和免疫组化 EGFR表达情况进行分组。测量直肠癌的肿瘤组织

RESOLVE-DWI b=800时的 ADC值，分析各组之间肿瘤 ADC 值的相关关系。结果：89例直肠腺癌

中，溃疡型与隆起型分别为 56例、33例，管状腺癌、乳头状腺癌及粘液腺癌分别为 64 例、

16例、9例，高、中、低分化组分别为 16例、63例、10 例。T1、T2、T3、T4期分别为 5

例、36例、46例和 2例，由于 T4期病例数太少，故将 T3T4 期合并在一起为 T3-4期 48例；N

分期中有区域淋巴结转移组（N+）为 33例，无区域淋巴结转移组（N0）为 56例；免疫组化染

色结果为 EGFR阳性 63例，阴性 26例。其中，溃疡型组的肿瘤 RESOLVE-DWI ADC值高于隆起

型组，差异具有统计学差异(P=0.001)。直肠癌不同病理类型的肿瘤 RESOLVE-DWI ADC 值具有

差异，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0）。EGFR表达阳性组的肿瘤的 RESOLVE-DWI ADC值低于

EGFR表达阴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28）。而不同病理分化程度、T分期、N分

期、癌结节阳性与否组间肿瘤的 RESOLVE-DWI ADC值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结论：直肠癌的

RESOLVE-DWI ADC值与肿瘤的大体分型及病理类型具有相关性，特别是在 EGFR表达方面的差

异，可有望通过 RESOLVE-DWI ADC值的定量描述来评估肿瘤的生物学行为及分子层面的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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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308 

Collateral Vessels on Magnetic Resonance Angiography 

in Endovascular-Treated Acute Ischemic Stroke 

Patients Associate with Clinical Outcomes 

 
jiang liang,Yin Xindao,Chen Yuchen,Chen Huiyou 

Nanjing First Hospital 210006 

 

Abstract 

Purpose: Collateral vessels were considered to be related with outcome in 

endovascular-treated acute ischemic stroke patients. MRI as a noninvasive imaging 

method can visualize collateral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valuate 

whether the collateral vessels on MRA can predict the clinical outcome. In 

addition, we investigated whether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infarct volume and 

clinical outcome could be found after endovascular treatment. 

Materials and Methods: Acute stroke patients with internal carotid artery or 

middle cerebral artery occlusion within 6 hours of symptom onset were included. 

All patients underwent MRI including FLAIR, DWI, MRA, and did endovascular 

treatment. The collateral circulations at the Sylvian fissure and at the 

leptomeningeal convexity were evaluated. The preoperative and postoperative 

infarct volume was measured. The clinical outcome was evaluated by mRS score at 3 

months after stroke. 

Results: Of 55 patients, 3 (5.45%) and 10 (18.18%) cases involving the Sylvian 

fissure and leptomeningeal convexity collateral vessels respectively had 

sufficient collateral circulation. Case with insufficient collateral circulation 

at the Sylvian fissure and leptomeningeal convexity showed that the NIHSS score at 

arrival and preoperative infarct volume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in mRS score of 

0-2 (both P ＜0.05) than mRS score of 3-6. Multivariate testing revealed age and 

Collateral status at the leptomeningeal convexity were independently associated 

the clinical outcome at 3 months after stroke (odds ratio (95% confidence 

interval): 1.094 (1.025-1.168); 9.542 (1.812-50.245) respectively). The change of 

infarct volume in the group with mRS score of 0-2 was smaller than that in the 

group with mRS score of 3-6. While Multivariate logistic models showed that 

postoperative infarct volume was nonsignificant in predicting the clinical outcome 

after stroke. 

Conclusions: The extent of collateral circulation at the leptomeningeal convexity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ation with clinical outcome. Whi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stoperative infarct volume and clinical outcome still need to further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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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309 

CT and MR imaging characteristics of liver 

rhabdomyosarcoma in adults 

 
Yilei Zhao,Li Zhenwei,Qi Bin,Chen Feng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Medical College， Zhejiang University 310003 

 

Rhabdomyosarcomas are malignant neoplasms with striated muscle. To the best of our 

knowledge, Primary intrahepatic rhabdomyosarcoma (RMS) is very rare in adults, 

especially in adult liver.  

We report 2 cases of embryonal botryoid-type RMS of the liver, occurring in a 75-

year-old male patient and a 48-year-old male patient. Contrast-enhanced CT and MR 

Imaging revealed a large masse respectively of the liver, no lesions elsewhere in 

the abdomen. Two patients underwent hepatectomy for confirmation. Histological and 

immunohistochemistry studies provided the final diagnosis.  

The differential diagnosis is difficult which based on radiology was primary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sarcoma, lymphoma, mesenchymal hamartoma of liver and 

secondary metastasis to liver. We found the RMS has five diagnostic 

characteristics. 

Rhabdomyosarcomas are rare in adults, less information about imaging 

characteristics is available to guide diagnosis. Our two cases can be cluing the 

imaging diagnosis for this unique population. 

  

 

 
EP-2310 

Always misdiagnosed as lymphoma, what is the key 

point of small cell neuroendocrine carcinoma of small 

intestine on CT and MRI? 

 
Zhao Yilei,Li Zhenwei,Qi Bin,Chen Feng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Medical College， Zhejiang University 310003 

 

Here we report 3 cases of neuroendocrine carcinoma of small intestine which 

misdiagnosed as lymphoma pre-operation.Contrast-enhanced CT and MR Imaging 

revealed all cases were shown as bowel wall annular thickening, with luminal 

narrowing. Meanwhile, surrounding fat gap is fuzzy. However, the “sandwich” sign 

is not obviously.On  DWI, all the three cases shown as high signal which same as 

lymphoma. However, on T1WI, the neuroendocrine carcinoma shows low signal not as 

high as lymphoma.After giving contrast, the neuroendocrine carcinoma shows “fast-

in and slow-out” which hard to differential to lymphoma.Three patients underwent 

operation for confirmation. Histological and immunohistochemistry studies provided 

the final diagnosis.Primary tumors of the small intestine are comparatively rare; 

fewer than 2% of all gastrointestinal malignancies originate in the small bowel; 

of the malignant tumors,approximately 30% to 50% are adenocarcinomas, 25% to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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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carcinoid tumors, and 15% to 20% are lymphomas.The diagnosis of small 

intestinal tumors is frequently delayed because of the vague presentation, 

nonspecific signs and symptoms, and lack of accurate diagnostic studies.By 

enhanced CT and MRI, it may be challenging to differentiate neuroendocrine 

carcinoma from lymphoma. But still we can find some delicate difference to make 

diagnosis.The prognosis and the therapeutic method of the two disease is 

completely different. Their imaging characteristics can provide clinical pathway 

useful information.   

 

 

EP-2311 

Comparison of in-plane and through-plane phase-

contrast MRI for flow peak velocity measurements in 

patients with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 compared with 

Doppler sonographer 

 
Sun Aimin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h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children's medical center 200127 

 

Purpose: To evaluate the accuracy of phase-contrast MRI by using in-plane and 

through-plane manner on measuring the flow peak velocities in patients with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 (CHD), and compared with Doppler sonographer. Methods 

Twenty patients with semilunar valve or great artery stenosis pre- or post-

operation (mean age 6.64±4.43 years) were included in this study. Flow peak 

velocities of narrowing vessel or semilunar valve were measured by in-plane PC-MR 

aligned along the flow jet and through–plane PC-MR perpendicular to the flow 

direction. One-Way Anova test and paired T-test were used for statistical 

comparison between in-plane and through-plane phase-contrast MRI, and Doppler 

sonographer. Results: Peak velocity measurement was the largest for Doppler 

sonographer (312.25±94.35cm/s), 6followed by in-plane phase-contrast MRI 

(294.55±107.98cm/s), and smallest for through-plane phase-contrast MRI 

(271.10±109.54cm/s). However, flow peak velocities measured by in-plane and 

through-plane phase-contrast MRI, Doppler sonographer were shown with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t difference（P >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peak velocity measurements between in-plane and through-plane phase-contrast 

MRI, same as between in-plane phase-contrast MRI and Doppler sonographer （P 

>0.05）. But significance was observed between through-plane phase-contrast MRI 

and Doppler sonographer (P < 0.05). Conclusion: Both in-plane and through-plane 

phase-contrast MRI can provide as accurate measurements of flow peak velocity as 

Doppler Sonographer in patients with CHD. But in-plane phase-contrast MRI 

measurements were closer to Doppler Sonograp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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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312 

多对比粥样硬化识别序列（MATCH）与常规 MRI 斑块成像序列

识别颈动脉斑块内出血的比较研究 

 
吕鹏,戴媛媛,季爱华,林江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00032 

 

目的：多对比粥样硬化识别序列（MATCH）为一种新开发的颈动脉斑块序列，单次约 6 分钟的

扫描即可获得三组不同序列，本研究目的是比较 MATCH与常规 MRI斑块成像序列检测及评价颈

动脉斑块内出血的能力  

材料与方法： 

60名颈动脉狭窄患者接受颈动脉 3.0 T MRI检查，检查序列包括 MATCH序列（重 T1WI、

T2WI、灰血）及常规 MRI斑块成像序列（T1WI、T2WI、TOF）。在一一对应的轴位图像上进行

两种序列的对比，评价两种序列对颈动脉斑块内出血的识别能力，并对斑块内出血面积进行定

量化测量。 

结果： 

MATCH序列以及常规 MRI斑块成像序列对斑块内出血的检出率分别为 36.8%及 32.8%，两者的

差异接近显著（P=0.06）。然而，MATCH序列与常规 MRI斑块成像序列相比，定量检测的斑块

内出血面积更大（32.2±23.2 mm
2
及 21.5±19.2 mm

2
，P<0.01）。 

结论： 

MATCH序列与常规 MRI斑块在识别颈动脉斑块内出血时相仿或更优。 

 

 

EP-2313 

MR 功能成像在诊断肝纤维化中的应用 

 
邱天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201508 

 

肝纤维化（liver fibrosis）是各种因素导致慢性肝损伤后的一种损伤修复反应，其机制是由

于肝内细胞与细胞基质相互作用，使得胶原合成增加，降解减少，基质敏感性减弱，肝内异常

增生，最终导致肝内弥漫性细胞外基质过度沉淀。肝纤维化和早期肝硬化患者经过药物干预治

疗后，肝功能可以恢复，因此临床工作中对肝纤维化的诊断显得尤为重要。目前，肝纤维化和

肝硬化在临床上检验的金标准是病理检查，但禁忌症多，如大量腹水、重度黄疸、肝昏迷、严

重心肺衰竭、高血压、儿童老人等均不能使用。相比于有创、禁忌症较多的肝穿刺活检，安

全、无创、精准度高的检查更受医患双方青睐。本文就弥散加权成像（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DWI）、IVIM-DWI（intravoxel incoherent motion 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IVIM-DWI）、MR T1mapping 成像技术、T1ρ（T1rho）成像技术、磁共振弹性成像

等磁共振功能成像技术在肝纤维化临床诊断中的应用进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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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314 

与甲基苯丙胺依赖患者冰毒使用时间长短相关 

的大脑功能连接改变 

 
周明

1
,卓丽华

1
,唐春耕

1
,黄晓琦

2
 

1.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四川省精神卫生中心 

2.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磁共振研究中心 

 

目的：甲基苯丙胺（即冰毒, MA）是一种极易成瘾的精神兴奋剂。由于患者常常会隐瞒冰毒使

用的剂量、时间等信息，给诊断及治疗造成了极大的困扰。因此本研究的目的是尝试使用一种

较新的基于图论的方法，即连接中心度（DC）来帮助识别 MA依赖患者。 

方法：本研究从当地戒毒所纳入 51名符合诊断与统计手册第四版（DSM-IV）诊断标准的 MA依

赖的男性患者，并招募与之年龄相匹配的 33名男性健康对照者。使用 Siemens Trio 3T成像

系统对所有受试者进行头部 MRI扫描。其中静息态功能磁共振 BOLD信号的图像采集采用回波

平面成像（EPI）脉冲序列。获得静息态图像之后，使用 DPARSF软件计算出 DC参数图，取阈

值为 p<0.001（r=0.2），然后使用两独立样本 t检验对甲基苯丙胺依赖患者组和健康对照组

的 DC参数图进行基于体素的比较。并认为 alphasim多重比较校正之后 p<0.05为显著性差

异。两组比较 DC值有显著差异的脑区被提取出来用于与临床和行为资料的相关性分析。使用

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的方法来评估差异脑区作为区分冰毒依赖患者和健康对照的指标

的准确性。 

结果：我们发现 MA依赖患者的右侧额中回，右侧额下回和前扣带回较健康对照 DC值升高，而

右侧顶上小叶和双侧舌回较健康对照 DC值降低。其中，以右侧舌回的 DC值作为预测因子区分

两组受试者的 ROC曲线下面积（AUC）为 0.71，根据约登指数得到的最优截断点为 DC值

≤0.5459，对应的敏感性和特异度为 54.5%/86.3%。此外，相关性分析显示右侧舌回的 DC值

与 MA的使用时间长短呈负相关。 

结论：以右侧舌回的 DC值作为预测因子时的曲线下面积大于 0.7，提示这一指标有一定的准

确性。相关分析显示，MA依赖患者使用对冰毒的依赖史越长，右侧舌回的 DC值则越小。因

此，我们认为右侧舌回的 DC值可能是预测 MA依赖患者冰毒依赖史长短的一个有效因子。 

 

 

EP-2315 

3.0T 磁共振动态增强扫描中多种强化特性对 

膀胱癌 T 分期的应用探讨 

 
黄琦 

四川省宜宾市第一人民医院 644000 

 

【摘要】 目的：探讨膀胱癌患者在 3.0T磁共振动态增强扫描（DCE-MRI）中多种强化特性对

病变分期的指导价值。方法：选取 2014年 8月至 2017年 8月三年期间于我院就诊，且经过手

术及病理确诊的 87例膀胱癌患者为研究对象，均予以常规 MRI序列扫描及动态增强扫描

（DCE-MRI），并着重分析动态增强扫描中膀胱病变的几种强化特性在病变 T分期中的准确性

及特异性。结果：研究组内的 87例膀胱癌患者经外科手术及病理证实，确诊为膀胱壁肌层浸

润者 33例（37.93%），膀胱壁肌层未浸润者 54例（62.07%），结合常规 MRI扫描序列+

（DCE-MRI）中反应出的边缘性强化、雪花样强化、延迟强化特点，对膀胱癌肌层浸润与否进

行分析，并与手术和病理结果比对、应证，运用此方法正确诊断膀胱癌肌层浸润 29例，假性

浸润 1例，假性非浸润 3例。结论：在膀胱癌 DCE-MRI中，关注分析边缘性强化、雪花样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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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延迟强化特点，能够有效提高 T分期的准确性，对临床手术方案制定、患者预后评估具有

积极意义，有推广价值。 

 

 

EP-2316 

致痫性局灶性皮质发育不良患者的丘脑 DTI 分析 

 
张冉,钱斌燕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30006 

 

目的 探讨致痫性局灶性皮质发育不良（FCD）患者和正常对照组丘脑扩散张量成像（DTI）的

变化,揭示癫痫网络的丘脑 DTI改变及其临床相关情况。方法 选取 10例 FCD致痫性患者和

10例正常对照组。使用 GE3.0T SignaHDxt超导 MR扫描仪行 DTI数据采集。分别计算感兴趣

区表观扩散系数(ADC)及部分各向异性(FA)图,观察 FCD、及正常人双侧丘脑 ADC值及 FA值的

变化。结果 FCD组与正常人相比 FA值有统计学意义(P＜O. 05)，ADC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O. 05)，患侧丘脑 FA值低于对侧，患侧丘脑 ADC值均低于对侧；FCD组双侧丘脑的 FA值和

ADC值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O. 05），患侧丘脑的 FA值低于对侧，患侧丘脑 ADC值均

低于对侧。结论 FCD患者中双侧丘脑的 DTI参数有着特殊的改变，DTI技术的敏感性对致痫

性 FCD的定侧以及病灶以外其他部位的细微结构变化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EP-2317 

To study the feasibility of one-stop scanning of 

coronary artery and lower extremity CT angiography in 

patients with peripheral arterial disease 

 
jia Tan 

West China Hospital of Sichuan University 610041 

 

Objective:For patients with peripheral arterial disease, to study the feasibility 

of one-stop scanning ofcoronary artery and lower extremity CT angiography by a 

single injection protocol while using the advantage of Revolution CT's wide-body 

detector.Method:This prospective observational study continuously collected a 

total of 28 patients who underwent the single injection protocol for coronary and 

lower extremity CTA adopted the GE Revolution CT scan from December 2016 to June 

2017, BMI <28. All CTAs used iodinated contrast by 1ml/kg. The patients could 

complete the scan while breathing calmly because there has no requirement for the 

patient’s heart rate in  this CT scanner.A prospective Electrocardiogram (ECG)-

gated coronary CTA was performed, helical lower extremity CTA was followed after 

coronary CTA. Using catheter angiography as reference standard, diagnostic ability 

of CTA was evaluated. The average dosage of contrast medium was 65ml + 14ml while 

using 370 mg I/ml. The CT values of the superficial femoral artery in lower 

extremity were wasAdequate(408±97 Hounsfield Units [HU]).Result:PAD was detected 

in 71.4% (20/28) and A significant coronary stenosis was detected in 42.9 % 

(12/28). The estimated radiation doses for lower extremity and coronary CTA were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1901 

 

1.3±0.6 and 1.9±0.8 mSv. Coronary CT image quality was recorded as excellent in 

82.1%, acceptable in 14.3%, and unacceptable for 3.6%.Contrast opacification 

within the superficial femoral artery was adequate in all cases while 21.4% needed 

an additional scan below the calf to capture the contrast bolus arrival in the 

smaller lower extremity vessels. Segment based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positive, 

and negative predictive values were 61.7%, 97.5%, 72.8%, and 95.3% for the 

coronary CTA, and 62.4%, 92.1%, 72.3%, and 85.7% for peripheral CTA.Conclusion：On 

GE Revolution CT equipment, one-stop scanning of coronary artery and lower 

extremity CT angiography by a ingle injection protocol while using the advantage 

of Revolution CT's wide-body detector not only can save time and money, reduce the 

radiation dose and the dosage of contrast medium, satisfy clinical diagnosis, but 

also can improve The early detection rate for coronary stenosis  and early 

detection rate of lower extremity vascular stenosis with no homologous clinical 

symptoms in patients.  

 

  

 

 

EP-2318 

不同 MRI 扫描序列组合对肛瘘诊断和病变描述的价值比较 

 
斯艺,赵爽,刘洪,刘荣波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610041 

 

目的 比较不同 MRI序列组合对肛瘘诊断和病变描述的价值，找出最合适用于肛瘘诊断的序列

组合。 

方法 研究纳入了 86例临床诊断为肛瘘的患者（67名男性和 19名女性），将其按不同的序列

组合分为四组，包括：①T1WI、T2WI抑脂、DWI序列（21）；②T1WI、T2WI抑脂、增强 T1WI

抑脂序列（22）；③T1WI、T2WI、增强 T1WI抑脂序列（22）；④T1WI、T2WI、T2WI抑脂、增

强 T1WI抑脂序列（21）。由两位经验丰富的放射科医师进行回顾性分析，记录肛瘘内口、外

口、脓肿和瘘道的特征，并与手术结果进行对照。最后四组之间进行比较，同时也对单纯性瘘

和复杂性瘘进行比较。此外，我们还记录了活动性肛瘘和陈旧性肛瘘瘘管的直径，然后分析这

两组之间是否有统计学差异，以探究瘘管直径是否可以用来评估肛瘘的活动性。 

结果 简单性肛瘘的内口、外口、脓肿和瘘管诊断的粗符合率均显著高于复杂性肛瘘。第 3组

患者的内口、脓肿、瘘管诊断的敏感性均明显高于其他 3组。然而，第 3组患者外口诊断的敏

感性低于第 4组。第 2组患者内口和外口截石位的诊断具有很高的准确率。第 4组患者内口至

肛缘距离的磁共振结果和手术结果的组内相关系数 ICC为 0.768（P＜0.01）。第 4组患者瘘

管与肛门括约肌复合体之间关系的磁共振结果和手术结果之间有很高的一致性（K=0.786，P＜

0.01）,第 3组患者瘘管形状(直型、弯型)的磁共振结果和手术结果之间也有很高的一致性

（K= 0.752，P＜0.01）。此外，活动性瘘管直径与陈旧性瘘管直径有显著的统计学差异（p＜

0.01），瘘管直径诊断肛瘘活动性的 ROC曲线下面积（AUC）为 0.776 95% CI（0.665，

0.886）。 

结论 增强 MRI能准确评估肛瘘的形态特征，而无脂肪抑制的 T2WI序列可以为肛瘘的诊断提供

重要的信息。瘘管直径可以作为瘘管活动性评估的辅助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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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319 

MTBI 对人脑持续注意能力的影响：3D-ASL MRI 研究 

 
刘锴,李勃,钱绍文,李理,姜庆军,孙钢 

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总医院 250031 

 

研究背景：持续注意能力下降是轻度脑外伤患者(Mild traumatic brain injury，MTBI)的常

见并发症。由于持续注意能力是维持多种认知能力的基础，系统观察 MTBI患者持续注意能力

对于更好的研究其它认知能力变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目的：本研究目的为利用 3D-ASL MRI技术及精神运动警觉试验(psychomotor vigilance 

test，PVT)观察 MTBI患者处于急性期和慢性期时持续注意能力变化情况，并阐释其神经机

制。 

材料与方法：25名急性期（受外伤后 1个月以内）MTBI 患者、21名慢性期（受伤时间距检查

时间 1年以上）MTBI患者和 20名健康志愿者分别完成 4 个连续的时长均为 5分钟的 PVT，同

时进行任务相关 3D-ASL MRI 灌注扫描，三组患者年龄、性别无统计学差异。利用被试 PVT反

应时及脑血流量 (cerebral blood flow，CBF) 反映被试持续注意能力及神经机制。 

结果：而 3D-ASL MRI结果显示与正常被试相比，第一个 5分钟时急性期患者自下而上及自上

而下注意相关脑区 CBF增加，而默认网络相关脑区 CBF降低；慢性期患者则出现自下而上注意

相关脑区 CBF增加，默认网络相关脑区 CBF降低。连续 4个 5分钟 PVT结果显示 MTBI患者持

续注意能力较健康人差，而急性期患者较慢性期患者更差。CBF结果显示，与第一个 5分钟相

比，第 2、第 3、第 4个 5分钟时急性期患者默认网络相关脑区 CBF下降，自下而上及自上而

下注意相关脑区 CBF增加；而慢性期患者第 3、第 4个 5分钟也出现自下而上及自上而下注意

相关脑区 CBF增加，而第 2个 5分钟仅出现自上而下注意相关脑区 CBF增加。 

结论：尽管 MTBI患者在受伤后 1年内持续注意能力有所恢复，但仍未到达正常水平。自下而

上和自上而下注意加工能力的缺失可能是 MTBI患者持续注意能力下降的神经基础。 

 

 
EP-2320 

磁共振扩散加权成像鉴别乏脂肪肾血管平滑肌脂肪瘤、非透

明细胞肾癌 

 
王鑫坤

1
,叶慧义

2
,杨家斐

1
,邢新博

1
,尚柳彤

1
 

1.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 

2.解放军总医院 

 

目的： 探讨磁共振扩散加权成像鉴别乏脂肪肾血管平滑肌脂肪瘤与非透明细胞肾癌的价值。

材料与方法：回顾分析本院外科手术切除、病理证实的非透明细胞肾癌患者 63名（男 38

名，女 25名，年龄 21-73岁，平均 45.4岁），其中乳头状肾细胞癌 33名（I型 23名和 II

型 10名），嫌色细胞肾癌 30名，乏脂肪肾血管平滑肌脂肪瘤患者 19名（男 6名，女 13名，

年龄 24－66岁，平均 40岁）。在术前对患者进行 1.5T磁共振扩散加权成像，b值选择 0、

800s/mm
2
，使用 GE Advantage 4.4工作站对病灶表观扩散系数值进行测定并绘制 ROC 曲线。

利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对肿瘤 ADC值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LPRAML、PRCC、CRCC在 b值为

800s/mm
2
时，ADC值分别为 1.109±0.174×10

-3
mm

2
/sec, 0.862±0.111×10

-3
mm

2
/sec，

1.017±0.156×10
-3
mm

2
/sec；其中 PRCCI型和 II型的 ADC值分别为 0.966±0.087×10

-

3
mm

2
/sec,0.776±0.102×10

-3
mm

2
/sec。LPRAML与 PRCC（包括 I型和 II型）的 ADC值差异有显

著统计学意义（p<0.01），CRCC与 LPRAML、PRCCI型的 ADC值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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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b值为 800s/mm
2
时，鉴别 LPRAML和 NCCRCC的 ROC曲线下面积为 0.770，当阈值选择

为 0.98×10
-3
mm

2
/s时，其鉴别诊断 LPRAML和 NCCRCC的灵敏度为 73.7％，特异度为 65%，约

登指数为 0.387。结论：ADC 值可以鉴别 LPRAML与 PRCC（包括 PRCCI型和 II型），但不能鉴

别 CRCC与 LPRAML、PRCCI型。ADC值鉴别 LPRAML与 NCCRCC 的灵敏度和特异度较低。 

  

 

 
EP-2321 

A Pilot Study on Intravoxel Incoherent Motion 

Threshold Separating Perfusion and Diffusion Effects 

for Glioma 

 
Tian Qiang,Zhang Xi,Yan Linfeng,Hu Yuchuan,Han Yu,Sun Yingzhi,Wang Wen,Cui Guangbin 

Departmant of Radiology， Tangdu Hospital， the Fourth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710038 

 

Purpose: This study aimed to systematically evaluate the dependence of intravoxel-

incoherent-motion (IVIM) parameters on the b-value threshold separating the 

perfusion and diffusion compartment from diffusion-weighted image (DWI) of glioma. 

An algorithm for finding the optimal b-value threshold of each subject with 

different glioma grades was proposed. 

Methods: In this study, 43 patients with pathologically confirmed glioma (22 low- 

and 21 high-grade) were enrolled. For each patient, DWI were acquired using a 3.0 

T scanner with 18 different b-values. An algorithm based on a loop of IVIM fitting 

process was performed on the volume of interest (VOI) of glioma. In each round of 

the loop, a different b-value threshold was applied to fit D, Fp, D*, and to 

compute the sum of squared residuals R. Finally, the b-value threshold making R to 

be the smallest one would be determined as the optimal threshold for each VOI. The 

mean D*, Fp, and D for each VOI of subject were computed subsequently. Mann-

Whitney U test (p<0.05) was applied to investigate the difference of optimal b-

value threshold between low- and high-grade glioma group. The SVM-based 

classifiers were implemented to test the grading accuracy of IVIM parameters 

fitted by optimal b-value threshold and by frequently-used b=200 sec/mm
2
. 

Results: The proposed algorithm successfully provided optimal b-value thresholds 

with the smallest R for each subject. Mann-Whitney U test results (p=0.013) show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b-value threshold existed between low- and high grade 

groups. Using the SVM classifiers, IVIM parameters fitted by optimal b-value 

threshold achieved the best classification performance in discriminate low- and 

high-grade glioma, comparing with the ones fitted by frequently-used b=200 sec/mm
2
. 

The area under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accuracy,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were 0.9267, 88.37%, 90.91%, and 85.71%,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IVIM parameters strongly depend on the choice of the b-value threshold 

used for computation. The proposed algorithm may be used as a robust approach for 

IVIM analysis without organ-and location-specific adaptation. The IVIM parameters 

of each VOI, fitting by their optimal b-value threshold provided by the algorithm 

could be more accurate, and improve the grading performance of gli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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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322 

Structural Effect Using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of 

Ischemic Conditioning for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A Meta-analysis 

 
lou baohui,Cui Yadong,Gao Haiyang,Chen Min 

Beijing Hospital， National center of gerontology 100730 

 

Objective We sought to conduct an up-to-date meta-analysis to comprehensively 

assess the structural cardiac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cMRI) effect of local 

ischemic postconditioning(LPoC) and remote ischemic postconditioning(RPoC) in ST-

segment elevation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STEMI). 

Methods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RCT) were searched from Pubmed, Embase and 

Cochrane Library (up to May 2017). Weighed mean difference(WMD), standardized mean 

difference(SMD) or odds ratio(OR) was used for the pooled analysis. Random-effect 

model was used for the potential clinical inconsistency. 

Results Twelve RCTs (LPoC, n=10; RPoC, n=2) enrolling a total of 1069 study 

subjects with TIMI flow grade 0~1 were selected. Compared with controls, both LPoC 

and RPoC did not reduce the final infarct size (IS) [% of left 

ventricule(LV)](n=10;WMD=-1.01; P>0.05;I
2
=68.0%), LV volume[n=10; SMD=0.23; P>0.05; 

I2=93.0%], and the incidence [n=6;OR=0.99; P>0.05; I2=0.0%] or the 

extent(n=3;WMD=-0.09; P>0.05; I2=6.0%) of microvascular obstruction(MVO). 

Significant improvements were observed in both LPoC and RPoC for the extent of 

myocardial salvage index(MSI) (%)(n=5; WMD=5.52; P=0.005; I2=76.0%), and 

myocardial edema(%LV)(n=7; WMD=-3.35; P=0.0009; I2=18.0%). 

Conclusions The present meta-analysis focusing on structural cMRI imaging in STEMI 

suggests that LPoC and/or IPoC may offer cardioprotection by reducing the extent 

of MSI and myocardial edema. No obvious effects were observed for both LPoC and 

IPoC in terms of the final IS, LV volume, and the incidence or the extent of MVO. 

Future more clinical trials concerning the structural cMRI imaging for RPoC in 

STEMI patients are needed. 

  

 

 
EP-2323 

高压氧治疗创伤性脑损伤康复机制的 静息态功能磁共振研究 

 
宋娟 

无锡市第一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第一医院，无锡市儿童医院） 214002 

 

【摘要】 目的 探讨创伤性脑损伤（TBI）患者高压氧治疗（HBOT）前后静息脑功能的变化特

点，进一步了解高压氧治疗创伤性脑损伤的康复机制利用。方法 采用静息态脑功能磁共振成

像技术的低频振幅（ALFF）分析方法。12 例 TBI 患者和 15 例健康对照者纳入研究，RS-fMRI 

数据采用 Siemens Skyra 3.0 T磁共振扫描仪获得。在 Matlab 2012 b 平台上运用静息态功

能磁共振数据处理助手（DPARSF）和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数据分析工具包（REST 1.8）对数据进

行 ALFF 分析处理，并结合 SPSS 18.0 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①与健康对照组相比（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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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5），TBI 组 ALFF 值显著减低脑区主要包括：左侧楔前叶、右侧楔前叶、左侧舌回、右

侧角回、右侧颞下回、右侧颞中回；ALFF 值显著增高的脑区主要包括：左侧颞下回、左侧梭

状回、双侧中央前回、双侧中央旁小叶及右侧辅助运动区。②高压氧治疗前组和治疗后组比

较，治疗后组的双侧中扣带回、双侧楔前叶及双侧顶上回 ALFF 值较治疗前组明显增高（P < 

0.05）。结论 TBI 患者除常规 MRI 能显示的结构损伤部位外，还存在多发的功能损伤区域，

静息态功能磁共振为显示这些损伤提供了可能；高压氧干预治疗能够促进 TBI 患者的神经功

能修复，可以作为 TBI 患者早期干预治疗方法之一；高压氧治疗创伤性脑损伤的康复机制主

要是通过促进 TBI 患者参与相同功能不同脑区的代偿完成神经功 

能重组。 

 

 
EP-2324 

磁性纳米材料在肿瘤诊断与治疗中的应用 

 
陈晓伟,徐克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0001 

 

肿瘤的诊断与治疗一直是医学的重要问题。随着纳米技术的发展，与生物医学的相互促进。越

来越多的纳米材料被纳入肿瘤诊断与治疗方面的应用。磁性纳米颗粒（MNPs）由于其特殊的磁

性物理性能,在癌症的诊断和治疗中崭露出独特的优势。例如，Fe3O4纳米粒子已经被欧洲批

准用于肿瘤的磁热疗。在影像诊断方面，以超顺磁性（SPIO）氧化铁纳米颗粒为代表，缩短横

向弛豫时间，使吸收纳米材料的组织在 T2上表现低信号，并且可安全代谢。纳米材料以其比

表面积大，可负载多功能单元，以及可表面修饰等特性。可实现多模态成像，诊治一体化等功

能。本文从肿瘤诊断与治疗两个方面阐述磁性纳米材料在肿瘤诊治中的研究进展，分析目前存

在的问题和展望发展趋势。 

 

 
EP-2325 

MR 高分辨率 T2WI 及 RESOLVE 序列 

对诊断肌层浸润性膀胱癌的临床价值 

 
陈海虎 

上海市长海医院 200433 

 

目的 讨论磁共振高分辨率 T2WI序列、RESOLVE序列、高分辨率 T2WI+RESOLVE序列对判断膀胱

癌是否浸润肌层的诊断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膀胱镜活检证实为膀胱癌并行 3.0 T磁共振高分辨率 T2WI序列、RESOLVE 序

列成像的患者 82例，患者均行手术治疗并有明确手术病理分期。由 2名观察者分别在高分辨

率 T2WI序列、RESOLVE序列、高分辨率 T2WI+RESOLVE序列上独立分析膀胱癌是否浸润肌层，

并与病理结果进行对照。统计学分析 ROC曲线下面积 AUC，并计算各诊断方式的灵敏度、特异

度和准确度，P＜0.05为有统计学差异。 

结果 三种诊断方式在鉴别非肌层浸润性膀胱癌（NMIBC）和肌层浸润膀胱癌（MIBC）有统计学

意义。高分辨率 T2WI序列的 AUC为 83.5%，特异度为 77.4%，敏感度为 89.7%，准确度为

81.7%；RESOLVE序列的 AUC 为 88.7%，特异度为 98.1%，敏感度为 79.3%，准确度为 91.4%；

高分辨率 T2WI+RESOLVE序列的 AUC为 96.6%，特异度为 100%，敏感度为 93.1%，准确度为

97.6%。高分辨率 T2WI+RESOLVE序列明显优于其他两个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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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高分辨率 T2WI联合 RESOLVE对鉴别 NMIBC与 MIBC 具有较高的诊断效能，可以作为术

前判断膀胱癌是否肌层浸润的较优检查方案。 

  

 

 
EP-2326 

3DpCASL 动脉自旋标记灌注成像对致痫性局灶性皮层 

发育不良的术前评价 

 
黄清玲 

南京医科大学脑科医院 210029 

 

【摘要】目的：探讨三维准连续式动脉自旋标记灌注成像（3DpCASL）对致痫性局灶性脑皮层

发育不良(FCD)的术前评价定位。方法：回顾性分析 20例经手术病理证实为 FCD的 ASL 资料，

获取病灶区 CBF，并与对侧进行对照分析，并结合常规 MRI 表现，视频脑电图（VEEG）结果及

PET/CT影像检查。结果：所有病例均行常规 MRI扫描、3DpCASL 扫描、20例同时 VEEG检查和

PET/CT检查。病变多位于皮层下灰白质交界区，以额颞叶为多（其中额叶 8例，颞叶 7

例）。MRI表现为 T1像呈稍低信号，T2FLAIR放射带状、片状高信号，周边境界欠清晰。4例

FCD于 T2FLAIR呈小片状稍高信号，3DpCASL未见异常灌注信号，后经 PET/CT 证实代谢减低 3

例，1例疑似。ASL证实 CBF 降低 14例，与对照侧比较具有统计学意义（t=-2.17，
p<0.05），CBF增高 2例，所有病例均行 VEEG和 PET/CT检查, 10例术中 EcoG确认。结论：

致痫性 FCD病例影像学具有特征性，ASL术前有助于病灶的观察定位，与 VEEG、PET/CT 及

EcoG检查互补可提高单纯 MRI检查的准确性。 

  

 

 
EP-2327 

体素内非相干扩散加权成像（IVIM）在肺癌 

与阻塞性肺炎鉴别诊断中的应用 

 
张昊凌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00032 

 

目的：评价 1）评价 IVIM和 DCE-MRI的参数在鉴别肺癌与阻塞性肺炎的作用；2）评估 IVIM

和 DCE参数之间的相关性。  

材料和方法：选择 2015年 5月至 10月入住我院的 31例（男性 17例，女性 14例；平均年龄

57岁，范围 32–73岁）经 CT和 18F-FDG PET/CT诊断可疑肺癌合并阻塞性肺炎的患者。31例

患者接受了 IVIM检查，其中 17例同时接受了 DCE-MRI检查。比较肺癌与阻塞性肺炎的 IVIM

和 DCE参数的差异性，计算这些参数鉴别诊断肺癌与阻塞性肺炎的效用并计算最佳临界值。使

用 Spearman等级相关系数计算 IVIM的参数 和 DCE参数之间的相关性。 

结果：所有患者均成功进行肺 MRI检查并获得可供诊断的图像。肺癌和阻塞性肺炎的长径范围

为 1.5cm～5.4cm，平均 2.89cm±1.19cm。1）与阻塞性肺炎相比，肺癌的 ADCtotal、D、f值

较低，二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 D *值、Ktrans、Kep及 Ve值稍高，二者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335、0.179、0.418和 0.174），同时，肺癌的 IAUC60高于阻塞性肺炎

（P=0.013）。2）根据 ROC 曲线分析，与其它 IVIM和 DCE参数相比，ADCtotal值的诊断效能

最高，取 ADCtotal = 1.409×10-3mm2/s时其诊断敏感度为 90.3%（28／31），特异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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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8%（30／31），准确度为 93.5%（58／62），其次是 IAUC60。 3）IVIM参数和 DCE 灌注参

数之间无或仅有弱相关性：相关系数|r|在 0.008-0.357之间，P值在 0.069-0.987之间。 

结论：IVIM和 DCE部分成像参数可用于鉴别肺癌和阻塞性肺炎，其中 IVIM参数 ADCtotal、

D、f值和 DCE参数 IAUC60 可作为鉴别诊断的独立参数，但 D *值可重复性较低，诊断的准确

性也更差。 

  

 

 

EP-2328 

脑梗死扩散峰度成像与扩散加权成像的对比研究 

 
张飞,刘连锋,蔡雷,白江涛,王少彧,张媛,张涛,刘芳,孙珍 

延安大学咸阳医院 712000 

 

[摘要] 目的：研究 DWI与 DKI在不同时期脑梗死中的诊断价值。方法：对 65例脑梗死患者

行 MRI平扫、DWI、MRA及 DKI扫描，根据临床发病时间分为 5组，超急性期(发病时间＜6h)5

例，急性期（6h-24h）29例，亚急性早期（24h-7d）11例，亚急性晚期（7d-14d）10例，慢

性期（＞14d）10例，经后处理分别得到 ADC图及 DKI相关参数 MK值的数据，统计 MK值在脑

梗死不同时期的变化范围，分析梗死区 MK值与 ADC值之间的关系。结果：DWI表现为高信号

的脑梗死患者 MK值较对侧正常区域升高，在发病 12-24h达到最高峰，之后随时间延长逐渐减

低；在部分 DWI表现为高信号的脑梗死患者中，MK值较 ADC值更加准确的反映脑梗死的发病

时间；在超急性期和慢性期患者中，病变区 MK值与正常脑实质比较，无统计学差异。结论：

DKI评价急性期脑梗死优于 DWI，可更全面地定量分析脑梗死微观结构的改变；DKI在评价超

急性期和慢性期脑梗死中的价值，有待进一步研究。 

  

 

 
EP-2329 

IGF-1 预处理及 SPIO 标记大鼠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移植治疗脑

梗死的实验研究 

 
蔡伶伶,赵江民,王博成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201999 

 

目的：细胞生物因子等预处理干细胞移植治疗缺血性脑血管病，是近年来国内外的研究热点和

难点。本研究应用 MR对比剂超顺磁性氧化铁(SPIO)对干细胞标记，对大脑梗死区干细胞移植

后的迁徙、增殖情况进行活体动态观察，方便将来临床监测干细胞学治疗脑梗死，并探讨其可

能的机制。 

方法：将类胰岛素生长因子-1（IGF-1）预处理大鼠骨髓间充质干细胞(BMSCs)，并用 SPIO 标

记 BMSCs，通过尾静脉注射移植入 MCAO 大鼠，利用 MR显像技术追踪移植细胞在梗死区的迁

移、分布及增殖情况；同时研究 IGF-1对干细胞治疗 MCAO 大鼠细胞迁移、凋亡及炎症反应的

影响：流失细胞术检测干细胞表面 CXCR4表达、Western Blot及 RT-PCR法检测梗死区 TNF-

α、IL-1β及 IL-6的表达、ANNEX-V 检测细胞凋亡情况。 

结果：SPIO标记干细胞应用 MR显像可以实现对移植干细胞活体成像的示踪，且适量的 SPIO

（50μg/ml）不影响机体梗死区的炎性反应及细胞凋亡；IGF-1预处理 BMSCs，MR影像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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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细胞向梗死区迁移更多；干细胞表面 CXCR4表达提高，表达不受标记物 SPIO影响；梗死

区 TNF-α、IL-1β及 IL-6的表达下降。 

结论：研究结果显示 IGF-1预处理 BMSCs移植治疗脑梗死大鼠可以通过提高 CXCR4表达，激活

PI3K/Akt信号通路，减少梗死区范围，减轻梗死区炎性因子的表达及减少细胞凋亡，而 SPIO

标记干细胞活体示踪其迁移、分化并不增加机体的炎性反应，这将为临床监测干细胞学治疗脑

梗死、并为无创的活体监测提供依据。 

  

 

 
EP-2330 

慢性高原病患者与平原地区居民骨髓信号的 MR 测定 

及波谱分析 

 
魏旭,李文方 

青海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810001 

 

本研究采用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技术，对慢性高原病患者及平原

地区初来高原人群进行腰椎扫描矢状位 FSE T1WI 和 m-FFE T2*WI MRI 序列,第一，测定二者

椎体骨髓 FSE 序列 T1WI 的相对信号强度值（SIR）,定量反应骨髓成份的变化
（5）

；第二，在

m-FFE（多层多回波梯度回波序列）测定 T2*WI 不同 TE 图像上的组织信号强度。由于骨髓富

含脂肪和水，脂肪和水含量的变化是可影响骨髓 MRI信号强度。脂肪质子具有短 T1弛豫时

间，因此在 T1WI序列上黄骨髓信号较高，类似于皮下脂肪。红骨髓含水量较黄骨髓多，在

T1WI序列上的信号强度较皮下脂肪低，但一般比肌肉和椎间盘信号高。骨小梁和骨髓组织有

着截然不同的磁化率，导致在两种物质分界处产生静态磁场局部空间分布不均匀和磁敏感差

异，这一差异引起磁力线变形从而改变组织的弛豫特性。快速场回波（FFE）序列测得的组织

T2*值更为敏感地反映这种局部磁场不均匀的变化
（6）

，最后采用 Image J 图像处理软件形成

T2*Mapping, 反映由于红黄骨髓成份变化引起的磁化率差异，评价骨髓水脂的变化。 

磁共振波谱分析 (MR spectroscopy MRS)作为一种新兴的能检测体内化学成份、组织代谢产物

的无创伤检查方法，是目前唯一能非侵入性测定活体化学代谢物改变的技术，可以对体内有关

能量代谢和病灶代谢状况的变化做连续动态观察，能用谱线形式来表达机体代谢的信息，较早

地提供有关于疾病的诊断信息。使用单体素激发回波序列 SV-PRESS（点分辨率频谱）的
 1 

H-

MRS（氢质子波谱）采集，分析骨髓的 
1
H-MRS 谱线，用水峰、脂质（Lip）峰的峰高度、峰底

宽度、半峰值的峰宽等参数对水脂进行测量分析，为临床评价骨髓病变提供正常参考依据
（7）

。同时得到骨髓的一些含氢化学分子的浓度 
(8) 

。 

      

  

 

 

EP-2331 

MRI 在颅内胚胎发育不良性神经上皮瘤诊断中的价值 

 
柴学 

南京脑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 210029 

 

目的 探讨胚胎发育不良性神经上皮瘤(DNT)的 MRI影像表现与临床病理特点，提高对胚胎发育

不良性神经上皮瘤的认识。方法 回顾性分析 8例手术病理证实的胚胎发育不良性神经上皮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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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的 MRI表现与临床病理特点。结果 8例患者中，男 3例，女 5例，均有癫痫病史；病灶

累及大脑半球皮层及皮层下，其中颞叶 5例，额叶 2例，颞顶叶 1例；MRI表现为长 T1、稍长

T2信号，其中 1例 T1WI信号高低混杂信号；4例病灶呈类三角形，3例病灶内多发小囊变,1

例病灶呈类圆形。7例病灶周无水肿。增强后 6例病灶无强化，2例病灶轻度强化。病理学显

示肿瘤主要由少突胶质细胞样细胞、神经元和星形细胞组成。临床上该病好发于儿童或年轻

人 。结论 DNT属于良性肿瘤，其 MRI表现具有-定特征，结合临床及影像表现，应考虑到本

病的可能性。 

  

 

 

EP-2332 

3D BRAVO 联合薄层 T2FAIR 提高了 II 型局灶性 

皮质发育不良的检出 

 
钱斌燕,张冉,黄江龙,肖新兰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30006 

 

目的：2型局灶性皮层发育不良（FCD II型）是部分难治性癫痫的主要原因之一，但常规 MR

常被忽略。本次研究的目的是评价 3D BRAVO联合薄层 T2FAIR 与常规平扫对 2型局灶性皮质

发育不良患者的应用比较。方法：收集我院 2014年 2月-2017年 7月病理确诊的 20例 II型

FCD患者，所有病例均行 3T 磁共振 3D BRAVO、薄层 T2FAIR 和常规扫描。分析 II型 FCD病变

在不同扫描序列对病变检出的能力。我们比较了各自鉴定典型 FCD2型的五项标准（皮层变

厚，模糊，皮层信号改变，皮层下信号改变和“transmantle”征）和人工四级标准（0-3）。

观察者间可信度也计算在内。结果：3D BRAVO联合薄层 T2FAIR检出 16个病变（80%），其中

两个在常规序列上被忽略。在 II型 FCD中，3D BRAVO联合薄层 T2FAIR序列优于常规扫描。

观察者间可信度 3D BRAVO和薄层 T2FAIR（j=1）强于常规扫描（j=0.80）。FCD II型 3D 

BRAVO联合薄层 T2FAIR在上更易检出。（平均视觉得分：1.72vs 0.56；p = 0.002）结论：

在可疑 II型 FCD患者中使用 3D BRAVO联合薄层 T2FAIR 提高了检出率和病变特点，原因是 3D 

BRAVO联合薄层 T2FAIR 更易发现病变。 

  

 

 
EP-2333 

特发性肺动脉高压患者心脏磁共振右心室壁运动 

与右心导管血流动力学参数的相关性研究 

 
郭劲松,岳云龙,左利利 

北京世纪坛医院 100038 

 

【摘要】 目的 分析特发性肺动脉高压患者心脏磁共振右心室壁运动与右心导管血流动力学参

数的相关性，试图找到评价右心功能的简便方法。 资料与方法 25例经右心导管确诊为特发

性肺动脉高压的患者行心脏磁共振检查。利用第三方计算机软件分别在右心室舒张末期及收缩

末期心尖四腔心层面自心尖向心底方向覆盖全部右心室腔的七个水平自动测量右心室室间隔至

游离壁的距离（septum to free-wall，SF）和右心室心尖部至三尖瓣环右心室游离壁部的距

离，计算舒张末期和收缩末期间 SF的变化值（septum to free-wall distance change，

SFD，并分别命名为 SFD1-SFD7）和右心室心尖部至三尖瓣环右心室游离壁部距离的变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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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三尖瓣环收缩期位移，TAPSE）以及 SFD1-SFD7分别与 TAPSE的乘积，并分别将其与右心

导管血流动力学参数（心输出量、心脏指数、全肺阻力倒数、肺血管阻力倒数、肺动脉平均

压）进行相关性分析。 结果 SFD1-SFD7、TAPSE及 SFD1-SFD7与 TAPSE的乘积与肺动脉平均压

均没有明确相关性（|r|<0.26 P>0.22）。SFD1-SFD7中 SFD5与其余血流动力学参数的相关性

最好（r分别为 0.77、0.74、0.69、0.66，P≦0.0003）。SFD1-SFD7与 TAPSE的乘积中 SFD5

与 TAPSE的乘积与其余血流动力学参数的相关性最好，且均高于 SFD5与其余血流动力学参数

的相关性（r分别为 0.86、0.81、0.75、0.73，P<0.0001）。TAPSE仅与心脏指数呈弱相关

（r=0.45 P=0.02），与其余血流动力学参数没有明确相关性（|r|<0.40 P>0.05）。 结论 特

发性肺动脉高压患者右心室 SFD5与 TAPSE的乘积也许可以简便并较准确地评价右心室功能。 

  

 

 
EP-2334 

特发性三叉神经痛患者中脑导水管周围灰质 

功能连接的 R-fMRI 研究 

 
谢伟,李宗芳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650032 

 

目的 运用静息态功能磁共振(resting-state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R-

fMRI)观察特发性三叉神经痛(idiopathic trigeminal neuralgia, ITN)患者中脑导水管周围

灰质(periaqueductal gray, PAG)与全脑的功能连接(Functional connectivity, FC)变化。

方法 对右侧 ITN组 23例，正常对照(healthy control, HC)组 33例分别行 R-fMRI检查，以

PAG为感兴趣区(Region of interest, ROI)比较两组间 PAG与全脑的 FC变化。 结果 右侧

ITN组与 HC组比较，右侧 ITN组 PAG与双侧前扣带回喙部(rostral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rACC)、右侧缘上回及顶叶岛盖功能连接增加。 结论 静息态下 ITN患者在疼痛间歇

期存在着疼痛通路的异常改变，反应了 ITN患者在疼痛适应过程中大脑异常通路的形成可能是

与疼痛相关的消极情绪产生及处理的机制。 

 

 
EP-2335 

IVIM-DWI 和 DKI 在前列腺癌诊断中的研究现状 

 
曹梦娇 

无锡市人民医院 214023 

 

扩散加权磁共振成像(DW-MRI)已被认为是评价前列腺癌的常规影像手段之一，它能较 T2加权

成像提供更多定量及定性的分析，本文回顾性复习了近期 DW-MRI技术相关文献，包括体素内

不相干运动成像（IVIM）和扩散峰度成像（DKI）。体素内不相干运动成像是近年来发展起来

的无创评价活体组织内分子扩散运动及灌注状态的 MRI新技术，而扩散峰度成像则是用于量化

组织内水分子非高斯运动的磁共振成像新技术，IVIM和 DKI对组织微观结构的评价具有独特

优势。本文对 IVIM和 DKI成像原理及其前列腺癌应用价值的相关文献进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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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336 

MＲI 扩散加权成像对肺癌的鉴别诊断价值 

 
邹兴雄 

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四川省精神卫生中心 621000 

 

【摘要】 目的 探讨磁共振扩散加权成像对肺癌的鉴别诊断价值。方法 收集 2015年 12 月

至 2017 年 5 月在本院经证实的肺部肿块 32 例，良性及恶性肿块各 16 例、16 个病灶，用

3.0T MRI机进行常规序列及扩散加权成像( DWI) 序列检查，分析 DWI 信号、表观扩散系数

( ADC) 值与肿块性质的关系。运用 SPSS 19． 0 进行统计分析，P ＜ 0.05 认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结果 16 例恶性肿块中鳞状细胞癌 6 例、腺 癌 6 例、小细胞癌 4 例，16 例良性

肿块中慢性炎性团块 6 例、硬化性血管瘤 4 例、结核性肉芽肿 3 例、 wegner 肉芽肿 2 

例、粘液囊腺瘤 1 例。16 例恶性肿块在 DWI 图上呈高信号 11 例、等信号 1 例、稍低信号 

4 例、低信号 0 例。16 例良性肿块在 DWI 图上呈高信号 2 例、等信号 3 例、稍低信号 4 

例、低信号 7 例。16例恶性肿块平均 ADC 值为( 1.445 ± 0．227) × 10
-3
 mm

2
 /s，16 例

良性肿块平均 ADC 值为( 2.131 ±0.485)× 10 
-3
 mm

2
 /s，ADC 值取 1．463 × 10 

－ 3
 mm

2
 

/s 为阈值时，良恶性肿块鉴别诊断效能最高，敏感性、特异性、准确性分别为 82.9% 、

76.8% 、84.5% 。结论    磁共振 DWI 检查对于肺癌的鉴别诊断具有较高的价值。 

  

 

 
EP-2337 

3.0T 磁共振 DWI 及 MRS 在前列腺中央带癌诊断 

及鉴别诊断中的应用 

 
黄道余 

六安市人民医院 237005 

 

目的 探讨 3.0T磁共振弥散加权成像（DWI）及波谱分析(MRS)在前列腺癌诊断中的价

值。  方法 分析经穿刺活检或手术病理确诊为前列腺中央带占位 33例，所有患者均行常规

MRI扫描及 DWI、MRS检查，在常规 MRI图像上观察前列腺病灶的位置、大小、信号及累计范

围，后在后处理工作站测量各兴趣区 ADC值 3次并取平均值、在 3D-CSI上观察兴趣区胆碱

（Cho）、肌酸（Cre）及枸橼酸盐（Cit）的含量，并计算出（Cho+Cre）/Cit的比值。  结

果  所纳入 33例病例中，14例病理确诊为前列腺癌，有 4例表现为中央带结节状低信号，有

8例表现为中央带混杂信号影，有 9例突破前列腺包膜侵犯邻近精囊腺或淋巴结及骨骼转移；

19例病理确诊为良性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癌病灶平均 ADC值约为（0.94+0.47）x10
-3
mm

2
/s，良

性前列腺增生平均 ADC值约为（1.52+0.39）x10
-3
mm

2
/s；前列腺癌病灶（Cho+Cre）/Cit的比

值为 2.15+1.37，良性前列腺增生（Cho+Cre）/Cit的比值为 0.61+0.26；前列腺癌组及良性

前列腺增生组间的 ADC值及（Cho+Cre）/Cit的比值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联合应用常规 MRI、DWI及 MRS可以明显提高中央带前列腺癌的检出率，且互补不足，对于临

床穿刺及治疗起到指导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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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338 

直肠癌 IVIM 定量参数与 MVD 和 VEGF 的相关性研究 

 
李爱银,宋歌声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 250014 

 

目的 探讨直肠癌 IVIM定量参数与 MVD和 VEGF的相关性。方法 收集直肠癌手术治疗的患者共

27例，术前均接受 3.0T MR 直肠序列扫描。应用 Functool-MADC软件对 IVIM序列数据进行分

析，测量并记录 D值、D*值和 f值的数据。同时应用免疫组化的方法对所有标本进行 MVD 及

VEGF检测，应用 spss22统计软件，利用 spearman秩相关分析 D*和 f值与 MVD和 VEGF的相关

性，P＜0.05为统计学差异判定标准。结果 VEGF与 D*、f值之间 spearman秩相关系数分别为

0.50466、-0.39358，P值分别等于 0.0073、0.0422；相关系数假设检验均有统计学意义。MVD

与 D*、f之间 spearman秩相关系数分别为-0.03115、0.11634，P值分别等于 0.8774、

0.5634；相关系数假设检验均无统计学意义。结论 VEGF与 D*值具有正相关性，与 f值有负相

关性。D*和 f值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术前无创性预测 VEGF的影像学指标，为评价预后和制

定治疗方案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EP-2339 

DTI 在腰椎间盘突出症神经根受卡压中的应用 

 
施梦烨 

江苏省南京市第一医院 210006 

 

目的 （1）证明在 3.0T西门子 MR上腰神经根 DTI成像的可行性；（2）测量并评估单侧腰椎

间盘突出及健康志愿者腰神经根的 FA值之间的差异； 

方法  21例单侧腰椎间盘突出引起单侧腰神经根症状并行手术治疗的患者和 19例健康志愿

者分别行腰椎的西门子 3.0T 常规 MR成像及 DTI成像，在西门子后处理工作站上测量 DTI图

像上双侧 L3-S1神经根的 FA值。 

结果  在所有正常志愿者中，自 L3-S1神经根，同一节段左右两侧神经根的平均 FA值没有明

显差异（P>0.05）；在所有实验组中，受卡压测腰神经根的平均 FA值较对侧未受卡压侧腰神

经根的 FA均值减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较比常规腰椎 MR序列，DTI在诊断腰椎间盘突出致腰神经根受累时具有更高的敏感性

和特异性，可以成为诊断腰椎间盘突出症腰神经根受累的辅助影像学工具，在受累的腰神经根

中可以发现定量参数 FA值有意义的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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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340 

Comparison of imaging value for diabetic lower 

extremity arterial disease between FBI and CE-MRA 

 
Yi Chunyan 

Shanghai Gongli Hospital， Pudong new area， Shanghai， China 200135 

 

OBJECTIVE: This study adopted self-control study method t assess the efficacy of 

fresh blood imaging (FBI) and contrast-enhanced MR angiography (CE-MRA) for 

patients with diabetic lower extremity arterial disease(DLEAD) (Fontaine stage I 

to IV), and to evaluate the imaging of lower extremity peripheral arterial disease 

(PAD) in different stages of diabetes mellitus (DM).PATIENTS AND METHODS: 1. This 

study recruited 44 diabetic patients with suspected lower extremity PAD to take 

both FBI and CE-MRA.2. Two experienced cardiovascular radiologists assessed the 

image quality, the detection of lower extremity arterial branches, and tissue 

contamination (veins, arteries, and soft tissues)of FBI and CE-MRA, as well as the 

presence and severity of stenotic lesions. 3. Statistical differences of the 

quality of FBI and CE-MRA were determined using paired t-test. 4. Correlation 

analysis was adopted for determining the direction and strength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anges of the indexes of FBI and the different Fontaine 

stages.RESULTS: 1. The quality evaluation results of the image of lower extremity 

arteries from the 44 diabetic patients indicated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FBI and CE- MRA in the patients with Fontaine stage I-III (p 

>0.05). However,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 ference was observed in the 

patients with Fon taine stage IV (p <0.05), and the quality of FBI was slightly 

worse. 2. Arterial branches that ob served from FBI and CE-MRA were 885 and 904, 

respectively.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 icant difference for the arterial 

branches be tween FBI and CE-MRA in the patients with Fontaine stage I-III (p 

>0.05). However,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observed in the 

patients with Fontaine stage IV (p <0.05), and CE- MRA indicated more artery 

branches than FBI. 3. There was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for the 

evaluation of venous contamination be tween FBI and CE-MRA (p <0.05), and there 

was  less venous contamination using FBI. 4. The study results indicated that with 

Fontaine stages going on the FBI’s image quality and arterial branches reduced 

gradually, and the degree of tissue interference and arteriostenosis was ris- 

ing gradually.CONCLUSION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in-dicated that using FBI in 

lower extremity PAD of diabetics had good quality and 

high diagnostic accurancy, and the tissue contamination (veins and soft 

tissues of calf) was effectively avoided. Especially in Fontaine stage I

-III, FBI can be  used as an alternative technique of CE-

MRA,and it also can be used in diabetic patients with renal 

impairment in Fontaine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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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341 

心脏核磁共振延迟增强扫描 segmented-PSIR 与 moco-PSIR

序列的对比研究 

 
何畅,陈燕,谭黎星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 518001 

 

 

目的 探讨多次屏气 K空间节段填充快速扰相梯度回波相位对比反转恢复序列（segmented- 

true-FISP-PSIR）与运动校准相位敏感反转恢复序列（moco-PSIR）在心脏磁共振延迟增强扫

描中临床应用，对比两者序列的图像质量。 

方法 随机收集心脏磁共振病例 50人，所有病例注射造影剂增强 8分钟后，均行 segmented -

PSIR与 moco-PSIR序列，依次完成左心室短轴位、二腔心、三腔心、四腔心延迟增强扫描。

测量图像的信噪比、呼吸和运动伪影，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Segmented-PSIR序列图像信噪比(50.21±16.42)高于 moco-PSIR序列的信噪比

(38.62±15.85)，有统计学差异（P<0.05）。但 moco-PSIR 序列的图像伪影明显少于

Segmented-PSIR序列图像，其中 2例心率不齐、5例屏气困难患者行 segmented-PSIR序列扫

描，出现明显呼吸和运动伪影，图像质量不佳，影响临床诊断，但采用 moco-PSIR序列扫描，

伪影明显减少，有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在心率、呼吸配合好的情况，采用 segmented-true-FISP-PSIR序列扫描，图像信噪高，

可获得清晰延迟强化图像，被认为诊断 “金标准”。反之，若出现心律失常或不能配合呼吸

等情况，segmented- PSIR 图像容易出现运动伪影，甚至导致成像失败，而 moco-PSIR成像通

过运动校准算法可以避免运动伪影，有望成为金标准序列的有效补充，应用前景广阔。 

 

 
EP-2342 

失眠障碍患者静息态 fMRI 视觉网络研究 

 
王恩锋,李永丽,李中林,陈瑞,邹智 

河南省人民医院 450003 

 

目的：探讨失眠障碍患者视觉皮层网络有无异常及其在失眠障碍发病中的作用。 

方法：2016年 1月至 2016 年 12月间，共招募符合条件的失眠障碍患者 44例（男性/女性

=7/37例，年龄 41.4±10.8 岁）和健康人 41例（男性/女性=10/31例，年龄 38.1±9.9

岁），失眠障碍与健康人均进行 PSQI、HAMD、HAMA等相关量表评测，失眠障碍患者诊断标准

除了符合相关 DSM-5诊断失眠障碍的相关症状，失眠障碍患者临床量表诊断标准为匹兹堡睡眠

指数量表（PSQI）≥8，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17,哈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14。对所

有受试者采用德国 Siemens Prisma 3.0T磁共振成像仪头颅 64通道线圈进行磁共振脑功能成

像研究，扫描序列采用西门子 Multiband EPI序列，采集受试者结构像和 rest-fMRI图像，然

后使用脑功能连接分析方法，和 SPSS19.0软件包统计学分析等方法，以初级视觉皮层为种子

点，观察失眠障碍患者与健康志愿者脑区功能变化。 

结果：失眠障碍组与健康对照组间年龄、性别和受教育程度无显著性差异（p > 0.05），失眠

障碍组 PSQI, HAMA, HAMD量表得分均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P<0.01）。与健康对照组相比，

失眠障碍组 BA17区与双侧岛盖部额下回、三角部额下回、右侧额中回、眼眶部、内侧眶部额

中回、左侧罗兰多壳盖、中央前回功能连接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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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失眠障碍患者右侧额中回与初级视觉皮层功能连接增强，其可能与失眠障碍疾病的情绪

异常有关。初级视觉皮层与初级运动皮层功能连接的增强导致对环境刺激因素的存在而持续感

觉处理活动，从而延迟入睡时间。 

  

 

 

EP-2343 

Hippocampus and subregion-based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Pattern in the Young APOE ε4 Carriers 

 
lijuan zheng,Longjiang Zhang,Guangming Lu 

Jinling Hospital， Medical School， Nanjing University 210002 

 

Background and Objective The apolipoprotein E (APOE) ε4 allele is considered as 

the strong genetic risk factor of Alzheimer’s disease (AD), and closely related 

to the alteration in functional activation, microstructure and metabolisim of 

healthy brain, particularly to the earliest abberance of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pattern in the young stage. The hippocampus is one of the earliest loci affected 

by the accumulation of AD lesions, the abnormal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pattern of 

which is always affected in subjects with AD and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as 

well as healthy carriers. However, few research has been explored the hippocamous-

based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in the young APOE ε4 carriers. Since the subregions 

of hippocampus have been further revealed with different roles in the multiple 

cognitive function domains, 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hippocampus and subregion-based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pattern in the healthy 

young carriers with APOE ε4. 

Materials and Methods Two hundred and thirteen young healthy adults underwent 

resting-state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at a 3T MR scanner, the 

neuropsychological tests and genotype testing for APOE ε3 and ε4 allele. Age-, 

gender- and educational level-matched individuals, including 30 subjects with APOE 

ε4 and 30 subjects with APOE ε3 were enrolled for the final analysis. The 

hippocampi(Hippo) were divided along the A–P axis into three equal sections 

(Hipposub1/2/3 stands for the anterior, middle and posterior portions of the 

hippocampus, respectively). The hippocampus and subregion-based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mapping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Correlation analysis 

was also performed between abnormal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values and clinical 

indices.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APOE ε3 group, the APOE ε4 group showed the increased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between Hippo(L/R)/Hipposub1/2(L/R) and 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MPFC) and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ACC), as well as between 

Hippo(R)/Hipposub1(R) and posterior cingulate cortex (PCC), precuneus (PCu) and 

left calrine and lingual gyrus. Besides, the z values from Hippo(L)/Hipposub2(L)–

ACC/MPFC positively correlated to the scores of vocabulary learning test. 

Oppositely, the z values of Hippo(R)/Hipposub1/2(R)–ACC/MPFC negatively 

correlated to the scores of Montreal Cognitive Assessment, and the z value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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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pposub1(R)–ACC/MPFC showed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 

Conclusion The APOE ε4 carriers displayed altered Hippo and Hipposub1/2 -based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pattern distributed in the core regions of defaut mode 

network (DMN) when compared with APOE ε3 carriers. Furthermore, the right Hippo 

and Hipposub1-based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alteration is more widely affected in 

APOE ε4 carriers. The increased functional conectivtiy patterns between bilateral 

Hippo/Hipposub1/2 and DMN might be the genetic phenotype underlying the ealy 

modulated mechanism. 

 

 
EP-2344 

Altered Functional and Effective Connectivity Based 

on the Subregions of Hippocampus in Young APOE ε4 

Carriers: A longitudinal Study 

 
lijuan zheng,Longjiang Zhang,Guangming Lu 

Jinling Hospital， Medical School， Nanjing University 210002 

 

Background and Objective Previous studies have demonstrated the hippocampus(Hippo) 

and subregion(sub)-based alteration in the young stage; however, the interation 

effect of time and APOE ε4 on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has been uncovered. The 

second part of this thesis is thus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functional and 

effective connectivity based on the subregions of hippocampus is altered in APOE 

ε4 carriers in a 3-year follow-up duration. 

Materials and methods Resting-state functional MRI data and neuropsychological 

scales were obtained for APOE ε4 and APOE ε3 carriers at baseline and three-year 

follow-up. The Hippo- and Hipposub- based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patterns were 

compared by mixed effect analysis and further post-hoc analysis. The effective 

connectivity patterns among the altered regions, affected by APOE ε4-by-time 

interaction, were examined in APOE ε4 groups at baseline and follow-up. 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was conducted between the values of altered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or effective connectivity and neuropsychological scales. 

Results The APOE ε4-by-time interaction effect was evident in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between Hipposub3(L) and left middle and superior temporal gyrus 

(MTG/STG), sub2(R) and MTG/STG(L), and Hipposub3(R) and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ACC). The Post-hoc analysis revealed decreased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in 

Hipposub3(L)-MTG/STG(L), Hipposub3(R)-ACC, and increased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in Hipposub2(R)-MTG/STG(L) in APOE ε4 group at baseline when compared with APOE 

ε3 group. The APOE ε4 group at follow-up showed increased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in Hipposub3(L)-MTG/STG(L), Hipposub3(R)-ACC and decreased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in Hipposub2(R)-MTG/STG(L). The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in 

Hipposub3(L)-MTG/STG(L) at baseline and sub2(R)-MTG/STG(L) at follow-up correlated 

with the scores of scales both in APOE ε3 and APOE ε4 group. Besides, the APOE 

ε4 group showed increased effective connectivity separately from Hipposub2(L) 

/MTG/STG(L) to Hipposub3(L) among altered regions (the bilateral Hipposub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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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G/STG(L) and ACC). The values of changes in effective connectivity from 

MTG/STG(L) to Hipposub3(L)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scores of delayed recall 

test. 

Conclusion The posterior portion of hippocampus might be most vulnerable and 

susceptible to early modulation of interaction of APOE ε4 by time, and the 

altered activtity bwtween MTG/STG and which might be used as the longitudinal 

imaging-derived phenotype in APOE ε4 carriers. 

 

 
EP-2345 

盘源性下腰痛患者存在和下肢两点辨别觉相关 

的静息低频振幅改变 

 
周福庆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30006 

 

目的：常伴有下肢的麻木和感觉缺失的盘源性下腰痛患者中枢神经内源性活动改变、及其与下

肢两点辨别觉(属复合感觉)的关系并不清楚。 

方法：60例相匹配的右利手盘源性下腰痛患者(30例)和和健康对照组纳入研究，3.0T扫描获

取静息态 fMRI和高分辨 T1WI 数据。使用低频振幅(ALFF)观测盘源性下腰痛患者内源性功能活

动改变情况，提取差异脑区分别于病程、VAS、JOA及四肢两点辨别觉进行相关性分析，ROC分

析显著改变脑区用于区分患者的效能。 

结果：和健康对照组比较，盘源性下腰痛患者存在显著减低的两点辨别觉。盘源性下腰痛患者

显著增高的脑区主要位于右侧小脑后叶(CPL)、右侧和左侧颞内侧回(ITG)、右侧岛前/额盖

(aINS/fO)、双侧额前回(PFC)、右侧枕中/颞中回(MOG/MTG)、左侧前扣带回(ACC)和左侧枕中

回(MOG)；下降的脑区主要位于右侧梭状回(Fus)、双侧脑干/基底节/丘脑区、左侧额上回

(SFG)、左侧顶内侧叶/中央后回(IPL/PoCG)和右侧 IPL(图 1，GRF校正)。在盘源性下腰痛患

者，左侧 SFG (p = 0.022)和右侧 IPL (p = 0.049)的 ALFF 和病程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左侧

IPL/PoCG的 ALFF和左手(p = 0.034)、左脚(p = 0.002)及右脚(p = 0.013)的两点辨别觉之

间存在相关，右侧 IPL的 ALFF和左手(p = 0.045)、左脚(p = 0.031)及右脚(p = 0.023)的两

点辨别觉之间存在相关(图 2)。此外，ROC分析表明，右侧 IPL、左侧 IPL/PoCG、左侧 ACC、

左侧 SFG和右侧 ITG/Fus具有相对较高的曲线下面积，且证实可较为可靠区分患者和对照组。 

结论：盘源性下腰痛患者疼痛矩阵和感觉信息加工区存在显著增高的 ALFF，显著下降的脑区

位于感觉信息传递和相关加工区域。患者 ALFF的改变和下肢两点辨别觉(属复合感觉)密切相

关。 

 

 
EP-2346 

基于 APOE 等位基因多态性的健康青年携带者静息态 

fMRI 功能连接密度研究 

 
郑丽娟,张龙江,卢光明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210002 

 

目的：采用功能连接密度（Functional connectivity density，FCD）算法探索 APOE 等位基

因ε2、ε3和ε4对健康青年携带者静息态脑功能影响。方法：对 213例健康青年志愿者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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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静息态 MR扫描和神经心理学评估，并采集外周静脉血进行 APOE基因型检测。根据基因分型

结果分别纳入性别、年龄匹配的 31例 APOE ε4/ ε3 携带者（APOE ε4 组）、31例 APOE 

ε3/ ε3携带者（APOE ε3 组）及 14例 APOE ε2/ ε3携带者（APOE ε2组），通过去协

变量单因素方差分析方法，观察三组全脑长程及短程 FCD的差异，并采用 Post-hoc检验进行

组内两两比较，提取方差分析改变显著脑区的 FCD均值与神经心理学量表结果做相关性分析。

结果：与 APOE ε3组相比，APOE ε2 组短程及长程 FCD 在额叶显著增高，尤其是在内侧前额

叶、前扣带回及眶额回脑区，而 APOE ε4 组短程 FCD在双侧楔叶显著减低。和 APOE ε2 组相

比，APOE ε4组长程 FCD在右侧眶额回显著减低，而在右侧顶下小叶显著增加。双侧前额

叶、楔叶及右侧前扣带回、顶下小叶的 FCD值与神经心理学量表结果呈显著相关。结论：楔叶

和顶下小叶的改变可能是 APOEε4 携带者早期脑功能减弱和功能代偿表现，而额叶的功能连接

的增加可能是 APOEε2 携带者早期抑制阿尔茨海默病发生的保护机制。 

 

 
EP-2347 

心脏磁共振 Feature Tracking 技术对肺动脉 

高压心肌应变的评价 

 
黄璐,冉玲平,赵培君,唐大中,夏黎明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本研究应用组织追踪踪技术（Feature tracking）对肺动脉高压患者的左右心室心肌应

变进行评价，评估其右心室功能障碍并探讨肺动脉高压左心室功能是否受损。 

方法：本研究回顾性分析 10例临床右心导管造影确诊肺动脉高压患者（肺动脉高压组）的心

脏磁共振电影图像，扫描层面包括短轴、四腔心和长轴两腔心层面。同时纳入 9例正常志愿者

（正常对照组）行心脏磁共振电影检查，扫描层面同肺动脉高压患者。本研究采用 CVI42 软件

分析两组研究对象的电影图像，采用组织追踪技术分析得到左、右心室总体在径向、环向、纵

向三个方向上的应变峰值、达峰时间、收缩应变率峰值、舒张应变率峰值、位移等参数。应用

独立样本 t检验评价肺动脉高压组和正常对照组在上述参数之间的差异。P<0.05表示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两组研究对象在年龄上没有显著性差异（P=0.741），但是肺动脉高压组的左心室及右

心室射血分数明显低于正常对照组（P=0.007和 P=0.001）。肺动脉高压组的右心室径向、环

向、纵向应变和径向收缩应变率峰值均低于正常对照组（P=0.043、P=0.028、P=0.015和

P=0.01），且左心室环向应变、径向位移、纵向位移均低于正常对照组（P=0.041、P=0.028

和 P=0.002）。其他测量参数虽然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但是肺动脉高压组的平均值仍然低于

正常对照组。 

结论：肺动脉高压不仅可引起右心室功能障碍，还可导致左心室功能受损。心脏磁共振组织追

踪技术可以检出肺动脉高压患者左右心室应变、应变率和位移的减低，且径向、环向、纵向应

变受损程度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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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348 

兔炎性淋巴结及转移性淋巴结模型的建立与评价兔炎性淋巴

结及转移性淋巴结模型的建立与评价 

 
彭闰梅,张振光,杨亚英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650000 

 

目的 建立兔腘窝淋巴结炎性增生模型及转移性模型，探索淋巴结长势最佳时间。材料与方法 

将 40只新西兰大白兔随机平均分成 2组，分别于右大腿股四头肌处注射蛋黄乳胶及 VX2细胞

悬液，注射蛋黄乳胶组每天一次行常规 MRI扫描，注射蛋黄乳胶组每隔 3天行一次常规 MRI扫

描，观察腘窝淋巴结大小的变化，于淋巴结开始变小或出现坏死时取出做病理检查。结果 注

射蛋黄乳胶组 7±1天腘窝淋巴结体积最大，病理检测结果为炎性增生；注射 VX2细胞悬液组

15±2淋巴结最大且无坏死区，病理表现为不同程度的肿瘤细胞浸润。讨论 注射蛋黄乳胶及

VX2肿瘤悬液可成功制造兔腘窝淋巴结良性增生模型及转移淋巴结模型，对淋巴结良恶性研究

的实验有益。 

 

 

EP-2349 

DSC-PWI 评估颌面部脉管畸形血流灌注的价值 

 
张紫旻,华晨,张绍婷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200011 

 

目的：本研究运用动态磁敏感对比增强灌注成像(dynamic susceptibility contrast 

enhanced perfusion-weight imaging, DSC-PWI)方法，对颌面部动静脉畸形（arteriovenous 

malformation ，AVM）与静脉畸形（venous  malformation，VM）患者进行成像，比较两者

的灌注特点。 

方法：纳入 2016.11至 2017.7至我院就诊的，颌面部动静脉畸形（AVM）患者 19名及静脉畸

形（VM）患者 10名。所有患者在行磁共振检查前，皆行 DSA检查，确诊为 AVM或 VM。运用

Philips Ingenia 3.0T磁共振， 扫描序列包括常规平扫及增强颌面部磁共振序列及 DSC-

PWI。经过后处理获得血容量（blood volume,BV），血流量（blood flow ,BF），平均通过时

间（mean transfer time ,MTT）及达峰时间（time to peak ,TTP），比较两类脉管畸形间血

流灌注的差异。 

结果：用 SPSS 21.0 软件对于两组数据进行 Mann-Whitney U检验分析，BV及 MTT两组患者之

间无统计学差异（P>0.05）,BF及 TTP在两组患者之间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BF若以

0 .94 为两类脉管畸形的阈值，灵敏度 88.9%，特异度 73.7%;TTP若以 29.4 为两类脉管畸形

的阈值,灵敏度 89.2%，特异度 100%。 

结论：DSC-PWI结合传统影像学方法能提高 AVM及 VM的诊断准确率。DSC-PWI可反应脉管畸形

的血流灌注状态。 

 

 
EP-2350 

mDIXON-MRI 对胰腺脂肪变定量和分级 

 
苍莉卓,石喻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file:///D:/Program%20Files/Dict/7.1.0.0421/resultui/dict/?keyword=ven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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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本研究旨在通过磁共振 mDIXON序列评价胰腺肿瘤术后残余组织的脂肪变程度，探讨

mDixon序列对胰腺脂肪变分级的潜在价值。 

方法：共收集本院 2016年 3 月至 2016年 11月 32例（20 男，12女，48.2±12.1 岁）胰腺或

胆管肿瘤并接受 MRI扫描及胰腺切除术的患者。mDIXON序列成像采用 Philips Ingenia 

3.0TMR成像系统，TR =5.66ms，TE=0.01ms，NEX=1，矩阵=192×192，层数=30，层厚=6mm。

组织学脂肪沉积分级：0%-10%沉积（L0），10%-20%（L1），20%-30%（L2），大于 30%

（L3）。分析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来预测胰腺脂肪变阶段。 

结果：组织的脂肪变程度表现为 L0-L3分别为：12、10、7、5例。脂肪分数与组织学结果呈

中等相关关系 (r=0.68,95%CI:0.59~0.72,P<0.05)。mDIXON 诊断胰腺脂肪变的曲线下面积：

0.78(≥L1)，0.86(≥L2)，0.89(=L3)。其中诊断≥L1、≥L2和=L3的敏感度为 85%，76%，

89%，特异度为 82.7%，91.2%，93.1%。 

结论：mDIXON-MRI在胰腺脂肪变分级方面具有较高的诊断价值，通过提供胰腺脂肪变性的定

量信息，可以更好的为临床服务。 

 

 
EP-2351 

直方图分析磁敏感信号强度鉴别乳头状 

与嫌色细胞肾癌的价值 

 
陈杰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213000 

 

目的 探讨直方图分析磁敏感信号强度鉴别乳头状肾癌（pRCC）和嫌色细胞肾癌（ChRCC）的价

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13例 pRCC和 9例 ChRCC患者资料。患者均行肾脏

SWI、常规 MRI平扫及增强扫描。测量直方图磁敏感信号强度参数，包括最大值、最小值、均

值、中位值、偏度和峰度。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正态分布）或 Mann-Whitney秩和检验（偏

态分布）比较 pRCC和 ChRCC 间全瘤 SWI参数的差异。采用 ROC评价全瘤 SWI参数鉴别 pRCC和

ChRCC的效能。结果 pRCC和 ChRCC磁敏感信号强度的最小值、均值、中位值、偏度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 均<0.05），最大值、峰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均>0.05）。肾脏直方图磁敏感

信号强度参数中，均值鉴别 pRCC和 ChRCC 的 ROC 下面积最大（0.80）；最小值鉴别诊断的敏

感度最高（84.62%）；偏度的特异度最高（100.00%）。结论 直方图分析磁敏感信号强度有助

于鉴别 pRCC和 ChRCC。 

 

 
EP-2352 

Value of Susceptibility-Weighted Imaging in 

Differentiating Papillary from Chromophobe Renal Cell 

Carcinoma 

 
Chen Jie 

First People's Hospital of Changzhou 213000 

 

Purpose: To differentiate papillary RCC (pRCC) from chromophobe RCC (CRCC) based 

on intratumoral susceptibility signals (ITSSs) detected on SW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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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erials and Methods: A retrospective review was performed on patients with pRCC 

(n=12) or CRCC (n=9) classified by pathology. The ITSSs were classified into 

hemorrhage and microvessels based on their morphology. Nonparametric Mann-Whitney 

test was used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s in the dominant structure of ITSSs, the 

number of intratumoral hemorrhagic lesions and vessels, and the ratio of ITSS area 

on SWI between pRCC and CRCC. The diagnostic values of the dominant structure of 

ITSSs, the number of intratumoral hemorrhagic lesions and vessels, and the ratio 

of ITSS area on SWI in differentiating pRCCs from CRCCs were compared by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s (ROC). 

Results: ITSSs were seen in 18 of 21 patients. No ITSSs were seen in 3 patients 

with CRCC. Mean scores of dominant structures of ITSSs on SWI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for pRCCs than that for CRCCs (P<0.005). The occurrence of intratumorally 
hemorrhage was more common in pRCCs (12/12, 100%) than that in CRCCs (6/9, 66.67%). 

The number of hemorrhagic lesions in pRCCs was significantly larger than that in 

CRCCs (P<0.05).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the ratio of ITSS 

area on SWI between pRCCs and CRCCs (P<0.05). The number of intratumoral 

hemorrhagic lesions revealed the highest specificity (100%) and 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 (100%) as compared with other features, while the ratio of ITSS 

area on SWI showed the highest sensitivity (88.89%) and 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 

(87.5%). 

Conclusion: SWI is a useful technique to analyze the structural difference between 

pRCC and CRCC by the dominant structures ITSSs, the number of intratumoral 

hemorrhagic lesions, as well as the ratio of ITSS area on SWI. 

 

 

EP-2353 

Brain functional disconnectivity coupled with 

hypoperfusion measured with Resting-State functional 

MRI: An additional contributing factor of cognitive 

impairment in patients with Alzheimer’s disease 

 
Zhang B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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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ffiliated Drum Tower Hospital of Nanjing University Medical School， Nanjing， China 

2.The Laboratory for Medical Electronics， School of Biological Sciences and Medical 

Engineering，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China 

 

Both aberrant brain perfusion and functional disconnectivity is frequently 

reported in Alzheimer’s disease (AD) and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MCI). However, 

whether and how the abnormal perfusion contributing the disconnectivity in 

patients with AD and MCI remains incompletely understood. In the current study, 

time shift analysis (TSA) based on resting-state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rs-fMRI) and seed-based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FC) were analyzed from 

AD to MCI and normal control (NC) subjects and from MCI to NC subjects. 

Correlation between brain function and cognitive state was calculated in the three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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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 patients had perfusion decreases in the left inferior temporal gyrus, left 

hippocampus and the left parahippocampal gyrus compared with NC, and in the left 

lingual, left inferior occipital gyrus compared with MCI. Moreover, MCI patients 

had perfusion decreases in bilateral frontal lobe compared with NC. And AD 

patients had significant decreased FC in the bilateral medial frontal gyrus, 

bilateral anterior cingulate gyrus and paracingulate cortex compared with NC, and 

had significant decreased FC in the right occipital lobe, right superior parietal 

gyrus, bilateral cuneus, and significant increased FC in the right superior 

frontal gyrus compared with MCI. Moreover, MCI patients had significant increased 

FC in the left parietal lobe compared with NC. And brain function such as TSA and 

FC were found significantly positive correlated with cognitive state in NC group 

but negative correlated with cognitive state in MCI group. 

In conclusion, the TSA method is promising for detecting perfusion abnormality 

without the application of contrast agent. And brain functional disconnectivity 

may be associated with cerebral perfusion abnormality in AD patients, which may be 

an additional contributing factor of cognitive impairment. 

  

 

 
EP-2354 

Reproducibility of Susceptibility Weighted Imaging in 

Differentiating Chromophobe Renal Cell Carcinoma from 

Papillary Renal Cell Carcinoma: Semi-quantitative 

Analysis vs. Whole-lesion Histogram Analysis 

 
Chen Jie 

First People's Hospital of Changzhou 213000 

 

Purpose: To determine the reproducibility and the diagnosis efficacy of semi-

quantitative and whole-lesion histogram parameters of susceptibility weighted 

imaging (SWI) in differentiating chromophobe renal cell carcinoma (ChRCC) from 

papillary renal cell carcinoma (pRCC). 

Materials and Methods: A retrospective review was performed on patients with pRCC 

(n=13) or CRCC (n=9) classified by pathology. Two observers completed semi-

quantitative analysis and whole-lesion histogram analysis on SWI independently. 

SWI semi-quantitative parameters consisted of the dominant structure (DS) of 

intratumoral susceptibility signal intensity (ITSS), the number of intratumoral 

hemorrhage (ITH) and intratumoral vessels (ITV), the ratio of ITSS area to tumor 

area (IATA). SWI histogram parameters consisted of the mean SWI value (SWImean), 

median SWI value (SWImedian), minimum SWI value (SWImin), maximum SWI value (SWImax), 

the 5th (SWI5%), 25th (SWI25%), 75th (SWI75%), and 95th (SWI95%) percentiles, skewness, 

and kurtosis. Nonparametric Mann-Whitney U test was used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s in semi-quantitative and histogram parameters between pRCCs and CRCCs. 

The diagnostic efficacy of SWI semi-quantitative and histogram parameters in 

differentiating ChRCCs from pRCCs were compared by receiver oper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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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 (ROC) curves. To assess inter-observer agreement, Cohen’s kappa 

coefficient was used for semi-quantitative parameters and 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ICC) was used for histogram parameters. 

Results: Mean scores of the DS of ITSSs, the number of ITH and the ratio of IATA 

on SWI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for pRCCs than that for ChRCCs (all P < 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mean scores of the number of ITV between 

pRCCs and ChRCCs (P > 0.05). Mean SWImin, SWI5%, SWI25%, SWI75%, SWImean, SWImedian in pRCC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ChRCCs (all P < 0.05). Mean skewness of 
pRCC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ChRCCs (P < 0.05).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f Mean SWImax, SWI95% and kurtosis between pRCCs and ChRCCs 

(all P > 0.05). The DS of ITSSs (AUC 0.872, sensitivity 66.67%, and specificity 
92.31%), SWI5% (AUC 0.815, sensitivity 88.89%, and specificity 76.92%) and SWImean 

(AUC = 0.803, sensitivity 77.78%, and specificity 84.62%) has a good diagnosis 

efficacy in differentiating ChRCCs from pRCCs.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f the AUC values between any pair of these 10 parameters (all P > 
0.05). Inter-observer agreement was substantial between two observers for the 

ratio of IATA (k = 0.755), and was moderate for both the DS of ITSSs (k = 0.508) 
and the number of ITH (k = 0.575). There was fair agreement for the number of ITV 
(k = 0.308). There was excellent agreement between two observers for SWImin (ICC = 

0.999), SWI5% (ICC = 0.934), SWI25% (ICC = 0.947), SWI75% (ICC = 0.931), SWI95% (ICC = 

0.892), SWImax (ICC = 0.946), SWImean (ICC = 0.938), SWImedian (ICC = 0.944), skewness 

(ICC = 0.983), and kurtosis (ICC = 0.919). 

Conclusion: Reproducibility of SWI whole-lesion histogram analysis is better for 

pRCCs and ChRCCs than SWI semi-quantitative analysis. The DS of ITSSs, SWI5% and 

SWImean has a good diagnosis efficacy in differentiating ChRCCs from pRCCs. 

 

 
EP-2355 

Investig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tabolic 

basis of thalamus and local brain spontaneous 

activity revealed by a study combined fMRI and MRS 

 
wang zhengge,Zhu Bin,Zhang Bing 

Nanjing Drum Tower Hospital 210008 

 

The functions of thalamus are the relaying of sensory and motor signals to the 

cortex, and the regulation of consciousness. Several recent studies have reported 

an individual correlation between regional glutamate concentration and the 

activation of BOLD. In this study, we set out to investigate whether this 

association maintain in spontaneous brain activity in the thalamus. We performed 

short echo Magnetic Resonance Spectroscopy (MRS) measurements of glutamate and 

resting-state fMRI in 17 young adult healthy participants. Bilateral thalami were 

selected as ROIs for MRS. The glutamate concentration of the thalamus was analyzed 

by Lc Model. The whole brain amplitude of low-frequency fluctuation (ALFF), 

regional homogeneity (ReHo) and degree centrality (DC) were calculated. The 

glutamate concentrations of bilateral thalamus were correlated with the wh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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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in ALFF, ReHo and DC.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s were found between 

glutamate concentration and the ALFF and ReHo in left thalamus. Furthermore, the 

ALFF of left primary motor cortex and bilateral auditory cortex were affected by 

left thalamus glutamate. However, left thalamus glutamate has an effect on the 

ReHo of left limbic system. These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the excitability of 

thalamus decided its resting-state brain activity and has influence on the ALFF of 

sensory and motor cortex and the ReHo of limbic system. This provides insight into 

better understanding the neuronal and biochemical mechanisms of thalamus function 

under normal conditions and neuropsychiatric disorders. 

  

 

 
EP-2356 

ADC 直方图对肝细胞性肝癌（HCC）组织学分级的预测价值 

 
周伟,龚良庚,邹倩,郑甜,李淑豪,唐小平,叶印泉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30006 

 

目的：探讨 ADC直方图预测 HCC组织学分级的价值，并与常规 ADC值进行对比分析。方法：回

顾性分析经病理证实的 111 例 HCC患者，包括 24例高分化、56例中分化和 22例低分化 HCC。

所有患者均在术前 1周内进行 DWI序列扫描，b值为 800s/mm
2
。在 GE AW4.6工作站上分别通

过 Functool软件在病灶直径最大层面上测 ADC值及 3D SynchroView 软件在 ADC图上手动勾画

出整个病灶范围，生成 ADC Volume Histogram，获得病灶两种不同测量方法的 ADC平均值、

标准差、最小值及最大值。采用方差分析及 Kruskal-Wallis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高、中、低分化 HCC常规 ADC平均值、最小值及 ADC直方图的平均值、最小值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P均＜0.001）。高、中、低分化 HCC常规 ADC及 ADC直方图的标准差、最大值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常规 ADC的平均值、最小值及 ADC直方图的平均值、最小值均

与 HCC组织学分级存在正相关（r=0.61、r=0.57和 r=0.53、r=0.63）。常规 ADC平均值、最

小值及 ADC直方图的平均值、最小组 ROC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912、0.875和 0.849、0.938。

常规 ADC平均值阈值为 0.997×10
-3
㎜

2
/s时，敏感度、特异度分别为 0.864、0.900。常规

ADC最小值阈值为 0.681×10
-3
㎜

2
/s时，敏感度、特异度分别为 0.909、0.80。ADC直方图平

均值阈值为 0.9610
-3
㎜

2
/s时，敏感度、特异度分别为 0.636、0.975。ADC直方图最小值阈值

为 0.427×10
-3
㎜

2
/s时，敏感度、特异度分别为 0.909、0.837。结论：ADC直方图平均值、

最小值与常规 ADC平均值、最小值对 HCC组织学分级的预测均有价值，以 ADC直方图最小值预

测效能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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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357 

Reestablishing Brain Networks in Patients with End-

Stage Renal Disease after Successful Kidney 

Transpla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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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ground and objectives The cognition in end-stage renal disease (ESRD) may be 

improved by kidney transplantation but the mechanisms are unclear. We explored 

patterns of resting-state networks after kidney transplantation in ESRD patients 

with resting-state functional MR imaging (rs-fMRI). 

Design, setting, participants, & measurements Thirty seven ESRD patients scheduled 

for kidney transplantation and 22 age, gender, and education-matched healthy 

subjects underwent rs-fMRI. Patients were imaged before (Pre-KT), and one and six 

months after kidney transplantation.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of seven resting-

state subnetworks were evaluated: default mode network, dorsal attention network, 

central executive network, self-referential network, sensorimotor network, visual 

network, and auditory network. A mixed effects model was performed between 

functional indexes and clinical markers. 

Results Compared with controls, Pre-KT ESRD patients showed abnormal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in 6 subnetworks except self-referential network. Compared with Pre-

KT, increased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was observed in the default mode network, 

dorsal attention network, central executive network, sensorimotor network, 

auditory network and visual network one month and six months after kidney 

transplantation (P=0.01, AlphaSim corrected). Six months after kidney 

transplantation, no difference in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was observed for dorsal 

attention network, central executive network, auditory network, or visual network 

between patients and controls. Default mode network and sensorimotor network did 

not recover completely when assessed six months after kidney transplantation 

(P=0.01, AlphaSim corrected). A relationship between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and 

neuro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s was found in specific brain regions of some brain 

networks. 

Conclusions The recovery patterns of resting-state subnetworks vary after kidney 

transplantation. The dorsal attention network, central executive network, auditory 

network, and visual network recovered to normal levels, while the default mode 

network and sensorimotor network did not recover completely six months after 

kidney transplantation. The study results underlie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recovery in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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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358 

MRI 导引经皮硬化治疗低流速血管畸形的价值 

 
朱先进,王武 

中日医院 100101 

 

目的 探讨介入性 MR导引下经皮硬化治疗低流速血管畸形的技术操作方法，并评价其应用价

值。 材料及方法  在 0.35T 开放式核磁共振扫描仪的导引下应用 18G或 20G核磁兼容针对

57例低流速血管畸形患者共进行 98次穿刺及硬化治疗， 男 27例，女 30例，年龄 5岁至 50

岁，平均 19.11岁（sd：10.02）。其中头面部病变 11例，颈部病变 1例，肩关节周围病变 2

例，上肢病变 4例，手部病变 3例，胸壁病变 3例，脊柱旁病变 2例，臀部病变 2例，盆腔内

病变 1例，腿部病变 20例，足部病变 8例，病变分别按照大小及边界分类，进行对比观察，

其中病变体积＞50cm
3   

的为 21例，≤50cm
3
为 36例；边界清楚的为 28例，边界不清的为 29

例；在治疗后进行随访，量化分析其治疗效果，包括：（1）介入治疗是否成功；（2）相对于

治疗前患者的症状是否有所改善；（3）并发症的发生；（4）MR图像能否有效的显示治疗前

后病变信号的改变，即病变的对比信噪比改变；（5）通过随访分析病变体积的变化。 结

果  98次 MR导引下硬化治疗手术均能够准确定位，准确注入适量硬化剂，没有出现严重并

发症。病例追随中发现 57例患者症状都有明显改善，特别是出血、疼痛、容貌的破坏及功能

障碍等症状。MR图像显示治疗前后病变的对比信噪比有了明显变化，(p＜0.01)；91%患者病

变的体积治疗后有了明显的缩小。病变本身的大小及边界对治疗结果具有一定的影响，体积

≤50cm
3
的病变治疗效果明显好于体积＞50cm

3
的病变（p＜0.01）；边界清楚的病变治疗效果

好于浸润型病变（p＜0.01）。 结论  MR引导下经皮硬化治疗低流速血管畸形是一种准确、

有效、安全的新技术。 

 

 
EP-2359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non-contrast enhanced 

quiescent interval single shot (QISS) magnetic 

resonance angiography at 3T for lower extremity 

peripheral arterial disease, in comparison to CT 

angiography 

 
Wu Gang,Li Xiaoming 

Tongji Hospital， Tongji Medical College，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430030 

 

 

Objective: The purpose of the current study is to compare image quality and 

diagnostic performance of non-contrast enhanced Quiescent Interval Single Shot 

(QISS) magnetic resonance angiography at 3 T versus CT angiography for evaluation 

of lower extremity Peripheral Arterial Disease (PAD). 

METHODS: 32 consecutive patients (23 male, 9 female, age range 40-81 years, 

average age 61.97 years) with clinically suspected lower extremity PAD underwent 

QISS MRA and CTA. 19 of 32 patients underwent Digital Subtraction Angiography 

(DSA). Image quality of MRA was compared with CTA by two radiologists with 10 and 

8 years' experience according to a 4-point scale. The Kappa test was use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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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rmine the intermodality agreement between MRA and CTA in stenosis assessment, 

and interobserver agreement with each method.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of CTA 

and MRA in detecting hemodynamically significant stenosis (≥50 %) were compared, 

with DSA serving as reference standard when available. 

RESULTS:Image quality of QISS MRA was rated 3.70 ± 0.49 by reader 1, and 

3.72 ± 0.47 by reader 2,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CTA (3.80 ± 0.44 and 

3.82 ± 0.42, P < 0.001 for both readers). Intermodality agreement between MRA and 

CTA was excellent for assessment of stenosis (Kappa = 0.923 ± 0.013 for reader 1, 

0.930 ± 0.012 for reader 2). Interobserver agreement was 0.936 ± 0.012 for CTA and 

0.935 ± 0.011 for MRA. For readers 1 and 2 respectively, the sensitivity of QISS 

was 94.25 and 93.26 % (versus 90.11 and 89.13 % for CTA, P > 0.05), and 

specificity of QISS was 96.70 and 97.75 % (versus 96.55 and 96.51 % for CTA, 

P > 0.05). For heavily calcified segments, sensitivity of QISS (95.83 and 95.83 %)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CTA (74.19 and 76.67 %, P < 0.05). 

CONCLUSION:QISS is a reliable alternative to CTA for evaluation of lower extremity 

PAD, and may be suitable as a first-line screening examination in patients with 

contraindications to intravenous contrast administration. 

 

 
EP-2360 

头颈部肿瘤 PET/MRI 价值与进展 

 
孟昭廷,鲜军舫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100730 

 

头颈部肿瘤是全球第 6大恶性肿瘤，预后差[1,2,3]，近年来治疗方案的转变[4]要求对肿瘤进

行更准确的分期和疗效、预后预测与评估。内镜及超声、CT、MRI、PET/CT具有各自局限性。

一体化 PET/MRI优点突出：软组织对比分辨力高[5]；包含 MRI多参数信息；电离辐射剂量

低。头颈部 PET/MRI图像质量评分与 MRI或 PET/CT无明显差异[6]，临床应用具有可行性。 

PET/MRI对头颈部肿瘤诊断和鉴别诊断的价值：颈部转移性淋巴结肿大而原发肿瘤不明的患者

原发肿瘤多位于鼻咽、喉咽、咽部淋巴组织，PET/MRI对这些部位的诊断能力高于

PET/CT[7]；PET/MRI对肿瘤沿神经周围蔓延的显示优于 PET/CT[8]；功能 MRI序列可协助鉴别

诊断[9]。 

PET/MRI对肿瘤 TNM分期的价值：PET/MRI融合成像可提高 MRI对局部肿瘤[10]及周围间隙受

累情况[11]的显示能力，预估肿瘤体积与手术结果最相符；PET/MRI提高了对颈部淋巴结诊断

的准确性，灵敏度 77%、特异度 96%及准确度 93%；评估远处转移，PET/MRI克服了 CT、MRI或

超声不能在一次检查成像中对全身组织器官完整评估且增加辐射量的缺点。 

PET/MRI判断肿瘤复发的价值：Queiroz报道对诊断 HNSCC 复发时 PET/MRI准确率最高，为

91.5%， PET/CT 、增强 CT 和增强 MRI分别为 90.6%、86.3% 、 87.2% [12] ；PET/MRI能降

低辐射剂量，适用于治疗后需多次复查的患者和儿童。 

    PET/MRI预测和评估疗效及预后的价值：影像学定量参数 SUV、ADC、Ktrans等对

HNSCC近期治疗效果及远期生存率都有预测价值[9,13,14]。研究显示 FDG-PET/MRI扫描头颈

部恶性肿瘤，ADC与 SUV显著负相关，ADC与 Ktrans显著负相关[15]，如何发挥其价值有待于

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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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361 

3.0T 高分辨率磁共振成像在大脑中动脉粥样 

硬化性狭窄检查中的应用 

 
段敏 

江苏省中医院 210029 

 

【摘要】目的：探讨高分辨磁共振成像在大脑中动脉粥样硬化性狭窄中的应用价值。方法：对

我院 2015年 8月 1日-2016 年 5月 1日常规头颅磁共振 MRA检查结果为急性缺血性脑卒中且

3D-TOF-MRA发现大脑中动脉 M1段狭窄的 40例患者，再行狭窄处黑血技术 T2WI、T1WI、PDWI

扫描。所得图像请副高级别诊断医师判定级别并对结果进行分析讨论。结果：40例患者中，

发现动脉斑块的患者 33例，检查失败 7例。结论：3.0T 高分辨率 MRI能够发现导致大脑中动

脉狭窄的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可以无创评价大脑中动脉粥样硬化斑块。 

【关键词】高分辨磁共振成像  大脑中动脉粥样硬化斑块 

【 abstract 】Objective: Discuss high-resolution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in the 

brain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atherosclerotic stenosis Methods: In our hospital 

on August 1, 2015-2015 on May 1, conventional head mri MRA examination results for 

acute ischemic stroke with 3 d - TOF - MRA finding middle cerebral artery M1 

segment stenosis of 40 patients, again narrow black blood technology T2WI, T1WI, 

PDWI ，The image please subtropical high level in the diagnosis of doctors to 

determine the level and the results are analyzed and discussed。 

  

 

 
EP-2362 

踝关节外侧韧带损伤的 MRI 诊断价值探讨 

 
马恩森,王武 

中日友好医院 100029 

 

目的：探讨 MRI对踝关节外侧韧带损伤诊断的价值。  方法：29例经外科手术证实踝关节外

侧韧带损伤病人，回溯病人术前 MRI影像诊断，对不同外侧韧带诊断正确率分析，探讨 MRI对

各外侧韧带损伤诊断的价值。 结果：29例有踝关节外侧韧带损伤患者中，共计 45条韧带损

伤，距腓前韧带损伤 23例，跟腓韧带损伤 12例，下胫腓前联合损伤 10例，没有距腓后韧带

损伤报告。MRI共计诊断出 21例距腓前韧带损伤,9例跟腓韧带损伤，4例下胫腓前联合损

伤，诊断正确率分别为 91.3%,75.0%,40%,另有 1例跟腓韧带损伤及 2例下胫腓前联合损伤术

前假阳性诊断。结果：踝关节外侧韧带损伤以距腓前及跟腓韧带损伤为主，MRI对于距腓前、

跟腓韧带的损伤具有很高的诊断价值，下胫腓前联合由于其走行很难在常规轴位 MRI上显示其

全长，常规 MRI扫描对其诊断价值有限，斜轴位或者 3D扫描可能会有更大的诊断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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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363 

肛瘘的高分辨 MR 影像特征与手术对照研究 

 
马恩森,王武 

中日友好医院 100029 

 

目的 探讨肛瘘的高分辨 MRI 表现及诊断准确性.方法 收集 96 例我院门诊拟诊为为肛瘘的患者,

其中男 51例，女 45例，年龄 24-69岁，平均 45.6岁。所有患者均行体部相控阵表面线圈行

MRI扫描,扫描序列包括 T1WI, T2WI、抑脂 T2WI、STIR序列、EPI序列 DWI,横轴位垂直于肛管

的长轴进行扫描.分析肛瘘的 MRI表现，比较不同手术病理结果与 MR征象异同的相关性和 MRI

诊断的准确性。 

结果 根据 Parks 分型, 96 例患者中括约肌间型 39例,经括约肌型 26 例,括约肌上型 17和括

约肌外型各 14 例，术前 MR 共发现瘘管 109 条,手术发现 117条,准确率 93.16%;内口 109 个,

手术发现 58 个,准确率 91.60%;外口 99 个,手术发现 101 个,准确率 98.02%;支瘘管 21 条,手

术发现 27 条,准确率 77.78%。瘘管和内外口多数（90.83%，99/109）在 T1WI序列呈低信号，

在 T2WI抑脂或 STIR序列呈高信号。 

结论 高分辨率 MRI检查可清晰显示肛瘘的数目、瘘管走行、内外口的位置和以及有无支管,

并可对病灶进行准确分型,为临床手术治疗提供极佳的解剖和病理信息，是肛瘘诊断的一种有

效的检查方法. 

  

 

 

EP-2364 

3.0T MRI 使用双流高压注射器进行低浓度对比剂头颈部 

CE-MRA 成像的应用价值 

 
苏文,陈谦,陈慧铀,毛存南,殷信道 

南京市第一医院 210006 

 

[摘要] 目的 探讨使用双流高压注射器进行低浓度对比剂头颈动脉三维增强磁共振血管成像

(3D CE-MRA)的可行性。方法 将 40例临床怀疑头颈部血管狭窄的患者分成 A、B 两组，使用

3.0T 磁共振扫描仪行头颈部动脉 3D CE-MRA检查，A组采用双流高压注射器将钆对比剂和生

理盐水进行等剂量混合注射，对比剂稀释后浓度为 0.25mmol/mL，B组采用常规对比剂浓度

0.5mmol/mL，A组及 B组根据患者体重注射剂量均为 0.2mL/Kg。使用 5分法进行主观图像质量

评价。测量大脑中动脉及颈总动脉的信号强度（SI）、信噪比（SNR）和对比噪声比（CNR）进

行客观图像质量评价。结果 A组与 B组间主观图像质量评价无显著差异（P>0.05）,且均符

合诊断要求；A、B组颈总动脉处信号强度、信噪比和对比噪声比无显著差异（分别为

P=0.46、P=0.13、P=0.09），A、B组大脑中动脉信号强度无显著差异（P=0.932），B 组大脑

中动脉处信噪比和对比噪声比高于 A组(P<0.01)。结论 采用 3.0T磁共振联合双流高压注射

器推注低浓度对比剂(0.25mmol/mL)行头颈部 3D CE-MRA，可以获得良好的图像质量并可满足

临床诊断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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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365 

磁共振多模态影像在缺血性脑小血管病中的应用价值 

 
杨涛,顾静华,房昆仑,周华,范晓军,王伟,张叶,刘飞 

上海健康医学院附属周浦医院影像科 201318 

 

[摘要]目的：探讨磁共振多模态影像在缺血性脑小血管病（SVD）中的影像应用价值。方法：

对 80例缺血性 SVD患者进行常规 MRI、DWI、SWI和 MRS 扫描，以健侧对称正常脑白质区作为

对照，测量病灶的平均弥散系数（ADC）值，测量病灶的 N-乙酰天门冬氨酸（NAA）、胆碱

（Cho）、肌酸（Cr）、肌醇（MI）等代谢物的浓度值并计算 NAA/Cho、NAA/Cr、Cho/Cr、

MI/Cr的比值。SWI观察 SVD 病变特征、计算微出血灶数量。对各组上述测量指标进行数据分

析。  结果：SVD病灶的 ADC值较对照侧正常脑白质的升高，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SVD病灶的 NAA、Cho和 Cr的均数均小于周围正常白质，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SWI显示病变部位较 MRI平扫更准确，显示微出血灶数量更多。 结论：对缺血性

SVD诊断，ADC值、NAA、Cho、Cr及 SWI等参数能够在分子水平反映其微观结构的变化，采用

多模态磁共振成像技术对缺血性 SVD病进行探讨，对临床诊断及病理机制方面有较高的应用价

值。 

  

 

 

EP-2366 

多模态功能成像在脑胶质瘤术后复发 

与放射性坏死鉴别诊断中的价值 

 
康男男,邢振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5 

 

目的：探讨联合扩散加权成像(DWI)、灌注加权成像(PWI)和磁共振波谱(MRS)在胶质瘤术后复

发与放射性坏死鉴别诊断中的价值. 

材料和方法：分析共 74例经二次手术病理及随访证实的胶质瘤术后复发患者（54例）和放射

性坏死患（20例）的 MR资料，所有患者均应用 SIEMENS 3.0T 超导磁共振扫描仪行常规的 MR

平扫+增强、DWI、SWI、PWI 检查，其中 34名胶质瘤术后复发患者 MRS检查。为避开出血灶、

钙化灶及小静脉的影响，以 SWI图为参照，对行 PWI、DWI 和 MRS检查的强化病灶及正常额顶

叶白质区分别进行测量，并统计分析，得出 ADC、rADC值；rCBV、rCBF、rMTT值；Cho/NAA、

Cho/Cr、NAA/Cr值。 

结果：(1)胶质瘤复发组的 ADC值、rADC值分别低于放射性坏死组的 ADC值及 rADC值，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2)胶质瘤复发组的 rCBV值、rCBF值明显高于放射性坏死组的

rCBV值、rCBF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胶质瘤复发组与放射性坏死组 rMTT值组

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3）胶质瘤复发组的 Cho/NAA、Cho/Cr均高于放射性坏死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胶质瘤复发组的 NAA/Cr值低于放射性坏死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4) 联合胶质瘤复发与放射性坏死的 DWI、PWI和 MRS检查的最佳指标

（rADC值、rCBV值、Cho/NAA 值）进行并联筛检，其鉴别诊断胶质瘤复发与放射性坏死的敏

感性和特异性显著提高。 

结论：DWI、PWI、MRS成像中的 rADC值、rCBV值、Cho/NAA值可鉴别诊断胶质瘤复发和放射

性坏死，联合利用多模态功能成像可明显提高二者鉴别诊断的敏感性和特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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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367 

胎儿室管膜下囊肿的 MRI 特点及神经发育结果 

 
孙聪 

山东省医学影像学研究所 250021 

 

 

胎儿室管膜下囊肿的 MRI特点及神经发育结果 

目的：探讨胎儿室管膜下囊肿的 MRI特点及神经发育结果。 

材料与方法：回顾性分析了 2015-01月至 2017-03月于我院行胎儿颅脑 MRI扫描并诊断为胎儿

室管膜下囊肿的 25例患者的临床资料（包括年龄、孕周、产前血液、病毒学检查、超声检

查、生长发育评分等）。所有患者年龄均在 20-35岁之间，孕周在 30-40W之间。胎儿颅脑

MRI扫描中均行（T1-FLAIR、T2-FLAIR、T2WI、DWI、T2-SAG）扫描。分别由 2名高年资放射

科医师采用双盲法独立分析 MRI图像，对 MRI征象进行判读并准确描述。胎儿生后分别于 6个

月，12个月，18个月行颅脑（T1-FLAIR、T2-FLAIR、T2WI、DWI、T2-Sag）MRI扫描，并分别

行婴幼儿智力发育 gesell量表检查。 

结果：胎儿颅脑 MRI诊断为室管膜下囊肿的 25例患者中，9例流产；13例胎儿产后生长发育

评分,6个月、12个月、18 个月行颅脑 MRI检查示囊肿体积均变小，婴幼儿智力发育 gesell

量表检查均正常；2例胎儿出生后有缺氧缺血性脑病（呛奶严重窒息）病史，脑白质发育不

良，婴幼儿智力发育 gesell 量表检查示智力明显低于同龄人；1例胎儿伴有枕大池巨大囊

肿，生后 6个月，12个月，18个月颅脑 MRI示，囊肿有变小趋势，枕大池囊肿有增大趋势，

婴幼儿智力发育 gesell量表示生长发育轻度迟缓。 

结论：胎儿室管膜下囊肿单独存在、MR示轻到中度脑室扩张、不对称侧脑室、脑白质 T2高信

号但不伴有其他畸形情况，提示良性 

，生后（1-18个月）囊肿多会减小或自行消失，神经发育显示正常。胎儿室管膜下囊肿伴有

脑或形态学畸形时，预后较差。此外，区分室管膜下囊肿和白质软化症是非常重要的。 

  

 

 
EP-2368 

PET/MRI 与 PET/CT 在下咽癌的差异与相关 

 
孟昭廷

1
,鲜军舫

1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目的：定量分析 PET/MRI对下咽癌的成像价值 

材料和方法：入组 2017年 6-8月北京同仁医院收治初发下咽癌患者 3名男性患者，平均年龄

55岁。入组患者均为病理证实的下咽鳞癌，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为 PET/MRI扫描禁

忌症。患者空腹 6h以上后顺序进行全身 PET/CT（中国联影公司 96环 uMI510 PET/CT）及颈部

PET/MRI（GE 3.0T Signa ToF- PET/MRI）检查，示踪剂 18F-FDG （0.1mCi/kg），对比剂 Gd

剂（0.2ml/kg），PET扫描范围为颅顶至大腿上部，诊断性 MR扫描序列包括平扫横断面 T1WI 

FSE 、T2WI FRFSE，STIR-DWI 及 LAVA动态增强序列。由两位诊断医师共同勾画 ROI区域，避

开肿瘤囊变、坏死区域，测量所见原发病灶及转移淋巴结的 ADCmin及 SUVmax，并对原发病灶

进行 DCE定量分析（GenIQ）。 

结果：3例患者发现 4处淋巴结转移，7处病灶 ADCmin平均为（0.936±0.269）×10-

3mm2/s，PET/MRI测 SUV平均为 12.57±5.97，PET/CT测 SUV平均为 12.14±4.64。Pearson

相关分析显示，PET/MRI与 PET/CT所测 SUV间具有相关性（r=0.944，p=0.01），PET/MRI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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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 SUV与 Ve具有相关性（r=0.998,p=0.037），PET/CT所测 SUV与 Ktrans具有相关性

（r=0.999，p=0.027），ADCmin与 MaxSlope显著负相关（r=-1.0，p=0.004）；ADCmin与不

同机器所得 SUV均无明确相关性（p＞0.05）。 

结论：临床应用 PET/MRI诊断下咽癌、识别淋巴结转移及远处转移具有可行性，能同时显示肿

瘤结构与功能、代谢相关信息。影像学参数间的相关性具有怎样的价值，是否可作为影像学因

子是进行近期疗效和远期生存预测还需进一步研究。 

  

 

 
EP-2369 

磁共振灌注成像在大鼠肝纤维化、肝硬化病理 

分级中的诊断价值 

 
孔鹏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金山分院(上海市金山区中心医院) 201599 

 

[摘要]目的：探讨大鼠肝纤维化、肝硬化磁共振灌注（MR-PWI）成像表现，评价 PWI对肝纤维

化、肝硬化病理分级的诊断价值。方法：清洁级 SD大鼠 100只，雄性，体重 180～200g。将

大鼠随机分为实验组(n=84)，对照组(n=16)两组：实验组采用硫代乙酰胺(TAA)腹腔定点注

射，对照组同期腹腔注射同剂量生理盐水。建模第 6～30周后实验租和对照组分批次行肝脏磁

共振常规扫描及 PWI扫描。根据病理结果将肝损伤分为肝纤维化 0期（对照组）、肝纤维化

I-Ⅱ期（早期）、肝纤维化Ⅲ-Ⅳ期（晚期）、肝硬化结节期，然后分析灌注参数与病理分级

的相关性。结果：共有 69只大鼠（实验组 57只，对照组 12只）成功获取 PWI图像，成功率

69％（69/100）。1.实验组门静脉和肝实质的 TTP随着肝纤维化及肝硬化进展而逐渐延长，各

期之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01）；门静脉及肝实质的 WIR、WOR随着肝纤维化的进展而

逐渐下降,各期之间差异有统计学差异（P<0.001）；2.门静脉 TTP及 WOR与肝纤维化分级之间

存在相关性（P<0.001），r值分别为 0.420、-0.464；肝实质 TTP及 WIR与肝纤维化分级之间

存在相关性（P<0.001），r值分别分级之间有相关性为 0.424、-0.488。结论：磁共振灌注成

像可为大鼠肝纤维化、肝硬化的分级提供影像学依据，具有一定的临床价值。 

  

 

 
EP-2370 

大鼠肝纤维化磁共振扩散参数与 Ki67、PCNA 表达相关性 

 
孔鹏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金山分院(上海市金山区中心医院) 201599 

 

[摘要]目的 探讨 1.5T磁共振不同 b值 ADC值和 EADC值与大鼠肝纤维化、肝硬化分型的意义

及其与 Ki67、PCNA 表达的相关性。方法 清洁级 SD 大鼠随机分为实验组(n=84)，对照组(n=16)

两组：实验组采用硫代乙酰胺(TAA)腹腔定点注射，200-240mg/Kg，3次/周，对照组同期腹腔

注射同剂量的生理盐水。建模后第 6～30周末和对照组分批次做肝脏磁共振常规及单次激发自

旋回波-回波平面成像( SE-EPI) 检查，取 b =0；300、600s/mm
2
分为 2组，生成 ADC图及

EADC图，兴趣区测量 ADC及 EADC值；病理上将鼠肝损伤分为肝纤维化早期（Ⅰ-Ⅱ期）、肝

纤维化晚期（Ⅲ-Ⅳ期）、肝硬化结节期，并与 ADC值、EADC值和免疫组化指标 Ki67、PCNA

表达作相关分析。结果 共有 69只大鼠（实验组 n=57；对照组 n=12）成功获取磁共振弥散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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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参数数据，成功率 69%（69/100）。随着实验时间延长，DWI显示肝内信号逐渐增高，高 b

值图像较明显，但图像质量较差；肝硬化大结节在 DWI图像呈等或略高信号。在不同阶段肝纤

维化、肝硬化分期中，ADC 和 EADC值数据有一定统计学差异。Ki67、PCNA表达在肝纤维化Ⅰ-

Ⅱ期不明显，肝纤维化Ⅲ-Ⅳ期和肝硬化结节期则明显表达，与对照组比较，实验组肝纤维化

Ⅲ-Ⅳ期和肝硬化期 Ki67、PCNA表达均有统计学差异（P＜0.01）。肝硬化结节期 ADC 值和

Ki67、PCNA表达之间有统计学相关性（P＜0.05）。 结论  磁共振扩散成像 ADC值与 SD大

鼠肝纤维化、肝硬化病理分级之间呈负相关，而 EADC值则为正相关；ADC值与 Ki67、PCNA表

达正相关，EADC值为负相关。 

  

 

 
EP-2371 

稳态自由进动 fMRI 评价大鼠 C6 胶质瘤组织内氧含量 

变化可靠性的氧电极验证 

 
陈浩,蒋震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215004 

 

目的：利用磁共振兼容的 OxyLite
TM
荧光淬灭氧电极，验证 Carbogen气体呼吸激励过程中稳态

自由进动功能磁共振成像（SSFP fMRI）技术检测大鼠 C6胶质瘤组织内氧含量变化的可靠性。 

方法：30只雄性 SD大鼠接受皮下 C6胶质瘤细胞悬液接种。选择肿瘤长径大于 3cm的荷瘤

鼠，麻醉固定后在瘤体内置入带有金属标记的磁共振兼容的氧电极。采用荷兰 Philips公司生

产的 Ingenia 3.0 T超导磁共振成像设备及 8通道全数字光纤传输小关节包裹线圈，在空气

及 Carbogen气体间断性呼吸激励时行 SSFP fMRI扫描的同时，同步记录局部氧分压的动态变

化。最终共顺利记录了 19只肿瘤的 28个观测点的 SSFP fMRI数据及同步的氧分压（pO2）变

化数据。将 SSFP图像导入 Linux系统，经 AFNI软件进行非血流动力学响应函数（non-HRF）

处理。在 SSFP图像上依据金属标记定位出氧电极尖端，并以此为中心点，定义直径为 2mm的

球形 ROI。提取 28个观测点 ROI的 SSFP信号在 Carbogen气体吸入前后的变化显著性参数 T

值及信号强度变化百分率 PSC值，并与记录并计算得到的 28个观测点在吸入 Carbogen 气体

前后氧分压均数差值（ΔpO2）进行 spearman相关性检验。 

结果：吸入 Carbogen气体时，28个观测点测得的 pO2平均值为 22.31±37.76mmHg，较吸入空

气时（7.28±11.65mmHg）有显著性增高（T=-2.606，p=0.015）。28个观测点记录并计算得

到的ΔpO2 值为 15.04±30.53mmHg，与相应区域提取的 T值、PSC值均存在显著的相关性

（spearman相关系数：r=0.420，p=0.026；r=0.465，p=0.013）。 

结论：SSFP fMRI技术可以较可靠地评估大鼠 C6胶质瘤组织内部氧含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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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372 

7.0T 磁共振长期监测大鼠海马区放射性脑损伤 

的磁共振波谱研究 

 
陈红,周正荣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200032 

 

目的：长期动态监测放射后局部区域代谢物的变化，探究磁共振波谱在大鼠放射性脑损伤中的

诊断价值。 

方法：18只成年雄性 SD大鼠进行 35Gy半脑垂直单次照射。采用 7.0 T小动物磁共振于照射

前、照射后 4周、6周、8周、12周、24周、36周多个时间点进行 T1WI、T2WI和
1
H MRS 数据

采集，利用 LCModel软件定量分析各时间点照射侧与非照射侧海马区脑组织的代谢产物变化。 

结果：NAA、tCh、谷氨酸（Glutamic acid, Glu）、Glu和谷氨酰胺（Glutamic acid and 

glutamine, Glx）、肌醇（inositol, Ins）、谷胱甘肽（glutathione, GSH）、牛黄酸

（taurine, Tau）在照射侧和非照射侧间总体有差异。tCh 表现为代谢物比值增加，余代谢物

在 12周后表现为下降趋势，较照射前有统计学差异。病理结果显示双侧海马区出现胶质细胞

增生，以照射侧为著，照射侧海马区镜下可见以炎细胞浸润为主的小片状坏死区。 

结论：放射性脑损伤迟发性反应期 MRS出现多种代谢物的异常，可能提示放射性脑损伤的出

现。 

 

 

 
EP-2373 

磁共振弹性成像的应用进展 

 
刘盼盼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221002 

 

磁共振弹性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elastography, MRE)也被称作“影像触诊”，主要时由

于其具有客观性并且拥有较高的图像分辨力，重要的一点 MRE不被诊断部位所限制。MRE 反映

的是组织生物力学的特性参数，这与 CT及 MRI 反映组织的形态学表现不同
［1］

。磁共振弹性成

像的工作原理是在外力作用下，利用磁共振技术检测体内的组织、器官产生的质点位移，利用

运动敏感梯度去获得磁共振相位图像 ,在此基础上对弹性力学进行逆行求解 , 得出组织或器

官的弹性图
［2］

 。采用特定后处理软件，对生成的波形图处理从而获得弹力图。波的传播情况

通过波形图表示。以往研究主要用于在肝纤维化方面的应用、肝脏局灶性良恶性肿瘤的鉴别、

判鉴别乳腺、前列腺良恶性肿瘤、断脑膜瘤质地等，也有学者将此技术用于诊断脾脏病变的可

行性和价值的研究中。 

MRE反应的时组织的弹性，而由于组织具有重叠性，且 MRE 的剪切波在传播过程中存在不可避

免的衰减情况，这都会导致 MRE图像存在一定的误差，而在图像处理方面，最早使用的时局部

频率估算法其准确性较高，而且相对来说对噪声不敏感，所以截至目前仍是十分有效的处理方

法，但其有明显的缺点：分辨力有限。所以仍在不断研究能获得更好图像和分辨率的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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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374 

神经突方向离散度与密度成像在 ALS 诊断中的应用初探 

 
鲍奕仿,杨丽琴,杨忠,陈嬿,耿道颖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200040 

 

目的 

肌萎缩侧索硬化（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ALS）是神经退行性病变的一种，选择性

累及上下运动神经元，引起相应支配肌肉麻木无力等症状，并最终在 3-5年内导致患者死亡。

目前，诊断 ALS存在严重的滞后，且仍主要依赖临床排他诊断。随着磁共振技术的不断革新，

定量神经影像技术能为临床提供更多的信息，神经突起方向离散度与密度成像(neurite 

orientation dispersion and density imaging,NODDI)可量化评估神经突微结构复杂程度。 

方法 

本研究纳入 18例 ALS患者（经华山医院专病门诊收治，含确诊和拟诊）为疾病组，14位健康

志愿者为对照组，均行头颅 3T MR扫描。NODDI (64 方向，b=1000 smm-2 及 2000 smm-2). 

后处理采用 AMICO（Accelerated Microstructure Imaging via Convex Optimization ）得

到相应参数图：神经突离散度 (OD), 细胞内体积分数 (ICVF), 各向同性体积分数 (ISOVF)。

FA图经 FSL处理及计算。统计学分析采用 SPM12（ p =0.001）。 

结果 

ALS患者双侧皮质脊髓束及左侧小脑前叶 OD值较对照组明显增高， 而后扣带回及颞上回则减

低。ALS 患者双侧皮质脊髓束、左侧前扣带回及颞上回的 FA 值显著减低。 ICVF 显示 ALS 组

左侧前扣带回及眶回显著减低。 

结论 

NODDI 对于揭示 ALS患者灰质及白质的变化具有一定价值，相关参数可提供在体神经纤维的微

观信息，或许可以作为监测疾病进展的潜在生物学指标。 

  

 

 
EP-2375 

Brain Structural Plasticity in Chinese New Mothers: A 

Voxel-based Morphometry Study 

 
Zhang Kaihua

1,2
,Su Xueyun

2
,Wang Mengxing

2
,Zhang Jilei

2
,Xie Junyao

1,2
,Lu Haifeng

2
,Chen Zhong

1
,Du 

Xiaoxia
2
 

1.Xiamen university 

2.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Introduction: Pregnancy constitutes a significant period of women’s lives, after 

which women often experience numerous physi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changes. 

Previous functional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in terms of brain activations, new 

mothers respond differently to infant emotional stimuli. However, it remains 

unclear (a) whether or not structures of new mothers’ brains have changed; and (b) 

how these structures have changed. 

Methods: To investigate these issues, we recruit 22 new mothers and 26 nulliparous 

women of Chinese ethnicity to participate in the current MRI study. Using voxel-

based morphometry, we analyze differences of gray matter (GM) volumes, wh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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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ter volumes, and cortical thickness of these two groups of women. In addition, 

we perform region of interest analyses on differential GM regions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relationships between empathetic abilities and structural changes in 

new mothers’ brains. 

Result: Results reveal that GM volumes exhibit significant reductions in new 

mothers in comparison with those in nulliparous women. These decreased GM volumes 

include bilateral striatum, bi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bilateral insula, left 

precuneus, right anterior cingulate gyrus, right hippocampus, right middle 

occipital gyrus extending to inferior occipital gyrus, and bilateral cerebellum 

posterior lobes. By the comparison of these two groups of women, the surface-based 

analysis shows that cortical thickness of new mothers in right precentral gyrus 

also reduces drastically. Regression analyses between IRI scores and between-group 

differential GM volumes show that empathetic abilities are intimately related to 

GM volumes for new mothers, but not for nulliparous women. 

Discussion:Previous researches have demonstrated that human maternal brains showed 

great neural plasticity during the postpartum period [1]. Hence, results of the 

current study provide an evidence that new mothers will undergo neural structural 

plasticity - regional GM volume decreases. Our results are consistent with 

previous study [2] which also find the parts of GM volumes reduction in first-

time mothers’ brain areas. The existence of drastic changes in hormones, 

neurochemistry, and experiences for women after delivery leads to the existence of 

changes [3] in cortical thicknesses and GM volumes for the specialization and 

maturation of the brain. 

Conclusion: The proposed study suggests that new mothers’ brains further develop 

into specialization and maturation, which promote these mothers to effectively 

adapt and adjust behaviors and emotion towards nurturing infant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tructural brain both before and after delivery may facilitate them to 

adapt to the change of roles –from a nulliparous woman to a new mother. Meanwhile, 

to the role of motherhood, this development has contributed to the favorable 

maternal-infant attachment, which is important for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infants. 

 

 

EP-2376 

表观弥散系数（ADC）值与 Ki-67 增殖指数在脑膜瘤分级中的

相关性研究。 

 
戚云杰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221002 

 

目的：MRI可以帮助预测脑膜瘤的侵袭性及肿瘤临床治疗方案的制定和治疗效果的评价。Ki-

67是代表肿瘤增殖的一种重要蛋白标记物，表观弥散系数（ADC）值与肿瘤细胞结构相关。因

此，我们拟探讨脑膜瘤 Ki-67增殖指数与 ADC值是否有显著统计学差异，ADC值是否能帮助区

分脑膜瘤的各种亚型。 

资料与方法：回顾性分析 68例经手术治疗的脑膜瘤患者的 MRI和组织病理学结果。每个病人

均进行弥散加权成像（DWI），分别测量肿瘤实质的平均 ADC值。采用 SPSS13.0统计学软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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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数据处理，平均 ADC值与 Ki-67增殖指数进行线性相关分析，低级别与侵袭性脑膜瘤的 ADC

值与 Ki-67增殖指数使用独立 t检验。 

结果：低级别与侵袭性脑膜瘤的 ADC值与 Ki-67增殖指数有明显的统计学差别（r
2
=-0.33，

P=0.0039）。低级别脑膜瘤 ADC值标准差（0.84±0.14×10
-3
mm

2
/s）和侵袭性脑膜瘤（间变性

和非典型性脑膜瘤）标准差（0.75 ± 0.03 ×10
-3
mm

2
/s）有统计学差异（P=0.0495）。使用

ADC值 0.70×10
-3
mm

2
/s为临界值诊断侵袭性脑膜瘤的敏感性为 29%，特异性为 94%，阳性预测

值为 67%，阴性预测值为 75%。 

结论：ADC值与 Ki-67增殖指数呈负相关，可以帮助鉴别低级别和侵袭性脑膜瘤。 

  

 

 
EP-2377 

Comparison between Perfusion Computed Tomography and 

Dynamic Contrast-Enhance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in Assessing Glioma Microvascular Permeability 

 
Zhongzheng Jia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tong University 226001 

 

Purpose: Perfusion computed tomography (PCT) and dynamic contrast-enhance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DCE-MRI) provide independent measurements of 

biomarkers related to tumor perfusion.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compare the 

two techniques in assessing glioma microvascular permeability. 

Materials and Methods: PCT and DCE-MRI were performed sequentially in 30 patients 

diagnosed with high-grade glioma (HGG) (18 males and 12 females; 50±11 years old, 

ranging from 27-70 years). Imaging was performed on a 3-T MRI system and a 256-

slice CT scanner, respectively. PCT yielded permeability surface-area product (PS) 
using deconvolution physiological models; meanwhile, DCE-MRI determined volume 

transfer constant (Ktrans
) using the Tofts-Kermode compartment model. All cases were 

submitted to surgical intervention, and CD105-microvascular density (CD105-MVD) 

was measured in each glioma specimen. Then, Spearman’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and Bland-Altman plots were obtained for PS, Ktrans
 and CD105-MVD. P < 0.05 was 

considere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Results: A total of 30 patients with confirmed HGG were included. Tumor PS and 
Ktrans

 values were correlated to CD105-MVD (r = 0.662, P < 0.001; r = 0.672, P < 
0.001). In addition, PS was associated with Ktrans

 in glioma (r = 0.948, P < 0.001). 
Finally, Bland-Altman plots show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PS and Ktrans

 

(P = 0.427). 
Conclusion: PCT and DCE-MRI measurements of tumor perfusion biomarkers have 

similar reproducibilities, suggesting that both techniques may have comparable 

utility. Therefore, PCT can serve as an alternative modality to DCE-MRI for in 
vivo evaluation of glioma microvascular permeability.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1938 

 

EP-2378 

新生儿颅脑多发畸形一例 

 
程晖 

南京市妇幼保健院 210004 

 

摘要：目的探讨 MR检查在新生儿颅脑多发畸形中的价值。方法用 MRI常规序列 T1WI及、

T2WI、FLAIR、DWI对患儿进行颅脑横断位及矢状位扫描。结果 诊断一例新生儿颅脑多发畸

形。结论：MR检查对于新生儿颅脑畸形显示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尤其对于新生儿及胎儿畸

形的鉴别诊断有独到之处，可为临床制定合理的治疗方案提供客观方案提供客观依据。 

 

 

 
EP-2379 

臂丛损伤健侧颈 7 神经移位术前后患者静息态镜像同伦功能

连接的动态变化 

 
王卫卫,刘含秋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200040 

 

 

  

目的 应用静息态功能磁共振基于体素的镜像同伦功能连接（voxel-mirrored homotopic 

connectivity，VMHC）研究一侧全臂丛根性撕脱伤患者（BPAI）健侧颈 7神经移位术(CC7)前

后患者镜像同伦功能连接的动态变化及其与临床资料的相关性。 

方法 共入组 69名 BPAI患者，其中 23名接受术前磁共振检查，余 46名行 CC7术后接受磁共

振检查。根据随访时间分为短期随访组（术后 2年以内）及长期随访组（术后 2年以上），每

组 23人。分别采集高分辨率三维结构图像、静息态数据及 Fugl- Meyers上肢功能评价量表

（FMA-UE）。计算被试基于体素的双侧大脑半球间同伦功能连接,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统计方

法，提取相关脑区的同伦功能连接值做事后检验，并与 FMA-UE做相关分析。 

结果 三组全脑 VMHC分析结果显示显著变化的脑区有双侧中央前回、辅助运动区、岛叶及额中

回。选取右侧大脑半球的显著脑区做事后分析，发现双侧中央前回功能同步性在术后短期较术

前组明显升高，术后长期又出现明显下降；双侧辅助运动区功能同步性长期随访组较术前组及

短期随访组均见明显升高；双侧岛叶及额中回变化趋势相似，术后长期较术前组及短期均见明

显下降。与临床资料的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短期随访组双侧中央前回同步性与短期随访组

FMA-UE呈正相关；长期随访组双侧辅助运动区同步性与长期随访组 FMA-UE呈正相关。 

结论 本研究首次运用 VMHC 的方法研究 BPAI术后患者双侧大脑半球之间功能连接，发现中央

前回、辅助运动区、岛叶及额中回在神经移位术前后发生的动态变化；进一步的连接分析显示

术后短期患者双侧初级运动区、长期患者双侧辅助运动区之间的功能连接分别与术后短期及长

期的 FMA-UE呈正相关；因此，术后早期、长期开展提高双侧运动区之间功能连接的康复方

法，可能有助于提高患者运动功能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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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380 

Abnormal neurite orientationdispersion and density of 

white matter in children suffer from primary 

nocturnal enuresis 

 
薛冰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To evaluate diffusional changes of the white matter in children with primary 

nocturnal enuresis (PNE) by neurite rientation dispersion and density imaging 

(NODDI). 

  

 

 
EP-2381 

大鼠海马区急性期放射性损伤的磁共振波谱研究 

 
陈红,周正荣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200032 

 

目的：磁共振波谱动态监测大鼠海马区急性期放射性脑损伤的代谢变化规律。 

方法：22只雄性成年 SD大鼠接受 35Gy半脑单次等中心点照射。采用 7T小动物磁共振于照射

前、照射后 3天、2周、3周多个时间点进行常规 T1WI、T2WI、氢质子磁共振波谱的数据采

集，观察各时间点双侧海马区的信号改变，利用 LCModel软件进行波谱数据定量分析各时间点

照射侧与非照射侧海马区组织的代谢产物变化。 

结果：放射性脑损伤急性反应期 N-乙酰门冬氨酸（N-acetylaspartate, NAA）相对总肌酸的

比值在照射侧与非照射侧总体上有差异（Pt*g=0.036，Pg<0.001，Pt<0.001），即照射侧与非照

射侧在时间和组别上均有差异，照射侧与非照射侧随时间的变化趋势也不同，照射侧 NAA 明显

下降。总胆碱（total Choline, tCh）相对总肌酸(total Creatine,tCr)的比值在照射侧和非

照射侧之间存在差异（Pt*g=0.018），两者的变化趋势不同，照射侧呈上升趋势。病理结果显

示照射侧出现神经元损伤，白质纤维的疏松改变。 

结论：放射性脑损伤急性反应期，NAA的显著下降和 tCh的的上升可能反映了照射区域神经元

的损伤和功能紊乱。
1
H MRS 可以在常规 T2WI出现异常改变前检测到损伤区域代谢物的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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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382 

Effects of iodinated contrast media on renal 

hemodynamics, diffusion, and oxygenation as evaluated 

by IVIM-DWI and BOLD-MRI at 3.0 T  

 
Mo Xiaokai,Zhang Shuixing,Liang Changhong 

Guangdong General hospital 510100 

 

We aimed to detect the serial effects of contrast media on intrarenal hemodynamics, 

diffusion, and oxygenation using intravoxel incoherent motion (IVIM) 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 (DWI) and blood oxygen level-dependent (BOLD) imaging. 

Twenty-four rats were administered iopromide to induce contrast-induced acute 

kidney injury (CIAKI). IVIM-DWI and BOLD-MRI were performed on these rats (n = 6) 

at 24 h before and 0.5, 12, 24, 48, and 72 h after injection to obtain IVIM 

parameters (D, D*, and f) and relative spin‒spin relaxation rate (R2*). Three rats 

were euthanized at each time point for pathologic assessment. Cortical D values 

were minimal at 48 h (p = 0.027), gradually returning by 72 h (p = 0.027), while 

medullary D values decreased to 72 h (p = 0.027). D* values in cortex and medulla 

were minimal at 24 h (p = 0.027~ 0.046), gradually returning at 48 h (p = 

0.028~0.046). The f values decreased to 48 h (p = 0.028~0.075) then increased at 

72 h (p = 0.028~0.075). Outer medullary R2* values increased at 30 min (p = 0.028), 

plateaued at 48 h (p = 0.028), but returned to baseline at 72 h (p = 0.028). 

Regression analysis of panel data showed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of ∆R2* with ∆D* 

in both outer and inner medulla (t = 2.2, p= 0.039; t = 3.9, p = 0.001, 

respectively) but not in the cortex (t = ‒1.40, p = 0.18). Histological assessment 

confirmed progressive, pathological changes.  

Accordingly, IVIM-DWI and BOLD-MRI are effective in evaluating hemodynamics, 

diffusion, and oxygenation of kidneys undergoing CIAKI.    

  

 

 
EP-2383 

RS-EPI 与 SS-EPI 在眼眶弥散加权成像中的对照 

 
刘俊 

江苏省人民医院 210029 

 

目的 探讨分段读出平面回波成像(RS-EPI)在眼眶 DWI中应用的可行性。方法 选取 42 名健康

受试者，进行眼眶 RS-EPI和单次激发平面回波成像(SS-EPI) 扫描。对两组图像的正常解剖结

构显示能力、脂肪抑制效果、伪影（主要眶尖和颞骨处）及图像综合质量进行评分；定量分析

两组图像中玻璃体 SNR、眼球前后和左右方向的几何变形率（GDR）、玻璃体和脑桥的 ADC；并

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RS-EPI对正常解剖结构的显示能力（P=0.0090）、减少伪影能力

（P<0.0001）及图像的综合质量（P<0.0001）均优于 SS-EPI。两者脂肪抑制效果的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7539）。RS-EPI的眼球前后和左右方向 GDR（P=0.0014；0.0017）及 SNR

（P=0.0040）较 SS-EPI显著降低；而两组图像玻璃体、脑桥的 ADC值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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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1438；0.1262)。结论 眼眶 3.0T MR成像中，RS-EPI可提供较常规 SS-EPI更高质量的

DWI图像。 

 

 

EP-2384 

磁共振动脉自旋标记成像在慢性肾病诊断中的价值分析 

 
范雪姣 

辽宁省肿瘤医院 110004 

 

目的 

探讨磁共振动脉自旋标记成像技术在慢性肾病诊断中的价值。 

方法 

分别对 15例健康志愿者和 35例临床明确诊断慢性肾病患者采用 Philips Ingenia 3.0T 磁共

振进行 T1WI、T2WI及动脉自旋标记磁共振功能成像，扫描数据传输到 Renal Multiphase 

pCASL v2.0后处理工作站得到肾血流灌注图像，并手动画肾皮质 ROI，并测算得到双肾肾皮质

肾血流量值。采用配对样本 t检验比较正常对照组与病例组左右肾皮质 RBF值，采用单因素方

差检验分析，比较正常对照组与不同慢性肾病分期的组间差异，再采用最小显著差值法，两两

分别比较各组间肾皮质 RBF 值，并使用 ROC曲线分析肾皮质 RBF值鉴别组间差异的诊断效能，

并确定最佳阈值。 

结果 

正常对照组左右肾肾皮质 RBF值无统计学差异（t=0.880,P=0.390）；CKD组左右肾肾皮质 RBF

值无统计学差异（t=1.290,P=0.200）；正常对照组与 CKD早、中晚期病例组肾皮质 RBF值有

显著性差异（F=15.590，P＜0.05），且肾皮质 RBF值随 CKD严重程度加重逐渐减低；正常对

照组与早期 CKD组肾皮质 RBF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107）；正常对照组与中晚期 CKD组

肾皮质 RBF 值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早期 CKD组与中晚期 CKD组肾皮质 RBF值间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肾皮质 RBF值预测≥CKD3 期的能力优于预测≥CKD1 期、

≥CKD2 期、≥CKD4 期、≥CKD5 期， 

结论 

ASL-fMRI可以清晰显示正常肾脏皮髓质，肾皮质 RBF值可反映慢性肾病严重程度，提示其作

为一种无创性的检查手段可用于肾功能的评价，并能进行分肾肾功能研究。 

  

 

 
EP-2385 

Regional homogeneity(ReHo) analysis in acupuncture at 

GB34: A resting-state fMRI study 

 
Liu liansheng

1
, Sun Shiyu

1
,Chen Shuqi 

1
,Zeng Daohui 

1
,Li Hengguo

2
,Shi Changzheng

2
 

1.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uangzhou University of TCM 

2.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Jinan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entral mechanism of acupuncture points for regional 

homogeneity(ReHo) of resting state in brain function after acupuncture at GB34. 

Methods Ten healthy volunteers were enrolled,3.0T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were 

performed before(control group) and after acupuncture at GB34, and brain ReHo of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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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s by SPM8 software and ReHo data processing methods were analyzed. 

Results Compared with control group, the anterior cingulated gyrus, left temporal 

gyrus, right inferior parietal lobule, right frontal gyrus were enhanced ReHo 

after acupuncture at GB34. The left thalamus, right insular cortex, left inferior 

frontal gyrus, right anterior cingulate were decreased ReHo after acupuncture at 

GB34. Conclusion It is demonstrated that the signal synchronization change ReHo 

in different brain regions including cognitive, motor, default network, limbic 

system and other parts of encephalic region after acupuncture at GB34, suggesting 

that the central mechanism of acupuncture at GB34 is the result of all levels of 

the combined effects of brain networks. 

  

 

 
EP-2386 

MRI 对回盲部结核及恶性肿瘤的鉴别诊断价值 

 
明兵,邹庆 

德阳市人民医院 618000 

 

【摘要】目的：探讨回盲部肠结核及恶性肿瘤的 MRI表现特点及探寻具有鉴别诊断价值的影像

学特征。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们近 3年的 1组前瞻性病例，选取资料完整有病理证实的回盲

部结核及回盲部恶性肿瘤病例进行对比分析，描述影像学特征，比较 DWI表现及 ADC值，DCE

表现。结果：回盲部结核 3例，其中 2例术前误诊为肿瘤，1例怀疑肠结核但不除外合并肿

瘤；盲肠和或升结肠腺癌 8例，淋巴瘤 4例。形态学表现，有 3例淋巴瘤 MRI表现较具有特征

性，表现为环状或对称性肠壁增厚，信号较均匀，边界清，肠外脂肪未见受侵，其余病例无形

态学鉴别特征。DWI表现，4例淋巴瘤均表现为均匀明显弥散受限，平均 ADC值 0.786,3 例结

核表现为不均匀弥散受限，平均 ADC值 0.862，回盲部腺癌表现为不均匀弥散受限，平均 ADC

值 0.812。DCE表现，比较时间-信号强度曲线，腺癌及淋巴瘤的达峰时间在 50-60秒，肠结核

的达峰时间在 90秒及以后。结论：回盲部结核表现为肿块时常规 MRI序列及 DWI表现常不能

与该部位的恶性肿瘤区别，形态相似，ADC值均小于 1，但结合动态增强时间-信号强度曲线的

达峰时间则有助于二者的鉴别，这是本组病例的初步经验，还需更多病例进一步验证。 

 

 

EP-2387 

2 型糖尿病伴和不伴轻度认知功能障碍患者 

脑功能活动模式的改变 

 
杨琪放,李畅,李传明,王健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400038 

 

目的：2型糖尿病（T2DM，Type 2 diabetes mellitus）与认知功能损害有关, 认知功能损害

早期进行临床干预和预后判断，可以延缓甚至预防 T2DM 发生痴呆的可能性，降低社会经济负

担。以往的研究显示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有助于观察 T2DM患者大脑的变化。本研究结合低频波

动振幅（ALFF）和功能连接（FC）指标，对 T2DM伴轻度认知功能障碍（MCI）患者和不伴 MCI

患者 T2DM患者脑功能活动改变模式进行研究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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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27名 T2DM伴 MCI患者（D-MCI组）、27名 T2DM不伴 MCI患者（D-nMCI组）和 27名性

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相匹配的健康对照组（HC组），通过 3.0T MRI采集 T2WI、FLAIR 和静

息态功能数据。计算三组被试 ALFF值和 FC值并进行方差分析比较，有显著差异的脑区行组间

两两比较，最后与临床指标和神经心理学量表做相关分析。 

结果：三组被试在双侧颞上回、双侧楔前叶、右侧后扣带回、右侧角回的 ALFF值存在显著差

异。与 HC组比较，D-nMCI 组在左侧楔前叶的 ALFF值增高，在右侧楔前叶、右侧后扣带回、

右侧角回的 ALFF值降低。与 D-nMCI组比较，D-MCI组在双侧颞上回的 ALFF值增高，在右侧

楔前叶、右侧后扣带回、右侧角回的 ALFF值降低。以上述脑区为种子点，与全脑每个体素行

FC分析，发现 D-nMCI组和 D-MCI组主要在颞叶/楔叶与额叶/顶叶/枕叶存在 FC异常。D-MCI

组多个脑区的 ALFF值和 FC 值与多个认知量表显著相关。 

结论：本研究提示 T2DM伴 MCI患者存在功能活动模式的改变主要分布于颞下回、顶叶、后扣

带回的部分脑区，这些脑区的功能活动改变可能与患者的认知功能受损有关。其中 ALFF 和 FC

的改变模式，可能为诊断和评估 T2DM认知功能损害对脑功能的影响提供影像学参考依据。 

  

 

 
EP-2388 

MRI 评估剖宫产瘢痕妊娠的临床研究 

 
何岸苇,曹毅,王楠,胡鹏 

天津医院 300211 

 

目的：优化剖宫产瘢痕妊娠（cesarean scar pregnancy, CSP）的 MRI平扫及增强检查序列，

对瘢痕妊娠 MRI分型、胎囊与切口的关系、瘢痕的厚度、与膀胱间的关系及切口区的血运等诊

断因素进行综合分析。 

方法：选择 2016年 10月至 2017年 7月我院，孕 5~14周临床出现阴道出血，且超声检查拟诊

为 CSP的患者 40例。年龄 26~43岁，中位年龄 33岁。均于入院后 1~2天完成 MRI检查。采用

美国 GE Discovery MR750 3.0T超导型全身磁共振扫描仪。3.0T 8通道体部相控阵线圈。患

者仰卧于 MRI检查床上，盆腔置于体线圈中心，身体正中矢状面对准线圈正中线，将患者成像

部位置于磁体中心。平扫序列：①T2WI 轴位（FRFSE序列），②T1WI 轴位（FSE序列），

③T2WI FS轴位（FRFSE序列），④T2WI FS矢状位 RTr（FRFSE序列）。增强序列：①SAG 

CE-MRA FT，②SAG LAVA-Flex。 

结果：40例中，切口妊娠 38例，宫颈妊娠 2例。瘢痕妊娠中诊断 I型 19例，妊娠囊部分位

于瘢痕处，妊娠囊与膀胱间子宫肌层变薄>3mm；II型 12例，妊娠囊部分位于瘢痕处，妊娠囊

与膀胱间子宫肌层变薄≤3mm；III型 7例，妊娠囊完全位于瘢痕处肌层，明显向膀胱方向外

凸，妊娠囊与膀胱间子宫肌层明显变薄仅余浆膜层或肌层缺失。术前 MRI诊断分型、胎囊与切

口的关系、瘢痕的厚度、与膀胱间的关系及切口区的血运情况与临床术中所见符合率达 97%。 

结论：综合应用 MRI平扫矢状位 T2WI，T1WI序列，结合 SAG CE-MRA FT，SAG LAVA-Flex 增强

序列，可以提供客观丰富的诊断信息。可以为术前 MRI诊断分型、胎囊与切口的关系、瘢痕的

厚度、与膀胱间的关系及切口区的血运情况提供客观依据，指导临床选择手术方式、提高手术

成功率并将 CSP的危害降至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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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389 

VBM 研究慢性期缺血性脑桥梗死患者脑结构的改变 

 
郭亚飞,程敬亮,王彩鸿,苗培芳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利用基于体素的形态学分析（VBM）研究慢性期缺血性脑桥梗死患者脑结构的改变。方

法：利用 3.0T磁共振对 34 例运动功能恢复良好的慢性期脑桥单侧梗死患者（19例脑桥左份

梗死、15例脑桥右份梗死）及 35例健康志愿者行全脑高分辨 3D-T1WI扫描。用以统计参数图

SPM8为基础的 VBM技术进行数据分析，分别比较两组患者与对照组的脑灰质对比差异的脑

区。结果：左侧病变组双侧小脑半球、左侧颞上回、右侧距状回较对照组体积减小（FDR 校

正，P<0.05）；右侧病变组双侧小脑半球、左侧岛叶、左侧额下回、左侧颞上回较对照组灰质

体积减小（FDR校正，P<0.05），扣带回后份较对照组灰质体积增加（FDR校正，P<0.05）。

结论：慢性期缺血性脑桥梗死患者脑结构存在重塑及损伤的现象，且病变的侧别对脑结构重塑

及损伤的影响是不同的。 

  

 

 
EP-2390 

扩散张亮成像在足月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中的应用 

 
刘祥龙

1,2
,张小安

2
 

1.郑州市中心医院 

2.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目的 

本实验利用常规磁共振序列及扩散张量成像序列对 HIE足月新生儿与正常足月新生儿进行扫

描，测量颅脑各感兴趣区间的各项异性分数值，对不同组间 FA值进行统计学分析；将内囊后

肢 FA值与临床新生儿神经行为测定评分进行相关性分析。探讨：（1）DTI在足月新生儿缺氧

缺血性脑病早期诊断中的价值。（2）DTI在足月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预后评估中的价值。 

材料与方法 

选取在 2016年 1月-2017年 1月份入住我院儿科并确诊为 HIE的足月新生儿 37例，正常足月

新生儿 12 例，胎龄为 37～42周，出生体重 2680 ～ 3950g。所有研究对象均于 14～21 天采

用我院 3.0T西门子磁共振扫描仪进行扫描。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方法对 HIE组与正常组新生

儿头颅感兴趣区测得 FA值进行统计学分析，各分度 HIE 组内比较采用 LSD-t检验。内囊后肢

FA值与新生儿期 NBNA评分采用 Person线性相关性分析,计算相关度。 

结果 

（1）内囊后肢、胼胝体压部的 FA值在 HIE轻度组、中度组、重度组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额叶中央白质、丘脑的 FA值在 HIE重度组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豆状核的 FA值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2）内囊后肢 FA值与 NBNA 评分（12～14d；26～28d）呈明显相关性（r=0.96,P<0.05；

r=0.87,P<0.05）。 

结论 

（1）扩散张量成像在 HIE早期诊断中较常规 MRI具有更高的诊断价值，可发现常规 MRI难以

发现的隐匿性损伤。 

（2）内囊后肢 FA值与临床 NBNA具有较高相关性，该值可作为 HIE患儿脑损伤程度及预后评

估的参考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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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391 

Disrupted brain network topology in chronic insomnia 

disorder: A resting-state fMRI study 

 
Li Zhonglin,Wang Enfeng ,Zhang Hongju,Dou Shewei ,Shi Dapeng,Wang Meiyun,Li Yongli 

Henan Provincial People’s Hospital 450003 

 

Study Objectives: Numerous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Insomnia disorder (ID) patients 

exhibit abnormal function to widespread cortical and subcortical area. However, 

top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rain functional connectome in ID are largely 

unknown. 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changes of top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in ID. 

Methods: The current study used resting-state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 and graph theory to examine the brain functional connectome among 

45 chronic ID patients and 32 healthy controls. The brain functional connectome 

was constructed by thresholding partial correlation matrices of 90 brain regions 

from automated anatomical labeling atlas. The topologic properties of brain 

functional connectomes at both global and nodal levels were investigated. 

Results: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ID patients exhibited decreased number of module 

and hierarchy and increased assortativity. Furthermore, many brain regions in 

these patients showed altered nodal centralities, mainly implicated in behavioral, 

emotional, and cognitive function. These regions are located in default mode 

network, dorsal attention network, and sensory-motor network. Furthermore, 

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 score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node 

betweenness of right central paracentral lobule. 

Couclusion: The results imply that CID patients may be related to disruptions in 

global and regional topological organization of the brain functional connectome, 

and provide new and important insights to understand the pathophysiological 

mechanisms of CID. 

  

 

 
EP-2392 

MR 表观扩散系数（ADC）直方图分析 

与宫颈癌侵袭性程度的相关性 

 
曹崑

1
,燕鑫

1
,刘慧

2
,孙应实

1
 

1.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2.汇影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目的：MR扩散加权成像获得的量化参数 ADC值可以用于帮助评价肿瘤病变的良恶性，既往研

究中对其与肿瘤分化程度以及侵袭程度的相关性尚无定论。采用病变直方图分析可以帮助判断

图像内像素点的分布情况、反映内部异质性情况。本研究对宫颈癌病灶整体 ADC值进行直方图

分析，探讨其是否与肿瘤局部侵袭性程度相关。材料与方法：经活检病理学证实的宫颈癌、且

经妇科评估可以行手术切除的患者，行 MR术前常规检查，包括 T1WI、T2WI及 DWI序列

（b=1000）。参考 T2WI图像，在 DWI图像上沿边缘勾画全部病灶层面，获得 ROI，与 ADC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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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代入后处理软件进行直方图分析，获得参数值包括体积、ADC平均值（ADCav）、中位值

（ADCm）、最小值（ADCmin）、最大值（ADCmax）、范围（ADCrange）、偏度值

（ADCskewness）、峰度值（ADCkurtosis）、能量（ADCenergy）、熵（ADCentropy）。以手

术病理获得的病理分化程度、间质侵犯程度、是否有子宫下段侵犯、是否有脉管癌栓或神经侵

犯作为宫颈癌侵袭性程度判断依据进行分组，在高侵袭性及低侵袭性两组间进行比较。结果：

共计 25例患者，按手术病理结果分为低侵袭性 11例，高侵袭性 14例。经正态分布检验及两

独立样本非参检验，仅 ADCentropy和体积在两组间出现显著性差异（P值分别为 0.029和

0.011），高侵袭性组两值均高于低侵袭性组（1.87v.s.0.22，3.42cm
3
v.s.1.24cm

3
），其余各

参数均未见显著性差异。结果：ADC值的直方图分析中，反映肿瘤异质性程度的参数熵（代表

组织内部复杂程度）可以作为反映宫颈癌侵袭性高低的量化值之一，肿瘤大小也与之有关。但

其它常规测量值在本组病例中结果中与侵袭性无关。 

 

 
EP-2393 

探讨检查前肠道及膀胱准备对前列腺波谱成像 

（MRS）质量的影响。 

 
黄欣瑶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5 

 

目的  对比探究未进行肠道准备、排空膀胱与进行肠道检查、禁食禁水、排空膀胱后行前列

腺 MRS检查，获得的 MRS图像及后处理结果两者的不同。 

方法  选取 30例接受前列腺 MRS扫描的患者，选择年龄较为年轻（40-65岁），配合度较高

的患者，进行双次对比扫描，第一次扫描前患者不进行排空膀胱和清洁肠道准备，行前列腺

MRS扫描；嘱患者进行清洁肠道准备，检查前禁食禁水，并排空膀胱，次日第二次进行前列腺

MRS扫描。在得到的未准备组与准备组前列腺 MRS图像上选择前列腺中央腺体和外周带左、右

侧分为底部、中部及尖部，共 12个兴趣区，对比波谱谱线、脂峰强度和(Cho+Cre)／Cit比。

采用盲法由 2名影像诊断医师对两组前列腺 MRS成像及后处理结果进行主观评分。 

结果 2名影像诊断医师对两组前列腺 MRS成像及后处理结果进行主观评分，结果一致性极

好。准备组前列腺 MRS谱线较好，获得了较高质量的波谱图像，代谢物峰值位置正常，半高宽

窄；未准备组前列腺 MRS谱线起伏及波峰漂移较大，质量较差，半高宽偏大，准备组中 28/30

获得正常波谱谱线，而未准备组中 15/30获得正常波谱谱线，两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患者清洁肠道，禁食禁水，排空膀胱后行前列腺 MRS检查，可提高 MRS图像质量。 

  

 

 

EP-2394 

3.0T MRI 读出方向上的分段扩散成像技术(RESOLVE)与常规平

面回波(EPI-DWI)甲状腺磁共振成像效果的比较研究 

 
黄欣瑶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4 

 

目的  对比分析 3.0T MRI 读出方向上的分段扩散成像技术(RESOLVE)与常规平面回波(EPI-

DWI)甲状腺磁共振成像效果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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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收集 25名普通志愿者,年龄段为 22至 30岁，配合度高，扫描前进行基本训练，利用

3.0T MRI 扫描仪行常规甲状腺 MRI 平扫（T2-DIXION-cor、T2-tra-fs、T1-tra）、RESOLVE

及常规 EPI-DWI扫描(b值=50、800 s/mm2)，分别测量 RESOLVE及常规 EPI-DWI图像甲状腺的

ADC值。采用盲法由 2名影像诊断医师利用 4分法分别对 RESOLVE及常规 EPI-DWI 扫描图像质

量进行主观评分。对 RESOLVE 和常规 EPI-DWI图像有效 ADC 值例数、2种序列中同一组织的

ADC值进行比较。 

结果  2名影像医师对 RESOLVE和常规 EPI-DWI图像质量进行主观评分,结果一致性良好，其

中 RESOLVE组评分 4分及 4分以上占 92％(23/25)，而常规 EPI-DWI组评分均在 4分及 4分以

下,评分为 4分仅占 24％(6/25);RESOLVE序列中 100.0％ (25/25)能测出 ADC值，而常规 EPI-

DWI中有 60％(15/25)能测出有效 ADC值,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在甲状腺磁共振 DWI 检查中,RESOLVE比常规 EPI-DWI图像变形程度更轻,信噪比更

好，图像质量更优异。 

  

 

 
EP-2395 

MRI 水脂分离技术对视路病变检查价值的研究 

 
王鹰 

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 430070 

 

【摘要】 目的 探讨 IDEAL 水质分离容积扫描及后处理技术对视路病变检查的诊断价值。方法 

收集本院 106例视路 MRI检查患者，每位患者均行 IDEAL扫描并工作站后处理分析。结果 106

例患者，阴性 45例（42.4%），阳性 61例（57.5%），应用 IDEAL技术及图像后处理分析均能

清晰直观的显示视路解剖及相关病变，结合临床症状诊断明确。61例阳性病例中外伤性损伤 7

例，肿瘤或血管外压性损伤 25例，枕叶视皮层梗死 12例，视神经炎 5例，视神经萎缩 7例，

视神经胶质瘤 3例，生殖细胞瘤 1例，淋巴瘤 1例。结论 IDEAL技术及后处理能清晰显示视

路解剖及邻近结构，直观显示视路病变，对视路疾病的早期检出具有明显优越性。 

 

 
EP-2396 

多囊卵巢患者棕色脂肪组织 MR 的定量测量 

 
常红花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00191 

 

目的：确定棕色脂肪在多囊卵巢患者体内的体积、脂肪分数及冷刺激后棕色脂肪组织含量的变

化。 材料与方法：前瞻性搜集 2017年 1月-2017年 7月的多囊卵巢患者（n=40），并将这些

患者与年龄匹配的正常对照组（n=45）比较，分别用 IDEA QUANT及 MRS定量测量冷刺激前后

两组锁骨上棕色脂肪的体积及脂肪分数及皮下脂肪含量变化。结果：多囊卵巢患者与正常对照

组棕色脂肪含量存在显著差异（P=0.035），皮下脂肪含量无明显差异（P=0.063），冷刺激

后正常对照组与多囊卵巢患者体内棕色脂肪含量明显增高（P=0.021），皮下脂肪含量无明显

变化。结论：多囊卵巢患者棕色脂肪组织较正常对照组含量减少，冷刺激可激发棕色脂肪组织

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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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397 

Diffusion tensor imaging of neonates with hypoxic 

ischemic encephalopathy 

 
Liu Xianglong,Zhang Xinming 

Zhengzhou Central Hospital 450007 

 

Objective 

The research used the conven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sequence and 

diffusion tensor imaging (DTI) sequence to scan on clinical neonatal HIE and 

normal full-term newborns。Measure the fractional anisotropy （FA）value in each 

region of interest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were performed ,including LSD-t test 

was used in the comparison of the HIE groups. The correlation of FA value in 

posterior limb of internal capsule and neonatal behavioral neurological assessment

（NBNA）score was examined. To explore：(1)The value of DTI in early diagnosis of 

neonatal hypoxic ischemic encephalopathy.(2) The value of DTI in the prognosis 

evaluation of full-term neonates with hypoxic ischemic encephalopathy. 

Materials and methods 

37 cases of full-term neonates diagnosed as HIE by pediatricians and 12 normal 

neonates were selected from The Thir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in January 2016 - January 2017,Gestational age from 37 to 42 weeks, 

birth weight 2680 ~ 3950g. All subjects underwent MRI and diffusion tensor imaging 

at 3 Tesla when their day age were 14 ~ 21d.Single factor analysis of variance 

were used to measure the FA value of HIE in the head of the newborn and the normal 

group, and LSD-t test was used in the comparison of the HIE groups .The 

correlation of FA value in posterior limb of internal capsule and neonatal NABA 

score was examined by Person linear correlation. 

Results 

(1)The FA values in posterior limb of internal capsule, selenium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HIE group (mild group, moderate group, severe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P<0.05), in central white matter of the frontal lobe, thalamus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HIE severe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P<0.05), in 

nucleus of the bean had no statistic difference between the HIE group (mild group, 

moderate group, severe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P＞0.05). 

(2)The FA in posterior limb of internal capsule and NABA score（12～14d；26～28d）

showed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r = 0.96, P < 0.05), as well as the sequelae shape 

(r = 0.87, P < 0.05). 

Conclusions 

(1)DTI technology can be used for early diagnosis of neonatal hypoxic ischemic 

encephalopathy, which is more effective than conventional MR . 

(2)The FA in the posterior limb of internal capsule shows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with NBNA score, which is promising for early diagnosis of anisotropic index 

changes to evaluate HIE brain damage and progn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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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398 

0.4T 全开放式和 1.5T 磁共振引导下乳腺病 

灶徒手穿刺定位法的临床应用 

 
张庆,庄治国,许建荣,华佳,张丹丹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东院) 200127 

 

目的：评估 EMT-100辅助下 0.4T全开放式磁共振引导与 1.5T磁共振引导两种乳腺病灶徒手穿

刺定位法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回顾分析 322例 EMT-100辅助下 0.4T全开放式磁共振引导

以及 43例 1.5T磁共振引导两种乳腺病灶徒手穿刺定位法的定位准确性及手术耗时。结果：

322例采用 0.4T 磁共振引导下穿刺定位法病例中 294例定位成功（91.3%），26例定位失败

（8.1%），手术耗时 16分钟~52分钟（平均约 28.20±6.11 分钟）；43例采用 1.5T 磁共振

引导下穿刺定位法病例中 40例定位成功（93%），1例定位失败（2.3%），手术耗时 8 分钟

~46分钟（平均 17.19±6.64 分钟）；两者定位准确性无统计学差异（P值=0.179, >0.05）；

1.5T磁共振引导手术耗时明显短于 0.4T 磁共振引导（P值<0.01）。结论：两种磁共振引导

下乳腺病灶徒手穿刺定位法定位准确性高，手术时间短，并可定位靠近腋尾区、乳晕区及胸壁

的特殊区域病灶。 

 

 

EP-2399 

IVIM-DWI 鉴别腋窝炎性增生性和转移性淋巴结 

 
朱跃强,李绪斌,王凤奎,叶兆祥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300060 

 

目的：探讨体素内不相干运动弥散加权成像（IVIM-DWI）鉴别腋窝炎性增生性和转移性淋巴结

的价值。 

材料与方法：将 40只新西兰大白兔随机分为 2组，分别建立腋窝炎性增生性淋巴结模型和

VX2种植性乳腺癌腋窝转移性淋巴结模型，建模成功后行常规 MRI检查和 IVIM-DWI。分析两组

淋巴结的大小、ADC值和 IVIM 各参数（D、D*、f）间的差异。利用 ROC曲线进行分析，得出

最佳截断值、敏感度和特异度。 

结果：转移性淋巴结的大小和 f值与炎性增生性淋巴结无统计学差异（P>0.05）。转移性淋巴

结的平均 ADC值和 D值低于炎性增生性淋巴结（P<0.01），D*值高于炎性增生性淋巴结

（P<0.05）。最佳截断值、曲线下面积、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ADC：1.101 × 10−
3
 mm

2
/s、

0.886、78.6%、90.0%；D：0.938 × 10−
3
 mm

2
/s、0.927、83.3%、93.3%；D*：12.635 × 10−

3
 

mm
2
/s、0.657、52.4%、80.0%。 

结论：IVIM-DWI有助于鉴别腋窝炎性增生性和转移性淋巴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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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400 

MRI 诊断肉芽肿性乳腺炎的价值分析 

 
郭吉敏,曹满瑞 

深圳市妇幼保健院 518028 

 

[摘要] 目的：探讨临床病史、X线和 MRI三者结合诊断肉芽肿性乳腺炎的价值。材料与方

法：对 14例经手术病理证实的肉芽肿性乳腺炎患者的临床病史、X线及 MRI影像资料进行回

顾性分析。结果：14例患者均为育龄期妇女，发病时间距末胎哺乳的平均时间为 3.2年（1-

10年）；临床触诊多数边界不清，质硬/实，活动度差；乳腺 X线多数表现为局限性非对称致

密（10/14）；乳腺 MR表现为肿块样/非肿块样不均匀强化，内部可见多发环形强化，壁薄/厚

薄不均，时间信号曲线多数为Ⅱ型（9/14），DWI呈等高混杂信号。三者结合对 GM诊断的灵

敏度、阳性预测值及阴性预测值较单纯 X线诊断，MRI诊断均明显提高（P值分别为 0.000、

0.005、0.009），漏诊率显著降低（P=0.000）。结论：依据临床病史、X线及 MRI三者结合

能够提高对肉芽肿性乳腺炎的诊断。 

  

 

 
EP-2401 

磁共振在诊断乳腺癌淋巴结转移中的临床应用 

 
吕晓虹,张祥林 

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21001 

 

目的 采用核磁共振成像（MRI）与氢质子磁共振波谱成像（
1
H-MRS）的手段对乳腺癌患者腋

窝淋巴结进行评价，可用于指导术前 N分期，制定最恰当的治疗方案。方法 收集辽宁医学院

附属第一医院 2014年 10月至 2015年 5月期间，行 MRI及
1
H-MRS术前检查的原发性乳腺癌患

者 40名。观察并记录全部直径≥1cm 的腋窝淋巴结，测量淋巴结的长短径比值、观察 T2 STIR

序列淋巴结脂肪门有无显示、
1
H-MRS有无胆碱峰、胆碱峰值及标准化胆碱峰值，判断淋巴结是

否转移。以淋巴结清扫组织病理学结果作为金标准，评判观察指标与病理结果的一致性。全部

40名患者，经手术切除共取得 573枚淋巴结，其中直径≥1cm 淋巴结共 47枚，根据病理检查

结果分为淋巴结转移组 27枚和非转移组 20枚。结果 淋巴结长短径比值、T2 STIR序列淋巴

结脂肪门有无显示在两组间存在明显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非转移组中 16枚

淋巴结未探测到胆碱峰，4 枚有胆碱峰显示，胆碱峰值从 0.85到 11.1；淋巴结转移组中 27枚

均探测到胆碱峰存在，胆碱峰值 1.26至 44.3。在 ROC分析中，胆碱峰值最优阈值为 1.41，敏

感性 96.3%（26/27），特异性 90.0%(18/20)，曲线下面积 AUC 0.922；以 0.880 ml
-1
为标准

化胆碱峰最优阈值，敏感性（24/27）88.9%，特异性 90.0%（18/20），曲线下面积 AUC 
0.967。结论 腋窝转移淋巴结 MRI表现多为长短径比值＜1.5，且脂肪门多无显示。转移淋巴

结
1
H-MRS可检测到胆碱峰出现，通过观察淋巴结形态学的改变，再结合

1
H-MRS检查中胆碱峰

值的测量，可用于有效评估淋巴结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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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402 

数字乳腺断层成像与乳腺彩超诊断效能对照研究 

 
蔡思清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362000 

 

目的：研究数字乳腺三维断层技术(DBT)与乳腺彩超在诊断乳腺病变效能的不同以及联合应用

对于乳腺诊断的价值。方法：选取 2013年 5月—2015年 7月来我院就诊的患者 1068例，入

选条件为：1.有完整的乳腺彩超及三维断层摄影资料，其中 194例有病理检查结果；2.告知检

查的意义同时签署知情同意书。入选者双体位拍摄并行 COMBO模式检查以及乳腺彩超。分别对

DBT及彩超检查进行 BI-RADS 分类，综合二者表现再进行分类。统计量描述中，定性资料用

“频数（百分比）”呈现，通过卡方检验进行组间比较；定量资料需先进行正态性检验，符合

正态分布的定量资料用“均值±标准差”表示，组间比较用 t检验，不符合正态分布的用“中

位数（range）”描述，通过非参数 Mann-Whitney U检验进行比较。结果：经过多组独立样本

kruskal-Wallis秩和检验，得卡方值为 14.982，P值为 0.001.说明三组诊断结果分布存在差

异。两两比较结果说明：DBT 和彩超的诊断结果分布存在差异， DBT+彩超的诊断结果分布与

单独彩超或 DBT不存在差异。DBT灵敏度 0.986、漏诊率 0.014、特异度 0.418、误诊率

0.582、患病率 0.371、准确度 0.732、阳性预测值 0.500、阴性预测值 0.981、约登指数

0.404，ROC曲线下面积 0.702；彩超灵敏度 0.861、漏诊率 0.139、特异度 0.754、误诊率

0.246、患病率 0.371、准确度 0.474、阳性预测值 0.674、阴性预测值 0.902、约登指数

0.615；ROC曲线下面积 0.808；DBT+彩超：灵敏度 1.000、漏诊率 0.000、特异度 0.738、误

诊率 0.262、患病率 0.371、准确度 0.536、阳性预测值 0.692、阴性预测值 1.000、约登指数

0.738。结论：数字乳腺断层成像与乳腺彩超结合，提高了对乳腺病变的诊断效能。 

 

 
EP-2403 

 动态增强 MRI 及 DWI 对乳腺导管原位癌和腺病的诊断 

 
张敏

1
,耿海

2
,聂家秋

2
,于艳妮

2
,张亚平

1
 

1.潍坊医学院 

2.潍坊市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动态增强磁共振成像（Dynamic Contrast Enhanced-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DCE-MRI）联合弥散加权成像(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 DWI)对乳腺导管原位癌（Ductal 

Carcinoma In Situ DCIS）和腺病的诊断价值。方法 搜集 74例经病理证实的乳腺疾病患者的

MRI资料，其中 DCIS 38例、腺病 36例，术前均行 DCE-MRI及弥散加权成像（ DWI）。统计

病灶的形态学特征、时间-信号强度曲线（Time-signal Intensity Curve TIC）及 ADC 值，并

运用χ
2
检验和 t检验分析 DCIS和腺病组差异；采用接收者工作特征曲线（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ROC）确定 DCIS和腺病的 ADC界值。结果 DCIS和腺病均

以非肿块样强化多见（86.8%，94.4%），前者以导管样、节段样强化为主（22/38，57.8%），

后者以区域性、弥漫性强化为主（20/36，55.6%）；DCIS 以均匀强化多见（15/38，

39.5%），而以点簇样强化更具特征性。乳腺腺病多表现为不均匀强化（21/36，58.3%），且

强化方式多变；Ⅰ型 TIC多见于乳腺腺病（18/36，50%），而Ⅲ型多见于导管原位癌

（13/38，34.2%），Ⅱ型在两者之间无显著差异。DCIS的 ADC值(1.048±0.163) ×10
-3
mm

2
/s

显著低于乳腺腺病 ADC值(1.521±0.323)×10
-3
mm

2
/s（b=800s/mm

2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001）。根据 ROC曲线确定 ADC界值为 1.30×10
-3
mm

2
/s，诊断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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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8%、81.8%（b=800s/mm
2
）。结论 DCE-MRI有助于鉴别 DCIS和乳腺腺病，联合 DWI能够提

高诊断效能。 

 

 

 
EP-2404 

乳腺癌中 ADC 值、D 值及 f 值与 Ki-67 增殖指数的相关性分析 

 
张敏

1
,郑浩

1
,耿海

2
,孟凡莲

2
,刘一璇

2
,赵文静

2
 

1.潍坊医学院 

2.潍坊市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乳腺癌中表观扩散系数（ADC）值、纯扩散系数（D）值及灌注分数（f）值与 Ki-67

增殖指数的相关性，为术前评估乳腺癌的分级、手术选择、预后及复发提供有利依据。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病理证实且行 Ki-67 阳性率测定的 44例乳腺癌患者资料，术前均行常规 DWI，

多 b 值 DWI。统计分析 ADC 值、D值及 f值与 Ki-67增殖指数的表达是否存在相关性。结

果 低级别乳腺癌病变的 ADC 值、D值与 Ki-67 增殖指数呈负相关(r 2
 =0.368，P =0．

006；r 2 
=0.265，P =0．024)，低级别乳腺癌病变的 f 值与 Ki-67 增殖指数呈正相关(r 2 

=0.875，P ＜0．001)。 高级别乳腺癌病变的 ADC 值、D值与 Ki-67 增殖指数呈负相关

(r 2
 =0.683，P ＜0.001；r 2

 =0.606，P ＜0.001)。高级别乳腺癌病变的 f 值与 Ki-

67 增殖指数呈正相关(r2 
=0.878，P ＜0.001)。结论 ADC值、D值与 Ki-67 的表达呈负相关

以及 f值与 Ki-67 的表达呈正相关，可为术前评估乳腺癌的分级、手术选择、预后及复发提

供有利依据。 

  

 

 
EP-2405 

乳腺非肿瘤性病变的 MR 诊断 

 
都继成 

温州市中心医院 325000 

 

 

  

目的 提高对乳腺非肿瘤性病变 MR表现的认识及诊断能力。 

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手术及临床确诊的 39例非肿瘤性病变的患者，采用 MR平扫、增强扫描及

功能成像检查。 

结果  39例患者中乳腺腺病 10例、乳腺囊肿 5例、乳腺导管扩张 3例、浆细胞性乳腺炎 8

例、肉芽肿性乳腺炎 5例、血肿 1例、脂肪坏死 2例、纤维疤痕 1例及隆胸后改变 4例。影像

表现：（1）乳腺腺病平扫压脂 T2WI见多发囊状高信号，增强扫描多表现为多发或弥漫性斑点

或片状轻至中度的渐进性强化，随时间延长强化程度和强化范围逐渐增高和扩大，强化程度与

增生的严重程度呈正比。囊肿一般不强化，少数囊肿破裂或感染时，囊壁可有强化，硬化性腺

病 DWI可以呈现高信号，ADC 低信号，易于乳腺癌混淆。（2）乳腺囊肿平扫一般 T2WI 呈高信

号，增强扫描囊壁可见环状均匀强化，内容物不强化。（3）导管扩张平扫 T2WI囊状、管状高

信号，伴有乳头状瘤可见扩张导管内的结节状软组织信号影。（4）包括肿块型、脓肿型、瘘

管型，T2WI均以高信号为主，DWI多呈高信号改变，增强曲线可以呈现流出型。尤其是肿块型

与乳腺癌表现极为相近（5）肉芽肉芽肿性乳腺炎大多数平扫 T1WI上呈较低信号，T2WI呈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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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信号，DCM表现为不均匀强化，渐进性强化区域内伴多发环形脓肿形成，TIC曲线类型多为

渐增型的良性特征。（6）血肿平扫 T1WI高信号，增强扫描环状强化。（7）脂肪坏死，压脂

低信号，增强扫描可见环状强化。（8）疤痕组织，平扫 T1WI、T2WI均为低信号，增强后扫描

无强化。（9植入物硅胶 MR 平扫呈长 T1，、长 T2信号，包膜 3低信号。结论 MR成像具有良

好的软组织分辨率，可评价病变形态、信号、血供、病变区代谢物质的含量等，对乳腺腺病、

囊肿、炎症、导管扩张、血肿、脂肪坏死、成熟的疤痕及隆胸后改变等有良好的显示，对提高

与乳腺癌易混淆的非肿瘤性病变的诊断及鉴别诊断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 

  

 

 

EP-2406 

磁共振动态对比增强技术在诊断和预估乳腺癌复发中的价值 

 
张晖 

河北省人民医院 50051 

 

目的 评估磁共振动态对比增强功能在诊断和预估乳腺癌的早期和晚期复发的价值。方法 选取

2011年 1月至 2014年 6月，在我院接受手术且经病理证实的 78名乳腺癌患者，这些患者均

于术前行乳腺钼靶或超声检查，且均行 MR动态对比增强扫描。我们比较了早期复发（手术后

≤2年）和晚期复发（手术后>2年）患者的 MRI特征(包括: 背景实质增强(background 

parenchymal enhancement,BPE)、肿块的增强特征，全乳的血管分布情况，动态增强曲线类型)

和临床病理的相关指标(年龄、病理分期、淋巴浸润和导管内癌的组成部分和免疫组化学)。对

早期和晚期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进行了 Cox比例风险回归分析。结果 通过 MR动态对比增强检

查发现，乳腺癌患者的患侧的全乳血管分布增多与早期复发具有显著的相关性，危险比

（hazard ratio,HR）为 2.78；95%可信区间为（1. 28-5.78）。乳腺中度或明显的 BPE (HR

为 2.04，95%可信区间为 1.02-4.14)和边缘增强(HR为 2.01，95%可信区间为 1.05-4.38)与晚

期复发有关。在临床病理指标中，雌激素受体阴性与早期复发有显著相关性(HR为 0.45，95%

可信区间为 0.26-0.93)。结论：患侧的全乳血管分布增多，乳腺中度或显著的实质背景增强

和肿块边缘增强可以预估乳腺癌的复发。磁共振动态对比增强检查结合动态增强曲线类型可以

有效的诊断和预估乳腺癌患者的复发。 

  

 

 

EP-2407 

磁共振对恶性疾病所致乳头溢液诊断价值的 Meta 分析 

 
兰兰,徐丽莹,徐海波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430071 

 

目的 系统评价磁共振（MRI）对恶性疾病所致乳头溢液的诊断价值。方法 计算机检索

Pubmed、EMbase、CNKI、WanFang Data 数据库，搜索有关 MRI诊断病理性乳头溢液的诊断性

试验，检索时限均从 1985年 1月 1日至 2017年 7月 1日，由 2位评价员独立筛选文献，提取

资料并评价纳入研究的偏倚风险后，采用 Meta-DiSc1.4软件进行 Meta分析。结果 共纳入国

内、外文献 14篇，包括 992 例研究对象，MRI与恶性疾病所致乳头溢液的敏感度为

0.87[95%CI (0.80,0.93)]，特异度为 0.83[95%CI (0.80,0.85)]；SROC曲线下面积（AUC）为

0.92。结论 MRI可以作为诊断恶性疾病所致乳头溢液的有效、可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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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408 

1.5T 磁共振扩散加权成像和 DCE-MRI 增强扫描在鉴别乳腺腺

病与非肿块型乳腺癌中的价值 

 
杨智

1
,付兵

2
,李睿

2
,李春平

2
,王文斌

1
 

1.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 

2.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目的：探讨 1.5T磁共振扩散加权成像(DWI)结合动态增强磁共振成像（DCE-MRI）在鉴别乳腺

腺病与非肿块型乳腺癌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回顾性分析经手术或穿刺活检病理证实的 75例女性乳腺非肿块型疾病患者的 MRI影像

资料，其中乳腺腺病患者 35例，非肿块型乳腺癌患者 40例，包括病灶的强化方式，T2WI 信

号特点、时间-信号强度曲线（TIC）类型、早期强化率（EER），达峰时间、背景强化程度以

及病灶的表观扩散系数（ADC）值。 

结果：在形态学特征中，非肿块型乳腺癌多表现为边缘不规则，多伴有毛刺，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08）；同时非肿块型乳腺癌表现为不均匀强化，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7）。在

动态强化特征上，乳腺癌多表现为 TIC流出型，达峰时间多在 2min以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在 ADC值上，乳腺癌为（1.14±0.31）×10-3mm２/s，低于乳腺腺病的

（1.53±0.42）×10-3mm２/s，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DCE-MRI参数与 DWI参数结

合，诊断特异度提高，可达 98.7%；但敏感度下降。 

结论：DWI联合 DCE-MRI能应用于鉴别诊断乳腺腺病和非肿块型乳腺癌，对良、恶性病变的鉴

别具有重要的价值；DCE-MRI 与 DWI的联合和诊断，使对非肿块型乳腺癌诊断的特异度提高，

但敏感度下降。 

 

 
EP-2409 

手术病理证实的乳腺腺病 MRI 增强征象分析 

 
王丽华,涂景恋,王启苑,李倩,刘艳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310009 

 

目的：探讨手术病理证实的乳腺腺病的 MRI增强特征。 

材料和方法：通过观察分析手术病理证实的乳腺腺病患者 MRI增强信号特征及增强形态特点，

总结其征象的诊断意义和价值。 

结果：共收集我院 2016年 1 月至今病理证实的 31例乳腺腺病患者，其中手术病理证实为腺病

者 21例，其中 3例伴微囊肿及微钙化，5例伴大汗腺化生，5例伴导管上皮不典型增生及导管

扩张。2例伴导管内乳头状瘤，3例伴腺瘤，3例为单纯腺病。10例为穿刺病理报告为腺病，

手术病理为腺瘤或小叶增生者。MRI表现腺体背景为 D型者 10例，C型者 8例，B型者 2例，

A型 1例。T1WI呈等信号和低信号；T2WI呈等信号或稍高信号；DWI呈等信号及稍高信号，增

强检查显示为条索状强化伴细小结节者 9例，团片状节段性强化伴细小结节者 10 例，沿导管

分布模糊结节者 2例，条索影强化未见结节者 1例，结节伴边缘模糊影及毛刺者 1例（为 A

型腺体）；增强后曲线呈 I型者 例，II型者 例，腺病伴导管病变及微囊肿者多呈条索影伴

结节强化，伴大汗腺化生者呈团片状伴细小结节强化。与穿刺病理证实为腺病者比较，手术病

理证实的 MRI病灶呈条状节段性分布趋势更明显。 

结论：乳腺腺病诊断依靠手术病理，MRI增强有一定的特征性，尤其对于背景致密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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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410 

数字乳腺断层（DBT）对乳腺肿块样病变诊断价值分析 

 
华薇,南聪慧,李莹雪,代晓倩,司爽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实验目的：数字断层乳腺可以解决腺体组织与病变重叠的问题，清晰分辨正常组织与病变，而

断层乳腺对于肿块特征的显示具有独特的优势，我们对于在断层乳腺中对于肿块的诊断价值的

研究很有必要。 

研究方法：收集本院 2015年 7月 22-11月 22之间来我院经手术病理证实且同时进行断层乳腺

和数字乳腺 X线检查含有单个肿块的 121位女性患者(恶性病例 69例，良性病例 58例)，同时

收集了等量的相同构成分型的正常人的断层乳腺和数字 X线乳腺检查的图像，对于 X线表现及

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检查仪器主要采用富士数字乳腺断层融合机。所有病例均行一次

FFDM及一次 DBT检查，由三位不同年资工作经验的放射科医师进行回顾性分析，分别记录阅

片结果。以病理诊断为金标准，使用 SPSSl9．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采用卡方检验比较

两种方法断层乳腺与数字乳腺 X线摄影对于肿块显示的差异，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性曲线下面

积评估两种方法的诊断能力。 

实验结果：DR和 DBT对于肿块边界毛刺的显示存在差异，DBT对于毛刺的显示占 22.3%;FFDM

占 26.8%， DR+DBT占 31.1%，DBT对于显示肿块边界毛刺比 DR具有更大优势，而 DR+DBT 对

于肿块边界毛刺的显示优于单独使用 DR、DBT，两组差别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 DBT

对于肿块边界清楚或者模糊的显示无明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同时 DBT对于乳腺良、恶性病

变的 BI-RADS分类比 DR具有更大优势，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实验结论：本实验提示 DBT 对于肿块的检出率及毛刺的显示较 FFDM均有优势，但是由于实验

样本数量的限制，并且断层乳腺图像数量较多，对于阅片者的读片能力要求高，也会影响实验

数据的差异性。 

 

 
EP-2411 

组织学分级 3 级的浸润性导管癌：乳腺 X 线、MRI 

特征与病理的相关性研究 

 
肖勤,孙轶群,顾雅佳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200032 

 

目的：研究组织学分级为 3级浸润性导管癌的影像学特征，并探讨与病理之间的关系。 

方法：回顾性分析自 2010年至 2015年 76例通过手术病理证实为浸润性导管癌，组织学分型

为 3级病例的乳腺 X线、MRI 特点，并与免疫组化指标对照分析。 

结果：76例病例平均年龄为 48岁，确诊时临床分期为：I期（34例）、II期（39例），III

期（3例）。乳腺 X线上 59 例表现为肿块，17例表现为非肿块，共 17例伴有可疑钙化。4例

在乳腺 X线与 MRI上均表现为边缘光整的肿块。在乳腺 X线上 35例表现为边缘浸润，在 MRI

上为 40例；在乳腺 X线上 12例表现为分叶状肿块，在 MRI 上为 32例。肿块在乳腺 X 线上呈

高密度者占 61.8%。在 MRI 上，毛刺长度小于 5mm者占 77.6%，大于 1cm者占 1%；毛刺所占比

例不超过肿块边缘 1/2者占 73.7%。肿块毛刺的长度与 Her-2水平相关，与 ER、PR水平及病

变确诊时临床分期不相关。肿块毛刺所占比例与 ER、PR、Her-2水平及病变确诊时临床分期均

不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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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组织学分级为 3级的浸润性导管癌在病理上多呈膨胀性生长，在影像学上有一定特征

性，肿块毛刺的长度与 Her-2水平相关，影像学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在术前预测患者 Her-2水

平。 

 

 
EP-2412 

量子计数乳腺 X 线摄影系统与常规几何成像乳腺 X 线摄影系

统辐射剂量及图像质量的比较研究 

 
肖勤,孙轶群,顾雅佳,彭卫军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200032 

 

背景与目标：量子计数乳腺 X线摄影系统采用量子计数探测器，成像过程中不涉及可见光散

射，理论上能在较低辐射剂量条件下保持图像质量。本研究以常规几何成像乳腺 X线摄影系统

为对照，研究量子计数乳腺摄影系统的辐射剂量及图像质量。 材料与方法：204例年龄介于

40-54岁疑似乳腺癌患者，随机分为两组。 A组应用量子计数乳腺 X线摄影系统，B组应用常

规几何成像系统进行乳腺摄影。每例均获取内外侧斜（MLO）位和头尾（CC）位摄影，记录两

组患者的平均腺体剂量（AGD）和乳腺压缩厚度。由两名高年资（从业 5年以上）乳腺放射学

医师采用 4分制量表，根据美国放射学会 2012版 AAPM实践指南，遵循双盲法进行主观图像质

量评估。采用两独立样本 t检验比较两组年龄分布，乳腺厚度以及 AGD，采用 Mann-Whitney U

检验比较两组图像质量，以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两组患者平均年龄分别为

（46.9±3.9）及（46.8±3.7）岁，P=0.716，差异无统计学意义。MLO位乳腺压缩厚度 A组

(53.8±11.4)mm，高于 B组(50.0±10.1)mm，p=0.0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CC位乳腺压缩厚

度 A组(49.9±10.8)mm，高于 B组(45.9±10.8)mm，P=0.00,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A组 MLO位

AGD(0.55±0.19)mGy,显著低于 B组 MLO位(1.41±0.56)mGy，p=0.00；A组 CC位

AGD(0.60±0.21)mGy，显著低于 B组(1.56±0.58)mGy，p=0.00。两组图像质量无显著差异，

U=5304,P=0.603。结论：相较常规几何成像乳腺 X线摄影系统，量子计数乳腺 X线摄影系统在

不损失图像质量的条件下，可降低患者平均乳腺检查剂量 60%以上。 

  

 

 
EP-2413 

乳腺黏液癌的 X 线表现及临床病理特征相关分析 

 
梁晓燕 

陕西省人民医院 710068 

 

目的： 探讨分析单纯型乳腺黏液癌（Pure  mucinous carcinoma ，Pure MC）和混合型乳腺

粘液癌（Mixed mucinous carcinoma ，Mixed MC）的 X 线影像学特征及临床病理特征。方

法 ：收集 2006年 1月-2016 年 12月间临床病理资料完整的乳腺黏液癌患者 75例，其中单纯

性乳腺黏液癌（Pure MC）患者 54例，混合型乳腺粘液癌（Mixed MC）患者 21例。分析并比

较 2组患者的 X线影像学表现和临床病理特征。结果 在两组乳腺癌患者中，单纯性乳腺黏液

癌与混合型乳腺粘液癌比较，混合纯性乳腺黏液癌更多表现为淋巴结阳性(P =0.002)；在年

龄、 月经状况、 家族史、 ER、PR 、HER2水平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钼靶 x

线检查，肿块平均大小及肿块边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00)，PMBC组的平均大小大于

MMBC组 (3.0cm米 vs2.5cm 米)，PMBC和 MMBC大小有显著差异(P =0.000)，单纯性粘液癌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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瘤边缘多表现为光滑及微分叶等倾向良性改变（83.33%），混合型黏液腺癌多表现为边界不清

或边缘呈毛刺状等一些典型的恶性征象（57.14%），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00)；而患者

年龄、肿块形态及微钙化特征组间比较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了解乳腺粘液癌的

X线影像学及临床病理特征，可帮助临床医师预测乳腺粘液癌及其亚型和患者的预后，有利于

制定最优的治疗方案。 

  

 

 

EP-2414 

乳腺导管原位癌的影像学表现及与病理分级关系 

 
姜婷婷,尤超,顾雅佳,彭卫军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200032 

 

目的 评估乳腺导管原位癌(DCIS)的 MRI形态学及动态增强表现,提高对 DCIS的认识，并进一

步分析分析 MRI表现与组织学核级别间是否具有相关性。方法 回顾性分析 22例经病理证实为

DCIS患者的 MRI表现，研究其 MRI形态学特点及动态增强表现，并分析 MRI 特点与组织学核

级别间的相关性。结果 （1）22例患者中，非肿块样强化 14例( 段样强化 9例，其内部均表

现为轨道样或簇状小环样强化; 区域性强化 4例，线样强化 1 例，多中心性强化 2 例) ，肿

块样强化 8例，均有恶性肿瘤征象，如分叶、毛刺、不均匀强化等。(2) 动态增强表现: 曲线

类型包括Ⅰ型曲线 5例、Ⅱ型曲线 12例、Ⅲ型曲线 5例; 早期强化率包括早期缓慢强化 2

例，早期中度强化 8例，早期快速强化 12例。(3)早期强化率及病灶大小与组织学核级别间显

著相关，P值分别为 0.031 及 0.002; 动态增强曲线类型与形态学表现与组织学核级别间无相

关性，p值分别为 0.4及 0.225。 结论 乳腺 DCIS 的 MRI表现具有相对特异性，结合形态学

及血流动力学，可较全面评价 DCIS 组织学核级别程度，对临床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P-2415 

多参数 MRI 评价年轻女性正常乳腺组织 

随月经周期变化规律的研究 

 
樊秋菊

1
,谭辉

1
,于楠

1
,王少彧

2
 

1.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2.西门子医疗系统有限公司磁共振事业部 

 

目的：探讨育龄期正常乳腺组织在不同月经周期下磁共振体素内不相干运动（intravoxel 

incoherent motion,IVIM）、扩散张量成像（different tensor imaging DTI）及表观扩散系

数（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ADC）各参数值变化情况。方法  共收集 26 例健康

女性志愿者，(平均年龄 26 岁，范围约 22 - 30岁),规律月经周期，无口服避孕药史，未育。

这些志愿者分别在月经期（第 2天）、增生期（第 7天）、卵泡期（第 14天）、黄体期（第

21天）、分泌期（第 27天）进行了一个月经周期的扫描。扫描序列包括：T1WI、T2WI、

DTI、DWI及 IVIM。基于感兴趣区（ROI）的方法，经 2名观察者分别独立在不同的时间测量相

同区域的正常乳腺组织的真实弥散系数（D）、灌注相关弥散系数（D*）、血管容积分数

（f）、各项异性（FA）及表观扩散系数（ADC）。结果：1. 3.0T MRI获得的 IVIM、DTI、DWI

乳腺图像具有较高的图像质量和分辨率，其参数图无严重伪影，图像质量较好，能满足参数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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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要求。2. 两名观察者分别所测得(观察者间)D值、D*值、FA值及 ADC值可重复性好（ICC

值＞0.8）,f值可重复性较差。3.正常乳腺的 D *值显示随月经周期规律波动：D *值在黄体期

最高，与月经期和增殖期对比，有显著性差异(p < 0.01)；f值在卵泡期高于其他阶段,但是

对比没有显著差异。D值和 ADC值随月经周期有相似趋势，D值在黄体期和增殖期对比，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05)；ADC值的差异在月经周期中无统计学意义。FA值在月经期与分

泌期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34)。结论：乳腺 IVIM、DTI、ADC等所测得的 D值、f

值、D*值、FA值及 ADC值可重复性好，可以敏感地反映乳腺组织随月经周期激素调节的变化

特点。 

 

 

EP-2416 

MRI Features of Breast Encapsulated Papillary 

Carcinoma 

 
Jiang Tingting,Tang Wei,Gu Yajia,Yang Wentao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Cancer Center 200032 

 

Objective: This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describe the imaging features of 

patients who presented with a diagnosis of breast encapsulated papillary 

carcinoma(EPC).Materials and Methods : A search was performed at patients with 

histopathologic diagnosis of breast EPC who underwent preoperative MRI. We 

recorded clinical presentation and histopathologic characteristics.Results: 31 

women and one male were included in our study, the mean age was 60 years (range, 

42-80 years), and the mean tumor size was 1.9 cm (range, 0.9–3.3 cm).Six patients 

were premenopausal, and all patients presented as single mass. MRI showed a round 

or oval T2-hyperintense or complex-intense mass with smooth margins (9/12,75%), 

and heterogeneous enhancement was more common (7/12 ,58.3%). 9 of them showed 

hemorrhage at the periphery of mass. Myoepithelial cell staining was negative 

within the tumor,and was diminished or scattered at the periphery of the 

tumor.  Conclusion: Although EPC is rare in the breast, we believe that it has 

imaging features that are not typically seen in other breast cancers.A round or 

oval circumscribed cystic-solid mass should raise the suspicious for EPC, 

hemorrhage at the periphery can help the EPC diagnosis. 

  

 

 

EP-2417 

数字化乳腺 X 线摄影在男性乳腺发育症诊断中的应用 

 
李俊,赵卫,罗春燕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650032 

 

目的 探讨男性乳腺发育症的数字化乳腺 X线影像学表现，提高对男性乳腺发育症的认识。材

料及方法 对 117例主诉乳腺增大、患乳内触及肿物的男性患者，拍摄 CC位和 MLO位片，观

察病变形态和发病部位。结果 确诊男性乳腺发育症患者 114例，假性乳房肥大 3例。男性乳

腺发育症 X线表现分两型：①树枝型：X线表现为乳头后方中央区的致密阴影，伴有明显的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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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状突起伸入到周围脂肪组织，此种突起的长短、粗细、数目可有很大变异，共 42例。②非

树枝型：X 线表现为乳头后方中央区三角形或锥形的致密阴影，边界清晰，无明显树枝状突起,

共 72例。结论 数字化乳腺 X线检查对男性乳腺发育症具有确诊意义。诊断时须与男性乳腺

癌等疾病相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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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增强 MRI 定量参数对乳腺非肿块样强化良恶性病变诊断

价值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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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动态增强磁共振成像(DCE-MRI)定量参数对乳腺非肿块样强化（NMLE）良恶性病变

的诊断价值。方法 搜集经病理证实的乳腺疾病患者 82例，其中良性 31例，恶性 51例，术

前均行 3.0T DCE-MRI扫描，选取感兴趣区测量病变的 DCE-MRI定量参数：K
trans

（容量转移常

数）、Kep （速率常数)、Ve （血管外细胞外间隙容积比）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和 LSD

法两两比较正常腺体组、非肿块良性病变组及非肿块癌组组间定量参数的差异，绘制 ROC 曲线

分析定量参数对乳腺非肿块样强化良恶性病变的诊断效能。结果 非肿块型乳腺癌 K
trans

、Kep、

Ve均值分别为 (0.107±0.088)/min、(0.732±0.287)/min、(0.148±0.073)，非肿块良性组

K
trans

、Kep、Ve均值分别为 (0.077±0.063)/min、(0.500±0.211)/min、0.170±0.103)，正

常乳腺组织组三者均值分别为(0.011±0.007)/min、(0.269±0.193)/min、(0.078±0.082)，

K
trans

、Kep在非肿块良性组、非肿块癌组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0，P=0.000)，Ve 在两组

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236）；K
trans

、Kep、Ve在正常组与非肿块良性组、正常组与非肿块

癌组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0)。以最大约登指数确定最佳诊断界值，K
trans

、Kep的敏感

性分别为 88.2 %、 80.4%，特异性分别为 86.6%、81.7%，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925、

0.878。结论 定量参数 K
trans 

、Kep诊断效能高，对非肿块型良恶性病变的鉴别诊断有临床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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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ntitative assessment of fibroglandular tissue and 

background parenchymal enhancement on breast MRI 

correlates with the risk of breast c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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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s: To evaluat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breast cancer and both the 
intensity(BPEI)/volume(BPEv) of background parenchymal enhancement and the am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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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fibroglandular tissue (FGT) in pre- and post-menopausal women used by automatic 

quantitative assessment method on breast MRI.  

Methods: Among 14033 women who underwent breast MRI, we randomly selected 101 
normal women, 101 women with benign breast lesions and 101 women with breast 

cancer who were matched by age and menopausal status. The Mann-Whitney U test was 

used to evaluate FGT, BPEI and BPEV. The area under the curve(AUC) value of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was compared in the cancer, benign and 

control groups to measure correlations and associations between variables. 

Results: （1）FGT and BPEV decreased by around 40%（P<0.001）and BPEI decreased 

by 20%（P<0.05）in post- menopausal women.（2）Compared with the benign and 

control groups, the breast cancer group had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BPEV with the maximum AUC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0.704 for 

premenopausal women, 0.668 for the postmenopausal women, respectively; compared 

with the benign group: 0.622 for premenopausal women, 0.633 for the 

postmenopausal women, respectively).   (3) FGT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cancer (P=0.035) and benign (P=0.035) groups than in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menopause.(4) Compared with the benign and control groups, BPEI had a slight 

difference in the cancer group (AUC≤0.648)。 

Conclusion: BPEV could correlate with the high risk of breast cancer in both pre- 

and post- menopausal women. BPEI had weak correlation with breast cancer. However, 

FGT was only associated with breast cancer risk after menopause. 

  

 

 
EP-2420 

扩散加权成像(DWI)在预测不同分子亚型乳腺癌新辅助化疗后

达到病理完全缓解中的应用 

 
姜原,秦乃姗,王霄英,郭丽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00034 

 

 

目的：探讨 DWI评估不同分子亚型乳腺癌新辅助化疗后达到病理完全缓解的效能。 

材料与方法：回顾我院 2007.9-2012.12接受新辅助化疗（NAC）的乳腺癌连续病例。入组标

准：（1）NAC前穿刺确诊乳腺癌且术后取得病理结果；（2）术前至少进行了四周期的 NAC；

（3）根据 Miller & Payne 分级系统，所有病人 NAC后均达到 G4与 G5者。共入组 98例：

Luminal A型（n=8）、Luminal B 型（n=59）、HER2过表达型（n=13）及三阴型（n=18）。

1.5T MR采集 DWI图像，于 NAC前、NAC第二周期及第四周期后测量病灶最小 ADC值并计算变

化率（⊿ADC%）。采用两独立样本 t检验分别讨论四组内 G4与 G5组的 ADC值及⊿ADC%的差

异，对有差异者再进行 ROC 曲线分析，分析其对 NAC后达到病理完全缓解的评估效能。 

结果：Luminal A型及 HER2 过表达型乳腺癌 NAC前、后 G4与 G5组间 ADC值及⊿ADC%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P>0.05）。LuminalB型乳腺癌 NAC第二、四周期后 G5组 ADC值大于 G4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 P=0.009），ROC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805及 0.702；NAC 第二

周期后，G5组的⊿ADC%大于 G4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6），ROC曲线下面积为

0.686。三阴型乳腺癌 NAC前 G5组 ADC值大于 G4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1），ROC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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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下面积为 0.929；NAC第二、四周期后 G5组⊿ADC%大于 G4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25, P=0.022），ROC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875及 0.884。 

结论：DWI用于评估 Luminal B型乳腺癌新辅助化疗后达到病理完全缓解的效能中等偏上，而

评估三阴型乳腺癌新辅助化疗后达到病理完全缓解的效能较高。 

 

 

EP-2421 

体素不规则运动早期显示乳腺癌新辅助化疗后 

微循环变化的研究初探 

 
姜原,秦乃姗,郭丽,王霄英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00034 

 

目的：通过比较局部进展期乳腺癌患者在 NAC前、NAC第二周期后体素不规则运动

（Intravoxel Incoherent Motion Imaging, IVIM）参数变化，探讨 IVIM是否可早期显示乳

腺癌新辅助化疗后微循环的变化。 

材料与方法：研究前已获得了临床研究学会及伦理委员会的批准及病人知情同意，前瞻性入组

我院 2013年 8月至 2013年 12月接受 NAC治疗的局部进展期乳腺癌病例。入组标准：NAC前

已获得病灶的穿刺病理结果，能按时完成 NAC前、NAC第二周期后进行多 b值 DWI序列检查。

于 3.0T MR机扫描 IVIM图像（b=0，25，50，75，100，150，300，500，800，1000 

s/mm
2
）。应用后处理 mono-exponential模型重建 ADC图（b=1000 s/mm2

），采用最小 ADC值

法于 NAC前、NAC第二周期后的病灶中放置 ROI，测量癌灶的最小 ADC值并计算变化率

（⊿ADC%）。应用后处理 biexponential模型重建出 IVIM 参数图，采用相同的 ROI测得病灶

D值、f值及 D*值，并计算 D值变化率（⊿D%）。应用 Wilcoxon检验比较病灶 NAC前、NAC第

二周期后最小 ADC值、D、f及 D*值的变化，应用 Mann-Whitney U检验比较⊿ADC%与⊿D%的差

异。 

结果：共入组 8例病灶（8 例病人），均为女性，中位年龄 52岁（27-62）。NAC后早期，病

灶最小 ADC值有所增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7）。NAC后早期，D值有所增加，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25）。但 D*及 f值变化无统计学意义（P＞0.05）。NAC后早期，⊿ADC%与

⊿D%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乳腺癌新辅助化疗后早期，病灶最小 ADC值及 IVIM 序列中 D值均可早期显示乳腺癌

NAC后的变化，但 D*和 f并不能反映乳腺癌的微循环变化，需要进一步大样本研究。 

 

 

EP-2422 

Comparison of the diagnostic efficiency for breast 

cancer in Chinese women using mammography, ultrasound, 

MRI, and different combinations of these imaging 

modalities 

 
Shao Hongda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Shanghai Tenth People’s Hospital 200072 

 

Abstract. To compare the respective diagnostic efficiency for breast cancer in 

Chinese women with x-ray mammography (XRM), ultrasound (US), magnetic reso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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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ing (MRI; standard dynamic contrasted-enhanced MRI with 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 and different combinations of these imaging modalities, ninety Chinese 

women patients with clinically suspected breast cancer underwent prospective 

breast XRM, US, and MRI. The diagnostic performance of each imaging method and 

different combinations of methods was compared, with the pathological report 

serving as the gold standard. In this cohort study 54.4% cases with age of 53.2 ± 

7.6 years old were categorized as ACR 3 or 4 tissue density. In the diagnosis of 

breast cancer, sensitivity and diagnostic accuracy [area under the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AUC)]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for MRI alone than 

for either XRM alone or US alone (P <0.05). Of the misdiagnosed cases on XRM, up 

to 86.7% cancers were located in dense breasts. US and MRI can play important role 

in screening young Chinese women. The diagnostic sensitivity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for combined MRI+US+XRM (98.2%, χ2 = 25.9, P < 0.001), MRI+US (94.5%, χ2 

53.3, P = 0.002) and MRI+XRM (92.9%, χ2 = 41.9,P <0.001) than for MRI alone. The 

combination of two or three method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 diagnostic 

sensitivity for breast cancer in Chinese women. When the results based on 

different imaging modalities or their combinations are inconsistent, further 

pathological diagnosis is very important for arriving at a correct diagnosis. 

Keywords: Breast cancer,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ultraso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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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tiation of benign and malignant breast 

lesion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intravoxel incoherent 

motion and quantitative dynamic contrast enhance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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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eproducibility of intravoxel 

incoherent motion imaging (IVIM) parameters and the value in the diagnosis of 

breast lesions, comparing with quantitative dynamic contrast enhanced-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DCE⁃MRI) parameters and exploring whether correlations exist 

among perfusion parameters. Methods  A prospective study was performed in 56 

patients with pathologically confirmed benign lesions(n=30) ,malignant 

tumors(n=31). All patients underwent DCE⁃MRI and IVIM imaging. Two radiologists 

measured the images independently to obtain the parameters from IVIM (D, D
*
, f) 

and DCE-MRI (K
trans

, Kep, Ve).The measured data consistency between two observers was 

calculated with 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ICC). All parameters were 

statistically compared between benign lesions and malignant tumors using 

independent sample t test. The ROC curve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ability of the 
parameters in differentiation of benign and malignant breast lesions.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es were used among the IVIM and DCE MRI parame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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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The agreement between 2 radiologist was good for all parameters 

(ICC≥0.730, P<0.05). D value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in malignant lesions than in 
benign lesions , and the f , K

trans 
and Kep value higher than benign lesions(P<0.05). 

The D
*
 and Ve values showed no differences between benign and malignant breast 

lesions(P>0.05). The area under the ROC curve for D, f, Ktrans
 and Kep were 0.896, 

0.677, 0.796, 0.847, respectively. There was no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the 

area under ROC curve between D and K
trans

, so did the D and Kep (P＞0.05). The D value 

showed higher specificity (86.67%) with the threshold of 1.07×10
-3 
mm

2
 /s. The Kep 

value showed higher sensitivity (98.36%) with the threshold of 0.54/min. The f 

value exhibited a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K
trans

 and Kep value with r of 0.373 and 
0.360 (P＜0.05), respectively. D

*
 was also poorly correlating positively with K

trans 

with an r of 0.294. Conclusion  The IVIM parameters show good reproducibility 

between different radiologists. Both IVIM and DCE MRI could be helpful for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benign and malignant breast lesions with positive 

correlation of the perfusion f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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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tiation between Malignant and Benign Breast 

Masses: Combination of Semi-Quantitative Analysis on 

DCE-MRI and Histogram Analysis of ADC Ma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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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210029 

 

Purpose: To investigate the performance of combined semi-quantitative analysis on 

dynamic contrast enhanced MRI (DCE-MRI) and histogram analysis of 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 (DWI) for distinguishing malignant from benign breast masses. 

Materials and methods: This study included 178 patients with breast masses (benign: 

malignant=88:90) who underwent both DCE-MRI and DWI. The semi-quantitative 

parameters derived from DCE-MRI and histogram parameters derived from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ADC) maps were compared between malignant and benign groups, 

and their differences were tested using independent-samples t test or Mann-Whitney 

test.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curves were used to determine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each significant parameter. 

Results: MSI, Einitial, ESER, SIslope and Epeak have shown significantly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malignant and benign groups (P<0.05). Among these parameters, SIslope 

exhibited the best diagnostic performance in predicting malignancy (cutoff value, 

0.096; ROC, 0.756; sensitivity, 86.7%; specificity, 61.4%). On the other hand, the 

histogram parameters except ADCmax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Among them, ADC10 exhibited the best diagnostic performance in 

predicting malignancy (cutoff value, 1.051; ROC, 0.885; sensitivity, 86.7%; 

specificity, 84.1%). The optimal diagnostic performance of the combination of ADC10 

and SIslope [area under curve (AUC), 0.888; sensitivity, 82.2%; specificity, 95.5%]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SIslope alone (P < 0.001). Moreover, the comb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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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wed higher AUC (0.888 versus 0.885) than ADC10 alone, but the difference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914). 

Conclusion: SIslope and ADC10 are significant predictors for breast malignancy. The 

combination of DCE-MRI and DWI improves differentiating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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脓肿型浆细胞性乳腺炎的 MRI 表现与鉴别 

 
陆孟莹,谭文莉,黄学菁,耿坚,张安君 

上海市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200021 

 

目的：总结 60例资料完整的乳腺病变的 MRI表现，重点将脓肿型浆细胞性乳腺炎、急性化脓

性乳腺炎及伴有囊性病灶的乳腺癌做鉴别。方法 回顾性分析了 2010年 1月～2016年 10月间

经我院手术病理确诊的 60例乳腺病变的 MRI表现，其中脓肿型浆细胞性乳腺炎 47例，急性化

脓性乳腺炎 8例，伴有囊性病灶的乳腺癌 5例。记录病灶的部位、数目、大小、形态和边界，

分析三种病变的 MRI特点。结果 三者有不少共同的征象，也有部分特征性征象。结论 脓肿型

浆细胞性乳腺炎 MRI表现复杂多样，因与急性化脓性乳腺炎及部分伴有囊性病灶的乳腺癌有共

同的 MRI表现而易误诊，需仔细观察征象、结合临床，提高诊断正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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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T、CESM 与传统影像学检查术前评估乳腺肿块 

大小准确性对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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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200032 

 

目的：探讨数字乳腺断层融合 X线成像（DBT）和对比增强能谱乳腺 X线摄影（CESM）术前评

估乳腺肿块大小的价值。 

材料与方法：回顾性分析第一及第二部分 DBT组和 CESM组病例，选取可测量大小的肿块型病

变纳入研究。由 2名高年资放射科医师分别测量可见肿块最大径，利用方差分析判断 DBT、

CESM与超声、FFDM、MRI测量值与术后大体标本大小之间的差异大小；利用 Pearson相关系数

分析 DBT、CESM与大体标本大小的相关性，并应用配对 t检验评价 DBT、CESM术前评估肿块大

小的能力。 

结果: 114例肿块纳入 DBT 组研究，103例肿块纳入 CESM 组研究。在 DBT组中，DBT及 MRI

测得肿瘤最大径与病理之间没有统计学差异(P值均>0.05)； FFDM和 B超与病理相比有统计学

意义（vs FFDM: t=3.30,P=0.0134; vs B超: t=2.58,P=0.0215）。DBT与病理结果的相关性

最高(r=0.84)，其次为 MRI(r=0.78)；而 B超最低（r=0.68）。在 CESM组中，CESM和 MRI测

得肿瘤最大径与病理之间没有统计学差异(P值均>0.05)；病理结果与 FFDM和 B超相比，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vs FFDM: t=3.68,P=0.0009; vs B超: t=2.76,P=0.0105）。CESM与病理结果

的相关性最高(r=0.89)，其次为 MRI(r=0.86)；而 FFDM最低（r=0.68）。 

结论: DBT、CESM对术前肿块大小评估较 B超和 FFDM更准确，与 MRI相似。DBT和 CESM 对肿

块大小评估与病理相关性较 B超和 FFDM更高，一定程度可以取代 M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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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breast tomosynthesis plus mammography,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plus mammography and 

mammography alone: A comparison of diagnostic 

performance in symptomatic women 

 
Tang Wei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Cancer Center 200032 

 

Purpose: To compare the diagnostic efficiency of digital breast tomosynthesis 

(DBT) plus digital mammography (DM) an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plus DM 

in symptomatic women. 

Materials and Methods: The protocol used in our study was accepted by the ethics 

committee at our hospital, and informed consent was obtained from all patients. 

Between June and December 2014, 197 patients with 238 histologically proven 

lesions all underwent DM, DBT and MRI. Two radiologists were responsible for 

interpreting all images according to the Breast Imaging Reporting and Data System 

(BI-RADS). The diagnostic performance of each method was assessed by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curve. The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accuracy, 

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 (PPV) and negative predictive value (NPV) were compared 

using McNemar’s test and Fisher’s exact test. A Kappa test was used to assess 

the interobserver agreement. 

Results: The area under the ROC curve (AUC) was lower in the group that underwent 

DM alone (Radiologist1 [R1], .849; Radiologist2 [R2], .850) than in the group 

that underwent DBT plus DM (R1, .907, P=.0204; R2, .900, P=.0239) and MRI plus DM 

(R1, .939, P=.0006; R2, .935, P=.0009). However,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group 

that received DBT plus DM and the group that received MRI plus DM was not 

significant (R1, P=.1262; R2, P=.0843). The accuracy (R1, 71.8%; R2, 71.4%) and 

sensitivity (R1, 71.9%; R2, 71.2%) of DM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DBT ((accuracy: 

R1, 85.3%, P =.001; R2, 83.6%, P<.001; sensitivity: R1,92.1%, P <.001; R2, 90.8%, 

P<.001) and MRI combined with DM  (accuracy: R1, 90.3%, P=.001; R2, 90.7%, P<.001; 

sensitivity: R1, 94.7%, P<.001; R2, 95.4%, P<.001). In contrast,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observed between DBT and MRI combined with DM (accuracy: R1, 

P=.644; R2, P=.360; sensitivity: R1, P=.502; R2, P=.359). The interobserver 

agreement of each method was excellent (k=.894 0.919 and .882 for DM, DBT and 

MRI combined with DM,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The diagnostic performance of DBT and MRI combined with DM is 

superior to that of DM alone in symptomatic women; MRI plus DM is slightly better 

than that of DBT plus DM, but this difference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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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428 

男性乳腺癌的 MR 影像学特征 

 
张盛箭,任采月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200032 

 

目的： 探讨男性乳腺癌的 MRI影像学特征，提高对其诊断及鉴别诊断的水平。 

材料与方法：回顾性分析本院 2011年 1月--2017年 5月间经我院手术病理证实男性乳腺癌患

者共 15例。分析其临床表现及病灶的大小、数目、形态、边界，信号特征及其强化方式，同

时观察乳头、皮肤及腋窝淋巴结改变。 

结果： 15例患者中位年龄 62岁（42-74岁），均为浸润性导管癌；均为单侧乳腺发病（右侧

9例，左侧 6例）；病灶呈肿块样强化 13例，一侧性腺体弥漫性强化 2例，病灶大小平均为

2.4cm（1.4-4.1cm）；病变位于乳晕后区及中央区 10例，外上象限 2例，内上及外下象限各

一例，余两例累计全部腺体。肿块形状为圆形及椭圆形 7例，不规则形 6例；边界清楚 8例，

边界模糊 5例，边缘见毛刺 3例；平扫 T1WI病灶呈等、略低信号 13例，低信号 2例；T2WI

呈等、略高信号 11例，高信号 4例；增强后呈不均匀强化 8例，环形强化 5例；增强曲线呈

流出型 12例，平台型 3例，无持续型曲线。乳腺皮肤增厚 5例，乳头内陷 4例；伴同侧腋窝

淋巴结肿大 6例。 

结论：男性乳腺癌的增强曲线及信号特征与女性乳腺癌相仿，但其形态表现有一定的特征。MR

在男性乳腺癌的诊断及鉴别诊断中有较为明显的优势。可作为男性乳腺癌的首选影像学检查方

法。 

  

 

 
EP-2429 

RECIST 标准联合 ADC 值对不同分子分型乳腺癌 

新辅助化疗的评估价值 

 
张丹丹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200127 

 

目的  探讨单一参照 RECIST 标准(DCE-MRI肿瘤最大直径的改变)与联合 RECIST标准和 ADC

值变化率(ΔADC%)在各亚型乳腺癌新辅助化疗(Neoaduvant Chemotherapy，NAC)疗效评估中的

价值，探究是否联合指标在 NAC后对检出不同亚型乳腺癌病理完全缓解(Pathological 

Complete Response，PCR)的敏感性和准确性更高。方法  回顾分析我院收治的局部进展期乳

腺癌 121例。其中包括 Lumina A 型(LA型)56例、Lumina B 型(LB型)42例、Her-2型(Her-2

型)13例和三阴性(TN型)乳腺癌 10例。通过单一测量 DCE图像瘤体最长径变化以及联合 DWI

图像 ADC值变化率(ΔADC%)的联合指标模型分别评价肿瘤对化疗药物的反应程度。结果  单

一参照 RECIST标准，对影像评估结果与术后病理结果进行一致性检验，Kappa值在总体患

者、Luminal A、Luminal B 和 Her-2型乳腺癌和 TN型乳腺癌中分别为 0.594、0.617、

0.401、0.690、0.800。联合 RECIST标准和ΔADC%，所得一致性检验结果为 0.844、0.792、

0.854、0.847、0.800。联合指标对 PCR诊断的敏感性在 Luminal A、Luminal B型中升高显

著，在 Her-2型略升高，TN 型不变。结论  RECIST标准联合ΔADC%对 Luminal A、Luminal 

B和 Her-2型乳腺癌新辅助化疗疗效评估价值优于单一参照 RECIST标准。对于 TN型乳腺癌，

单一参照 RECIST标准和联合 ΔADC%的评估结果相同。通过以上联合指标可有效检出不同亚型

乳腺癌 PCR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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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430 

乳腺腺病在 X 线摄影和超声检查中的不同征象与病理对照 

 
石新霞,贾雄 

兰州军区总医院 730050 

 

目的：研究乳腺腺病的乳腺 X 线摄影及超声的不同征象（如光滑或不规则肿块、局灶性不对称

或微钙化）与病理对照。 

方法：回顾性的分析了从 2011年 1月初到 2016年 2月底，到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影像科行乳

腺 X线检查的 531名女性，其中 16位患者病理结果为腺病；其中 20位患者（年龄 21～82

岁，平均年龄 46.75）局部乳腺 X线摄影、乳腺超声和病理结果。两位影像科医师分别进行诊

断，并给予 BI-RADS分类；诊断可信度采用 ROC曲线分析。 

结果：20例患者共切除了 26块病变组织，包括 15例腺病，21例腺病伴导管不典型增生；5

例腺病伴慢性乳腺炎和 5例腺病伴纤维化。15例腺病患者的超声表现包括：7例不规则高回

声；3例（20%）回声不均；2例囊肿。X线摄影表现为：7例（46.7%）正常；4例（26.7%）

局灶性不对称和 1例微钙化。18例腺病伴导管内不典型增生患者的超声表现为：7例

（33.3%）不规则高回声影；9例（42.9%）实质回声改变；2例（9.5%）高回声肿块；2例

（9.5%）混合回声肿块和 1例（4.8%）囊肿。乳腺 X线摄影表现为：10例（47.6%）光滑肿

块；5例（23.8%）不规则肿块，4例（19.0%）微钙化和 1例（9.6%）正常。超声的 ROC下面

积为 0.717，而乳腺 X线摄影检查为 0.361。 

结论：乳腺腺病的影像学表现多样：从正常到可疑恶性表现（不规则团块和/或可疑恶性钙

化）。超声对于该病的诊断特异性较乳腺 X线摄影高，尤其是对于纤维化和不规则肿块的鉴

别。 

  

 

 

EP-2431 

对比增强数字化乳腺 X 线摄影的辐射剂量分析 

 
沈茜刚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200032 

 

目的：探讨不同乳腺腺体类型、健侧或患侧乳腺、不同年龄分布下全数字化乳腺 X线摄影

（Full Field Digital Mammography，FFDM）和对比增强数字化乳腺 X线摄影（contrast-

enhanced digital mammography，CEDM）的平均腺体剂量（AGD）。方法：搜集 143例临床可

触及乳腺肿块患者，根据腺体类型（其中脂肪型 7例、散在纤维腺体型 31例、不均匀致密型

76例、极度致密型 29例）、病变部位（其中右侧乳腺病变 70例、左侧乳腺病变 64例、双侧

乳腺病变 9例）及年龄分布（其中＜40岁有 27例，41岁-50岁有 51例，51岁-60岁有 50

例，61岁-70岁有 15例）对患者进行划分，比较各腺体类型、健侧或患侧乳腺及不同年龄层

FFDM与 CEDM两种影像学检查方法的平均腺体剂量。结果：共计 143位患者，CEDM的 AGD较

FFDM高 26.22%，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不同乳腺腺体类型 FFDM和 CEDM剂量组内均存

在统计学差异（P<0.05）；FFDM和 CEDM剂量组间比较时，a、b、c、d四种腺体类型的 AGD分

别增加了 26.05%、25.92%、26.82%、24.93%，可见 c型腺体的 AGD增幅最大，d型腺体的 AGD

增幅最少（P<0.05）。患侧病变较健侧病变的 AGD值高 4.15%，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

各年龄段 FFDM和 CEDM的 AGD值组内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且组间也存在统计学差异

（P<0.05），其中两个病例数较多年龄段 41岁-50岁、51 岁-60岁的组间两两比较存在统计

学差异（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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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CEDM辐射剂量略高于 FFDM，不同乳腺腺体类型、病变部位及年龄层之间均有差异，但

前者仍是一种安全、可靠的检查技术，临床可根据实际需要开展应用。 

  

 

 
EP-2432 

Intravoxel Incoherent Motion 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 does it correlate with prognostic factors 

and molecular subtypes of breast cancers? 

 
che shunan,Zhou Chunwu,Li Jing,Ouyang Han,Zhao Xinming 

Cancer Hospital， Chines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100021 

 

PURPOSE: To investigate whether parameters deriving from intravoxel incoherent 

motion (IVIM) model correlate with prognostic factors and subtypes of breast 

cancers 

METHOD AND MATERIALS: From March 2014 to May 2015, 110 cases with 114 lesions, 

histologically confirmed breast invasive ductal cancer, were collected. All of 

them were examined with multiple b value DWI(12 b from 0-1000s/mm
2
) before 

surgery or core needle biopsy. GE postproecssing workstation was used to 

automatically calculate parameters(D, D* and f) deriving from IVIM model. 

Correlation between IVIM parameters and prognostic factors (including size, grade, 

status of vascular invasive and axillary lymph node, and the expression status of 

ER, PR, HER2 and Ki67) was analyzed using Mann–Whitney U test and spearman'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IVIM parameters among different molecular subtype was 

compared with Kruskal–Wallis H test 

RESULTS: The median D value of the low aggressive group, PR negative group and 

HER2 positive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highly aggressive 

group, PR positive group and HER2 negative group (P<0.001; P=0.042; P=0.001, 

respectively). The median D* value of HER2 positive lesion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HER2 negative ones(P=0.033). The median f value of the low 

aggressive lesions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highly aggressive 

ones(P<0.001). The median D value of HER2 enriched subtype tumor (1.11×10
3
mm

2
/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Luminal and triple negative subtype 

one(0.80×10
3
mm

2
/s; 0.82×10

3
mm

2
/s, respectively), there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mong them(P=0.026, P=0.048;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D value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umor grade and PR status, 

whil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HER2 status. D* value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HER2 status. f value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umor grade. D value can 

be used to distinguish the subtype of HER2 enriched tumors from the Luminal and 

triple negative 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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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433 

弥散峰度成像对乳腺癌新辅助化疗疗效的评估价值初探 

 
孙琨,严福华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200025 

 

目的 探讨磁共振弥散峰度成像对乳腺癌新辅助化疗疗效的评估价值。方法 选取我院 16例经

粗针穿刺、病理证实为浸润性乳腺癌女性患者分别于基线水平、化疗中期（第二疗程结束后

2-3天）及化疗结束后（手术前 2-3天）行三次常规 MRI平扫及 DKI检查。对所得 DKI图像的

K值及 D值变化率进行分析。该 16例患者均行 4-6周期的新辅助化疗，且均于化疗结束后于

我院行手术治疗，其中 1例行乳房单纯切除术，1例行乳房扩大切除术，另 14例均行乳房改

良根治术。依据化疗前后肿瘤病理学改变，分为反应组和相对无反应组。两配对样本 t检验及

ROC曲线分析用于比较 K、D及其化疗前后他们的变化率。结果 本研究中反应组 11枚病灶，

相对无反应组 5枚病灶。反应组初始 K值为 1.083 ± 0.128，D值为 0.970 ± 0.078，相对

无反应组初始 K值为 0.984 ± 0.090，D值为 1.103 ± 0.162，两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化疗中期反应组 K值为 0.835 ± 0.220，D值为 1.342 ± 0.305，相对无反应组 K

值为 0.840 ± 0.142，D值为 1.242 ± 0.300，两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所有化

疗疗程结束后反应组 K值为 0.581 ± 0.048，D值为 1.858 ± 0.146，相对无反应组 K值为

0.791 ± 0.111，D值为 1.375 ± 0.209，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01）。所有化疗

疗程结束时与基线相比，反应组与相对无反应组之间 K值与 D值的变化率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003）。化疗疗程结束时与第二疗程结束时相比，反应组与相对无反应组之间 K值变化率有

统计学意义（P=0.03），而 D值变化率无统计学意义（P=0.065）。所有化疗疗程结束时与基

线之间，K值变化率与 D值变化率具有最大 ROC曲线下面积（0.950）。结论 弥散峰度成像定

量分析 K值与 D值能有效评估局部进展期乳腺癌新辅助化疗疗效。 

 

 

EP-2434 

Can Quantitative T1 and T2 mapping be used for the 

diagnosis of breast cancer? 

 
Sun Kun,Yan Fuhua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Ruijin Hospital，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00025 

 

 

PURPOSE 

To assess the ability of quantitative T1 and T2 mapping in evaluating breast 

cancer. 

  

METHOD AND MATERIALS 

T1 and T2 mapping were performed in 181 patients with pathologically proven breast 

lesions using a 1.5 T MR scanner. T1 mapping using a modified Look-Locker 

inversion recovery sequence, and T2 mapping using a 3 points T2 prepared Trufisp 

sequence. The maximum, minimum and mean T1 and T2 values were calculated. T-test, 

ROC curves and Spearman correlation were used for statistical analy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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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There were 34 benign lesions and 147 malignant lesion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benign and malignant breast lesions of maximum, minimum and 

mean T1values (P=0.69, 0.94, 0.63).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benign and malignant breast lesions of maximum, minimum and mean T2 values (P＜

0.01,P=0.03,P＜0.01 ). The mean T2 values of benign lesions were 104.67±38.69，

while the mean T2 values of malignant lesions were 74.35±26.70.The mean T2 values 

had the highest area under the ROC curves (0.78). 

  

CONCLUSION 

T2 mapping may be helpful for the preoperative differentiation of benign and 

malignant breast lesions, while the ability was not found in T1 mapping. 

  

 

 

 

EP-2435 

数字乳腺断层摄影与乳腺超声对致密型乳腺病变诊断价值对

比研究 

 
文婵娟,陈卫国,徐维敏,曾辉,吴杰芳,何子龙,秦耿耿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510515 

 

目的 比较数字乳腺断层摄影与乳腺超声对致密型乳腺病变的诊断价值。 

方法 共 328名致密型乳腺女性进行乳腺筛查或诊断性检查，所有病例均接受数字乳腺摄影，

附加断层摄影及超声检查，超声和数字乳腺摄影时间相差不超过 2周。然后对数字乳腺断层摄

影和超声结果进行独立评估。主要采用受试者特征性曲线（ROC）评估两者的诊断准确性，以

及两种方法对乳腺病变诊断的敏感性、特异性及预测值。 

结果 在 238名参与者中，共 228例（其中 68乳腺癌）纳入分析，基于 ROC曲线分析，对于致

密型乳腺病变的诊断效能数字乳腺断层摄影的效能与超声基本一致，两者没有明显的统计学差

异，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 0.889、0.902（p=0.401）。数字乳腺断层摄影的敏感性、特

异性分别为 90.4%、84.2%，乳腺超声的敏感性及特异性分别为 93.5%、70.2%，前者敏感性稍

低于后者，但特异性明显高于超声，两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阳性预测值分别

为（56.7%和 44.6%,p=0.001），数字乳腺断层摄影高于超声检查。 

结论 数字乳腺断层摄影是乳腺摄影检查的很好的辅助手段，特别是对致密型乳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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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436 

X 线钼靶诊断 57 例乳腺癌回顾性分析 

 
张云平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九医院 661600 

 

目的 分析乳腺癌的钼靶 X线表现，提高乳腺癌的诊断率。方法 经过病理诊断的乳腺癌 57

例，回顾性分析 X线表现。结果 乳腺癌的 X线主要表现为小于临床触诊的肿块、恶性钙化、

非对称性局限性或弥漫性致密浸润影、结构紊乱。结论 乳腺癌可以出现多种 X线表现，其中

小于临床触诊的肿块、恶性钙化是乳腺癌的基本 X线征象和重要的诊断依据。 

  

 

 
EP-2437 

3.0T 定量增强 MRI 参数与乳腺癌形态、最大径 

及分级的相关性研究 

 
王瑞

1
,刘万花

1
,李丽环

2
 

1.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2.苏州九龙医院 

 

目的 探讨 3.0T定量增强 MRI参数与乳腺癌形态及分级的相关性研究。 

材料和方法 102例乳腺癌患者共 107个病灶均行 3.0T定量动态增强 MRI检查，获得定量参

数：容量转移常数(K
trans

)、速率常数(kep)和血管外细胞外间隙容积比(ve)，对不同病理分级、

核分级、肿块最大径的乳腺癌定量血管参数进行比较；分析定量血管参数乳腺癌形态、最大径

及分级的相关性。 

结果 1.肿块型乳腺癌的 K
trans

值高于非肿块型乳腺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值为 0.022）。 

2. 最大径>20mm的乳腺癌血管参数（K
trans

、kep)高于≤20mm 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值分

别为 0.117、0.108）。 

3. 肿块型浸润性乳腺癌中，病理学分级及核分级高的血管参数 K
trans

、kep分别高于分级低组

（P值分别为 0.027、0.007；0.017、0.028）。 

4.不同组织病理学分级、核分级、肿块最大径的 ve值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但肿块最大径

>20mm、分级高的乳腺癌 ve值低于肿块最大径≤20mm及分级低组。结论 3.0T定量增强 MRI参

数与乳腺癌形态及浸润性癌的分级程度有关，高 K
trans

、kep值及低 ve值预后较差。 

 

 

EP-2438 

3.0T MRI 定量增强参数与乳腺癌预后因子的相关性研究 

 
刘万花

1
,王瑞

1
,李丽环

2
 

1.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2.苏州九龙医院 

 

目的 探讨 MRI定量增强参数与乳腺癌预后因子间的相关性。材料和方法  回顾性收集

2012.05-2015.6的 127例乳腺癌患者共 133个病灶，均行 3.0T MRI定量动态增强检查并经病

理证实，应用经典 Tofts模型分别测量乳腺癌的药代动力学参数 K
trans

、kep、Ve值，并通过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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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检查获得免疫组化指标 ER、PR、Her-2、Ki67。比较各免疫组化指标不同表达时的定量增强

参数，并探讨两者间的相关性。 

结果 ① ER-、PR-比 ER+、PR+的 K
trans

值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值分别为 0.002、

0.001）。② ER-、PR-比 ER+  、PR+的 kep值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值分别为 0.011、

0.028）。③ER及 PR是否表达与 Ve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值大于 0.05）。Her-2及 Ki-67是

否表达与所有定量参数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值 0.05）。 

结论  ER、PR不同表达状态与 Ktrans值及 kep 值有相关性。 

 

 
EP-2439 

3.0T 动态增强 MR 乳腺背景实质强化及 FFDM 

乳腺密度与乳腺癌风险的相关性 

 
叶媛媛,刘万花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210009 

 

目的：1.探讨 3.0T动态增强 MR乳腺背景实质强化(background parenchymal 

enhancement,BPE)及全数字化乳腺摄影(full field digital mammography,FFDM)乳腺密度

(mammographic density,MD)与乳腺癌风险的相关性。2.探讨 MR-BPE与 FFDM-MD之间的关系。

3.乳腺 BPE及 MD的影响因素。材料和方法：根据年龄和检查时间，将病例组（乳腺癌患者）

与对照组（即 MR表现为阴性或良性改变）以 1:2进行配比，共计 216人作为研究分析对象。

分别给出病例组、对照组中 MR-BPE的程度以及 FFDM-MD的类别。MR-BPE分为几乎没有、轻

度、中度及重度；FFDM-MD 分为 ACR(American College of  Radiology）1、ACR 2、ACR 3

和 ACR 4。运用条件 logistic 回归分析判定 BPE、MD与乳腺癌风险的相关性，并计算 OR(odds 

ratio,OR)值。当 OR值大于 1时，此因素考虑为风险因素，且 OR值越大，风险性越高。用

Spearman秩相关判定 BPE与 MD之间相关性。结果：1.与对照组 OR值相比，乳腺癌患者的 OR

值随着 BPE水平的增加而增加；中度或重度 BPE与几乎没有或轻度 BPE的 OR值之比分别为

5.0（阅片者 1）和 3.3(阅片者 2），均 p＜0.05。2.与对照组 OR值相比，乳腺癌患者的 OR值

随 MD类别的增加而增加；MD呈 ACR 3或 ACR 4与 MD呈 ACR 1或 ACR 2的 OR值之比分别为

4.7(阅片者 1）以及 5.8（阅片者 2），均 p＜0.05。3.绝经前、后女性 BPE与 MD之间无明显

相关性 4.BPE及 MD均受绝经前、后的影响，在绝经后 BPE 程度及 MD类别均下降。结论：MR-

BPE程度的增加或 FFDM-MD 类别的增加均会增加患乳腺癌的风险性。 

 

 

EP-2440 

基于格式塔认知框架的乳腺肿块分割算法 

 
王红玉

1
,冯筠

1
,刘飞鸿

1
,陈宝莹

2
 

1.西北大学 

2.第四军医大学附属唐都医院 

 

 

乳腺癌是一种严重危害女性生命健康的常见癌症，作为乳腺癌检测与诊断的关键环节，乳腺肿块分

割在乳腺癌计算机辅助诊断研究中至关重要。目的：针对 X 线图像乳腺肿块分割易受边缘及周围腺

体组织干扰，分割精度不高的问题，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格式塔认知框架的乳腺肿块分割算法。方

法：该算法利用格式塔心理学理论，对人类视觉自下而上的感知和自上而下的认知过程建模，并将

其在乳腺分割问题中实例化表示。首先，综合 X 线图像的多种底层特征，抽取视觉块，并将其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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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认知单元；然后利用图像局部自相似性及格式塔规则进一步简化图像，完成自下而上的感知过

程；最后从全局特征出发，借鉴图割的思想，进行自上而下的认知，并在其中融入专家诊断知识，

通过最优化求解目标函数实现肿块的自动化分割。结果：在公开数据集 INbreast 上进行实验验

证，对比其他流行算法，分割准确率提高了 10%。结论：该算法实现了无监督的自动化病灶分割，

无需人工干预，分割准确率较高；同时算法稳定有效，对图像噪声具有强抗干扰性，具有重要的研

究价值与应用前景。 

 

 
EP-2441 

The Value of DKI: Quantitative Parameters in 

Differentiating Breast lesions  

 
Ke Chenglu,Li Jing,Che Shunan 

National Cancer Center/Cancer Hospital， Chines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and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100021 

 

 

Purpose 

To assess the value of diffusion kurtosis imaging (DKI) in differentiating breast 

lesions. 

Materials and Methods 

86 women (mean age 45.7 years, range 15-69 years) underwent 3.0T breast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including a DKI sequence (3b-values of 0, 1000, and 2000 

sec/mm
2 
) and a DWI sequence (b=1000 sec/mm

2
).The status of breast lesions were all 

identified by operations or biopsies. The related parameters from DKI (mean 

diffusivity, MDk, mean kurtosis, MK) and ADC from DWI were measured for primary 

tumors. Comparisons was conducted through the Independent-sample t-test,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analysis. 

Results 

Totally 90 breast lesions were enrolled in the study (58 malignant and 24 benign 

lesions).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for all parameters between malignant 

and benign groups. The MK for malignant lesion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for benign lesions (0.88±0.11 vs 0.58±0.12, respectively; p<0.0001), meanwhile, 

ADC and MDk for benig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for malignant group 

((1.21±0.23)×10
-3
mm

2
/s vs (1.03±0.24)×10

-3
mm

2
/s and (1.66±0.16)×10

-3
mm

2
/s vs 

(1.10±0.21)×10
-3
mm

2
/s, respectively; p<0.0001). And the areas under the curve 

(AUC) for parameters is 0.975 for MDk, 0.966 for MK and 0.876 for ADC. The 

significantly higher specificity for differentiation of malignant from benign 

lesions was shown with the use of MK than others (96.6%, cutoff-value, 0.70). 

Conclusion 

The preliminary study demonstrated that DKI parameters could be used to assess 

malignant and benign breast lesions better than DWI parameter according to th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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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442 

IVIM and DKI: Quantitative Parameters in 

Differentiating Breast lesions and Correlations with 

Histopathologic Factors 

 
Ke Chenglu,Li Jing,Che Shunan 

National Cancer Center/Cancer Hospital， Chines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and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100021 

 

 

Purpose: 

To assess the intravoxel incoherent motion imaging (IVIM) and diffusion kurtosis 

imaging (DKI) in differentiating breast lesions and to evaluate the potential 

association between IVIM and DKI quantitative parameters and clinical-pathologic 

factors of breast cancer. 

Materials and Methods:   

64 women (mean age 44.6 years, range 15-68 years) underwent 3.0T breast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including a DKI sequence (3 b-values of 0, 1000, and 2000 

sec/mm
2
) and a IVIM sequence (12 b-values, 0-1000 sec/mm

2
). The status of breast 

lesions was all identified by operations or biopsies and histopathology were 

documented for each other. The related parameters from DKI (mean diffusivity, MDk, 

mean kurtosis, MK) and IVIM (fast ADC, D; slow ADC, D* and Fraction of slow ADC, f) 

were measured for primary tumors in the workstation (Figure 1,2), Comparisons was 

conducted through the Independent-sample t-test,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analysis and the Spearman correlation analysis. 
Results: 

Totally 66 breast lesions were enrolled in the study, with 42 malignant and 24 

benign.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for all parameters between malignant and 

benign groups in addition to D*.The MK and f for malignant lesion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for benign lesions( 0.86±0.12 vs 0.58±0.12 and 

38%±15% vs 26%±15%, respectively; p<0.0001), in contrast, the MDk and D for 

benig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for malignant group( (1.66±0.23×10-3mm2/s vs 

(1.11±0.18)×10-3mm2/s and (1.17±0.25)×10
-3
mm

2
/s vs (1.03±0.24)×10

-3
mm

2
/s, 

respectively; p<0.0001).And according to the ROC analysis, the greatest area under 

the curve (AUC) for parameters is 0.98 for MDk ,and 0.96 for MK. The significantly 

higher specificity for differentiation of malignant from benign lesions was shown 

with the use of MK than others. 

Conclusions: 

The preliminary study demonstrated that DKI parameters could be used to assess 

malignant and benign breast lesions well according to th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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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443 

核磁共振检查在乳腺癌患者术前新辅助化疗评估中的作用 

 
郭晓涵 

江苏省肿瘤医院 210009 

 

[摘要]目的：评价核磁共振检查在乳腺癌患者术前新辅助化疗评估中的作用。 

方法：分析本院 48位经穿刺活检确诊为乳腺癌的患者，全为女性，年龄：28—72岁，中位年

龄：51岁。临床分期ⅡＡ～ⅢＣ，均予以新辅助化疗(含紫杉醇类和/或蒽环类)2～5周期。检

查使用 Philips公司生产的 Achieve型 1.5T超导 MRI扫描仪和 LBS（Luminescence Breast 

System )固定系统。在 LBS 固定系统上，配有 16通道乳腺线圈。有患者手术前均行核磁共振

成像、Ｂ超及临床检查,以术后病理检查结果为金标准，三种方法所测出肿块的最长径与最短

径分别与之相对比,评价 MRI 在评估肿块大小范围上的准确性及在判断肿块化疗后形态改变上

的作用，并且评估 MRI在判断腋窝淋巴结转移方面的作用。 

结果：MRI检查测出的肿块最长径与病理检查测出的最长径的关联性最高(ｒ=0.876，Ｐ

<0.05)，Ｂ超检查与病理检查呈中度关联(ｒ=0.608,Ｐ<0.05)，临床检查与病理检查的关联性

最低(ｒ=0.561,Ｐ<0.05)；最短径得出的结果与之类似。新辅助化疗后残留肿块在 MRI上呈现

两种形态：通过磁共振 T1高分辨力各向同性容积激发（THRIVE）多期动态增强扫描序列发现

22%为多发结节型，78 %为单发结节型。MRI在腋窝淋巴结是否转移的判断上,敏感度为 48.7%,

特异度为 52.0%，准确度为 43.6%。最后根据磁共振动态增强（THRIVE）和弥散加权成像

（DWI）的结果，有 8例患者改变了原订的手术方案。 

结论：通过磁共振成像检查，可以在乳腺癌新辅助化疗后能更好评估乳腺癌的范围及形态，帮

助临床医师更好地进行术前评估，更好地选择手术方式和确定手术范围。 

  

 

 

EP-2444 

隐匿性乳腺癌的 MRI 表现与病理特征 

 
张俊杰,杨晓棠,张瑞平,杜笑松 

山西省肿瘤医院 030013 

 

目的 探讨隐匿性乳腺癌乳腺内原发癌灶的 MRI表现及其组织病理和免疫组化指标特征。方法

回顾性分析 34例隐匿性乳腺癌患者的临床以及乳腺 MRI、病理资料。依据 ACR于 2013 年出版

的磁共振乳腺影像报告和数据系统（BI-RADS-MRI）对乳腺内病灶进行分析，研究其增强后形

态学特征以及时间-信号强度曲线（TIC），并分析其组织病理和免疫组化指标特征。 结

果  34例中有 24例进行了乳腺癌改良根治术，其中 18例在乳腺病理切片中找见了原发癌

灶。在磁共振上检出了 17例，17例癌灶中肿块型病变 6 例，体积较小，大小 0.6-1.2cm（平

均 0.9cm）；非肿块样强化病变 11例，其中线样分布 4例，段样分布 3例，局灶性分布 3

例，区域性分布 1例。TIC 类型：I型 5例、II型 10例、III型 2例。34例隐匿性乳腺癌中

有 23例取得完整免疫组化结果，ER阳性病灶 11个（47.8%），PR阳性病灶 10个（43.5%），

HER-2阳性病灶 7个（30.4%），Ki-67高表达（>14%）20个（87%）。Luminal A型仅有 1例

所占比例为 0.04%，luminal B型 10例占 43.5%，三阴性 7例占 30.4%，Her-2过表达型 5例

占 21.7%。 结论  乳腺内隐匿性癌灶在 MRI上常表现为体积较小的肿块型病变及局灶性分

布、线样分布或段样分布的非肿块样强化病变。ER、PR阳性率低，而 Her-2阳性率高、Ki67

增殖指数较高，其分子亚型构成以 luminal B型最为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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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445 

磁共振扩散加权成像 ADC 值与乳腺浸润性 

导管癌病理预后因子的相关性研究 

 
张俊杰,杨晓棠,张瑞平,张建新 

山西省肿瘤医院 030013 

 

目的：探讨磁共振扩散加权成像 ADC值与乳腺浸润性导管癌病理预后因子的相关性，为其评估

乳腺癌预后提供理论依据。 

材料与方法：回顾性分析 2015年 1月至 2016年 5月 80例乳腺浸润性导管癌患者的术前 MRI

资料，其中 58例在 MRI上表现为肿块型病灶，该部分患者纳入本次研究。采用 3T磁共振扫

描，DWI检查参数：（b = 0、1000 s/mm
2
 ），在 ADC图上手动测量肿瘤最小 ADC值，分析

ADC值与乳腺癌病理预后因子的相关性。病理预后因子包括组织学分级、分子亚型（Luminal 

A型、Luminal B型、HER2 过表达型、三阴性乳腺癌）及 Ki67的表达。应用 t检验、方差分

析、spearman等级相关进行统计分析，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不同分级的乳腺浸润性导管癌 ADC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ADC值与病理分

级呈负相关（r= -0.575， P＜0.001）。乳腺浸润性导管癌 4种分子亚型间 ADC值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乳腺浸润性导管癌 Ki67低表达组（＜14%）与高表达组（＞14%）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ADC值与 Ki67表达水平呈负相关（r= -0.424， P＜0.001）。  

结论：ADC值与乳腺浸润性导管癌病理分级及 Ki67增殖指数存在一定相关性，与乳腺癌分子

亚型不相关。 

  

 

 
EP-2446 

MR 扩散峰度成像对 BI-RADS 3 及 4 类病变的诊断价值 

 
周卫平,陈宏伟,方向明,姜新宇,杨天香,高韵,廖蕾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市人民医院 214000 

 

目的 探讨 MR扩散峰度成像（DKI）对乳腺 MRI动态对比增强（DCE）BI-RADS 3及 4类病变的

诊断价值。方法 收集 2015 年 2月至 2016年 6月术前行乳腺动态对比增强 MRI及高 b 值弥散

加权扫描、且 BI-RADS 3及 4类的病例共 59例，71个病灶，中位年龄 45岁，，按病理结果

分为恶性组（n=44个）与良性组（n=27个）。记录良、恶性组病灶大小、形态、边缘、早期

强化率、内部强化表现及 TIC类型。通过 DKI模型，测量病灶感兴趣区平均弥散峰度（MK）、

平均弥散（MD）。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Fisher精确概率法分析各参数的差异。比较基于 DCE

和 DCE 结合 DKI的两套 BI-RADS评估的敏感度、特异度、准确度。结果 ①乳腺 BI-RADS 3 及

4类肿块病灶良、恶性组间病灶形态、边缘、内部强化、早期强化率、TIC类型差异有统计学

差异（P < 0.05），病灶大小、T2WI信号强度无统计学差异。②乳腺 BI-RADS 3及 4类肿块

病灶良性组与恶性组间 MK、MD的差异具有统计学差异，MK、MD诊断乳腺肿块为恶性病变的

ROC曲线下面积（AUC）为 0.96、0.92，分别以 0.71和 1.42×10
-3
mm

2
/s作为诊断阈值，其敏

感度分别为 90.9%、96.3%，特异度分别为 92.6%、84.1%。③根据 DCE-MRI图像做出的 BI-

RADS评估中，3类有 17个，4类有 54个。结合 DCE-MRI 图像和 DKI参数值做出的 BI-RADS分

类中，2类 9个，3类 18个，4类 10个，5类 34个。以病理结果为金标准，BI-RADS-DCE和

BI-RADS-DCE+DKI评估乳腺肿块病灶为恶性病变的敏感度、特异度、准确度分别为 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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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1%、74.6%和 95.5%、96.3%、95.8%。结论 DKI模型能为 BI-RADS 3和 4类病灶的提供客观

指标，提高诊断特异度和准确度，增加放射医生的诊断信心。 

 

 

EP-2447 

磁共振 IVIM 与乳腺癌特异受体表达及其脉管、神经 

侵犯的相关性研究 

 
余哲歆,刘进康,周晖,李义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410008 

 

 

目的：探讨体素内不相干运动模型（IVIM）与乳腺癌特异性受体表达及其脉管、神经侵犯的相

关性。 

方法：前瞻性收集湘雅医院乳腺外科 2016年 1 月至 2017 年 4 月 26 例乳腺肿块患者，术前行

乳腺常规动态增强 MRI 及多 b值 DWI(15个 B值分别为 10，20，30，40，50，60，70，80，

90，100，200，300，400，500，1000)、DCE扫描，经后处理计算出参数 standard ADC、D、

D*及 f值，画出 TIC曲线，最终选择 18例经手术病理确诊的乳腺癌患者，术后对手术标本行

免疫组化检测，探究 IVIM 与乳腺癌特异性受体表达及其脉管、神经侵犯的相关性。 

结果：总共 18例确诊为乳腺癌患者，ER阳性 14例，阴性 4例，PR阳性 13例，阴性 5例，Ki 

67阳性 18例，阴性 0例，HER-2阳性 12例，阴性 6例，脉管侵犯阳性 5例，阴性 13例，神

经侵犯阳性 1例，阴性 17例。乳腺癌脉管、神经侵犯阳性组 standard ADC值、D值低于脉

管、神经侵犯阴性组（P小于 0.05），standard ADC值、D值、TIC曲线在乳腺癌脉管、神经

侵犯中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IVIM参数及 TIC曲线联合预测乳腺癌脉管、神经侵犯的效能最

高，IVIM参数、TIC曲线与特异受体 ER、PR、Ki 67、HER-2具有一定相关性。 

结论：磁共振 IVIM及 TIC曲线有望预测乳腺癌分子表型表达情况，对预测乳腺癌脉管、神经

侵犯具有指导意义，有利于临床治疗方案的选择、疗效监测及预后评估。 

 

 
EP-2448 

关于乳腺 X 线摄影中局灶性不对称的临床意义研究 

 
上官芳芳,陈宝莹,贺延莉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710038 

 

目的：明确乳腺 X线摄影检查中局灶性不对称的临床意义。  

方法：回顾性分析 2009年 12月至 2017年 6月经 2名影像医生诊断为局灶性不对称 183 例，

其中 69例具有病理结果或随诊结果，纳入本次研究。记录其组织病理学结果和或其他影像学

检查的结果，并且对患者进行随诊复查（大于等于 2年）。分析在局灶性不对称的影像学特

点，分析 BI-BADS分类与病理结果及随诊结果的相关性。 

结果：对纳入的 69例病人共 69个局灶性不对称进行回顾性分析： 45例（65.2%）进行了 X

线摄影的随诊复查（≥2年），24例（34.7%）行超声检查， 13例（18.8%）行 MRI平扫及增

强检查。在 69例病人中首次 X线摄影检查 BI-BADS分类 归于 2类 2例（2.9%），归于 3类

40例（57.9%），归于 0类 16例（23.1%），归于 4类 11 例（15.9%）。在 69例病人中进行

手术共 17例，其中乳腺癌 9例，占 13.1%。69例局灶性不对称 X线摄影评估为 0/3/4类的共

67例，进一步行超声检查或/及 MRI检查发现病变为 31例（45.6%），手术病理证实为病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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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17例（乳腺癌 9例/13 .4%； 良性病变 8例/11.9% ），总体的 X线摄影预测局灶性不对称

为病变的阳性预测值(ppv病变)为 56.7%（38/67），乳腺癌阳性预测值（ppv1）为 13.4%

（9/67）。69例局灶性不对称 X线摄影评估为 0/4类的共 27例，乳腺癌阳性预测值（ppv2）

为 32.1%（9/27）；69例局灶性不对称 X线摄影评估为 4类的共 11例，乳腺癌阳性预测值

（ppv3）为 36.3%.（4/11）。 

结论：在本组资料中乳腺 X线摄影中局灶性不对称提示为病变的阳性预测值比较高，恶性的比

率也相对较高，建议针对局灶性不对称应进行相关性的超声检查或是 MRI检查是必要的。 

 

 
EP-2449 

动态增强磁共振成像定量评估乳腺良恶性病变的诊断价值 

 
南聪慧,张伟,王慧颖,华薇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探讨动态增强磁共振成像在乳腺良恶性病变中病灶(Lesion，Le)及背景实质

（Background parenchymal，BP）的血流动力学参数的诊断价值。 

方法 收集 2016年 01月~2016 年 07月期间于我院行乳腺 DCE-MRI检查的 41名患者的相关资

料，以病理诊断为金标准，测量病灶及背景实质的容量转移常数（Ktrans）、速率常数（Kep）、

血浆分数（Vp），分别以 Le-Ktrans、Le-Kep、Le-Vp、BP-Ktrans、BP-Kep、BP-Vp表示，采用 Mann-

Whitney U检验比较良恶性组之间相关参数是否存在统计学差异；采用受试者工作特性曲线下

面积（AUC）比较相关指标的诊断价值。 

结果  41名患者共 45例病灶，其中良性病变 21例，恶性病变 24例，恶性组患者的 Le-

Ktrans、Le-Kep 、BP-Ktrans、BP-Kep均较良性组高，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恶性组患者

的 Le-Vp、B P-Vp也高于良性组，但无统计学差异（P=0.649）。诊断良恶性病变时，Le-

Ktrans、Le-Kep、Le-Vp、BP-Ktrans、BP-Kep、BP-Vp的 AUC分别为 0.762、0.683、0.540、0.806、

0.754、0.607，其中 BP-Ktrans的 AUC最高，敏感度、特异度分别为 87.50%、76.19%。BP-Kep与

Le-Vp、BP-Ktrans 与 Le-Vp 、Le-Ktrans 与 Le-Vp的 AUC两两对比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

（P<0.05），余 AUC两两对比无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DCE-MRI相关参数中，Le-Ktrans、Le-Kep、BP-Ktrans、BP-Kep存在一定的诊断价值，其中 BP-

Ktrans的诊断价值最高。DCE-MRI数据的血流动力学分析有助于鉴别良恶性病变，有望成为无创

性诊断乳腺病变的新方法。 

 

 
EP-2450 

借助 MRI 动态增强血管成像和扩散加权成像 

提高 BI-RADS 分类的准确性 

 
巴照贵,刘丹丹,倪晓丽 

莱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医院 271126 

 

目的 借助 MRI动态血管成像和扩散加权成像（DWI）提高 BI-RADS分类的准确性，指导临床制

定合理的治疗方案。方法 150例乳腺病变均行常规 MRI平扫、动态增强及 DWI检查，所有病

例均经手术或穿刺活检证实。DWI检查通过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曲线），分析确定最佳

界值作为判定良恶性的阈值。结合 Fischer’s 评分结果及 DWI对 BI-RADS-MRI4类病变进行亚

分类。分析 MRI增强 3D最大密度投影图像，记录病变侧是否存在血供不对称性增加和临近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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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征。BI-RADS-MRI4A、4B、4C类病变，如果无血供不对称性增加和临近血管征，定义为 BI-

RADS-MRI4A（-）、4B（-）、4C（-）；如果存在血管不对称性增加或临近血管征，定义为

BI-RADS-MRI4A（+）、4B（+）、4C（+）。分析各 4类病变的阳性预测值，确定各类病变的临

床处理策略。结果 150例乳腺病变中，BI-RADS-MRI4类病变共 62例。4A、4B、4C类病变的

阳性预测值分别为：7.7%、52.4%、89.3%；4A（-）、4A（+）、4B（-）、4B（+）4C（-）、

4C（+）类病变的阳性预测值分别为： 0、50%、33.3%、66.7%、66.7%、100%。4A（-）类病变

归为 3类病变处理，可以使 11例良性病变免于穿刺活检。4C（+）类病变归为 5类病变进行处

理。4A（+）、4B（-）类病变按 4B类病变进行处理，4B（+）4C（-）类病变按 4C类病变进行

处理。结论 借助 DWI对 BI-RADS-MRI4类病变可以进行合理的亚分类，结合 MRI动态血管成像

及亚分类结果，可以明显提高 BI-RADS分类的准确性，帮助临床选择合适的治疗方案。 

 

 

 
EP-2451 

磁共振弥散加权成像对乳腺癌患者术前评估的价值 

 
张睿馨,李琳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150001 

 

目的：通过对接受新辅助化疗的 59例晚期局部乳腺癌患者磁共振弥散加权成像（DWI）的结果

进行分析并对照病理结果，评估晚期局部乳腺癌患者外科手术病灶范围。 

方法：采用 3.0T磁共振对新辅助化疗前，以及新辅助化疗前Ⅰ期和Ⅲ期的患者进行 DWI成

像。对全肿瘤、肿瘤实质及肿瘤内部坏死区域的表观扩散系数进行数据分析。选取从肿瘤边缘

到外肿瘤边缘连续 6层(OM1-OM5)进行 ADC值分析，层厚选取 5mm。通过数据采集及分析选取

手术边界。 

结果：59例患者中，11例为病理完全应答（pCR），31例为部分应答（pPR），17例为无应答

（pNR）。在新辅助化疗后病理完全应答组和部分应答组中全肿瘤表观扩散系数（ADCWT）及肿

瘤实质表观扩散系数（ADCST）显著增加。在新辅助化疗前 ADC值在 pCR组较 pPR组及 pNR组

明显降低，暗示肿瘤的非均匀性可能影响药物的灌注。肿瘤外缘（OM1, OM2, 和 OM3）在新辅

助化疗Ⅲ期的患者中 pCR组、pPR组及 pNR组有显著差异。在 pCR组中新辅助化疗Ⅲ期的患者

较新辅助化疗前的患者肿瘤外缘（OM1, OM2, 和 OM3）的 ADC值显著下降，提示肿瘤的外缘仍

有肿瘤组织残留。 

结论：乳腺癌患者术前磁共振弥散加权成像可以作为定义肿瘤边缘及残余肿瘤组织范围的关键

手段，以期有益于提高乳腺癌患者保乳术后的有效生存率。 

 

 
EP-2452 

多 b 值弥散加权成像鉴别乳腺非肿块样强化病变的研究 

 
韩宇,解卓,胡玉川,崔武勋,贺延莉,张贝,户丽娜,崔光彬,陈宝莹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710038 

 

 

目的：探究多 b值弥散加权成像在鉴别乳腺非肿块样强化病变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回顾性分析 MR表现为非肿块样强化的患者 18例，共 18个病变，所有患者在行 MR检查

前均签署被试知情同意书。分别行传统弥散及多 b值弥散加权成像，结合动态增强图像在弥散

图像上选取感兴趣，运用 IVIM和拉伸指数模型处理数据分别得到良性组及恶性组增强前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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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f、DDC以及 alpha 值。同时得到病变区域动态增强曲线达峰时间。所有病变均通过手

术或穿刺活检获得病理学结果。评估多 b值弥散加权成像各参数对于乳腺非肿块样强化病变的

诊断效能。 

结果：18例病变中，导管原位癌（DCIS）2例，浸润性导管癌（IDC）4例，腺病 12例。尽管

各参数值均无统计学差异，但是恶性组 D*值为 7.916±0.564X10
-3
mm

2
/s，良性组 D*值为

3.651±1.138X10
-3
mm

2
/s，恶性组的该参数值有高于良性组的趋势。恶性组动态增强的达峰时

间值为 404.909±67.3s，良性组达峰时间值为 193.166±64.6s，二者具有明显统计学差异

（p<0.01）。 

结论：良、恶性非肿块样强化病变在血流灌注方面的差异可能是鉴别二者的关键点之一，多 b

值弥散加权成像提供的多参数分析有助于非肿块样强化病变的鉴别诊断，但有待于大样本的进

一步分析。 

 

 
EP-2453 

应用多 b 值弥散加权成像拉伸指数模型鉴别 

乳腺良、恶性疾病的研究 

 
解卓

1
,胡玉川

2
,贺延莉

2
,张贝

2
,韩宇

2
,崔武勋

2
,户丽娜

2
,崔光彬（*）

2
,陈宝莹（*）

2
 

1.白求恩医务士官学校医学影像教研室 

2.第四军医大学附属唐都医院放射科 

 

目的：评估多 b值弥散加权成像拉伸指数模型（stretched-exponential）与传统弥散加权成

像在乳腺疾病诊断中的价值。 

方法：连续收集我院进行乳腺 MR检查的 42位患者（良性病灶 19例，恶性病灶 23例），获得

被试知情同意后在增强前行多 b值弥散加权成像，结合动态增强图像在多 b图像上选取感兴

趣，以正常腺体为对照，拉伸指数模型处理数据得到

DDC(distributed  diffusion  coefficient)、alpha 以及传统弥散加权图像表观弥散系数

ADC值（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通过手术或穿刺病理、跟踪随访确诊疾病类

型。 

结果：恶性病变的 DDC、alpha、ADC值分别为 1.115±0.467X10
-3
mm

2
/s、0.767±0.139、

1.035±0.244 X10
-3
mm

2
/s；良性病变的 DDC、alpha、ADC值分别为 1.691±0.485X10

-3
mm

2
/s、

0.859±0.107、1.462±0.292X10
-3
mm

2
/s；正常腺体的 DDC、alpha、ADC值分别为

1.700±0.350±0.485X10
-3
mm

2
/s、0.865±0.080、1.456±0.388X10

-3
mm

2
/s。良、恶病变的各参

数值均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运用 DDC、alpha、ADC 区别良、恶性病变绘制 ROC 曲线，

相应参数的曲线下面积依次为 0.805、0.750、0.832。 

结论：多 b值弥散加权成像拉伸指数模型对临床鉴别诊断乳腺良、恶性疾病有一定的诊断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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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454 

多参数 MRI 对乳腺非肿块强化病变的诊断价值研究 

 
张天月

1,2
,汪登斌

1
,王丽君

1
,罗冉

1
,宋萌萌

1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目的：建立一种乳腺 MRI的诊断评价方式，应用美国放射学院乳腺影像报告和数据系统（BI-

RADS）分类，研究多参数 MRI对乳腺非肿块强化（NME）病变的诊断价值。 

材料与方法：回顾性分析 2015年 07月至 2016年 12月我院乳腺 MRI检查拟诊为 NME病变，经

病理证实的 100例病例（共计良性病灶 44个，恶性病灶 61个）。分析病灶的形态、时间-信

号曲线（TIC）和 ADC值，行 BI-RADS分类并对照病理诊断结果。从形态、TIC、ADC值三方面

对病灶进行评分，并联合病灶的 BI-RADS分类，评价对乳腺 NME病变的诊断价值。 

结果：良性病变以腺病最多，占 45.45%（20/44）；恶性病变以浸润性导管癌最多，占 47.54%

（29/61）。良恶性 NME病灶在分布、内部强化、TIC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分别为

0.006、0.045、0.004）。BI-RADS-MRI分类对 NME病变诊断的灵敏度为 98.36%（60/61），特

异度为 68.18%（30/44），准确度为 85.71%（90/105），PPV为 81.08%（60/74），NPV为

96.77%（30/31）。评分对 NME病变诊断的 AUC为 0.849，灵敏度为 80.33%（49/61），特异度

为 75.00%（33/44），准确度为 78.10%（82/105），PPV为 81.67%（49/60），NPV为 73.33%

（33/45）。评分联合 BI-RADS-MRI分类对 NME病变诊断的灵敏度为 98.36%（60/61），特异

度为 70.45%（31/44），准确度为 86.67%（91/105），PPV 为 82.19%（60/73），NPV为

96.88%（31/33）。 

结论：从形态、TIC和 ADC 值三方面对乳腺 NME病变进行评分，建立诊断模型，有助于良恶性

病灶的鉴别。诊断模型联合 BI-RADS-MRI分类可以提高 NME病灶的诊断特异度。 

 

 
EP-2455 

乳腺错构瘤的影像学诊断 

 
杨培 

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16001 

 

目的 探讨乳腺错构瘤的 X线表现和动态增强 MRI表现，以提高其术前诊断准确率。方法 收集

2014年 6月～2017年 6月间经手术病理证实为乳腺错构瘤 14例，回顾性分析其临床资料、乳

腺钼靶或动态增强 MRI图像，观察其信号特征并生成时间-信号强度曲线。结果 14例乳腺错

构瘤，均为女性，年龄 21-62岁，平均 43岁。42.9%(6/14)位于左侧乳腺，57.1%(8/14)位于

右侧乳腺，均为单侧单发无痛性肿块，直径约 2.3-6.5cm不等。其中，11例行乳腺钼靶检

查，表现为混合型 7例，致密型 2例，脂肪型 2例。10例行乳腺 MRI检查，肿块边界光整，

可见完整的包膜，均呈线样低信号，肿块内均可见相间分布的混杂信号。其中，脂肪组织呈

T1WI高信号、抑脂 T1WI及 T2 TIRM低信号改变，动态增强扫描脂肪组织不强化；纤维腺体组

织呈 T1WI及抑脂 T1WI等或稍低信号、T2 TIRM高信号改变，ADC值低，动态增强呈渐进性强

化，时间-信号强度曲线均呈流入型，包膜未见强化。 结论 乳腺错构瘤的 X线和 MRI 表现因

病灶内脂肪、纤维和腺体三种成分组成比例的不同而不同。混杂密度肿块为乳腺错构瘤的特征

性 X线表现；脂肪组织在 MRI具有特殊的信号特点，纤维腺体成分呈渐进性强化。混杂信号、

完整的包膜为乳腺错构瘤的特征性 MRI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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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456 

体素内不相干运动磁共振成像对乳腺非肿块 

强化病变的诊断价值 

 
张天月

1,2
,汪登斌

1
,王丽君

1
,罗冉

1
,宋萌萌

1
,尹秋凤

1
,张忠阳

1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目的：探讨体素内不相干运动扩散加权成像（IVIM-DWI）对于乳腺非肿块强化（NME）病灶的

鉴别诊断价值。 

材料与方法：前瞻性研究 2015年 12月至 2016年 12月我院乳腺 MRI检查拟诊 NME的患者，术

前均行 MRI常规序列及 IVIM 序列成像，追踪术后病理结果，入组良性病变 31例（32灶）和

恶性病变 42例（46灶）。测量并比较良恶性组间的表面扩散系数 ADC值和 IVIM相关参数

（灌注分数 f、灌注相关扩散系数 D
*
和纯扩散系数 D），绘制受试者工作曲线（ROC），分析两

种模型诊断乳腺 NME的最佳参数、诊断阈值和诊断价值。 

结果：恶性病灶的 ADC、D值（1.06±0.23、0.88±0.22）×10
-3
 mm

2
/s小于良性病灶

（1.30±0.26、1.24±0.24）×10
-3
 mm

2
/s，f值 16.15（9.10,28.13）%大于良性病灶 14.24

（6.90,11.95）%，均有统计学差异（P=0.001，P＜0.001，P=0.003）。各参数行 ROC曲线分

析得到 D值的曲线下面积(AUC)最大、为 0.890。当 D取最佳诊断阈值 1.07×10
-3
 mm

2
/s 时，相

应的诊断灵敏度、特异度、PPV、NPV分别为 78.3%(36/46)、75.0%(24/32)、81.8%(36/44)和

70.6%(24/34)。常规 MRI对 NME病变的诊断灵敏度、特异度、PPV、NPV分别为 97.83%

（45/46）、68.75%（22/32）、81.82%（45/55）、95.65%（22/23）。联合 D值和 f值后，

MRI对 NME病变的诊断灵敏度、特异度、PPV、NPV分别为 97.83%（45/46）、84.38%

（27/32）、90.00%（45/50）、96.43（27/28）。 

结论：D、f值有助于乳腺 NME病变的良恶性鉴别，D值诊断价值最大。联合 D值和 f值有助于

MRI对 NME良恶性病变的鉴别诊断。 

 

 

 
EP-2457 

数字乳腺断层摄影对致密型乳腺内乳腺癌诊断的应用价值 

 
陶阳,欧阳羽,朱明霞,欧阳祖彬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目的 探讨数字乳腺断层摄影（DBT）与全屏数字化乳腺摄影（FFDM）对致密性乳腺内乳腺癌诊

断的应用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 443例乳腺癌患者的 DBT及 F目的 探讨数字乳腺断层摄影

（DBT）与全屏数字化乳腺摄影（FFDM）对致密性乳腺内乳腺癌诊断的应用价值。方法 回顾性

分析 443例乳腺癌患者的 DBT及 FFDM图像，根据乳腺影像报告和数据系统（BI-RADS）标准对

患者腺体致密度分型及对图像进行 BI-RADS分类评估。以组织病理结果为金标准，评价 DBT与

FFDM在致密型乳腺内乳腺癌的检出率、病灶特征及诊断准确率方面的差异。结果 443例患者

致密型乳腺内共 445个病灶被证实为乳腺癌（2例为双乳癌）。DBT对致密腺体内病灶的检出

率明显高于 FFDM（94.8% vs. 77.8%, P＜0.05），其中 DBT检出肿块型病灶的比率也明显高

于 FFDM（P＜0.05）。DBT对肿块型病灶的边界、毛刺征、血管穿入征的显示明显优于 FFDM

（P＜0.05），但二者对钙化的检出率间无明显差异（P＞0.05）。同时，DBT对致密腺体内病

灶的诊断准确率也明显高于 FFDM（74.4% vs. 44.7%, P＜0.05）。结论 相对于 FFDM，DBT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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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的显示致密型乳腺内乳腺癌的病灶特征，并能提高其内乳腺癌的检出率及诊断准确率，可

为临床乳腺癌的早发现、早诊断提供可靠依据。 

 

 

EP-2458 

乳腺浸润性导管癌钼靶 X 线影像分析 

 
曹阳,赵璐,汪洋,孙劼,刘静纯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放射科 300052 

 

【目的】 

总结浸润性导管癌乳腺钼靶 X线影像学表现，探讨钼靶对浸润性导管癌的诊断价值。 

【方法】 

总结分析 20例资料齐全的乳腺浸润性导管癌病例，分析其钼靶 X线的影像学征象。 

【结果】 

20例经手术病理确诊的乳腺浸润性导管癌，年龄 43-68岁。其中左乳 9例，右乳 11例。其中

8例呈致密型乳腺；6例呈多量腺体型乳腺，6例呈少量腺体型乳腺。7例表现为局限致密伴细

小钙化；5例表现为结节或肿块伴钙化；3例表现为不伴钙化的结节或肿块；3例表现为不对

称致密影；2例表现为局部腺体结构不良。8例结节和肿块中 6例伴毛刺征，2例呈分叶状，

未见明显毛刺征。2例邻近皮肤增厚，脂肪层浑浊；其中一例结节周围可见更小结节影沿导管

分布并伴钙化。20例中 1例 BI-RADS 5；11例 BI-RADS 4C；5例 BI-RADS 4B；3例 BI-RADS 

4A。 

【结论】 

乳腺浸润性导管癌非特殊型是浸润性乳腺癌中最常见类型，约占乳腺浸润性癌的 65%-80%。由

于其病理变化多样，其钼靶 X线亦表现多种多样，包括肿块、钙化、肿块伴钙化、结构扭曲、

结构扭曲伴钙化等。钼靶对以局限不对称致密及沿导管走行方向分布的细小多形性钙化为特征

的浸润性导管癌诊断具有很大优势。对以腺体纠集，结构扭曲但不伴肿块的浸润性导管癌，尚

需与放射状瘢痕、慢性炎症等疾病进行鉴别，应用数字乳腺断层摄影（DBT）能更易发现结构

不良的病变并显示病变特征。 

 

 

EP-2459 

触诊阴性乳腺病变的影像表现与病理结果的相关性分析 

 
张晓娟,杨晓棠,赵晚苗,王晓娟 

山西省肿瘤医院 30013 

 

目的：回顾性分析临床触诊阴性乳腺病变在钼靶引导下导丝定位后手术切除的 1603例的病理

结果，分析各种影像表现与病理结果的相关性及临床手术的必要性。 

方法：收集 2010年 1月 1日～2016年 12月 30日进行钼靶导丝定位 1603例病例，术前所有

病例均进行导丝定位，临床术者依据导丝对病变进行切除，以石蜡结果作为金标准。计量指标

的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计数指标采用 Kruskal Wallis 秩和检验，两组比较：计数指标采

用 Wilcoxon秩和检验；统计软件采用 SAS9.3。 

结果：本次研究共收集 1603 例病例， 13例失访，平均年龄 46.46±8.58 岁，年龄分组＜40

岁 317例、40～49岁 749例、50～59岁 434例、≥60 岁 103例；所有病例在钼靶下影像学表

现分为：非对称性致密 37例、钙化 836例、结构扭曲 61例、结节 647例、结节伴钙化 22

例。依据 2012年乳腺肿瘤 WHO分类标准分为良性肿瘤性病变 546例，良性非肿瘤性病变 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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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癌前病变 64例，癌 216 例，良恶不分的病 1例，病理类型未知 1例。统计结果显示：5

种不同影像表现的病理诊断的总体分布差异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年龄＜40岁

组 5种不同影像表现的病理诊断分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年龄在 40～49岁、50～

59岁之间且影像表现为钙化与结节两组间病理诊断分布差异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1）；年龄≥60岁组 5种不同影像表现的病理诊断分布差异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1）。 

结论：在 40～59岁人群中临床触诊阴性而钼靶表现为钙化或结节的患者中仅极少部分

（16.24%/17.29%、16.59%/23.37%）病理为癌或癌前病变，对于这类患者的手术必要性尚需要

我们继续探讨。 

  

 

 
EP-2460 

钼靶 X 线检查中乳腺腺病的诊断分析 

 
曹阳,许丽雪,汪洋,赵芳石,王秋会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放射科 300052 

 

【目的】 

总结乳腺增生性疾病中乳腺腺病及腺病伴纤维腺瘤的钼靶 X线表现，探讨钼靶对乳腺腺病的诊

断价值。 

【方法】 

总结分析资料齐全的 16例乳腺腺病及乳腺腺病伴纤维腺瘤的病例，分析其钼靶 X线影像学特

征。 

【结果】 

16例经手术病理确诊的乳腺腺病及乳腺腺病伴纤维腺瘤的病例，单纯乳腺腺病 10例，腺病合

并纤维腺瘤 6例。年龄 26-84岁。10例乳腺腺病中致密型乳腺 7例，少量腺体型 3例。乳腺

腺病中 5例钼靶诊断乳腺增生；2例表现不对称局限致密；2例表现增生伴多发结节，病理显

示伴囊肿形成；1例增生并可见成簇点状钙化。腺病伴纤维腺瘤者，2例为致密型乳腺，4例

为多量腺体型乳腺。3例乳腺钼靶乳腺内可见等或稍高密度结节；其余未见明确结节，3例伴

散在良性钙化。乳腺腺病中 1例成簇点状钙化和 1例不对称致密 BI-RADS 4A，其余 BI-RADS 

1-3。腺病伴纤维腺瘤者，1例 BI-RADS 4B，结节呈稍高密度，有分叶，其余 BI-RADS 1-3。 

【结论】 

乳腺增生性疾病是一类以乳腺组织增生和退行性变为特征的病变，伴有上皮和结缔组织的异常

组合，包括囊性增生病、小叶增生、腺病和纤维性病。临床常表现乳房胀痛和乳腺内多发肿

块，常与月经周期有关。钼靶 X线表现以局限性或弥漫性片状、絮状或多发结节影为特征，边

界不清，肿块表现少见。钙化常见，以散在分布、光滑细小点状为特征，与恶性钙化明显不

同。多双侧发生，常诊断为乳腺增生而并不能区分出增生类型。此时结合病人年龄、生育史和

月经史及症状、体征有助于进一步作出诊断。若能结合动态增强 MRI检查渐进性强化的特点，

能有助于与恶性病变进行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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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461 

乳腺癌患者年龄、乳腺 X 线密度与 ER、PR、HER2 的相关性研

究 

 
刘静,曹阳,赵璐,吴焕焕,许丽雪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放射科 300052 

 

【目的】本研究部分主要探讨乳腺癌患者年龄、乳腺 X线密度与 ER、PR、HER2间的相关性，

并且比较分析三阴性乳腺癌与非三阴性乳腺癌患者间乳腺 X线密度的分布情况。 

【方法】收集 2014年 7月～9月经病理证实的乳腺癌女性患者共 474例，年龄范围 26～86

岁，平均年龄（53.08±11.64）岁。评估乳腺 X线纤维腺体类型。ER、PR表达水平按阳性细

胞数比例按≤25%，26%～50%，51%～75%，＞75%分为四个等级。HER2表达水平根据显色强弱

程度分为四个等级。按 ER、PR及 HER2表达情况，将 474例乳腺癌患者分为 41例三阴性乳腺

癌与 433例非三阴性乳腺癌。 

【结果】乳腺癌患者年龄与 ER呈轻微正相关（r＝0.13，p＝0.01）。乳腺 X线密度与 ER呈轻

微负相关（r＝﹣0.12，p＝0.01）。乳腺癌患者年龄与 PR无明显相关性（r＝0.01，p＝
0.92）。乳腺 X线密度与 PR无明显相关性（r＝0.01，p＝0.90）。乳腺癌患者年龄与 HER2无

明显相关性（r＝﹣0.09，p＝0.06）。乳腺 X线密度与 HER2 无明显相关性（r＝0.02，p＝
0.60）。三阴性与非三阴性乳腺癌乳腺 X线密度分布无统计学差异（z＝﹣0.92，p＝0.36）。 

【结论】乳腺癌患者年龄、乳腺 X线密度与 ER间具有一定相关性。乳腺癌患者年龄、乳腺 X

线密度与 PR、HER2间未见明显相关性。患者年龄、乳腺纤维腺体类型对于 ER表达水平具有潜

在的预判作用。乳腺癌患者乳腺纤维腺体类型目前尚不能预判乳腺癌的分子类型。 

 

 
EP-2462 

乳腺癌患者年龄、乳腺 X 线密度与 Ki-67、p53 的相关性研究 

 
刘静,曹阳,王晓萌,汪洋,刘怀贵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放射科 300052 

 

【目的】本研究主要探讨乳腺癌患者年龄、乳腺 X线密度与 Ki-67、p53间的相关性。 

【方法】 

收集 2014年 7月～9月经病理证实的乳腺癌女性患者共 474例，年龄范围 26～86岁，平均年

龄（53.08±11.64）岁。纳入研究标准：①均于化疗前或直接手术前行双侧乳腺 X线检查；②

均为单发性乳腺癌；③所有患者均具有完整术后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结果。由 2名专门从事乳腺

影像诊断工作的放射医师在未知患者年龄和病理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结果的情况下独立分析正常

侧乳腺 X线图像，评估乳腺 X线纤维腺体类型。Ki-67、p53表达水平按阳性细胞数比例按

≤25%，26%～50%，51%～75%，＞75%分为四个等级。采用 SPSS 19.0统计分析软件。 

【结果】 

乳腺癌患者年龄与 Ki-67表达呈轻微负相关（r＝﹣0.11，p＝0.02）。乳腺 X线密度与 Ki-67

表达未见明显相关性（r＝0.03，p＝0.54）。乳腺癌患者年龄与 p53表达未见明显相关性（r
＝﹣0.06，p＝0.22）。乳腺 X线密度与 p53表达未见明显相关性（r＝0.05，p＝0.30）。 

【结论】 

乳腺癌患者年龄与 Ki-67表达水平间具有一定相关性，随乳腺癌患者年龄增长，Ki-67阳性表

达水平呈减低趋势。而乳腺癌患者乳腺 X线密度与 Ki-67间未见明显相关性。乳腺癌患者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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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乳腺 X线密度与 p53间亦未见明显相关性。乳腺癌患者年龄对于 Ki-67表达水平具有一定

潜在的预判作用 

 

 

EP-2463 

磁共振功能成像与超声弹性成像对于乳腺癌新辅助 

化疗疗效评价的比较分析 

 
孟巍,张红霞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50001 

 

 

目的  探讨磁共振功能成像技术和超声弹性成像技术评价乳腺癌新辅助化疗疗效的临床价

值。方法  2015年 2月至 2016年 12月我院经病理学确诊的原发性浸润性乳腺癌患者 42

人，共 42个病灶。所有患者进行新辅助化疗后行外科手术切除。应用磁共振成像（DWI和

DCE）和声脉冲辐射力成像技术（ARFI）测量新辅助化疗前后各参数的变化率。将 Millen＆

Payne(MP)分级系统作为病理反应的评价依据。其中 IV与 V级合称为组织学显著反应（有效

组），I-III级为组织学非显著反应（无效组）。以手术组织病理学结果作为金标准，通过

ROC曲线分析两组病人在化疗前后超声测量肿瘤径线、MRI 肿瘤径线和功能成像参数表观扩散

系数 ADC 值、最大线性斜率(Smax)的变化率(ΔADC%、ΔSmax%)以及 VTQ值的变化率(ΔVTQ%)

与组织病理学疗效评价的关系。结果  本组 42个病灶组织学显著反应（有效组）为 29 个

（69.04%，29/42），组织学非显著反应（无效组）为 13个（30.95%，13/42）。单纯应用

MRI测量原发病灶长径评价疗效的准确性为 78%，相关性为 0.752，P=0.000，单纯应用超声评

价病灶长径疗效准确性为 69%，相关性为 0.698，P=0.000，新辅助化疗前后两组的ΔADC%、

ΔSmax%、ΔVTQ%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ΔADC%、ΔSmax%、ΔVTQ%曲线下面积 AUC分

别为 0.825、0.801、0.798。      结论  MRI与超声都是评价乳腺癌新辅助化疗疗效的

有效检查方法，相对于超声弹性成像，MRI功能成像评价准确性更高，与病理评价的一致性更

高，为乳腺癌新辅助化疗疗效的评估提供了新方向。 

 

 
EP-2464 

磁共振扩散加权成像表观扩散系数值与乳腺癌预后因子及分

子分型的关系 

 
张悦

1
,刘万花

1
,张艳秋

2
,王梦茹

1
 

1.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2.南京市鼓楼医院 

 

目的  探讨 MRI扩散加权成像 ADC值与乳腺癌预后因子及各分子分型的关系。 方法  回顾

性分析 105例于术前行 3.0T 磁共振弥散加权成像扫描（b=0、800s/mm2），后经手术病理证实

为乳腺癌的患者，并通过进行免疫组织化学检测，获得雌激素受体（ER）、孕激素受体

（PR）、人类表皮生长因子受体 -2（HER2）、Ki-67等检测指标，根据其表达情况将患者分

为 4种分子亚型：Luminal A 型、 Luminal B型、 HER2 阳性型和三阴性乳腺癌，其中

Luminal B型又分为 HER2阴性型和 HER2阳性型。所有患者图像于工作站处理后进行 ADC测

量，并计算平均 ADC值。分析不同分子分型及各乳腺癌预后因子与 ADC值间的关系。结

果  105例患者，共 108个病灶，ER阳性病灶 90个，阴性病灶 18个；PR阳性病灶 69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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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性病灶 39个；HER2阳性病灶 39个，阴性病灶 59个。最终确定分子分型患者 95例，共 96

个病灶 Luminal A型 16个；Luminal B型 65个，其中 HER2 阴性型 40个，HER2阳性型 25

个；HER2过表达型 12个；三阴性型（TNBC型）3个。ER、PR阳性患者的平均 ADC值低于

ER、PR阴性者，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HER2 阳性与阴性患者的平均 ADC 值间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分子亚型间平均 ADC值的比较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进一步两两比较，除 Luminal B2 型与 HER2阳性型间平均 ADC值的比较有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外

（P<0.05），其余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结论  通过扩散加权成像的 ADC值与乳腺

癌分子亚型之间的鉴别不具有提示作用。 

 

 

EP-2465 

乳腺巨大错构瘤伴双侧实性乳头状癌一例报告 

 
毛锐利,陈蓉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大坪医院野战外科研究所 400042 

 

患者女，63岁，无意中发现右侧乳腺包块 4月余。  

体格检查：双侧乳房对称，乳房皮肤无红肿、“橘皮”征及“酒窝”征，乳头未内陷，无皮

疹、溃疡及瘘管，挤压乳腺无乳头溢液，右侧乳腺距乳头 1cm处 9点钟方向可扪及一个大小约

1cm×1.5cm 大小包块，表面光滑，质硬，边界尚清楚，活动度好，无波动感；右侧乳腺外上

象限可扪及一 8cm×6cm 大小包块，表面较光滑，质稍软，边界欠清楚，活动度较好；左侧乳

腺未扪及明显异常，双侧腋窝未扪及肿大淋巴结。  

X片检查：右乳外上象限巨大块影，大小 11×11cm，边界清楚，密度不均其内可见数枚钙化

点，右腋下 1淋巴结，大小 2×2cm。左乳腺形态、大小正常，腺体丰富，其内未见异常密度

影，未见明显肿块及钙化灶，乳房后间隙清晰，左侧腋下未见明显肿大淋巴结。X片提示：右

乳外上象限占位性病变，考虑肿瘤，建议 MRI检查，右腋下淋巴结增大，左侧乳腺平片未见明

显异常。  

MRI检查：右侧乳腺较对侧增大，乳腺内见较大范围团片状短 T1长 T2信号，信号混杂，范围

约 7.4×7.7×9.3cm，以外上象限为主，境界清楚。DWI无明显弥散受限。增强后，部分病灶

呈斑片状强化。右侧乳晕后方导管扩张。左侧乳晕后方约 2.3cm处见一结节，直径约 0.9cm，

增强后均匀强化。右侧乳晕后方约 0.4cm处见一结节，直径约 0.7cm，增强后环状强化：双侧

乳腺见多发斑片状长 T1长 T2异常信号，增强扫描，乳腺内见斑片状强化灶。双侧腋下未见肿

大淋巴结。MRI提示：右侧乳腺内较大范围占位性病变，内含脂肪成分，建议活检明确性质。

双侧乳晕后方结节，考虑：腺瘤（BI-RADS 2类)？乳腺癌（BI-RADS 5类)？双侧乳腺增生

（BI-RADS 2类)。 

术后病理诊断：右侧乳腺实性乳头状癌伴浸润；左侧乳腺实性乳头状癌；右侧乳腺腺脂肪瘤

（错构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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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466 

肉芽肿性乳腺炎的磁共振表现与病理对照研究 

 
吴晓燕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201203 

 

研究目的：通过分析肉芽肿性乳腺炎的磁共振形态学及动态增强的表现，总结其表现，并阐明

其与病理学改变间的关系，降低其漏诊及误诊率。 

材料与方法：收集 2015年 7月至 2017年 1月经病理证实的肉芽肿性乳腺炎病例 87例，分别

对病变形态、分布方式、TIC 曲线及 ADC值进行观察及测量，并与其相关病理改变进行分析。 

研究结果：所有病例的磁共振表现总结如下：（1）形态：肿块样 16例（18.39%），不规则

斑片状 63例（72.41%），肿块及不规则斑片状 8例（9.20%）；（2）分布方式：局灶性 12

例（13.79%），节段样 24 例（27.59%），多发区域性 39例（44.83%），弥漫性 12例

（13.79%）：（3）TIC曲线 单向型：25例（28.74%），平台型：49例（56.32%），流出型 

9例（10.34%），混合型 4 例（4.60%）；（4）ADC值：1.13+0.12*10
-3
mm

2
/s 

结论：肉芽肿性乳腺炎的磁共振表现与其病理表现密切相关，了解其间关系，有助于进一步提

高诊断准确性。 

  

 

 

EP-2467 

育龄期女性乳腺磁共振背景强化的影响因素研究 

 
吴晓燕,詹松华,谭文莉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201203 

 

研究目的：通过探讨年龄、乳腺类型、月经周期与育龄期女性乳腺磁共振背景强化的关系，指

导不同育龄期女性磁共振乳腺检查合理时间的选择，降低背景强化对于乳腺病变诊断的干扰。 

材料与方法：收集 2015年 3月至 2016年 12月间于我院行乳腺磁共振检查且无病变检出（BI-

RADS 1类）的育龄期妇女 140例。分别按年龄、乳腺类型及月经周期进行如下分组：（1）年

龄 20-30y：38例、31-40y：67例、41-50y：35例；（2）乳腺类型 ACR A型：9例、B型：

34例、C型：68例、D型：29例；（3）月经周期 行经期：26例、滤泡期：67例、黄体期：

47例。双侧乳腺行 FS T1WI 动态增强扫描，于增强后第二期 90秒观察双乳背景强化程度，将

对诊断产生干扰的中度及重度（背景强化纤维腺体范围≥50%）者定义为阳性，且测量此期双

侧乳腺外上象限信号强度，取均值后计算信号强化率，并通过方差分析法探讨年龄、乳腺类

型、月经周期与背景强化范围、程度的关系。 

研究结果：（1）年龄对育龄期女性乳腺磁共振背景强化范围、程度的影响无统计学意义

（P>0.05）。（2）不同类型乳腺其磁共振背景强化间差异具备统计学意义（P<0.05），

ACR  C型及 D型乳腺的信号强化率较 A型、B型高，两者间差异不具备统计学意义

（P>0.0125）。（3）月经周期对乳腺背景强化范围的影响具备统计学意义（P<0.05），且滤

泡期的信号增强率较行经期、黄体期低。 

结论：育龄期妇女应选择滤泡期行乳腺磁共振增强检查，尤其是 ACR C型及 D型者，可降低背

景强化对诊断的干扰，降低假阳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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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468 

3.0T 磁共振动态增强联合 DWI 成像对乳腺良恶性 

肿瘤诊断的临床应用价值 

 
王晶 

中国医科大学四平医院 136000 

 

 

目的 3.0T磁共振动态增强联合 DWI成像对乳腺良恶性肿瘤诊断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 选

取我院 2015.05－2017.05收治 55例经手术及病理检查确诊的乳腺肿瘤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回

顾分析ＭＲＩ征象，分析良、恶性乳腺病灶的影像学特点，探讨ＭＲＩ检查的准确性。结果 

ＭＲＩ检查结果与术后病理检查结果相比，55例患者中，乳腺ＭＲＩ发现良性肿瘤 21例，恶

性肿瘤 34例，误诊 5例，诊断率为９０．9％。结论 ＭＲＩ对于乳腺肿瘤是一种准确性较高

的检查手段，在乳腺肿瘤诊断中为临床提供更有价值的诊断信息，为临床治疗提供合理的方

案。 

  

 

 
EP-2469 

不同年龄组非肿块型乳腺浸润性导管癌的动态增强磁共振成

像的影像特征临床研究 

 
曹瑛

1
,杨智

1
,付兵

1
,李睿

2
,李春平

2
,王文斌

1
 

1.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 

2.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目的：探讨不同年龄组非肿块型乳腺浸润性导管癌的动态增强磁共振成像（DCE-MRI）的影像

特征。方法：回顾性分析经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病理科证实的浸润性导管癌术前动态增强磁共

振图像表现，将其中的非肿块型强化患者纳入研究。结果：入组患者 72例，青年组（≤40

岁）24（33.3%）例，中老年（＞40岁）组 48例（66.7%），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所有患者均表现为没有明显边界。青年组患者中 TIC类型以 III型居多（占

56%），老年组患者中 TIC类型以 II型居多，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余两组之间的

病理分级、大小及形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老年性非肿块型浸润性导管癌

的比例高发，青年组 TIC类型以 III型曲线居多，提示青年人非肿块型乳腺癌有更强的侵袭性

及转移能力，远期预后较差。 

 

 

EP-2470 

乳腺癌多模态 MR 成像与其分子分型相关性研究 

 
王振平,罗是是,陈洋,刘光洪 

海南省人民医院 570311 

 

目的:探讨不同分子分型乳腺癌的多模态磁共振表现特点及各分子分型与 MRI征象间的相关

性。方法：收集经病理证实的 87例乳腺癌患者的多模态 MRI资料；根据雌激素受体（ER）、

孕激素受体（PR）、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及 Ki-67的表达状态，将乳腺癌分为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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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性、ＨER-2过表达、Luminal A 和 Luminal B四个亚型，分析不同亚型乳腺癌 MRI形态、增

强和动态增强曲线，ADC值及磁共振波谱的征象的特征与差异。结果：luminal A型占

29.9%(26/87),luminal B型占 36.8%(32/87),HER-2型占 19.5%(17/87), 三阴性型占

13.8%(12/87)。  平均 ADC 值为 0.97×10
-3
mm

2
/s。Luminal 型 MRI上更常表现为不规则或边

缘毛刺状肿块，三阴型乳腺癌多表现为边缘光滑、边界清晰，环形强化，更易表现为快进快出

的强化模式，即Ⅲ型 TIC曲线类型。Luminal型和 HER-2过表达型的平均 ADC值比三阴型的平

均 ADC值低。结论：不同分子分型乳腺癌的 MRI增强的形态学和血流动力学特点及 ADC值具有

一定特征，通过乳腺癌的 MRI表现可初步预测分析其分子分型，对临床治疗提供一定的参考价

值。 

  

  
EP-2471 

乳腺韧带样型纤维瘤病的 MRI 表现：2 例病例报道并文献复习 

 
罗冉,汪登斌,王丽君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00092 

 

目的：分析乳腺韧带样型纤维瘤病（Desmoid tumor）的 MRI表现，并复习相关文献。 

方法：收集我院 2例乳腺韧带样型纤维瘤病患者的临床、影像及病理资料，并复习相关文献。 

结果：2014.1.1~2017.5.1 期间我院共发现 2例经手术病理证实的乳腺韧带样型纤维瘤病。病

例 1：女性，18岁，自觉右乳肿块半月余，乳腺超声示右乳 1点钟实质性肿块，增强后强化高

于周围腺体、周围见粗大血管影；乳腺 MRI见右乳内上近皮下类圆形肿块，直径约 1.3cm，边

缘毛刺状、指突状与皮下相连，内部强化均匀，TIC呈快速-上升型；STIR及 DWI呈高信号，

ADC值：1.46x10
-3
mm

2
/s。病例 2：女性，26岁，自觉右胸壁肿块 3月余，乳腺 X线摄影示右乳

上部与胸大肌影重叠处局灶不对称致密；乳腺超声示右乳 9-10点钟实质性肿块，边缘不清、

回声不均匀，造影后不均匀增强、消退快；乳腺 MRI示右侧胸壁异常强化肿块，形态不规则，

边缘长毛刺状，累及右乳腺体，向胸廓内蔓延，内部强化不均匀，TIC呈快速-平台型，T2WI

及 DWI呈高信号，ADC值：1.41 x10
-3
mm

2
/s。文献报道韧带样型纤维瘤病极少见，约占乳腺肿

瘤的 0.2%，可发生于任何年龄，20~40岁多见；临床多表现为患侧乳腺单发无痛孤立性肿块，

质硬，边缘毛刺样、与邻近结构粘连；MRI上信号混杂，T2WI多呈等信号，复发或生长活跃者

细胞丰富、T2WI信号增高、强化显著；关于其 DWI特征及 ADC值尚无文献报道。 

结论：乳腺韧带样型纤维瘤病一般表现为单侧乳房孤立性肿块，强化明显，边缘毛刺样，与皮

下或邻近结构关系密切，ADC 值偏良性，可对诊断有一定提示作用。 

 

 

EP-2472 

Background Parenchymal Enhancement of Breast MRI: 

Effect on Assessment of Suspicious Calcification 

 
Luo Ran,Wang Lijun,Zhang Tianyue,Wang Dengbin 

Xin Hua Hospital affiliated to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00092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added value of breast MRI in characterizing suspicious 

calcification detected on Mammography, and the influence of background parenchymal 

enhancement on breast MRI’s diagnostic performance.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1991 

 

Methods: Mammograms performed in our department between 2014/01/01 and 2015/03/12 

were retrospectively reviewed. Patients who were detected with suspicious 

calcification and underwent both pre-operative breast MRI and mammography-guided 

localization were consecutively enrolled. Diagnostic accuracy of breast MRI was 

analyzed. 

Results: A consecutive cohort of 37 patients with 37 lesions was eligible for 

investigation. All lesions had pathological confirmation, with 11 malignancy, 4 

precancerous changes and 22 benignities. MRI accurately detected 10 malignant 

lesions but missed 1 lesion as false-negative. In the other group of 22 benign 

lesions, MRI over evaluated 6 lesions. And for the 4 precancerous lesions, MRI 

found 2 as suspicious and 2 as negative. The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 (PPV) and accuracy of MRI in evaluating mammographic suspicious 

calcification was 80%, 72.7%,67% and 75.7%, respectively. The accuracy of MRI in 

characterizing malignant, precancerous and benign lesions was 90.9%, 50% and 72.7%, 

respectively. Among these 37 patients, 14 were considered moderate or marked in 

background parenchymal enhancement (BPE), the other 23 minimal or mild. The 

sensitivity (45.5% vs. 100%, P=0.012), and PPV (33.3% vs. 100%, P=0.009) of MRI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in the greater BPE group. 

Conclusion: Breast MRI was not adequate as a problem-solving tool in 

characterizing mammographic suspicious calcifications. Greater BPE was associated 

with lower sensitivity and PPV of breast MRI. 

 

 
EP-2473 

浆细胞性乳腺炎与乳腺癌的 MRI 鉴别诊断 

 
陈蓉,毛锐利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野战外科研究所 400042 

 

 

目的：探讨 MRI对浆细胞性乳腺炎与乳腺癌的鉴别诊断价值。 

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近五年经手术、病理诊断为浆细胞性乳腺炎和乳腺癌的病例 210例。术

前均行 Siemens 1.5-T MRI 扫描，包括 MRI平扫、动态增强扫描、弥散加权成像及波普成像，

对浆细胞性乳腺炎与乳腺癌的 MRI影像特征进行对比分析。 

结果：70例浆细胞性乳腺炎 与 140例乳腺癌中，浆细胞性乳腺炎多位于乳晕后方

（P<0.001）；T2WI上，浆细胞性乳腺炎以高信号为主，乳腺癌以混杂信号为主，两者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P<0.001）；
1
H-MRS，乳腺癌更易于在 3.2 ppm处出现胆碱峰（P<0.05）；增

强后，浆细胞性乳腺炎多呈蜂窝状强化，乳腺癌内部常见不规则坏死灶，两者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P<0.001）；浆细胞性乳腺炎更易伴发患侧乳腺增大、乳头凹陷、皮肤增厚、周围腺体

水肿及患侧腋窝淋巴结肿大（P<0.05）。浆细胞性乳腺炎 与乳腺癌两组间，乳腺病灶的形

态、边缘及 DWI信号强度方面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浆细胞性乳腺炎和乳腺癌的 MRI表现有一定差异，全面分析其 MRI特征，对浆细胞性乳

腺炎与乳腺癌的鉴别诊断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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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474 

计算机辅助诊断对自动乳腺容积超声诊断 

乳腺癌临床应用价值的评估 

 
宋宏萍,杨珊灵,舒瑞,高喜璨,巨艳,张歌,闫静茹,肖瑶,赵妮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通过比较计算机辅助（CAD）对不同临床经验的医生的诊断效能及阅片时间的影响，评

价 CAD辅助自动乳腺全容积超声成像（ABUS）诊断乳腺癌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将 6名医生分为高年资组和低年资组，回顾性分析本院 606例行 ABUS检查患者的图

像，其中恶性 270例，良性 157例，阴性 179例。所有病例均未经化、放疗及手术治疗。将病

例随机分给每组的 3名医生，两组医生先单独对图像进行分析并进行 BI-RADS分类，再结合

CAD（QVIEW CAD，2016年通过 FDA认证）对图像进行分析诊断；1个月后，将病例重新随机分

配，两组医生单独使用 CAD 对图像进行分析诊断。对其准确率、敏感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

及阅片时间并进行对比研究。 

结果：联合使用 CAD后，两组医生的总准确率提高 3.6%（86.1% vs 89.7%），其中低年资医

生组及高年资医生组准确率分别提高了 6.2%（83.3% vs 89.5%，p<0.05）及 1%（90% vs 

91%，p> 0.05）。低年资组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均有提高（85.3% vs 90.3%，82% vs 86.7%）。

低年资组及高年资组的阳性预测值分别提高 4%（82.6% vs 86.6%，p< 0.05）及 1.1%（88.6% 

vs 89.7%，p> 0.05）两组医生不使用 CAD时其总准确率为 86.1%，仅使用 CAD阅片时其总准

确率为 87.2%，两组之间无统计学差异，而阅片时间由 6分±1.8 降为 1分±0.3。 

结论：联合应用 CAD系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医生的准确率,特别是低年资医生的 ABUS 诊断

准确率。仅使用 CAD读片时，能在不影响准确率的情况下大大节省了医生的阅片时间，具有突

出的临床应用价值。 

 

 
EP-2475 

人性化护理在门诊病人乳腺 X 线检查中的应用 

 
邓建红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300060 

 

目的 观察人性化护理在乳腺 X线检查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将 300名医生触诊怀疑有乳腺病变

的女性病人随机分到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150例，对照组进行常规护理，观察组除常规护理外进

行人性化护理干预，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AS)、自制满意度调查表，比较两组病人满意度、SAS

评分及护患纠纷率。结果  观察组焦虑量表分数值、护患纠纷率低于对照组，两组病人满意

度存在显著差异(P<0.05)。结论 人性化护理可显著改善乳腺病人的心理状态，使病人更好的

配合检查及治疗，且减少护患纠纷，值得在临床上进一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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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476 

乳腺 X 线摄影诊断报告质量控制 

 
马明明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00034 

 

目的 根据乳腺 X线摄影诊断报告质量的客观评价体系，对本科室不同年资诊断医师的乳腺 X

线摄影诊断报告进行评价，评估本科室乳腺 X线摄影诊断报告质量。 

方法 根据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颁布的规则（FDA 1992）及美国放射学会（ACR 2013）推

荐的乳腺 X线摄影实践参数，回顾性分析 2016年 1月 1 日至 2016年 7月 30日于北京大学第

一医院影像科进行诊断性乳腺 X线摄影检查的连续患者影像诊断报告。纳入标准：患者具有乳

腺症状或体征，包括疼痛、可触及的结节、乳头溢液、腺体或皮肤增厚，或无症状但其它检查

发现乳腺异常时进行的乳腺 X线摄影检查。排除标准：已知病理结果的乳腺 X线摄影检查。以

患者最终病理结果或随访一年的结果为金标准，计算总体乳腺 X线摄影诊断乳腺恶性病变的敏

感度、特异度、第二类阳性预测值（PPV2）、 第三类阳性预测值（PPV3）。PPV2定义为乳

腺 X线摄影怀疑恶性病例中病理证实恶性病例占建议活检病例的比例。PPV3定义为乳腺 X线

摄影怀疑恶性病例中病理证实恶性占真正进行组织学活检病例的比例。根据诊断年限，分别计

算低年资与高年资医师乳腺 X线诊断的敏感度、特异度。最终与美国乳腺 X线摄影诊断报告质

量评估体系中的参考数据作对比，判断乳腺 X线摄影报告质量。 

结果 共 1011份乳腺 X线摄影诊断报告纳入本研究，其中病理结果或随访一年的结果证实的

恶性病例 106例，良性 905 例。总体乳腺 X线摄影诊断乳腺恶性病变的敏感度 95.2%，特异度

98.0%，PPV2为 77.7%，PPV3 为 79.5%。低年资医师诊断敏感度 90.0%，特异度 98.3%；高年资

医师敏感度 93.8%，特异度 98.5%。对比推荐目标值（敏感度＞85%，特异度＞91.0%，PPV2为

25-40%），本院乳腺 X线摄影检查除 PPV2、PPV3偏高，余统计值在推荐范围内。 

结论 本院不同年资诊断医师的乳腺 X线摄影报告质量大部分达到美国指南推荐水平。 

  

 

 
EP-2477 

动态增强磁共振对乳腺良、恶性疾病的鉴别诊断研究 

 
何光武,文洁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宝山分院 200940 

 

目的：本研究的目的的在于探讨动态增强磁共振显示乳腺病变的形态学特征及动态增强曲线的

类型在乳腺良、恶性疾病中诊断及鉴别诊断的价值。 

材料与方法：经手术病理或穿刺活检病理证实的乳腺病变共 81例 86个病灶，均进行动态增强

MRI检查，利用磁共振乳腺容积成像（volume imaging for breast assessment,VIBRANT）进

行多时相增强检查，其中恶性病变 39例 39个病灶，良性病变 42例 47个病灶。对病灶的形态

学特征如形态、边缘进行描述，并对其血流动力学进行测定，测定病变的早期强化率，绘制时

间-信号强度曲线，对病变进行联合评价。 

结果： 乳腺良、恶性病变之间的形态学特征、早期强化率及时间-信号强化曲线类型的分布均

有统计学差异。形态学诊断乳腺病变的敏感性、特异性、准确性分别为 82.05%、68.09%、

74.42%。早期强化率诊断乳腺病变的敏感性、特异性、准确性分别为 97.43%、47.83%、

70.59%。时间-信号强化曲线类型的分布对诊断乳腺病变的敏感性、特异性、准确性分别为

82.05%、69.57%、75.29%。三者联合诊断乳腺病变的敏感性、特异性、准确性分别为

94.87%、73.91%、8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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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1、利用 VIBRANT进行多时相增强检查，有利于分析乳腺病变的形态学特征及病灶的血

流动力学特征，对乳腺病变进行综合评定，有利于提高诊断良恶性病变的敏感性、特异性及准

确性。 

2、乳腺恶性病变多表现为不规则肿块，边界模糊，多呈毛刺状边缘，多呈 III型时间-信号强

度曲线，早期强化率多大于 100%。而乳腺良性病变多表现为形态规则肿块，多分界清晰，边

界光整，多呈 I型时间-信号强度曲线，早期强化率多小于 100%。 

  

 

 
EP-2478 

FFDM 并联高场强 MRI-DCE 对乳腺癌筛检价值的研究 

 
马彦云,张辉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030001 

 

目的：本研究在确保可靠性的前提下，通过并联 FFDM与 DCE-MRI检查对乳腺癌与非乳腺癌女

性进行联合试验对照研究，分析评价其各自及联合应用后在乳腺癌筛检中的价值 

方法：临床资料：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4 年 4 月至 2015 年 3 月经穿刺或手术病理证实的

均行乳腺数字化 X线摄影(双侧乳腺常规头尾位及内外侧斜位检查)及 3.0TMRI（双侧乳腺磁共

振平扫及动态增强扫描，采用乳腺专用线圈）检查的 50 例女性患者资料，患者年龄 31-80

岁，平均年龄 51 岁。病灶大小在 1.1cm-4.5cm之间。MRI 扫描取俯卧位，双乳自然悬垂于线

圈内。常规三平面定位扫描，平扫采用 STIR T2WI及 FSE T1WI 横断位扫描；动态增强扫描采

用 GR 3D 横断位扫描，注射对比剂前行蒙片 3D mask 扫描，注射对比剂同时开始连续采集 7

个时相，增强对比剂使用 GD-DTPA，剂量 0.2mmol/kg，经前臂肘静脉注射，速率 3ml/s，注射

药物结束注射 15ml生理盐水。由 2 名从事乳腺影像诊断的副主任医师共同盲法评阅了 50例

患者乳腺 X线摄影片和磁共振扫描图像，对影像资料进行分析评估。 

结果：50例乳腺患者经穿刺活检或手术病理切片明确诊断，其中经数字化 X线摄影确诊乳腺

癌 41例，诊断的准确性 82%；经 MRI确诊乳腺癌 42例，诊断的准确性 84%，二者联合应用确

诊乳腺癌 47例，诊断的准确性为 94%。经统计分析，联合应用 FFDM与 MRI在诊断乳腺癌的准

确性上明显均高于两项单独检查,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FFDM联合应用 MRI对乳腺癌的检出效果明显优于两项技术单独应用，乳腺癌应以数字

乳腺钼靶摄影进行普查为主,在 FFDM初筛的基础上有针对性的联合 MRI功能检查,可最大限度

的提高乳腺疾病诊断效率，合理指导临床诊疗，对促进卫生经济、人类和社会的健康发展具有

重要的意义。 

  

 

 

EP-2479 

超声和数字化 X 线摄影对乳腺病变诊断价值的分析研究 

 
马彦云,张珍珍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030001 

 

目的：通过比较超声和 X线摄影对乳腺病变的诊断效能，指导临床选择合适的影像诊断方法。 

方法：收集 2014—2016年在山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就诊的 230例乳腺病变女性患者的超

声和 X线影像诊断资料。根据患者年龄将其分为<30岁、30～45岁、45～60岁和>60 岁 4个

组，根据患者腺体密度将其分为 4个组，分别为脂肪型、纤维腺体型、不均匀致密型、致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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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根据病灶有无钙化将其分为 2个组，根据病变性质将其分为 2个组。以病理结果为金标

准，超声和 X线 BI-ＲADS分级大于 4级为阳性结果,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对两种影

像方法的诊断效能进行评价。 

结果：230例女性患者的病例资料完整，包括 109例恶性病变和 121例良性病变，超声对全部

患者乳腺疾病诊断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是 85.3%（93/109）和 71.1%（86/121），X线摄影

对乳腺疾病诊断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是 89.9%（98/109)和 62.0%（75/121）。乳腺超声和 X

线诊断的ＲOC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超声的诊断价值优于 X 线( ) 。对于 4个年龄组研究对

象，超声的诊断价值均优于 X 线( Z = 2. 549、5. 332、3. 584 和 2. 031，P 均＜0. 

05) 。超声和 X 线对于乳腺腺体分型为Ⅱ度者诊断价值相当( Z= 0. 178，P = 0. 859) ，而

超声对腺体分型为Ⅰ度、Ⅲ度和Ⅳ度者的诊断价值均高于 X 线( Z= 2. 129、5. 847、3. 

437，P 均＜0. 050) 。对于钙化的检出，X线的价值优于超声（）。超声对良性病变的诊断

价值大，X线对恶性病变的诊断价值大。 

结论:超声和 X线对乳腺病变均有较好的诊断价值，超声的诊断价值略优于 X线。临床实践中

对于致密型乳腺超声检查必不可少，发现钙化灶者 X线检查必不可少，两者结合可降低乳腺病

变误诊率。 

     

  

 

 
EP-2480 

全数字化三位乳腺检查价值分析 

 
王善霞,李大文,果庆宇,侯冬晨 

齐齐哈尔市第一医院 161005 

 

目的 应用全数字化三位乳腺摄影方式解决忽略ＬＭ位而易遗漏病变及病灶初步定位的问题，

对易遗漏区域提起重视，弥补传统二位乳腺摄影的缺陷。及需高度重视的区域 

方法 对 11500例病例采用全数字化三位乳腺摄影，即乳腺 CC和 MLO、ＬM三位检测。全部病

例由资深影像医师共同阅图。 

结果 11500例病例中 61例病灶仅在 LM位显示而 CC位和 MLO位未有显示。所有病灶均在诊

断中以 LM位和 CC位给予初步定位，40例检出病灶在乳腺三维立体定位术前均经 CC位和 LM

位结合初步定位，指导乳腺三维立体定位术术式得以精准定位。采用全数字化三位规范乳腺摄

影、标准摆位极其重要，MLO 位是极有价值的体位，能显示较多的乳腺组织如乳腺实质、下缘

皮褶、后方脂肪，腋窝淋巴结、乳头水平以上的胸肌、乳头，但乳腺内侧靠近胸壁的部分组织

往往不能被显示。CC显示乳腺实质及与胸肌间的一层脂肪组织、乳腺组织后缘和部分胸肌、

包容内外侧及乳头，乳腺最上部往往不能被纳入图像之中，乳腺外侧或内侧近胸壁部分的组织

也有不同程度的遗漏。LM位从不同视觉观察乳腺组织、显示以上 MLO位和 CC位遗漏的乳腺病

灶，以及与 CC位结合判定病灶位置。同时 LM位可以弥补腋部组织较厚的病人 LMO位对乳房下

部组织显示不清的难题，以及病人反复奔波补加体位的困惑。 

结论 乳腺三位摄影结合，防止了内半乳腺异常的遗漏，使得乳腺检测多视角、去死角、清晰

显示病灶。需要特别注意的区域：①银河区，MLO显示与胸肌边缘平行的 3-4cm宽的区域。乳

腺癌高发于外上象限，其边缘的部分投影于银河区。②乳腺内半部，乳腺内侧腺体退变较早，

使其良性病变可能性减小，MLO不易显示而 LM、CC显示较好。③无人地带，是任何体位乳腺

实质后方与胸壁间的透亮带，一旦出现阴影要高度关注。④乳晕后区，浸润性肿瘤较难觉察、

预后差。⑤肿块周围或肿块内有泥沙样、 断针样、叉状、小杆状钙化或多形态钙化危险度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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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481 

表观弥散系数值的离散系数在乳腺良恶性 

病变鉴别诊断中的应用 

 
徐姝,罗娅红 

辽宁省肿瘤医院 110042 

 

摘要 目的 探讨表观弥散系数（ADC）值的离散系数对于乳腺良恶性病变鉴别诊断的应用价

值。方法 收集 96位患者磁共振乳腺病灶 98例，分别测量每一病灶 ADC值的均值 `(`x)及标

准差(s)，并计算每一个病灶 ADC值的离散系数 CV（CV=s/``x）。评估病灶 ADC值均值及 CV

的诊断效能。结果 乳腺良恶性病变组 ADC值均值[良性（1.42±0.32）×10-3mm2/ s，恶性

（1.04±0.29）×10-3mm2/ s]及 CV（良性 0.10±0.03， 恶性 0.17±0.04），两组间均有统

计学差异（p<0.0001）。乳腺良性与恶性病变之间 ADC-CV 差异的效应量（Cohen's d值，

1.98）高于良性与恶性病变之间 ADC均值差异的效应量（1.25）。ADC-CV ROC曲线的 AUC

（0.935± 0.0227 ）也显著大于 ADC均值 ROC曲线的 AUC（0.790±0.0447），（P<0.01）。

结论 乳腺病变 DWI检查中，ADC-CV较 ADC值均值在诊断乳腺良恶性病变中具有更高的诊断效

能。 

 

 

EP-2482 

家族遗传性相关基因表达预测乳腺癌影像学特征及预后分析 

 
邵真真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300060 

 

目的：评价乳腺癌家族遗传性相关基因表达与乳腺癌影像学特征及预后的相关性。 

材料和方法：收集 2004年 11月至 2016年 1月具有乳腺癌家族遗传性女性患者 100例，并抽

取血样，对 BRCA1、BRCA2、CHEK2、PALB2、BRIP1、TP53、PTEN、STK11、CDH1、ATM、

BARD1、MLH1、MRE11A、MSH2、MSH6和 BAP1共 16个遗传性乳腺癌相关基因进行捕获测序，分

析家族性乳腺癌致病突变基因的分布情况，并进一步分析乳腺 X线、超声、MRI对家族遗传性

乳腺癌的诊断效能。依据遗传基因突变情况，分为基因突变组和无突变基因组两组，其中基因

突变组分为移码突变组和错义突变组，分别进一步分析不同基因组发生乳腺癌的肿瘤生物学特

征及影像学特征。 

结果：100例具有乳腺癌家族遗传性女性患者，经病理及随访证实，良性病变 23例，恶性病

变 77例。乳腺 X线、超声、MRI的敏感性分别为 80.8%、80.8%、100.0%，特异性分别为

86.4%、59.1%、78.3%,准确性分别为 82.1%、75.8%、94.9%，PPV分别为 95.2%、86.8%、

93.7%, NPV分别为 57.6%、48.1%、100.0%。排除新辅助化疗和穿刺后患者，共 64个乳腺癌

（56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其中 28个具有基因突变，36个无基因突变。经单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具有基因突变的乳腺癌 ER多呈阴性表达，分子分型以三阴型乳腺癌为

主。28个突变基因中，移码突变 17个，错义突变 11个，移码突变组在 ER、PR、HER2 的表达

中多呈阴性趋势，但无统计学意义。基因突变组的 MRI表现多以肿块型为主。移码突变组与错

义突变组的影像表现特征无明显差异。 

结论：乳腺癌家族遗传性相关基因表达能够一定程度地反应乳腺癌影像学表现及预后参数；ER

阴性表达及三阴型乳腺癌多具有相关遗传基因突变的表达，且 MRI表现以肿块型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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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483 

The Preliminary Report of Breast Cancer Screening for 

20 000 Women in China 

 
徐姝,罗娅红 

辽宁省肿瘤医院 110042 

 

Obj ：To observe the morbidities of breast cancer of 20 000 women in Liaoning, 

determine the optimal program for breast cancer screening.  Met： Assessment was 

carried out using approach: clinical examination, ultrasound, mammography and MRI. 

Res：The total morbidity of breast cancer was 0.165%.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increase risk of breast cancer were benign breast disease, family history , 

earlier menache, ect al.The detection rate of clinical examination, mammography 

and ultrasound was 48.48％,96.97％,and 75.76％. The sensitivities, specificity and 

accuracy was 90.00%，88.46%，89.74% respectively using MRI to differentiate benign 

from malignant breast lesions. Con： A higher diagnostic value in breast cancer 

screening could be achieved by using combination of clinical examination, 

ultrasound and mammography. MRI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differentiation of 

benign and malignant breast lesions. 

 

 
EP-2484 

乳腺叶状肿瘤影像学表现与组织学分级关系的研究 

 
刘君君,孙鹏峰,李芳芳,季宇,刘佩芳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300060 

 

目的：研究乳腺叶状肿瘤影像学表现与组织学分级的关系，提高对叶状肿瘤的认识和术前诊断

的准确性，为临床术式的选择提供循证医学资料。材料与方法：按照美国放射学院（American 

College of Radiology，ACR）BI-RADS诊断标准回顾性分析 2006年 12月至 2016年 4月于我

院就诊并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132例乳腺叶状肿瘤的影像图像及病理资料，其中 69例行 X线检

查，121例行 US检查，35例共 36个病灶行 MRI检查。采用卡方检验、fisher精确检验对数

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69 例具有术前 X检查叶状肿瘤术后病例诊断良性 25例，交界性 17

例，恶性 27例，经统计分析 X线上肿物周围的“晕征”与组织学分级有关（P=0.011）；121

例具有术前超声检查叶状肿瘤术后病例诊断良性 43例，交界性 36例，恶性 42例，肿物形状

不规则（P＜0.01）、边缘不清晰（P＜0.01）、内部回声不均匀（P=0.002）、囊性回声（P＜

0.01）与叶状肿瘤的组织学分级有关；35例（共 36个病灶）具有术前 MRI检查的叶状肿瘤术

后病理诊断良性 20个，交界性 8个，恶性 8个，病变平扫信号均匀性（P＜0.05）、脂肪抑制

T2WI病变信号低于或等于周围正常腺体信号（P=0.025）、不均匀强化（P＜0.01）、不规则

囊性改变（P＜0.01）、时间-信号强度曲线类型（P=0.009）及 ADC值较低（P=0.034）与叶状

肿瘤组织学分级有关。结论：X线肿物周围“晕征”，超声肿物形态不规则、边缘不清晰及内

部回声不均匀且有囊性回声，MRI病变平扫信号不均匀、脂肪抑制 T2WI信号呈等信号或稍低

信号、内部强化不均匀可见无强化区、时间-信号强度曲线呈Ⅱ、Ⅲ型及 ADC值较低提示恶性

叶状肿瘤的可能，为临床制定手术方案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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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485 

乳腺癌动态增强 MRI 影像特征与 

腋窝淋巴结转移的相关性研究 

 
韩露 

辽宁省肿瘤医院 110000 

 

目的 探讨乳腺癌动态增强 MRI影像特征与腋窝淋巴结转移的相关性。材料与方法 回顾性分析

我院病理证实的乳腺癌 79例，术前全部行乳腺动态增强 MRI检查，参照美国放射学会第 5版

乳腺影像-报告和数据系统（BI-RADS）标准，系统描述病变的 MRI影像特征。分析乳腺癌的

MRI影像特征与腋窝淋巴结转移的相关性。结果 79例乳腺癌中，腋窝淋巴结转移 31例

（31/79,39.2%），未转移 48例（48/79,60.8%）。71例在 MRI上表现为肿块，肿块平均大小

约 18.7±7.0mm；8例表现为非肿块样强化。肿块边缘特征、早期强化率和肿块大小在淋巴结

转移组和淋巴结未转移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值分别为 0.001,0.007和 0.021。伴腋窝淋巴

结转移的肿块边缘多表现为不规则和毛刺状；不伴淋巴结转移的肿块边缘多光滑。伴有淋巴结

转移的肿块早期快速强化为主，不伴淋巴结转移的肿块早期中等强化为主；伴有淋巴结转移的

肿块比不伴淋巴结转移的肿块体积大。肿块的形状、内部强化方式及延迟期曲线在淋巴结转移

组和未转移组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在 MRI上表现为肿块的乳腺癌，肿块的大小、边缘

特征及早期强化率在判断腋窝淋巴结转移方面有一定的价值。 

  

 

 
EP-2486 

比较不同方法测量 DKI 及 IVIM 模型参数 

对乳腺肿块性病变的诊断价值 

 
司丽芳,刘小娟,杨开颜,王丽,马怡尘,蒋涛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100020 

 

目的：探讨不同测量方法所得扩散峰度成像（DKI）及体素内不相干运动(IVIM)模型参数对乳

腺肿块性病变良恶性鉴别诊断价值。 

方法：回顾性分析 2016年 9 月到 2017年 5月在我院行 MRI检查表现为肿块性病变并经病理或

随访证实的患者 59例（62 个病变）。MRI检查包括动态增强 MRI（DCE-MRI）、多 b值 DWI和

DKI扫描。分别测量 DCE-MRI 强化最明显处及病灶最大层面病变整体的 ADCstand/ADCstand-max、

ADCslow/ADCslow-max、ADCfast/ADCfast-max、f/f-max 、MK/MK-max、MD/MD-max，并采用两独立样

本 t检验比较各参数的差异。采用 ROC曲线确定阈值和比较各参数鉴别乳腺良、恶性病变的效

能。 

结果：62个病变中 24个恶性病变，38个恶性病变。良恶性病变 ADCstand、 ADCstand-max、

ADCslow、ADCslow-max、MK、 MK-max、MD、 MD-max值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001），

ROC分析显示各参数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848，0.819、0.880，0.850，0.898、0.876、

0.767、0.804，MK曲线下面积与 ADC、ADC-max、MK-max、ADCslow、ADCslow-max差异未见明显统

计学意义（χ
2
=1.141，P=0.286；χ

2
=2.329，P=0.127；χ

2
=1.043，P=0.307；χ

2
=0.144，

P=0.704；χ
2
=1.85，P=0.17）），以 MK阈值为 0.673鉴别良、恶性病变，敏感性和特异性分

别为 80.8%和 91.7%，以 ADCslow阈值为 0.898×10
-3
mm

2
/s，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 88.5%，

83.3%。 

结论：两种测量方法所测的 ADCstand、ADCslow、MK对乳腺肿块性病变鉴别诊断均有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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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487 

≥60 岁三阴乳腺癌与非三阴乳腺癌的 DCE-MRI 特征分析 

 
张莹莹 

辽宁省肿瘤医院 110042 

 

目的：乳腺癌是女性最常见恶性肿瘤之一，发病率和死亡率居女性恶性肿瘤前 3位。目前，中

国乃至全世界人口老龄化的趋势越发明显，越来越多的老年妇女被诊断乳腺癌。老年女性有其

特征，三阴乳腺癌（TNBC）的早期诊断对于治疗方案的制定非常重要。我们研究的目的是通过

分析≥60岁 TNBC、luminal 型及 HER2过表达型患者的 DCE-MRI特征，以确定≥60岁 TNBC 病

理结果前的早期 MRI检测的标准。方法：收集我院 2009年 1月 ～ 2015年 3月行 MRI 检查

并经手术病理证实的≥60岁 TNBC患者 43例，随机抽取非 TNBC患者 121例为对照组

（luminal 型 90例，HER2 过表达型 31例）。由 2位 M RI 诊断医师以盲法对所有病例的图像

进行分析和诊断。记录以下数据：肿瘤形状（不规则、分叶状、类圆形、无肿块）；肿瘤内部

坏死；平扫 T2WI信号（高信号、稍高信号、等信号、低信号）；肿瘤大小；边缘（不规则、

光滑、毛刺）；瘤周水肿；强化方式（不均匀强化、环形强化、均匀强化）；TIC 曲线（分为

3型，Ⅰ型为流入型 ；Ⅱ型为平台型 ；Ⅲ型为流出型）；周围组织浸润；多灶性；双乳癌；

BI-RADS分类；并总结临床相关数据。结果：≥60岁 TNBC 与 Luminal型及 HER2过表达型比较

多显示良性 DCE-MRI特征。TNBC（≥60）肿瘤大小为 24.1±9.6mm，Luminal型肿瘤大小为

20.8±11mm，HER2过表达型肿瘤大小为 31.8±15mm，三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三

组病例在肿瘤形状、肿瘤内部坏死、平扫 T2WI信号、TIC 曲线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三组病例在肿瘤边缘、瘤周水肿、强化方式、周围组织浸润、多灶性、双乳癌、BI-

RADS分类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讨论：≥60 岁三阴乳腺癌患者有其独特的 DCE-MRI特征，这可能有助于 TNBC的早期诊断。 

 

 

 

 
EP-2488 

磁共振多模态成像技术联合应用对于乳腺癌的诊断价值 

 
李晓凡 

辽宁省肿瘤医院 110042 

 

目的：探讨磁共振动态增强扫描(DCE)、扩散加权成像(DWI)及磁共振波谱成像（MRS）三种成

像方法联合应用对乳腺癌的诊断价值，以提高乳腺癌诊断率，实现乳腺癌的早发现、早诊断、

早治疗。 方法：对 100例于我院乳腺外科就诊的患者行常规 MRI、增强磁共振动态对比成像

(DCE-MRI)、磁共振弥散加权成像(DWI) 以及磁共振波谱(MRS) 检查,并记录结果，计算三种模

态两两联合及三种模态共同联合的诊断敏感性、特异性和准确性，以探讨多种模态联合应用对

乳腺癌的诊断意义。 结果：100例患者中发现病灶 121个，乳腺癌 65例，良性肿瘤 35例。

其中良性病灶 48个，恶性病灶 73个。恶性病灶包括浸润性导管癌、导管原位癌、浸润性小叶

癌、髓样癌等；良性病灶包括纤维腺瘤、导管内乳头状瘤、肉芽肿性结节、增生结节。动态增

强检查联合 DWI检查诊断乳腺癌的敏感性为 88.6%、特异性为 86.4%、准确性为 88.4%，动态

增强检查联合 MRS检查诊断乳腺癌的敏感性为 87.8%、特异性为 85.1%、准确性为 86.4%；MRS

联合 DTI检查诊断乳腺癌的敏感性为 84.2%、特异性为 91.3%、准确性为 89.2%；动态增强检

查、DTI及 DWI三种模态联合检查诊断乳腺癌的敏感性为 96.3%、特异性为 98.2%、准确性为

97.2%。动态增强检查、DWI、MRS两两联合诊断结果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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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诊断结果与两两联合诊断结果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磁共振动态增强

检查、DWI及 MRS三种模态联合能明显提高乳腺癌诊断的敏感性、特异性及准确性。 

 

 

EP-2489 

动态增强 MRI 对乳腺单纯型黏液癌与 T2 明显 高信号纤维腺

瘤的鉴别诊断 

 
曲宁 

辽宁省肿瘤医院 110042 

 

目的 探讨动态增强 MRI对乳腺单纯型黏液癌（PMBC）与 T2明显高信号纤维腺瘤（T2-SHi 

FA）的鉴别诊断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33例 PMBC和 58例 T2-SHi FA 的一

般资料和 MRI图像，比较两种病变的发病年龄、肿块大小、形态、边缘、有无低信号分隔、内

部强化特征、早期强化速度、时间-信号强度曲线（TIC）类型。结果  T2-SHi FA的平均发

病年龄比 PMBC小（P<0.05）。两组病灶的大小、形态、边缘、低信号分隔、内部强化特征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早期强化速度、TIC类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DCE-MRI有助于 PMBC和 T2-SHi FA的鉴别诊断。 

 

 
EP-2490 

乳腺肿块样强化病变不同强化特征的 Ktrans 值差异性研究 

 
王晓煜 

辽宁省肿瘤医院 110042 

 

【目的】： 研究乳腺增强 MR不同强化特征与 Ktrans值之间的相关性。 

【方法】：回顾性分析经病理证实的 60例乳腺肿块样强化病变（其中浸润性导管癌 29例，导

管原位癌 5例，包括纤维腺瘤 20例，乳腺增生 6例）。通过 DCE-MRI扫描测量病灶最大层面

Ktrans值。以术后病理为金标准，利用 ROC曲线分析评价 Ktrans值对良恶性病变的诊断效

能。比较不同强化特征对应的 Ktrans值之间的差异性。 

【结果】：内部强化均匀的肿块与内部分隔无强化的肿块之间 Ktrans值无明显差异（P 
=0.995）。不均匀强化的肿块与环形强化肿块之间 Ktrans 无显著性差异（P =0.161）。均匀

强化与内部分隔无强化的肿块 Ktrans值小于不均匀强化肿块和环形强化的肿块（P=0.002、
0.000）。早期强化率<50%的肿块与早期强化率为 50%-100%的肿块之间 Ktrans值无显著差异

（P =0.811）；早期强化率>100%的肿块与早期强化率<50%、50%-100%的肿块之间 Ktrans 值存

在差异（P =0.031、0.005）。强化曲线为流入型的肿块与强化曲线呈平台型、流出型的肿块

间 Ktrans值有显著差异（P =0.030、0.000）；强化曲线为平台型的肿块与强化曲线呈流出型

的肿块间 Ktrans值有显著差异（P=0.035）。 

【结论】： Ktrans值可以用于乳腺肿块样强化病变的良恶性鉴别；其不同强化特征对应的

Ktrans值之间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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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491 

Ktrans 值在乳腺非肿块样强化病变中的诊断价值 

 
王晓煜 

辽宁省肿瘤医院 110042 

 

【目的】本研探讨 Ktrans值与 ADC值在鉴别乳腺 NMLE病变良恶性中的价值。 

【方法】回顾性分析经病理证实的 39例乳腺 NMLE病变，其中浸润性导管癌 13例、导管原位

癌 9例、乳腺增生 11例，导管内乳头状瘤 5例。使用 GE Signa 1.5T MR 扫描仪，搭配乳腺专

用 4通道线圈进行扫描。扫描结束后利用 ADW 4.3工作站对图像进行后处理，以病变最大层面

作为 ROI，计算 ADC值。将动态增强扫描原始图像导入 Omni-Kinetic软件（GE公司），利用

Reference Region模型，在患侧对侧胸大肌最厚处，避开血管、脂肪、骨骼等绘制参考区

域，以病灶最大层面作为 ROI，计算测量 Ktrans值。以术后病理为金标准，利用 ROC曲线分

析评价 ADC值以及 Ktrans值在良恶性鉴别诊断中的诊断效能。并比较不同病理类型病变

Ktrans值、ADC值的差异。 

【结果】以病理结果作为金标准，利用 Ktrans值判断 NMLE 病变良恶性时曲线下面积（AUC）

为 0.905，当 Ktrans值界值为 0.863时，敏感度为 96.2%、特异度为 82.4%；ADC值的 AUC为

0.646，当 ADC值界值为 0.00133m
2
/s时，敏感度为 58.8%、特异度为 76.9%。不同病理类型之

间 Ktrans值存在差异（P=0.000），ADC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95）。浸润性导管癌与

导管原位癌、增生、导管内乳头状瘤 Ktrans值之间有统计学差异（P=0.001、0.000、

0.001）；导管原位癌、增生、导管内乳头状瘤互相间 Ktrans值无统计学差异（P>0.05）。本

研究中不同病理类型病变 ADC值互相间均无显著差异（P>0.05）。 

【结论】对于乳腺 NMLE病变，Ktrans值的诊断效能要高于 ADC值。导管原位癌、导管内乳头

状瘤、乳腺增生之间的 Ktrans值无明显差异，浸润性导管癌 Ktrans值高于上述三种病变。 

  

 

 
EP-2492 

PET/CT 对乳腺癌监测复发和评价治疗反应的应用价值 

 
刘杰 

辽宁省肿瘤医院 110042 

 

乳腺癌是危害女性健康的发病率最高的恶性肿瘤，其发病率近年呈逐步上升趋势；在过去 30

年其死亡率也增长了近一倍。监测复发和评价治疗反应是乳腺癌治疗的重要方面。PET/CT作

为全身性的检查技术，对乳腺癌患者检测复发和评价治疗反应具有重要价值。本文综述了

PET/CT与其它影像学检查技术如 PET/MR、CT及 BS、US等在乳癌转移复发方面的对比及优

势；评价了乳腺癌相关肿瘤标志物升高与 PET/CT显像评价复发转移的作用；以及利用 PET/CT

评价新辅助化疗及靶向治疗和内分泌治疗的价值；而 PET新型显像剂的应用，使其有望成为乳

腺癌精准医疗中最有前途的影像手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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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493 

定量 DCE-MRI 在乳腺良恶性疾病鉴别诊断中的应用 

 
柏晓茹 

辽宁省肿瘤医院 110042 

 

目的：通过动态增强 MRI（DCE-MRI）对乳腺癌进行定量分析，探讨其在乳腺良恶性疾病鉴别

诊断中的价值。方法：选取 73例乳腺占位性疾病患者为研究对象，其中恶性疾病 41例，作为

实验组；良性疾病 32例，作为对照组。所有病例术前行 1.5T DCE-MRI检查，分别测对比剂从

血管内到血管外的转移速率即容量转移常数（Ktrans
）；对比剂重新回到血管内的速率常数 

(Kep) 、肿瘤血管容积分数（Vp）。术后病理作为诊断金标准。对定量参数在乳腺良恶性疾病

及恶性疾病的亚组分型中的差异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乳腺良恶性疾病两组间 Ktrans
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Kep及 Vp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亚组分型中，Ktrans、Kep及

Vp在激素受体和分子分型组间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Kep在 HER2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结论：DCE-MRI 定量参数 Ktrans
对乳腺癌的诊断具有重要意义，可用于乳腺良恶性

疾病的鉴别诊断。 

 

 
EP-2494 

男性乳腺癌的 MR 影像学表现及与炎性肉芽肿的鉴别 

 
何翠菊 

辽宁省肿瘤医院 110042 

 

目的 探讨男性乳腺癌的 MR 影像学表现及与乳腺炎性肉芽肿病变的鉴别诊断特征。材料与方法 

经手术和病理证实男性乳腺癌 4例，乳腺炎性肉芽肿 6 例。所有患者均行 MR动态增强和 DWI

成像。结果 二组病变发病部位均为乳头后，均表现为肿块性病变。乳腺癌组形态上卵圆形 2

例、不规则形 2例；边缘光整和不规则形各 2例；内部强化不均匀 1例和边缘强化 3例；2例

病变累及皮肤；TIC曲线表现为Ⅲ型 3例，Ⅱ型 1例；ADC 值均值 0.897×10
-3
 mm

2
/s。炎性肉

芽肿组形态上卵圆形 2例、不规则形 4例；边缘不规则和星芒状各 2例；内部强化不均匀 2例

和边缘强化 4例；TIC曲线均为Ⅱ型平台型。ADC值均值 0.901×10
-3
 mm

2
/s。乳腺癌病灶边缘

强化明显，中心强化低于边缘（3例）或不均匀强化（1例）；炎性肉芽肿组病灶内见范围不

等无强化区（4例），此无强化区于 T2WI呈明显高信号和在动态图像上可以观察到离心性强

化和病变边缘逐渐模糊改变（2例）。 

结论 男性乳腺癌与炎性肉芽肿病灶病灶内部强化方式和强化曲线在二组疾病鉴别诊断中发挥

重要作用。乳腺癌病灶内部不均匀强化或边缘强化明显，中心强化低于边缘，曲线以Ⅲ型曲线

为主；炎性肉芽肿组病灶内见范围不等无强化区或者在动态图像上可以观察到离心性强化和病

变边缘逐渐模糊改变，强化曲线为Ⅱ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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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495 

乳腺伴髓样特征的癌 MRI 表现分析 

 
孙鹏峰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摘要】目的 研究乳腺伴髓样特征的癌 MRI平扫、动态增强（DCE）及 DWI表现特征，提高对

该病术前诊断的准确性，为临床治疗提供更可靠的影像学资料。资料与方法 本研究包括 15例

行 MRI检查并经手术病理证实的乳腺伴髓样特征的癌，依据美国放射学院（American College 

of Radiology，ACR）提出的乳腺影像报告和数据系统磁共振成像标准（BI-RADS-MRI）分析其

MRI形态学、平扫 T1WI及 T2WI 信号、DCE表现及时间-信号强度曲线（TIC）类型、DWI信号及

ADC值。结果 15例乳腺伴髓样特征的癌在 MRI上均表现为肿块，89.6%（13/15）呈圆形或卵

圆形；89.6%（13/15）边缘清晰；肿瘤平均球度分数为 93.68%（85.5%～98.59%）；73.3%

（11/15）于平扫脂肪抑制 T2WI信号表现均匀；动态增强后，93.3%（14/15）呈边缘强化，时

间-信号强度曲线均提示恶性，其中 66.7%（10/15）呈Ⅲ型（流出型）、33.3%（5/15）呈Ⅱ

型（平台型）；DWI均呈明显高信号，ADC值均较低，与常见浸润性导管癌一致。 结论 乳腺

伴髓样特征的癌 MRI表现具有特征性，当肿物形态规则、球度分数接近 100%、边缘清晰具备

良性病变特征、MRI平扫 T2WI信号均匀、动态增强后呈边缘强化、DEC-MRI扫描 TIC类型和

DWI上 ADC值表现符合恶性时，应考虑到乳腺伴髓样特征的癌可能。结合 MRI可以为术前准确

诊断及临床制定治疗方案提供依据。 

 

 

 
EP-2496 

乳腺单纯型粘液癌的 MR 影像学表现 

 
曲宁 

辽宁省肿瘤医院 110042 

 

目的 总结乳腺单纯型粘液癌（PMBC）的 MR影像学表现。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23例 PMBC患者的 MR图像。结果 PMBC在 MRI上多表现为卵圆形肿块（18/23,78.26%）,大多

数病灶边缘光整（15/23,65.22%）。T1WI呈等低信号（22/23,95.65%）或均匀低信号

(1/23,4.35%)。强化方式分为三种类型：I型：环形强化；II型：不均匀强化；III型：无强

化。早期增强率范围为 15.6%~247.1%，平均值为（103.90±50.50）%。时间信号-强度曲线以

I型为主（17/22，77.27%）。T2WI多呈明显高信号伴内部低信号分隔。DWI图像上均呈明显

高信号，b值 800s/mm
2
时的 ADC平均值为 2.05 x10

-3
mm

2  
/s。结论 PMBC的 MR表现具有特征

性，有助于本病的诊断与鉴别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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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497 

不同曝光模式下数字乳腺 X 线摄影图像质量 

和放射剂量的对比研究 

 
冯钰晴 

辽宁省肿瘤医院 110042 

 

[摘要] 目的 评价低曝光模式对数字乳腺 X线摄影图像质量及辐射剂量的影响。方法 选择临

床拟诊乳腺肿瘤患者 60例，随机分成 3组（A、B、C组），A组采用主动曝光模式（28kV、

60mAs）对乳腺进行曝光，B、C组根据自动曝光模式的摄影条件，在手动曝光模式下，分别固

定管电压和管电流，依次改变相应的管电流及管电压，即 B组 28kV、50mAs，C组 26kV、

60mAs，分别记录各曝光条件下入射剂量（ESD）、平均腺体剂量（AGD）和美国放射学会

（ACR）标准的影像评分值。采用秩和检验（Kruskal Wallis）对结果进行比较。结果 B组较

A组 ESD和 AGD分别降低了 23.9%；C组较 A组 ESD和 AGD分别降低了 22.4%和 28.0%。不同曝

光模式下影像的整体质量均无明显差别（P>0.05）。结论 在数字乳腺 X线摄影中，以自动曝

光模式为基础，分别固定管电压或管电流，在一定范围内分别通过手动降低管电流或管电压值

降低辐射剂量，可得到与常规曝光相当的图像质量。 

 

 

EP-2498 

乳腺钼靶、超声及磁共振成像用于 

乳腺恶性肿瘤测量的准确性的研究 

 
李晓凡 

辽宁省肿瘤医院 110042 

 

【目的】本文通过对比乳腺钼靶摄影、超声及乳腺磁共振成像中所测定乳腺肿块的大小与手术

后病理检查中所提示乳腺肿块的大小做对比，以评估对于不同病理分型的乳腺恶性肿瘤，何种

影像学成像手段的测量值更准确，旨在更客观的在术前对肿块的体积进行评估，以为临床提供

治疗依据。 

【方法】回顾性收集 100例经病理证实为乳腺恶性肿瘤的病例，所有病例具备详实的超声、乳

腺钼靶、磁共振成像及病理检查资料。全部病例按病理结果共分为五组，分别为“导管原位

癌”、“浸润性导管癌”、“导管原位癌合并浸润性导管癌”、“浸润性叶状肿瘤”及其它类

型恶性肿瘤（包括黏液腺癌、髓样癌及各类肉瘤等）。以肿瘤的最大直径作为参数，利用

Bland-Altman分析判断哪种影像学成像手段所获得的测量值更贴近组织学病理检查所测得

值。 

【结果】超声检查所测得的肿瘤最大直径显著较小，在浸润性导管癌合并导管原位癌、浸润性

导管癌及浸润性叶状肿瘤三组病例中尤为显著；其中在测量浸润性叶状肿瘤时其测量值与病理

学检查测量值差异最大。乳腺钼靶摄影对于各病例组中肿瘤最大直径的测量与病理学检查中所

得值未见明显统计学差异，在对于导管原位癌病灶大小的测量中，乳腺钼靶成像的测量数据更

准确。磁共振成像提示肿块的最大直径略大，这可能与磁共振成像能提示肿瘤周边代谢异常有

关。在对浸润性导管癌合并导管原位癌及浸润性叶状肿瘤两组病例的评估中，磁共振成像对肿

瘤大小评估的准确性要明显优于其它两种检查手段。 

【结论】乳腺恶性肿瘤的大小及浸润情况决定了乳腺手术的术式。为了更准确的评估肿瘤，必

须根据肿瘤的组织学类型，合理选择影像学成像手段，综合分析影像学对于肿瘤大小的提示信

息，从而更合理的选择术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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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499 

乳腺实性乳头状癌影像学特点分析 

 
王泽坤 

辽宁省肿瘤医院 110042 

 

目的:探讨此类乳头状癌的临床及影像资料，为此类病变诊断提供影像学的依据。 

方法: 收集经病理证实为原位 SPC的病人 10例、浸润性 SPC6例进行回顾性分析。 所有病人

术前均行乳腺超声检查及乳腺磁共振扫描。另选取经术后病理诊断为Ⅰ级浸润性癌、Ⅱ级浸润

性癌、Ⅲ级浸润性癌及导管内癌的病人各 10例，作为对照组。参照 BI-RADS评价其病灶的形

态学（ 包括病灶大小、 形状、部位、 边缘等关系）、动态增强扫描的强化模式、DWI及 ADC

值的特征， 并与病理特点及分子分型相关性对照分析。结果: SPC及浸润性 SPC肿物长径分

别为 22.10±9.28mm（P=0.003）、23.83±3.87mm（P<0.001）；SPC在超声中与对照组无明显

差异性；同时 SPC表现为不规则的肿物，但其 MRI强化更具特点，当表现肿块型病变多呈环状

强化(P<0．05)。SPC及浸润性 SPC的 ADC值分别为 1.0±0. 11×10
-3
 mm

2
/s（P<0.001）、0. 

97±0. 13×10
-3
 mm

2
/s（P<0.001），Ⅰ级浸润性癌及导管内癌分别为 1.08±0.07×10

-3
 

mm
2
/s、1.09±0. 15×10

-3
 mm

2
/s，本组结果中无论是 SPC及浸润性 SPC的 ADC值均近似于对照

组中Ⅰ级浸润性癌及导管内癌的 ADC值，也与目前报道的文献中恶性病变的阈值范围（0.87-

1.36）×10
-3 
mm

2
/s一致，稍低于良性病变范围（1.0-1.82）×10

-3
 mm

2
/s。该类乳头状癌的分

子分型 75%（12/16）为 Luminal A 型（P<0.001），而导管内癌 40%（4/10）、Ⅰ级浸润性癌

中 50%（5/10）、Ⅱ级浸润性癌 10%（1/10）、Ⅲ级浸润性癌 0%（0/10）为 Luminal A型。总

结: 乳腺 MRI检查较超声检查对于乳腺 SPC影像表现更具特征，尤其是 ADC值对于该类病变属

于低度恶性肿瘤的判定更具有临床意义。 

  

 

 

EP-2500 

乳腺癌 MRI 表现及诊断价值的分析 

 
刘佳妮 

辽宁省肿瘤医院 110042 

 

目的: 分析乳腺癌 MRI表现及 X线、MRI两种影像学检查方法对于乳腺癌的诊断价值。 

方法: 回顾分析经手术病理证实的乳腺癌患者 42例，所有患者均行 MRI及 X 线检查。 

结果: 

1.42例患者中，18 例 X线表现为单发的高密度肿块影，其中 15个肿块边缘呈分叶状及毛刺

征， 3个边缘光整， 部分边界清晰； 6个肿块内可见成蔟状细小钙化影； 2个仅见斑片状

成蔟状钙化，未见明确肿块影； 2例病灶大小小于 1cm， 边缘与周围腺体分界不清， X线误

诊为小叶增生，1例病灶呈片状高密度影，边界不清，未见明确肿块， 邻近皮肤显示增厚， 

X线误诊为乳腺炎； 5例局部皮肤显示增厚，3例乳晕显示增厚， 4例乳头显示凹陷； 2例

腋窝淋巴结肿大。 

2.在 MR检查中， 其中 34个病灶形态学表现为典型的恶性征象， 边缘显示不规整， 分叶有

毛刺， T1WI为低信号， T2WI及 STIR为稍高信号， 部分病灶内信号显示不均；6个病灶边

缘显示清晰， 肿块内信号明显不均， 3个边界显示模糊， 内部腺体结构紊乱， 增强后病灶

显示强化， 动态曲线时间- 信号强度曲线为大部分为典型的流出型( 33例)， 平台型( 10 

例)，未见持续强化型； 本组病例 MRI显示局部皮肤显示增厚者 7例， 乳头凹陷者 4 例， 

胸壁侵犯者 2 例； 腋下淋巴结肿大者 2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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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例乳腺癌共 43个灶， 在乳腺 X 线检查中， 2个乳腺癌病灶未见明显显示， 检出率为

93.02%； 乳腺 MRI检出 43 个病灶。上述病例中，X线检查漏诊 2例；与术后的病理结果比

较， MRI检查结果病理符合率较高；对于乳腺皮肤、腋窝淋巴结、及胸壁侵犯情况乳腺 MRI

优于 X 线检查。MRI与 X线检查对于病灶检出的价值比较， 显示前者优于后者。 

结论：X线检查对于钙化病变显示较好，可以用于早期肿块不明显而钙化明显病变的显示；

MRI对于乳腺癌病灶的检出高于 X线摄影， 对于判断病变范围及淋巴结转移等方面也具有较

大价值。总之，X线与 MRI 联合应用有助于提高乳腺癌的诊断准确率。 

 

 
EP-2501 

乳腺叶状肿瘤与单纯型黏液癌的 MRI 征象及鉴别诊断 

 
曲宁 

辽宁省肿瘤医院 110042 

 

摘要 目的： 探讨乳腺叶状肿瘤（PT）和单纯型黏液癌（PMBC）的 MRI表现和鉴别诊断。方

法：回顾性分析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16例 PT和 23例 PMBC 的一般资料和 MRI图像，包括发病年

龄、MRI征象、Fischer评分结合 BI-RADS分类、早期增强率（EER），对相应资料进行统计学

分析。结果：PT的发病年龄比 PMBC小（P<0.05）。PT和 PMBC在 T1及 T2信号特征、内部强

化特征、时间-信号强度曲线（TIC）类型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病例在大小、

形态、边缘、低信号分隔、邻近血管征象（AVS）、Fischer 评分结合 BI-RADS分类上无统计

学差异（P>0.05）。PT的 EER高于 PMBC（P<0.05），ROC分析曲线下面积（Az值）为

0.753，EER的最佳界值为 135.85%，诊断试验的敏感性为 68.8%，特异性为 81.8%，正确率为

76.3%。结论：虽然 PT和 PMBC MRI表现多有重叠，但多个征象综合分析有助于二者的鉴别诊

断。 

  

 

 
EP-2502 

磁共振动态增强观察乳腺癌对胸廓内动脉影响的研究 

 
郭秋 

辽宁省肿瘤医院 110000 

 

 

摘要:目的 通过磁共振动态增强扫描技术观察单侧乳腺癌病变对双侧胸廓内动脉(internal 

thoracic artery，ITA)的影响。方法 156 例患者首次行乳腺磁共振动态增强检查，选取动脉

期时相的相应图像，测量并 计算双侧 ITA 的平均内径，对测量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正常对照组人数为 69 例，右乳癌患病组人数为 44 例，左乳癌患病组人数为 43 例。正常对

照组左、右 ITA 内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乳腺癌患病组左、右 ITA 内径均较正常对照组左、

右 ITA 内径增大，且无论病灶位于哪侧乳腺，右侧 ITA 内径增大程度较左侧 ITA 明 显，且 

p 值<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单侧乳腺癌病变会导致双侧 ITA 不同程度的扩张，并

认为 ITA 及 其分支可能是乳腺癌病变的主要供血动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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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503 

1.5T MRI-Vibrant Dynamic Contrast-enhanced Technology   

in the Diagnosis of Breast Disease 

 
zhao dan 

Liao Ning Tumor hospital 110042 

 

Objective: By optimizing the scanning sequence, explored the advantages of Vibrant 

dynamic contrast-enhanced technology on bilateral breast at 1.5T MRI. Methods: 70 

cases of patients with breast disease by surgery or biopsy proven were women, 

divided into group A and group B, each group of 35 cases. All the cases were 

examined by 1.5T MR, applying Vibrant breast dynamic contrast-enhanced scanning 

technology. The dynamic contrast-enhanced scanning time of group A was 9 minutes 

and 24 seconds, and the dynamic contrast-enhanced scanning time of group B was 7 

minutes and 42 seconds. Results: The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and accuracy of 

group A diagnosed were 94.74%, 85% and 89.74% respectively. The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and accuracy of group B diagnosed were 91.3%, 89.47% and 90.48% 

respectively.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group A and group B on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and accuracy (P>0.05). Conclusions: Vibrant breast 

dynamic contrast-enhanced scanning technology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iagnosis of breast disease, showing the advantages and flexibility 

 

 

EP-2504 

乳腺黏液癌与纤维腺瘤黏液变性的 MRI 表现比较 

 
李芳芳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目的：探讨乳腺黏液癌与纤维腺瘤黏液变性在 MRI表现的不同，以更好的对二者进行鉴别诊

断，有助于临床术前明确诊断并选择合适的治疗方案。 

方法：回顾性分析于 2010年～2017年就诊于我院行乳腺 MRI检查并经病理证实的乳腺黏液癌

患者 26例，乳腺纤维腺瘤黏液变性患者 14例，依据美国放射学院提出的乳腺影像报告和数据

系统磁共振成像（BI-RADS-MRI）标准，回顾性分析病变 MRI表现，包括肿物的部位、形状、

边缘、有无周围组织浸润、平扫信号表现、强化后（DCE）表现及时间-信号强度曲线（TIC）

类型、DWI信号表现及 ADC 值。采用χ
2
检验评价各个指标对于二者的鉴别诊断价值。 

结果： 乳腺黏液癌及纤维腺瘤黏液变性在 MRI上均表现为 T2WI呈明显高信号，相应 DWI呈高

信号，ADC值较高，时间-信号强度曲线均以渐增型为主，但二者间肿物的发病部位

（P=0.002）、肿物边缘（P=0.005）、有无低信号分隔（P=0.025）、早期强化方式

（P<0.001）以及延迟时相强化表现（P=0.02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MRI特征表现对于鉴别乳腺黏液癌和纤维腺瘤黏液变性具有较高的价值，黏液癌较纤

维腺瘤黏液变性好发于腺体浅层，肿物边缘多不光滑，较少出现低信号分隔，增强后以边缘强

化为著，内部强化不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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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505 

微小乳腺癌的 X 线及动态磁共振影像学表现 

 
张玉珍,李芳珍,崔雪娥,王丽君,罗冉,汪登斌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00092 

 

目的 探讨微小乳腺癌的 X线及动态 MRI影像特点, 提高术前影像诊断水平。 材料与方法 

对 60例经手术病理证实直径≤1cm 的微小乳腺癌的 X线及 MRI影像进行回顾性研究。 结果 

60例微小乳腺癌病灶位于左乳和右乳例数分别为 38例和 22例。病理结果显示 54例为单灶，

6例为多灶（≥2处癌灶，直径均小于 1cm）。其中浸润性导管癌 21例，导管内癌伴微浸润 26

例，浸润性癌非特殊性 5例，小叶原位癌 2例，浸润性乳头状癌、浸润性小叶癌、神经内分泌

癌、粘液腺癌、导管内乳头状瘤伴导管原位癌，硬化性小管癌伴导管原位癌各 1例。在乳腺 X

线中，表现为肿块征象 16例，微小钙化 9例，局灶非对称性致密 7例，结构扭曲 6例，致密

型乳腺中无明显异常征象 22例。X线 BI-RADS分类 3类、4A类、4B类、4C类分别占 30%，

53.33%，11.67%，5%。在 MRI中测得病灶大小介于 0.4×0.4cm-1.6×1.1cm 之间；术后病理结

果显示病灶大小直径 0.2cm-1.0cm。增强显示强化均匀占 30%（18/60），强化不均匀占 70%

（42/60）。病灶边缘光整占 30%（18/60），边缘不光整伴小毛刺改变占 70%（42/60）。TIC

为持续上升型、平台型及廓清型分别为 20例，24例和 16 例。5例伴有腋窝淋巴结增大,其中

4例为病灶同侧，1例为对侧腋窝淋巴结增大。DWI上表现为肿块高信号，可测得 ADC值的为

30例，ADC值介于 0.758-1.58 mm
2
/s之间，平均值为 1.128±0.24 mm

2
/s。MRI BI-RADS分类

3类、4A类、4B类、4C类、5类分别占 6.67%，23.33%，40%，25%，5%，MRI诊断 BI-RADS分

类 4B以上达 70%。 结论 动态 MRI增强作为乳腺病变检查的一种重要影像学检查方法，结合

病灶形态特征、ADC值、重建及动态增强曲线，综合判断，必将大大提高微小乳腺癌术前诊断

正确性。 

  

 

 
EP-2506 

乳腺非特殊型浸润性癌的影像学诊断与组织分级 

 
崔雪娥,汪登斌,张玉珍 ,李芳珍 ,王丽君 ,罗冉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00092 

 

目的 分析乳腺不同组织分级的非特殊型浸润性癌在乳腺 X线摄影及 MRI上的影像学特征，以

提高对其诊断和鉴别诊断能力。 

资料与方法 60例经穿刺或手术病理证实的乳腺非特殊型浸润性癌，其中 I级 6例，II 级 33

例，III级 21例，年龄 33-81岁，平均 57岁，术前均行 MRI检查，47例同时行钼靶 X 线检

查，结合病理，回顾性分析病灶的形态、信号特点、ADC 值及增强时间- 信号曲线（TIC）的

类型。 

结果Ⅰ级中 4例行乳腺 X线摄影，表现为多发小肿块，部分周边毛糙 1例，局灶性不对称性致

密伴高密度小肿块 1例，高密度肿块 1例，腺体致密 1例。MRI表现为非肿块区域性强化 3

例，；多发强化小肿块 1例，不规则小肿块 1例，边界清晰肿块伴出血 1例。Ⅱ级中 28 例行

乳腺 X线摄影，表现为不规则肿块伴毛刺 2例，肿块伴钙化 5例,成簇钙化 5例,不对称致密影

伴钙化 4 例,结构扭曲 1例,不对称致密 2例,不规则肿块 4例,腺体致密 5 例;其中 14 例有钙化,

占 50%。MRI表现为肿块样强化 29例,占 88%,不规则肿块 22例,伴毛刺 12例,环形强化 1例;

非肿块样强化 4例;平均 ADC 值约：0.99 ×10-3mm2/s。Ⅲ级中 16例行乳腺 X线摄影，表现为

肿块影 11例，伴毛刺 2例，伴钙化 4例；结构扭曲伴钙化 1例；节段性分布钙化 1例；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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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钙化占 38%。MRI表现为不规则肿块样强化 17例，占 81%；表现为区域性强化 1例；节段性

异常强化 1例；弥漫性强化 1例。 

结论 乳腺非特殊型浸润性癌多发生于中老年女性，典型表现易于诊断，以不规则肿块伴沙砾

样钙化或毛刺征，较低的 ADC值及 II-Ⅲ型 TIC曲线诊断价值最大，级别越高伴出血及坏死可

能性越大，肿块大小与组织学分级呈正相关。 

 

 
EP-2507 

幼年型纤维腺瘤影像学诊断及鉴别 

 
张玉珍,李芳珍,崔雪娥,王丽君,罗冉,汪登斌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00092 

 

目的 提高对幼年型乳腺巨大纤维腺瘤（FA）超声、平扫 CT及动态增强磁共振（MRI）诊断的

认识。材料与方法 回顾性分析 8 例经手术病理证实的幼年型 FA患者的临床资料及影像表

现。结果 8例幼年型 FA均为青少年女性, 年龄 11-15岁，平均 12.88±1.13 岁。7例单发，

1例为双乳多发。共 10个病灶，位于左乳 2个，右乳 8个。肿块生长迅速, 瘤体较大，大小

约 4×2.5cm-11.1×9.6cm 之间。临床表现为患侧乳房于 2-8个月内明显增大, 乳房内扪及圆

形、类圆形巨大肿块，质硬，活动度差。乳腺超声检查示病变乳房内巨大边界清楚的分叶状肿

块, 回声不均，CDFI内见血流信号，平均阻力指数（RI）0.6。超声 BI-RADS分类 3-4A类。

术前胸部平扫 CT时可见病变乳腺内密度均匀肿块，平均 CT值 31HU，与正常乳腺腺体分界不

清。乳腺动态 MRI特点：(1) 单侧发病患者双侧乳腺明显不对称，病灶体积较大，几乎占据整

个乳腺，腺体组织受压变菲薄，边界较清；(2) 增强后病灶强化明显，8例病灶内部出现低信

号分隔；(3)7例病灶时间一信号强度曲线(TIC)呈 I型，2例病灶 TIC呈 II型，1例 TIC呈

III型，均不伴有腋窝淋巴结增大；(4)DWI图像上测得 ADC 值介于 1.38-1.62 mm
2
/s之间，平

均值为 1.5±0.15mm
2
/s。乳腺 MRI结果 BI-RADS分类均为 3类。手术病理结果镜下显示纤维上

皮性肿瘤，导管上皮增生明显，间质细胞丰富，符合幼年型 FA。 结论 幼年型 FA临床表现

和影像表现有其特殊性，MRI 对病灶的显示明显优于乳腺 X线、超声和 CT等影像学检查方

法。影像诊断应密切结合临床资料。本病需与致密型乳腺、青春期乳腺肥大及乳腺叶状肿瘤相

鉴别，仔细观察病变的形态及影像特点，特别是单侧乳房发病的少女, 应不难鉴别。 

 

 
EP-2508 

MRI 定量参数联合动态增强曲线评价 

对腋窝淋巴结的定性诊断价值 

 
边泽宇,杨晓棠 

山西省肿瘤医院 30001 

 

目的：探究 MRI定量参数联合动态增强曲线对腋窝淋巴结定性诊断中的价值 

材料与方法：搜集在我院进行乳腺磁共振动态增强扫描患者，对有明确手术病理结果或穿刺活

检病理结果的 43例患者共 68枚腋窝淋巴结（淋巴结长径>1cm）进行回顾性分析。应用自带软

件处理出时间-信号强度曲线（TIC）类型，并使用专用灌注软件行后处理，获得容量转移常数

(Ktrans)、速率常数（Kep）、细胞外血管外间隙容积比（Ve）定量参数。应用 ROC曲线分析

其在定性中的最佳 诊断界点和敏感性、特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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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乳腺癌腋窝淋巴结转移者 TIC曲线多为 Ⅲ型，早期强化率 1.75；Ktrans值（0.346）

min
-1
。乳腺良性病变伴淋巴结增大，TIC曲线多为Ⅰ型，早期强化率 0.68；Ktrans值

（0.127）min
-1
。其中结核 TIC曲线均为Ⅲ型，早期强化率为 1.68，但达峰时间小于 50s；

Ktrans值（0.232）min
-1
。乳腺癌腋窝淋巴结转移和除结核外良性病变的定量参数有统计学意

义，与腋窝淋巴结结核无统计学意义，但腋窝淋巴结结核达峰时间少于乳腺癌伴腋窝淋巴结患

者。 

结论：联合定量参数和动态增强曲线有助于对腋窝淋巴结定性诊断，从而提高对乳腺病变的诊

断。 

  

 

 
EP-2509 

MRI 扩散成像对乳腺癌放化疗早期疗效的评价 

 
张毅 

辽宁省肿瘤医院 110042 

 

目的:探讨扩散加权成像 ADC 值在评价及预测乳腺癌新辅助化疗疗效中的价值。方法:30 例经

活检确诊为浸润性乳腺癌的患者分别于化疗前和开始治疗后 1、4疗程行常规 MRI及 DWI 检

查。分析比较不同时间点 ADC值差异。结果：30例患者治疗前、治疗 1、4疗程后 ADC 值

（×10
-3
mm

2
/s)及肿瘤最大径(cm)分别为 0.704±0.107（ADC0）、1.104±0,154（ADC1）、

1.176±0.143（ADC2）；4.19±1.50（d0）、3.73±1.37（d1）、2.47±1.22（d2），ADC1、

ADC2较 ADC0均明显增大（P＜0.01）,d1较 d0缩小不明显（P＞0.05），d2则较 d0缩小显著

（P＜0.05）。21例 CR组、9例 SD组患者治疗前、治疗 1、4疗程后 ADC值（×10
-3
mm

2
/s)分

别为 0.683±0.113（ADCc0)、1.149±0.149（ADCc1)、1.222±0.138（ADCc2);0.748±0.083

（ADCs0)、0.999±0.112（ADCs1)、1.071±0.089（ADCs2)。CR组、SD组各组内比较，ADCc1

及 ADCc2较 ADCc0均明显增大（P＜0.01），ADCs1及 ADCs2较 ADCs0的差异也均具有显著统

计学意义（P＜0.01）；CR 组、SD组组间结果比较，ADCc0 与 ADCs0无统计差异（P＞

0.05），ADCc1较 ADCs1大（P＜0.05），ADCc2较 ADCs2大（P＜0.01）。两组患者年龄及治

疗前癌肿最大径均无明显差异（P＞0.05）。结论：结果显示在化疗开始 1疗程后，ADC值升

高显著，而癌肿最大径缩小不明显。PR组和 SD组在治疗 1、4疗程后与治疗前相比，ADC 值均

明显升高，两组比较，CR组 ADC值升高幅度明显高于 SD组。乳腺癌放化疗早期行扩散成像检

查，可以早期评价放化疗疗效及预测其远期效果 

  

 

 
EP-2510 

三阴性乳腺癌核磁共振成像表现特征 

 
程鑫涛,杨晓棠 

山西省肿瘤医院 030013 

 

目的：  

三阴性乳腺癌（TNBC）具有特殊的生物学行为及临床病理学特征，临床缺乏有效治疗方法，预

后较差。目前 MRI是诊断乳腺癌的最准确的影像学方法。MRI有助于诊断 TNBC、制订治疗方案

与预后评估，并能加深对其生物学行为的理解。TNBC的 MRI特征包括较大的单发病灶，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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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滑，T2WI呈高信号，增强后环形强化；而动态对比增强（DCE-MRI）、及 MRS对于 TNBC 的

临床应用价值有待更深入研究。 

方法:   

2015年 10月-2016年 10月在我院手术并且病理及免疫组化证实为三阴乳腺癌患者 32例共 34

个病灶，其中乳腺浸润性导管癌 25例，乳腺小叶癌 1例，乳腺导管内癌 1例，乳腺浸润性微

乳头状癌 1例，乳腺髓样癌 1例，粘液纤维肉瘤 1例。所有病例手术前均接受乳腺 MRI 检

查，根据 BI-RADS标准，评价 MRI图像，分别分析肿块形态、边缘、及强化方式，并测量大

小、ADC值及 TCI曲线。结果 32例共 34个三阴乳腺癌病灶，90.6%（29/32）为单发病灶，

6.3%（2/32）为多发病灶，3.1%（1/32）为不规则形；64.7%（22/34）病灶边缘较光滑，

35.3%（12/34）边缘不规则、略有分叶;76.5%（26/34 ）表现为环形强化，23.5%（8/34 ）为

非环形强化,70.6%（24/34）为 TCI-III型，TCI-I型、II 型各为 14.7（5/34 ）。 

结论:    

乳腺 MRI检查能较全面的反映病灶的特征，表现为边缘较光滑的单灶肿块并伴有环形强化，对

三阴乳腺癌的诊断有重要意义。 

  

 

 
EP-2511 

乳腺触诊成像系统对乳腺病变应用价值的初步研究 

 
季宇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300060 

 

目的 探讨乳腺触诊成像系统对乳腺良恶性病变的诊断效能。方法 随机选择 2015年 1 月至 9

月在本院行乳腺疾病检查的患者共 92例，所有病人均行乳腺触诊成像系统、乳腺 MRI 检查及

X线检查。以病理组织学诊断作为金标准，分析乳腺触诊成像各参数的诊断效能。并评价乳腺

触诊成像系统对不同病变类型以及不同纤维腺体背景类型乳腺内病变的诊断价值。结果 92

例患者中，经手术病理证实共检出病变 108个，其中恶性病变 76个，良性病变 32个；经乳腺

MRI检查分析，肿块型病变 57个，非肿块型病变 51个；经乳腺 X线检查分析，乳腺纤维腺体

类型呈高乳腺密度组包含病变 61个，低乳腺密度组包含病变 47个。经乳腺触诊成像的各项参

数中 3D峰顶形状诊断效能较高。乳腺触诊成像系统对于 57个肿块型病变诊断准确率为

91.23%（52/57），对于 51 个非肿块型病变诊断准确率为 70.59%（36/51）。高乳腺密度组 61

个病变中，乳腺触诊成像系统诊断准确率为 78.69%（48/61），低乳腺密度组 47个病变中，

乳腺触诊成像系统诊断准确率为 85.11%（40/47）。结论 乳腺触诊成像对于鉴别乳腺病灶良

恶性具有一定应用价值，可作为临床对乳腺病变检查的又一重要补充。 

  

 

 
EP-2512 

乳腺 MRI 血管成像与 BI-RADS 分类的相关性 

 
林月兰 

厦门市第二医院 361000 

 

目的 研究乳腺动态增强磁共振检查，经最大信号投影技术处理后所显示的血管成像情况与

BI-RADS分类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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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收集 48例经手术病理证实的乳腺病变患者治疗前行乳腺动态增强磁共振检查，在减影

图及后行 3D-MIP重建，对重建图像所示乳腺内血管的数目、直径、长度和可见性及病变周围

3cm内肿瘤血管的数目进行记录，采用 Sardanelli等提出的方法进行评分，记录患侧乳腺内

长度≥3cm 或最大横径≥2mm 的血管数目。0分代表图像内未见血管或血管长度＜3cm和最大横

径＜2mm；1分、2分、3分分别代表 1支、2-4支、5支或以上长度≥3cm 或最大横径≥2mm 的

血管，然后记录病灶周围 3cm内肿瘤血管数目，0分代表病灶周边 3cm内未见血管，1 分、2

分、3分分别代表 1支、2-3支和≥4支血管。所有的病例按照乳腺 MRI BI-RADS分类，根据

病变的形态、边缘、强化的模式、时间-动态曲线及 DWI、ADC值，把病灶分为：Ⅱ类良性病

变；Ⅲ类可能为良性；Ⅳ类可能为恶性；Ⅴ类高度可疑为恶性。根据乳腺血管评分与 BI-RADS

分类进行相关性的分析。 

结果 48例患者手术病理中 23例（47.9%）为良性病变，25例（52.1%）为恶性。乳腺血管评

分 0级 3例，1级 17例，2级 12例，3级 16例，采用 0-1分诊断为良性病灶 20例

（41.7%），2-3分诊断为恶性病灶 28例（58.3%），诊断的特异性为 86.96%，敏感性为

100%，阳性预测值 89.2%，阴性预测值 100%。48例患者 BI-RADS分类Ⅱ类 17例，Ⅲ类 8例，

Ⅳ类 15例，Ⅴ类 8例。对两组等级资料进行 spearman 非参数相关分析，双侧检验 P=0.01。 

结果显示乳腺血管成像分级与 BI-RADS分类呈显著的正相关，相关程度高，相关系数=0.810。 

结论 恶性病变乳腺内的血管数目、血供及病灶周围 3cm 内肿瘤血管数目较良性增多，血供较

良性病变丰富。 

 

  

  

 

 
EP-2513 

超声造影在常规超声 BI-RADS 4 类病变中的应用价值 

---与 DCE-MRI 的对比研究 

 
吕秀花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摘要】 目的 探讨超声造影(CEUS)在常规超声 BI-RADS 4 类乳腺病变中的临床应用价值，并

与动态增强磁共振（DCE-MRI）对比研究。方法 选取 86个常规超声发现的 BI-RADS 4类乳腺

病灶，均进行超声造影及磁共振增强检查，采用 BI-RADS分类法进行重新分类，以病理结果为

金标准，比较两种影像学检查方法的诊断效能。结果 乳腺恶性病变 65个，良性病变 21 个，

CEUS和 DCE-MRI两种诊断方法的敏感性、特异性、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分别为 89.23%、

80.95%、93.55%、70.83%；92.31%、85.71%、95.24%、78.26%，二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常规超声 BI-RADS 4类病变降至 3类：CEUS 17 个，DCE-MRI 18个；BI-RADS 4

类升至 5类病变：CEUS 11 个，DCE-MRI 13个。结论 在常规超声的基础上，超声造影对于常

规超声 BI-RADS 4类乳腺病变，能够进一步提供更多的诊断信息，与增强磁共振具有较好的一

致性，具有较好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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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514 

乳腺实性乳头状癌的 MRI 表现与病理对照分析 

 
毛锐利,陈蓉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野战外科研究所 400042 

 

背景与目的：乳腺实性乳头状癌（soid papillary carcinoma，SPC）临床上较少见，在乳腺

癌中所占百分率＜1%。目前国内对 SPC 的相关研究较少，其免疫表型、生物学行为和分子遗

传学特征及影像学特征仍未被充分认识。更为重要的是，SPC 在良、恶性质判定上非常困难，

容易误诊，从而导致患者的临床治疗各有差异。本研究旨在探讨实性乳头状癌的 MRI表现、临

床病理特征及预后，以提高对该病的认识，为患者的临床治疗提供帮助。 

方法：收集近五年经本院手术或穿刺病理证实，具有完整临床及 MR检查资料的 SPC病例进行

回顾性分析。 

结果：5例均为女性，平均年龄 64.3岁，主要表现为乳头肿块，伴或不伴血性溢液。其中 3

例有血性溢液，1例皮肤凹陷，2例腋窝肿大淋巴结。触诊大多表面光滑，质硬，边界尚清

楚。大体观察肿瘤呈结节状，灰白色或灰褐色，质地偏中或软。3例为实性结节，2例为囊实

性结节。MRI表现：肿块形态欠规整，边界欠清，T1WI上呈低信号，T2WI上呈高信号，T2压

脂呈高信号，大多数导管扩张，肿块呈膨胀性生长，DWI呈明显弥散受限，注射造影剂后，肿

瘤呈明显均匀或环形强化。本组中 4例导管扩张，周围脂肪间隙稍模糊，可见浸润，肿块呈膨

胀性生长。注射造影剂后 3例呈均匀强化，2例环状强化。病理：肿瘤细胞形态多样，卵圆

形、梭形或不规则形，局部可见乳头，终末导管小叶单位膨胀性生长，具有纤维血管轴心，常

伴有黏液分泌和神经内分泌化。4例肿瘤具有黏液分泌，细胞外黏液量多少不等。1例出现神

经内分泌化。 

结论：乳腺 SPC好发于中老年女性，具有独特的影像学表现和病理表现，其 MRI表现与病理特

点较一致。SPC具有惰性的生物学行为，恶性程度较低，预后较好。 

  

 

 
EP-2515 

新疆地区维吾尔族与汉族女性乳腺浸润性导管癌相关病理免

疫组化指标表达特点和数字化钼靶摄影影像学特征比较 

 
姚娟,李欣欣,马华,李白艳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830054 

 

目的：对比分析新疆地区维吾尔族与汉族女性乳腺浸润性导管癌相关病理免疫组化指标表达特

点和数字化钼靶摄影相关影像学特征。方法：本研究通过对 122例汉族女性及 42例维吾尔族

女性乳腺浸润性导管癌患者钼靶表现特点及 ER、PR、HER-2、KI-67免疫组化指标表达进行回

顾性对比分析，探讨二者差异性及不同民族乳腺癌 X线征象与免疫组化指标相关性分析。结

果： 新疆地区维吾尔族女性及汉族女性乳腺浸润性导管癌乳腺钼靶表现为肿块伴钙化二者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维吾尔族女性乳腺浸润性导管癌 HER-2、KI-67阳性表达率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汉族女性肿块边缘有毛刺 HER-2阴性表达较无毛刺组高，肿块边缘有血管聚集者 HER-2阳

性表达率较无血管聚集者高，有淋巴结转移者 KI-67阳性表达率较无淋巴结转移者高；而维吾

尔族女性乳腺浸润性导管癌肿块直径越大，ER、PR阴性表达率越高，肿块边缘有毛刺者 ER、

PR阳性表达率较无毛刺者均偏高，肿块边缘有血管聚集者及腋窝下有淋巴结转移者 HER-2阳

性表达率较无毛刺者及无淋巴结转移者均片高，肿块伴钙化者 ER阴性表达率较无钙化者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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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新疆地区维吾尔族女性及汉族女性乳腺癌钼靶表现特点及相关免疫组化指标之间存在一

定差异性，同时通过对不同民族乳腺钼靶表现特点与 ER、PR、HER-2、KI-67免疫组化指标的

相关性进行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乳腺钼靶无创检查方法间接预测乳腺癌相关免疫组化

指标特点，为不同民族乳腺癌临床诊断、 治疗及远期预后提供更多信息及参考。 

  

 

 
EP-2516 

三阴性乳腺癌的 MRI 特点与临床病理特征相关性分析 

 
张建新,侯丽娜,杜笑松,杨晓棠 

山西省肿瘤医院 30013 

 

目的：探讨三阴性乳腺癌(TNBC)的磁共振特点与临床病理特征的相关性。方法：收集 31 例

TNBC及 68例非三阴性乳腺癌(non-TNBC，NTBNC)患者的 MRI资料及临床病理资料。分析病变

的 MRI形态、时间-信号强度曲线(TIC曲线)、表观扩散系数(ADC值)(b=1000S／mm
2
)与临床病

理特征之间的相关性，采用 SPSS 13.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TNBC与 NTNBC患者

在病理类型、病理分级、形态、边缘、内部信号特征、TIC 曲线、ADC值方面、腋窝淋巴结转

移率等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病理类型上，TNBC主要表现为髓样癌、鳞状细胞

癌、基底样癌；TNBC的腋窝淋巴结转移率较高，为 81.3％；TNBC更易表现为Ⅲ型 TIC曲线类

型(91.3％)；病灶易出现分叶征，增强后环形强化等征象，发生率分别为 55.6％、43.6％；

TNBC病灶有较高的 ADC值；而在发病年龄、是否绝经、家族史及肿块最大径、病灶的个数、

肿块类型等方面，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TNBC的 MRI影像学征象与临床

病理特点具有一定的相关性，掌握 TNBC的 MRI特点，有利于初步预判乳腺癌的临床病理特

点，为临床治疗及预后评估提供影像学依据。 

  

 

 
EP-2517 

乳腺 X 线检查与自动乳腺容积超声（ABUS） 

对病变检出效能的对比研究 

 
郝玉娟,苏月颖,朱鹰,青春,刘佩芳 

天津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300060 

 

目的：探讨乳腺 X线检查（MG）与自动乳腺容积超声（ABUS）对病变的检出效能。方法：前瞻

性选取 142例术前具备完整乳腺 X线和 ABUS检查资料的乳腺病变患者，共 149个病变纳入研

究。采用χ
2
 检验比较两种影像学方法对病变的检出率。结果：经手术病理证实 149个病变包

括 101个乳腺癌和 48个良性病变。乳腺 X线和 ABUS检查对病变总检出率分别为 87.2%、

98.0%，两者之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乳腺癌检出率分别为 91.1%和 97.0%，两

者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对良性病变检出率分别为 79.2%和 100%，两者之间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于致密型乳腺，ABUS对病变总检出率和对乳腺癌、良性病变

检出率均高于乳腺 X线检查，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乳腺 X线检查漏诊病变发生于

致密乳腺组织和乳腺腺体深面；ABUS检查漏诊病变多为钙化型病变。结论：ABUS检查对病变

总检出效能及致密型乳腺中病变的检出效能均高于 X线检查，漏诊病变以钙化为主要影像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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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而乳腺 X线检查对钙化型病变的检出具有独特优势，因此在乳腺癌筛查中两种影像学检查

方法具有一定的互相补充作用。 

 

 

EP-2518 

乳腺 X 线 Quantra 软件与 BI-RADS 分类 

评价乳腺密度的研究分析 

 
张连连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300060 

 

目的 探讨乳腺 X线 Quantra 软件与乳腺影像报告与数据系统（BI-RADS 分类）评价乳腺密度

的一致性。 方法 随机抽取 2016年 1月至 2016年 7月期间于我院行乳腺 X线摄影检查的患者

共 2550名，原始图像经 Quantra 2.0 软件进行分析，自动计算出乳腺密度、Q_abd值即与 BI-

RADS分类相对应的整数评分。根据 BI-RADS分类，由 2名从事乳腺影像诊断的高年资放射医

师独立阅片评价、划分乳腺密度。采用 SPSS 19.0软件对乳腺 X线 Quantra 软件 Q_abd值与

BI-RADS分类进行一致性检验（Kappa检验）。利用 ROC曲线分析 Quantra 软件 Q_abd值与

BI-RADS两分类的关系，其曲线下面积（AUC）、95%置信区间、敏感性、特异性和界值。结果 

BI-RADS四个分类与 Quantra 软件测得的 Q_abd值进行一致性分析，kappa值为 0.665，而两

分类时 kappa值为 0.76。利用 ROC曲线分析 Quantra 软件 Q_abd值与 BI-RADS两分类（致密

型与非致密型）的关系，其曲线下面积（AUC）0.957、95%置信区间（0.951-0.964）、敏感性

86%、特异性 99.2%，致密型乳腺与非致密型乳腺的界值是 13%。 结论 乳腺 X线摄影采用

Quantra软件评价乳腺密度是一种较为准确和简单的方法。 

 

 
EP-2519 

女性年龄、月经状态与乳腺密度量化参数的相关性研究 

 
王红彬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300060 

 

目的 探讨女性年龄、月经状态与乳腺纤维腺体组织密度量化参数的相关性。方法 回顾性研究

本院进行乳腺 X线检查的女性患者大样本共 1734例，按年龄分为≤35岁，36-45岁，46-55

岁，≥56岁 4个组，按月经状态分为未绝经组和自然绝经组，未绝经组分为经中、经后 1

周、经后 2周、经前 1周 4个亚组。特殊样本 139例分为子宫切除组和药物绝经组。应用计算

机辅助检测系统自动计算健康乳腺纤维腺体组织密度，采用 pearson相关性检验评价年龄与乳

腺纤维腺体组织密度的相关性。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比较各组乳腺纤维腺体组织密度的差异。

结果 年龄与乳腺纤维腺体组织密度呈负相关（r=－0.456，p=0.000）；≥56岁组与其他 3个

年龄组比较均有显著性差异（F=47.729，p=0.000; F=59.351，p=0.000; F=57.279，
p=0.000）；未绝经组与自然绝经组、经后 1周亚组与经前 1周亚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31.430，p=0.000;F=4.977，p=0.026）；其余亚组间均无统计学差异。特殊样本药物绝经

组与自然绝经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6.124, p=0.014）。结论 乳腺纤维腺体组织密度随年

龄的增长而逐渐降低，56岁以上显著降低，未绝经女性乳腺纤维腺体组织密度明显高于绝经

女性，经后 1周乳腺纤维腺体组织密度低于经前 1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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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520 

不同类型乳腺黏液样癌的 MRI 征象及 

与生物学预后因子的相关性研究 

 
孔庆聪

1
,郭媛

2
,刘春玲

3
 

1.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2.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3.广东省人民医院 

 

【目的】探讨不同类型乳腺黏液样癌的 MRI表现及与生物学预后因子的相关性。【方法】回顾

性分析经病理组织学证实的 35例乳腺单纯型黏液癌（PMBC）及 15例混合型黏液癌（MMBC）的

MRI资料，分析其形态学特征、T1WI及 T2WI信号特点、动态增强模式、DWI信号及 ADC 值，

并与分子生物学指标（ER、PR、CerbB-2、Her-2、Ki-67等）相对照。【结果】PMBC以椭圆形

（16/35，45.7%）、圆形（10/35，28.6%）多见，且边界清晰（26/35，74.3%），多有分叶

（31/35，88.6%）；MMBC以不规则形（9/15，60%）多见，且边界不清（13/15，86.7%），以

毛刺状及不规则边缘多见。PMBC与 MMBC的 T2WI信号不同，前者 T2WI为明显高信号

（33/35，94.3%），后者主要呈高低混杂信号（11/15，73.3%）。PMBC与 MMBC的早期强化率

分别为（114.69±9.14）%和（165.60±14.26）%；前者时间-信号强度曲线（TIC曲线）I型

28例，II型 7例，后者 II、III型均为 7例，I型 1例。PMBC的 ADC值（1.91±0.06）×10
-

3
mm

2
/s，MMBC约（1.13±0.08）×10

-3
mm

2
/s。两组间形态、边界、T2WI信号、早期强化率、

TIC曲线、ADC值均有统计学差异（P＜0.05）。PMBC、MMBC 患者的 ER、PR、CerbB-2阳性率

无明显统计学差异，而 Ki-67、Her-2阳性率 MMBC显著高于 PMBC（P＜0.05）。【结论】MRI

可从形态、信号、动态增强及 ADC值等多个方面鉴别 PMBC 与 MMBC，其中 PMBC影像征象更具

特征性，分析其与生物学预后因子的相关性，间接提示 MMBC较 PMBC的预后较差。 

  

 

 
EP-2521 

MRI 乳腺影像报告和数据系统在 

非肿块强化病变中的诊断价值研究 

 
刘丽丽 

重庆市人民医院中山江北院区 400013 

 

 

[目的]：应用 2013年美国放射学会 MRI乳腺影像报告和数据系统对非肿块强化病变进行描

述、分类,并与病理结果对照,探讨 BI-RADS在此类病变中的诊断和鉴别诊断价值。[材料与方

法]：2014年 10月至 2017 年 05月,在我院接行乳腺 MR检查并随访,符合标准的 NME患者共 63

例,总结形态学和 TIC特征,进行 BI-RADS分类并与病理结果相对照。对两名医师判断病灶影像

学特征和 BI-RADS分类的一致性采用 kappa一致性检验,应用卡方检验及 logistic回归分析

NME良恶性病变在形态和 TIC 类型方面的差异,通过受试者 ROC曲线分析评价 BI-RADS 分类对

乳腺 NME病变的诊断价值。[结果]：63例患者中,72个 NME 病灶,良性 29个,恶性 43个。良性

以腺病最多；恶性以导管原位癌最多。两名医师在评估分布特征、内部增强方式、TIC类型和

BI-RADS分类方面具有较好的一致性(κ值分别为 0.8346、0.7012、0.8653、0.6943)。在形

态学上,NME良、恶性病变在增强后表现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在 TIC类型

上,NME良、恶性病变表现为Ⅰ、Ⅱ和Ⅲ型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经过 logi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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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因素回归分析,恶性病变的危险性相关因素包括节段性分布、集簇样、簇状环形强化，TIC

为Ⅱ型和Ⅲ型(OR值分别为 2.309、2.201、2.413、4.612、10.126)。MRI BI-RADS分类对 NME

病变诊断的敏感性、特异性、阳性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值分别为 93.39%、59.36%、86.00%、

78.36%,ROC曲线下面积为 0.812。[结论]：MRI BI-RADS 分类对乳腺 NME病变的诊断和鉴别诊

断具有重要意义。 

 

 
EP-2522 

乳腺单纯型黏液癌的 MRI 征象与细胞密度 

及免疫组化的相关研究 

 
郭媛

1
,刘春玲

2
,孔庆聪

3
 

1.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2.广东省人民医院 

3.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目的】 探讨乳腺单纯型黏液癌（PMBC）的 MRI表现及与细胞密度、免疫组化的相关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广东省人民医院 2011年 1月至 2016 年 5月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35例

PMBC患者的 MRI资料，分析其形态学特征、T1WI及 T2WI 信号特点、动态增强模式、弥散加权

图像（DWI）信号及表观弥散系数（ADC）值，并与细胞密度、免疫组化指标（ER、PR、CerbB-

2、Her-2、Ki-67等）相对照。【结果】  PMBC以椭圆形（16/35，45.7%）、圆形（10/35，

28.6%）多见，且边界清晰（26/35，74.3%），多有分叶（31/35，88.6%），T2WI为明显高信

号（33/35，94.3%），早期强化率平均为（114.69±9.14）%；时间-信号强度曲线（TIC）曲

线 I型 28例，II型 7例，ADC值（1.91±0.06）×10
-3
mm

2
/s。不同细胞密度（富于细胞型、

少细胞型）的 PMBC与早期强化率呈正相关，同 ADC值呈负相关（P＜0.05），与内部强化特

征、TIC曲线无明显相关性（P＞0.05），两组间的 ER、PR、CerbB-2、Ki-67、Her-2阳性率

无明显差异（P＞0.05）。【结论】PMBC的 MRI征象具有特征性，分析其与细胞密度、免疫组

化的相关性，提示 PMBC预后较好。 

  

 

 

EP-2523 

数字化乳腺 X 线三维立体定位术 

在临床触诊阴性病灶的应用价值 

 
陈玉兰,董江宁 

安徽省肿瘤医院 230031 

 

【摘要】 目的 探讨应用全数字化乳腺 X线摄影引导下三维立体定位术对可疑恶性而临床触诊

阴性病灶应用价值。方法 采用美国 GE公司乳腺 Senographe 2000DS 型全数字化钼铑双靶乳腺

Ｘ线机及数字化立体穿刺定位系统。回顾性分析本院临床触诊阴性而乳腺 X线检查发现可疑恶

性病灶 35例患者，术前乳腺 X线常规照射发现微钙化 32例（单纯簇状微钙化 25例、结构扭

曲伴微钙化 3例、不对称致密影伴微钙化 3例）；另外发现结节样病变 3例。使用数字化立体

穿刺定位系统，首先将可疑病变区放置窗形压迫器中心摄取 0°，选取清晰目标定位点，然后

再对病变部位进行左右 15°定位照射，专用设备上读取病变中心点确定穿刺部位，穿刺后再

次摄片确定导丝是否到达病变位置。手术后对切除乳腺组织进行摄片，了解病变部位是否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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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除，最后送病理科检验。结果 ：35例患者全部定位准确（导丝前端距离病灶范围＜

1.0cm），病变切除率 100%，而且病理诊断明确。病理结果显示:7例乳腺癌（7/35,20%，其中

5例为导管内癌），1例导管上皮内瘤变 1B（1/35,3%），1例重度不典型增生（1/35,3%），

26例良性病变（26/35,74%）。手术方式的选择：3例行乳腺癌改良根治术，3例行局切保乳

手术，3例行保留乳头乳晕复合体的乳腺癌改良根治术，26例良性病灶行病灶局部切除术。结

论 ：对于临床触诊阴性而乳腺 X线提示可疑恶性的病灶，行乳腺 X线引导下三维立体定位

术，能够引导外科医生精确切除病灶，达到手术创伤小，保乳效果好的疗效。乳腺数字化 X线

三维立体导丝定位术，可行性强，能进一步提高乳腺癌的早期诊断及精确切除率，值得临床广

泛推广应用。 

  

 

 
EP-2524 

全数字化乳腺 X 线摄影中内外侧斜位（MLO）投照角度的探讨 

 
张洪营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300060 

 

【摘要】目的 探讨全数字化乳腺 X线摄影技术中内外侧斜位（MLO）的投照角度对乳腺 X线片

质量的影响。方法 分别收集 4组以不同 MLO位角度进行投照的病例。分为对照组 1组，摄影

平台平行于胸大肌角度投照的病例，实验组 3组分别以摄影平台旋转 30°、45°、60°进行

投照的病例。由经验丰富的 2名医师和 2名技师对所得图像进行质量统计分析，并分析原因。

结果 对照组比率甲级片 93%，乙级片 7%，无丙级片。实验组比率分别为甲级片 84%、92%、

87%，乙级片 14%、8%、12%，丙级片 2%、0、1%。结论 采用 30°、45°、60°进行 MLO位投

照能满足图像质量要求，基本等同于在 30°—60°间以胸大肌平行摄影平台进行投照获得的

图像质量，但固定角度投照能提高检查效率。 

  

 

 
EP-2525 

基于 BI-RADS 分类的乳腺良恶性病变 CAD 可视化分析 

 
周娟 

解放军 307 医院 100071 

 

目的：以乳腺疾病的诊断标准 BI-RADS分类为基础，探讨 CAD在良恶性病变诊断中的可视化分

析。 

方法：选取 2013-2014年期间做过乳腺磁共振扫描，有完整病理结果的乳腺肿块型病变 134

例，扫描方案采用标准乳腺平扫及动态增强扫描，按照 BI-RADS分类系统对乳腺的构成、BPE

的程度、分布及病变的形态、边缘、内部强化进行详细描述，并测量病灶的 ADC值、2min 强

化幅度、强化峰值及 TIC类型等。采用 SOM聚类分析方法对数据进行可视化分析。 

结果：134例肿块型病变，其中良性 49例，恶性 85例，年龄（48.24±12.35）岁，肿瘤直径

（2.34±1.40）cm，最大直径 8.8 cm， 最小直径 0.5 cm，89人处于绝经后状态，45人未绝

经。SOM聚类分析方法将 17 维数据映射到 2维平面，通过 U-Matrix进行可视化分析，显示良

性和恶性样本在二维平面上有较好的划分，良性样本点（绿色）的多分布在左上角，恶性的多

分布在右下角。分类决策树对于判别良恶性的指标中，边缘清晰度、ADC值、肿瘤大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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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最大强化峰值、内部强化情况 6个指标起到作用。U-Matrix诊断良恶性与病理诊断有 6

例不一致，决策树诊断良恶性有 4例不一致，均高于 BI-RADS判读。 

结论：CAD可视化分析可提高 BI-RADS对乳腺良恶性病变的诊断。 

  

 

 

EP-2526 

乳腺导管造影对导管癌的诊断价值 

 
钟叶 

上海市青浦区中心医院 201700 

 

目的：通过探讨乳腺导管造影 X线表现，以便早期发现导管癌.方法：采用本院 50例经乳腺导

管造影，并经手术病理证实的导管癌，对其 X线表现作回顾性分析与总结。结果：导管癌引起

管壁本身破坏性改变，X线片上呈断续征 8例．虫蚀征 20 例，潭湖征 10例、鼠尾征 9例，其

它 11例，可伴有或不伴有肿块的形成。结论：乳腺导管造影是发现导管内癌的重要手段，尤

其是早期导管内癌更具有深远意义。 

 

 
EP-2527 

乳腺癌 X 线摄影漏误诊的原因分析及处理 

 
马彦云,贾田菊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030001 

 

目的：分析研究乳腺 X线摄影漏误诊乳腺癌的原因，寻找克服这些因素的方法，以提高 X线诊

断乳腺疾病的准确性。 

方法：回顾性分析 31例最初经乳腺数字化 X线摄影诊断为 BI-RADS Category 3以下，后经穿

刺活检或手术切除组织病理学证实为乳腺癌的病例的影像学资料，分析漏误诊的原因。 

结果：31例乳腺癌病例，其病理结果为 21例浸润性导管癌，1例导管原位癌，3例浸润性小

叶癌，2例粘液性癌，2例炎性乳癌，2例导管内乳头状癌。X线诊断为阴性 14例，腺病 6

例，增生 5例，纤维腺瘤 3例，炎症 3例。分析这些癌被漏诊及误诊为良性的原因，主要有 4

类：①乳腺本身因素；②病变因素；③投照技术因素；④读片者因素，其中前两种因素是最常

见的，分别占 25.8%，45.2%。 

结论：乳腺 X线摄影常见的漏误诊原因主要有以下 4方面：①患者乳腺本身因素（致密型乳腺

或者不均匀致密腺体遮挡；小乳房）；②病变因素（病变小，边缘模糊；多灶性病灶；隐蔽性

病灶）③投照技术因素（摄入组织不完整；摄影摆位、压迫等投照技术不规范；曝光因素较差

等）；④读片者因素（解读经验不足或阅片不仔细、解读方式不规范；临床信息不准确）。减

少技术误差，提高影像质量，认真细致阅片、积累丰富临床经验，密切结合临床及多种检测方

法联合诊断有助于减少 X线摄影乳腺癌的漏误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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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528 

肿块型乳腺癌数字化 X 线征象与 Ki-67 表达的相关性研究 

 
贾田菊,马彦云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030001 

 

目的: 

探讨肿块性乳腺癌数字化乳腺 X线征象与 ki-67表达的相关性，旨在通过数字化 X线征象间接

判断肿块性乳腺癌的生物学行为，为临床治疗及预后评估提供可靠的理论依据。 

方法: 

收集确诊肿块型乳腺癌病例 66例，术前常规行双侧乳腺 X线摄影，并参照 BI-RADS对 X线征

象进行分析，记录肿块型乳腺癌特征包括大小、形态、边界、密度、钙化等，并据其进行分

组。肿块型乳腺癌切除标本常规行 Ki-67检测，对 Ki-67与数字化 X线征象进行相关性分析。 

结果: 

1、大小：肿块直径大于 2cm 组其 Ki-67阳性表达率（60%）显著高于直径小于 2cm组

（2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26)；2、形态：类圆形肿块 Ki-67阳性表达率（31%）明

显低于不规则肿块（53%）和分叶状肿块（75.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34、0.014）。 

3、边界：肿块毛刺组其 Ki-67阳性表达率（80.6%）显著高于非毛刺组（8%），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01)； 肿块边界模糊不清组其 Ki-67阳性表达率（70%）高于边界清晰组（39%），

但是差异无有统计学意义(p=0.018)；4、密度：肿块高密度组其 Ki-67阳性表达率（55.7%）

高于非高密度组（47.8%），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398)；5、钙化：肿块钙化组其 Ki-67

阳性表达率（54.3%）高于非钙化组（1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28)；6、肿块型乳腺癌

的直径、分叶、毛刺、钙化与 Ki-67的阳性表达呈正相关(r=0.443、0.321、0.619、0.380，p

＜0.05 )。  

结论: 

肿块型乳腺癌数字化 X线征象（肿块大小、形态、边界、钙化）与 Ki-67表达呈正相关。通过

肿块型乳腺癌 X线征象与 Ki-67表达间的相关性分析，可以从一定程度有助于对癌细胞的分子

生物学行为的判断，从影像学角度为治疗方式的选择和预后提供有价值的依据。 

  

  

 

 
EP-2529 

动态增强磁共振成像与超声造影对乳腺肿瘤的诊断效能比较 

 
张珍珍,马彦云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030001 

 

目的：比较增强 MRI与超声造影对乳腺肿瘤良恶性的诊断效能。 

方法：收集本院 56例乳腺病变女性患者，均为单个病灶，且常规超声诊断结节或肿块等级为

BI-RADS3-4级，术前均行超声造影和 DCE检查，以病理结果为金标准，比较两者的诊断效

能。 

结果：1、56例乳腺病变女性患者，手术病理证实良性 20 例,恶性 36例；超声造影诊断正确

49例，正确诊断恶性 33例，良性 16例；增强磁共振诊断正确 51例，正确诊断恶性 34例，

良性 17例。两者对乳腺疾病的诊断效果良好，但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 

2、56例中，二者均诊断正确 47例，均误诊 2例，二者检测一致 49例，占 87.5%。Kappa 检

验表明二者对乳腺疾病的诊断具有很高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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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超声造影恶性病灶曲线类型呈快进快出型 17例，快进慢出型 12，增强磁共振恶性病灶曲

线类型呈平台型 11例，廓清型 20例，二者曲线具有较好的一致性。 

结论： 

1.超声造影和增强磁共振对乳腺疾病的诊断具有很高的价值。 

2.超声造影和增强磁共振对乳腺疾病的诊断具有很高的一致性。 

3.乳腺恶性病灶的超声造影和增强磁共振曲线类型具有较好的一致性。 

  

 

 
EP-2530 

非特异性肉芽肿性乳腺炎的综合影像表现 

 
马彦云,张珍珍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030001 

 

目的：回顾性分析非特异性肉芽肿性乳腺炎的 X线、超声、磁共振表现，提高该疾病的诊断准

确率，为外科医生提供可靠的诊断依据   

方法：收集在院经手术病理证实的非特异性肉芽肿性乳腺炎的女性患者 15例，术前均行 X

线，超声、磁共振检查，  结果：1、X线表现：局部腺体致密 8例，表现为非对称性局部

腺体密度增高或腺体结构乱。肿块 6例，肿块呈类圆形 4例，不规则形 2例，边缘均未见明显

毛刺。结构扭曲 1例，表现为放射状扭曲伴局部皮肤增厚。 

2、超声表现：大小不等的片状不均匀低回声区 8例，其中 2例后方有声影，4例病变内出现

囊状或管状更低回声区，病变边界均不清。低回声肿块 7例，其中类圆形者 4例，不规则形者

3例。 

3、磁共振表现：平扫 T1WI 病灶为等、低信号，T2WI为等、高或混杂信号，DWI病灶为等、高

信号，动态增强扫描所有病灶均有不同程度强化。片状异常信号 8例，边缘不光整，肿块样异

常信号 7例，呈类圆形者 5例，不规则形者 2例。片状强化 8例，表现为轻至中度强化，内部

强化不均匀。环形强化者 4例，肿块样强化 3例。I型曲线 3例，II型曲线 10例，III型曲

线 2例。 

结论 

1、非特异性肉芽肿性乳腺炎多表现为片状异常区域或局部腺体密度增高影，边界不清，但未

及毛刺。 

2、超声病灶表现为低回声区内更低回声区，磁共振病灶表现为 II型强化曲线，环形强化者有

利于非特异性肉芽肿性乳腺炎的诊断。 

3、X线、超声、磁共振三者联合应用能够提高非特异性肉芽肿性乳腺炎的诊断准确率。 

 

 

EP-2531 

乳腺钼靶微小钙化与乳腺癌相关性研究 

 
候燕军,马彦云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030001 

 

目的：探讨数字化乳腺钼靶摄影中微小钙化的表现及分型及其对乳腺癌的诊断价值。 

方法：回顾性分析 43例乳腺癌患者的钼靶图像，所有病例均经病理证实。根据钙化灶单簇个

数、分布直径、形态分型(LeGal乳腺微小钙化分型:I型:环形钙化；Ⅱ型:形态规整的点状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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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Ⅲ型：泥沙样钙化；Ⅳ型：形态不规则的点状钙化；V型：蠕虫样钙化)、是否沿导管分

布、是否伴有肿块等 X线特点与病理结果相比较。 

结果：将微小钙化特点与病理结果进行单因素分析。本组结果显示，乳腺微小钙化单簇个数为

0～10个、11～20个、21～30个和 30个以上时的恶性率分别为 10.9.％、47.6％、87.5％和

67.6％，总体差异有极显著性意义(P<0.001)；分布直径为 0～10、11～20、21～30及 30 mm

以上恶性率分别为 31.0％、75％、63.8％、35.7％，差异无显著性意义(P＝0.055)；Ⅱ型、

Ⅲ型、Ⅳ型和 V型钙化的恶性率依次递增，分别为 7.8％、49.4％、79.9％和 100％；钙化沿

导管分布的恶性率为 76.3％，高于不沿导管分布者 32.1％，差异有极显著性意义(P<0.001)；

钙化伴有肿块的恶性率为 75.6％，高于不伴肿块者的 35.6％，差异有极显著性意义

(P=0.001)。 

结论：单因素分析发现微小钙化的单簇个数、形态分型、是否沿导管分布及是否伴有肿块对乳

腺癌的诊断有一定价值。钙化伴有肿块时对乳腺癌诊断价值最高。（伴随肿块多表现为形态不

规则、边界模糊、可伴有毛刺，呈恶性肿块征象，偶尔也可只表现为局部的密度增高或结构异

常，同样具有诊断价值）。 

  

 

 
EP-2532 

Discrimination between benign and malignant breast 

lesions using volumetric quantitative dynamic 

contrast-enhanced MR imaging 

 
Cheng Ziliang,Wu Zhuo,Shi Guangzi,Yi Zhilong,Xie Mingwei,Zeng Weike,Song Chao,Zheng Chushan,Shen 

Jun 

Sun Yat-Sen Memorial Hospit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510120 

 

Objective To determine the diagnostic performance of volumetric quantitative 
dynamic contrast-enhanced MRI (qDCE-MRI) in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malignant and 

benign breast lesions. 

Methods DCE-MRI was performed in 124 patients with 136 breast lesions. 
Quantitative pharmacokinetic parameters K

trans
, Kep, Ve, Vp and semi-quantitative 

parameters TTP, MaxCon, MaxSlope, AUC were obtained by using a two-compartment 

extended Tofts model and three-dimensional volume of interest. Morphologic 

features (lesion size, margin, internal enhancement pattern) and time-signal 

intensity curve (TIC) type were also assessed.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used to determine predictors of malignancy, followed by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s (ROC) analysis to evaluate the diagnostic performance. 

Results qDCE parameters (Ktrans
, Kep, Vp, TTP, MaxCon, MaxSlope and AUC), 

morphological parameters and TIC type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malignant and benign lesions (P≤0.001).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es 

showed that K
trans

, Kep, MaxSlope, size, margin and TIC type were independent 

predictors of malignancy. The diagnostic accuracy of logistic models based on qDCE 

parameters alone, morphological features plus TIC type, and all parameters 

combined was 94.9%, 89%, and 95.6%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qDCE-MRI can be used to improve diagnostic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benign and malignant breast lesions in relation to morphology and kinetic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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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533 

乳腺脂肪坏死的 MRI 特点 

 
孔丹青 

解放军 307 医院 100071 

 

目的: 探讨乳腺脂肪坏死 MRI特点。材料和方法：回顾性分析 11 

例经临床手术、病理、随访复查等综合方法确诊为脂肪坏死的乳腺 MRI。结果：MRI检查中，9

例表现为包裹脂质的环形强化，病灶呈厚壁或环形强化，部分病灶为实性不规则结节样强化。

1例表现为皮下脂肪层内结节状强化。其中 6例病人 ADC值介于恶性。时间信号强度曲线有 4

例病人表现为恶性曲线，4 例病人为良性曲线，1例病人曲线介于良恶性之间，2例病人患者

配合欠佳，曲线不准确；结论: 乳腺脂肪坏死的影像学特征具有多样性，随病程的不同，表现

各不相同，认真询问病史(如外伤、手术及炎症史)对本病有重要诊断帮助。 

  

 

 

EP-2534 

早期乳腺癌乳腺 X 线诊断分析 

 
李贵平

1
,朱怀仕

1
,张燕

1
,汪登斌

2
 

1.上海市黄浦区中心医院 

2.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目的：探讨早期乳腺癌的 X线诊断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122个乳腺癌

（114例）的乳腺 X线表现，依据美国放射学会乳腺影像报告和数据系统（BI—RADS，Breast 

Imaging Reporting and Data System)分类标准，进行乳腺 X线判读。结果：122个乳腺癌中

导管内原位癌 23例（18.9%），浸润性导管癌 77例（63.1%），小叶原位癌 1例，浸润性小叶

癌 4例，乳头状癌 12例，粘液癌 5例。导管内原位癌乳腺 X线影像学多不具备典型恶性征

象，21例（91%）伴钙化，诊断 BI—RADS-4a以上正确率为 91%。浸润性导管癌 1级多数不具

备典型恶性征象，诊断 BI—RADS-4a以上正确率为 75%。浸润性导管癌 2级（33例）和 3级

（40例）乳腺 X线影像有相同的征象，二者较导管原位癌具有较明显的恶性征象，浸润性导

管癌 2级和 3级诊断 BI—RADS-4b以上正确率为 77%。结论：按照 BI—RADS分类标准判读乳

腺 X线影像在诊断早期乳腺癌中有重要临床意义。 

 

 

EP-2535 

动态增强 MRI 在乳腺癌保乳手术中的应用价值 

 
赵丹 

辽宁省肿瘤医院 110042 

 

目的 探讨动态增强 MRI在乳腺癌保乳手术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选择保乳手术治疗并经病理

证实的乳腺癌患者 54例。术前均行动态增强 MRI检查，观察病灶的位置、大小、病灶强化类

型等情况，与术后病理相对照。结果 本组病例，手术病理发现 54个病灶。动态增强 MRI对病

灶的检出率为 100%，对病灶的定位与病理完全符合；对病灶大小的测量与病理具有较高的一

致性（P<0.05）；不均匀强化的病灶多为低分化癌、C-erB-2表达多为阳性。结论 动态增强

MRI对乳腺癌保乳手术的可能性和手术预后进行评估，具有重要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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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536 

硬化性乳腺病的影像及临床病理 

 
李贵平

1
,张燕

1
,徐明

1
,朱怀仕

1
,朱佳慧

1
,汪登斌

2
 

1.上海市黄浦区中心医院 

2.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摘要：目的通过对 260例 286个硬化性乳腺病(sclerosingadenosis，SA)及放射性疤痕（RS）

复杂性硬化性乳腺病(complex sclerosing lesion CSL)的钼靶 x线特征的认识，提高硬化性

乳腺病的诊断准确率，探讨手术指证。方法收集 2015年 1月至 12月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189例

209个 SA及 71例 77个 RS/CSL的临床、钼靶 x线表现及病理资料，总结硬化性乳腺病变在 x

线表现的特征。结果 260例 286个硬化性乳腺病灶中，x线表现为致密型乳腺的 77例

（77/260,29.6%），团块状密度增高 125个(125／286，43.7％)，斑片结节影 161个(161／

286，56.3％)，合并各种钙化 183个(183／286，64.0％)，局部结构紊乱 35个(35／286，

12.2％，呈星状收缩 15个，5.2%)，结节边缘毛刺伴钙化 5例。结论硬化性乳腺病在 X 线上仍

为良性增生性改变，当结构紊乱合并收缩时应手术治疗。 

  

 

 

EP-2537 

乳腺 X 线摄影在乳腺癌 NCT 疗效评价上的应用 

 
赵丹 

辽宁省肿瘤医院 110042 

 

目的 应用乳腺 X线摄影诊断技术评价乳腺癌新辅助化疗（NCT）的疗效。方法 对比分析 52

例乳腺癌行 NCT前后乳腺 X线摄影各主要征象的变化。结果 总有效率为 61.54%。肿块的变化

率为 85.71%；病灶钙化的变化率为 74.07%，出现范围、数目、分布上的改变；淋巴结的变化

率为 68.42%。结论 乳腺 X线摄影是乳腺癌新辅助化疗直观、有效的观察手段。 

  

 

 
EP-2538 

小乳腺癌（≤1cm）的 MRI 特点及鉴别诊断 

 
王丽君,汪登斌, 罗冉,张玉珍,尹秋凤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00092 

 

目的：分析乳腺 MRI上小肿块（≤1cm）的 MR特点，旨在探索有价值的良恶性鉴别诊断指标，

对小乳腺癌进行准确诊断。 

方法：回顾性收集 2012年 8 月至 2015年 8月期间，术前影像学检查为可疑恶性并取得手术病

理结果的乳腺小肿块（≤1cm） 83例，分析病灶的 MRI形态学、T2WI信号、表观扩散系数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ADC）及时间-信号强度曲线（Time-signal intensity 

curve, TIC）特点。所有的 MRI表现由两名经验丰富的从事乳腺影像诊断的医师共同阅片判

定，讨论达成一致意见。83 个病灶中，其中 61例为良性，22例为恶性，分析两组病变 MRI表

现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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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良性组年龄为 46.7±10.3 岁，小于恶性组（53.0±11.8），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9）。良性小肿块边缘多清楚（70.5%, 43/61），恶性者边缘多呈不规则或毛刺状

（86.4%, 19/22），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T2WI上，良性小肿块表现为高信者

较恶性者多见（27.8% vs. 5%, P=0.044）。良性组 ADC 值为（1.44±0.33）x10
-3
mm

2
/s，大于

恶性组（1.17±0.19）x10
-3
mm

2
/s，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4）。两组病灶的形态、内

部强化特点及 TIC曲线类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联合小肿块边缘、T2WI信号特点及 ADC值诊

断小乳腺癌的敏感性、特异性、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及准确率分别为 84.6%，89.4%，

68.8%，95.5%，88.3%。 

结论：联合病灶边缘、T2WI 信号特点及 ADC值有助于小乳腺癌的准确诊断。 

  

 

 
EP-2539 

比较二维、三维剪切波弹性成像对乳腺癌诊断价值 

 
徐熠琳,刘佩芳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300060 

 

目的 比较二维、三维超声剪切波弹性成像技术（Shear Wave Elastography, SWE）对乳腺癌

诊断价值，并探讨其鉴别良、恶性乳腺肿瘤的弹性模量最佳界值。方法 选取 2014年 12 月至

2016年 12月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84例（94个）乳腺肿块患者，所有患者均行二维、三维 SWE

检查，以病变最大弹性模量值与病理学结果进行对照。结果 两组中恶性病变的最大弹性模量

值均明显高于良性病变。采用非参数法受试者操作特性曲线（ROC）统计学分析方法确定鉴别

良、恶性病变的最大弹性模量值的最佳界值，应用此界值二维、三维 SWE诊断乳腺癌的敏感性

分别为 89.5%和 86.3%；特异性分别为 95.3%和 83.9%；准确性分别为 92.7%和 85.1%。二维

SWE诊断乳腺癌的特异性、准确性略高于三维 SWE。结论 二维 SWE检查对乳腺良恶性病变的诊

断效能略高于三维 SWE，能够为良恶性病变的鉴别诊断提供一定帮助，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P-2540 

浸润性导管癌 MRI 形态学表现与特异受体表达的相关性研究 

 
刘姝邑,刘艳 

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830011 

 

【摘要】 目的：探讨乳腺癌 MRI的形态学表现与 ER、PR、HER-2水平之间的相关性。方法：

选取 97例手术病理证实为浸润性导管癌的患者，采用乳腺影像报告和数据系统(BI-RADS)进行

随机独立分析，如 2人评价结果不同以讨论方式进行统一。采用卡方检验分析乳腺癌的 MR的

毛刺征和分叶征与 ER、PR、HER-2表达的相关性，P＜0.05 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果：在

97例浸润性导管癌患者中，有毛刺组的 ER、PR、HER-2阳性表达率高于无毛刺组的 ER、PR、

HER-2的阳性率，经统计学分析有显著性差异（P＜0.05）；有分叶组的 PR阳性表达率低于无

分叶组的 PR阳性表达率。有分叶组的 ER、HER-2阳性表达率高于无毛刺组的 ER、HER-2表达

率，其中，分叶征与 HER-2表达经统计学分析有显著性差异（P＜0.05）。结论：乳腺癌术前

及术后雌激素受体(ER)、孕激素受体(PR)、以及原癌基因 Her-2蛋白的测定，已广泛用于临

床。本文探讨了 MRI影像学特征与生物学预后因子的相关性，在治疗前根据 MRI图像预测乳腺

癌病人的临床特点与预后，为临床治疗方案提供术前指导价值。ER、PE、HER-2的表达与浸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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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导管癌的毛刺征有关。恶性程度高的乳腺癌，细胞外基质内富含透明质酸，容易引起周围正

常组织的炎性渗出反应，肿瘤范围比较局限；而病理分级低的乳腺癌细胞疏松，细胞外基质内

富含胶原蛋白，引起周围正常组织纤维增生性反应，从而容易出现毛刺状边缘。出现毛刺征的

肿瘤 PR阳性程度低，且内分泌治疗效果较差。HER-2的表达与分叶征相关；乳腺癌的 MRI表

现有一定的特征，其与乳腺癌各生物学指标密切相关，在一定程度上可为临床治疗方法的选择

提供参考。 

  

 

 
EP-2541 

乳腺癌术前磁共振动态对比增强模式在保乳治疗中的应用 

 
热米拉.先木西丁,刘艳 

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830011 

 

目的：目前乳腺癌保乳术(breast-conserving surgery, BCS) 和术后放化疗相结合的综合治

疗已成为乳腺癌的主要治疗手段。而术前通过影像检查对患者病情进行准确的评估是影响患者

复发及生存的关键。对于拟行保乳术的乳腺癌患者是否行术前 MRI 检查的观点不一致 。通过

本研究分析不同术前动态对比增强磁共振成像（DCE-MRI）模式，探讨在 MRI指导下乳腺癌保

乳术期间再次手术切除率。探讨乳腺癌磁共振成像不同动态对比增强模式与乳腺癌保乳术期间

术式改变相关性，对于外科术式的选择提供帮助。方法：根据病灶不同动态对比增强磁共振成

像模式，分为规则肿块样增强组，不规则肿块样增强组（NME）。不同 DCE-MRI模式与保乳术

后再切除率进行回顾性评估。 

选择 173例原发性单病灶乳腺癌患者，根据 MRI描述的规则肿块有 51例（29.5%），不规则肿

块有 122例（70.5%）。临床上以 35岁（含 35岁）以下称之为年轻乳腺癌，55岁以上（不含

55岁）称之为绝经后乳腺癌，故以 35岁、55岁为界分三个年龄段。应用卡方检验分析，对年

龄段、民族差异、肿瘤大小、病理分期、病理类型、肿瘤脉管浸润、肿瘤淋巴结转移、ER、

PR、HER-2、Ki-67状态、分子分型以及肿瘤切缘性质与病灶的不同 MRI增强模式进行有无关

联分析。结果：根据肿瘤不同 MRI增强模式与不同再次手术类型之间的相关性，乳腺癌保乳手

术治疗（BCT）期间的再切除率为 36.4％（63 例），BCT至乳房切除术的转换率为 6.4％（11

例）。单个不规则形增强（NME）组在乳房保留治疗（BCT）具有最高的再切除率（28.3%）（p 

=0.048）。结论：根据 MRI 提供的乳腺癌不同术前动态对比增强磁共振成像模式，可以降低单

个不规则形增强病灶（NME）的再次手术切除率。 

  

 

 
EP-2542 

MRI 上伴导管扩张的乳腺良恶性病变的鉴别诊断 

 
李潇潇

1,2
,汪登斌

1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目的 分析 MRI上伴导管扩张的乳腺病变的影像学表现，旨在提高乳腺 MRI对此类病变良恶性

鉴别诊断的准确率。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经病理证实的 MRI上伴导管扩张的乳腺病变病例 114例，分析良恶性病

变导管数目、分布、强化特征及导管与强化病灶的位置关系（Ⅰ-Ⅴ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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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14例患者共检出 120 个乳腺病变，良性病变 79个，恶性病变 41个。恶性组年龄

（56.9岁）较良性组年龄（46.8岁）高，两组有统计学差异。（1）良性组扩张导管线样分布

占 50.6%，段样分布占 49.4%；恶性组扩张导管线样分布占 22.0%，段样分布占 78.0%；良恶性

病变导管分布有统计学差异。（2）增强后，良性组无强化占 22.8%，单纯导管强化占 32.9%，

肿块强化占 16.5%，非肿块强化占 27.8%；恶性组肿块强化占 58.5%，非肿块强化占 41.5%；良

恶性病变强化类型有统计学差异。（3）非肿块强化病灶中，良性组强化病灶线样分布多见

（50.0%），节段分布次之（22.7%）；恶性组强化病灶节段分布多见（52.9%），区域

（17.6%）及多区域（17.6%）分布次之；良恶性病变强化分布类型有统计学差异。良性组病变

内部散在小结节状强化多见（45.5%），集簇小结节状强化次之（36.4%）；恶性组病变内部成

簇小环状强化多见（41.2%），集簇小结节状强化次之（29.4%）；良恶性病变内部强化方式有

统计学差异。良性组导管扩张与强化病灶的位置关系多呈 I型（40.9%）及 III型（31.8%），

恶性组导管扩张与强化病灶的位置关系大多呈 IV型(70.6%)，良恶性病变导管与病灶位置关系

有统计学差异。 

结论 MRI上伴导管扩张的乳腺良恶性病变增强后均具有一定的特征性表现，正确分析有助于

此类病变的诊断及鉴别诊断。 

 

 
EP-2543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MRI and Pathologic Features 

between Complex Sclerosing Lesions and Invasive 

Carcinoma of the Breast 

 
hu xing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CINE affiliated The ninth people's hospital 201900 

 

Abstract：Complex sclerosing lesions (CSL) of the breast are the result of 

entrapment and distortion of benign ductal and lobular components by 

fibroelastotic scars.  They often mimic invasive carcinoma (IC) on imaging and 

pathologic examinations resulting in misdiagnosis. Materials and methods: To 

investigate the magnetic resonances imaging (MRI) and pathologic features of those 

lesions, 27 cases of surgically excised and pathologically confirmed CSL cases 

which also have accompany MRI available are identified from our hospital database 

from the period of October 2011 to December 2014.  33 invasive carcinoma cases 

diagnosed in the same period of time are also selected for comparison.  The 

patient’s demography, pathology and MRI data are analyzed and compared.  Results: 

The average patient age for the CSL group is 45.7±8.4years and the IC group of 

57.8±14.2 years (p=0.000). The average diameter of CSL is 1.19±0.64cm and 

invasive carcinoma is 2.14±1.35cm (P=0.001). Similar 59.3% of CSL and 69.7% of IC 

cases are described on both image and pathology reports as “ill-defined” or 

“speculated”.  Comparison of MRI features of CSL and IC groups. T1W: 25 out of 

33 IC cases (75.8%) showed low signal intensity while 13 out of 27 CSL cases 

(48.1%) showed low intensity (p=0.027).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n T2W signal intensity (p=0.386) and STIR (p=0.093). TIC pattern: CSL 

(19 cases type I, 7 cases type II), IC (20 cases type III).  Mean ADC value: CSL 

(0.00137 mm2/s) vs. IC (0.00104 mm2/s). 3 out of 33 IC cases show rim enhancement 

while non in CSL cases. Conclusions: Our data suggest that compare to CSL, IC t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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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occur in older women with larger lesional diameter.  IC often have lower 

signal intensity on T1W imaging, less than 0.0012 mm2/s ADC value and most 

commonly type III TIC pattern.  T2WI and STIR data and shape of the boarder are 

less useful in distinguishing the CSL from IC. 

 

  

 

 

EP-2544 

MRI 对乳腺黏液癌与 T2WI 上高信号的纤维腺瘤的鉴别诊断 

 
李潇潇

1,2
,汪登斌

1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 MRI对乳腺黏液癌与 T2WI上高信号的纤维腺瘤的鉴别诊断价值。 

方法 分析经病理证实的 16 例乳腺黏液癌（单纯型 8例，混合型 8例），41例（43个）年龄

≥40岁且 T2WI上为显著高信号的乳腺纤维腺瘤患者的 MRI 表现。两组形态学表现、强化方式

比较采用 c
2
检验和 Fisher确切概率法分析，两组年龄、ADC值的比较采用两个样本的 t检验

分析。 

结果 （1）形态学：黏液癌组直径（30.0±11.9mm）大于纤维腺瘤组直径（17.3±7.6mm）

（P<0.01）。黏液癌组分叶状占 56.25%，不规则形占 37.5%，圆形或类圆形占 6.25%；纤维腺

瘤组圆形或类圆形占 53.5%，分叶状占 41.9%，不规则形占 4.7%；两组有统计学差异

（P<0.01）。黏液癌组边界规整（43.75%），不规整（43.75%）或有毛刺（12.5%）；纤维腺

瘤组绝大多数（86.0%）边界规整；两组有统计学差异（P=0.001）。（2）T2WI上低信号分

隔：黏液癌组 3个，均有强化；纤维腺瘤组 4个，均无强化。（3）强化方式：黏液癌组增强

早期环状强化多见（53.3%），亦见延迟期环状强化（26.7%）或向心性强化（26.7%）；纤维

腺瘤组以不均匀强化（53.5%）及均匀强化（44.2%）为主，两组强化方式有统计学差异

（P<0.01）。黏液癌组 TIC 延迟期平台型占多数（60.0%），纤维腺瘤组 TIC延迟期上升型占

多数（81.4%），两组有统计学差异（P<0.01）。（4）ADC值：黏液癌的平均 ADC值为（1．

80±0．51）×10
-3
mm

2
/s，高于纤维腺瘤的 ADC值（1.78±0．34）×10

-3
mm

2
/s，然而两组无统

计学差异（P=0.871）。 

结论 黏液癌和 T2WI上高信号的纤维腺瘤 ADC值均较高且两者形态学表现可有重叠，但其仍有

鉴别诊断价值；相比之下，其内部强化方式及 TIC延迟期表现是两者鉴别诊断的要点。 

  

 

 

EP-2545 

DKI 与 IVIM 模型对乳腺浸润性导管癌新辅助 

化疗疗效评估的前瞻性研究 

 
司丽芳,刘小娟,杨开颜,王丽,马怡尘,蒋涛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100020 

 

目的：通过比较弥散峰度成像（DKI）与体素内不相干运动（IVIM）模型相关参数，探讨二者

对评估乳腺浸润性导管癌新辅助化疗（NAC）疗效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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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前瞻性收集确诊乳腺癌且拟接受 NAC治疗的局部进展期浸润性导管癌患者，分别于 NAC

前、NAC第二周期末及第 4 周期末行乳腺 MR扫描，并获得手术病理结果，15例患者 15个病灶

纳入研究。MRI检查包括动态增强 MRI（DCE-MRI）、多 b值 DWI和 DKI扫描，测量病灶

ADCstand、ADCslow、ADCfast、f、MK、MD值。按照 Miller＆Payne 改良病理反应性分级，将所有病

例分为组织学反应显著(MHR) 与组织学非显著反应组( NMHR) 。采用 Mann-Whitney U 检验比

较两组病灶 NAC前、NAC第二疗程末及第 4疗程末病灶各参数的差异。 

结果： 15个例浸润性导管癌中 6个病灶为 MHR组，9个为 NMHR组。MHR组较 NMHR组化疗第

2周期结束后 ADCstand、ADCslow均升高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均=0.012），MK值降低且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36），在第 4周期结束后 ADCstand与 ADCslow升高、f与 MK降低，且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P=0.036，P=0.018，P=0.005，P=0.003），而 ADCfast 、MD值在第 2及第 4周期

结束后均未见统计学差异（P=0.328，P=0.145），NAC前两组 ADC stand、ADCfast 、ADCslow、

MK、MD均未见统计学差异（P=0.181，P=0.955，P=0.05，P=0.224, P=0.088）。 

结论：局部进展期浸润性导管癌在 NAC治疗过程中，ADCstand、ADCslow、f值及 MK均有助于监测

新辅助化疗疗效，其中 ADCstand、ADCslow及 MK可以早期（2周期后）预测 NAC的最终疗效。 

  

 

 
EP-2546 

计算机辅助诊断对自动乳腺容积超声诊断临床 

应用价值的初步 

 
徐俊卿,王珂(陕西.西安),吕秀花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通过比较计算机辅助（CAD）对不同临床经验的医生的诊断效能及阅片时间的影响，评

价 CAD辅助自动乳腺全容积超声成像（ABUS）诊断乳腺癌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将 6名医生分为高年资组和低年资组，回顾性分析本院 606例行 ABUS检查患者的图

像，其中恶性 270例，良性 157例，阴性 179例。所有病例均未经放、化疗及手术治疗。将病

例随机分给每组的 3名医生，两组医生先单独对图像进行分析并进行 BI-RADS分类，再结合

CAD（QVIEW CAD，2016年通过 FDA认证）对图像进行分析诊断；1个月后，将病例重新随机分

配，两组医生单独使用 CAD 对图像进行分析诊断。对其准确率、敏感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

及阅片时间并进行对比研究。 

结果：联合使用 CAD后，两组医生的总准确率提高 3.6%（86.1% vs 89.7%），其中低年资医

生组及高年资医生组准确率分别提高了 6.2%（83.3% vs 89.5%, p < 0.05）及 1%（90%  vs 
91 %, p > 0.05）。低年资组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均有提高（85. 3% vs 90.3 %, 82% vs 
86.7%）。低年资组及高年资组的阳性预测值分别提高 4%（82.6% vs 86.6%, p < 0.05）及

1.1%（88.6 % vs 89.7%, p > 0.05）两组医生不使用 CAD时其总准确率为 86.1 %，仅使用

CAD阅片时其总准确率为 87.2 %，两组之间无统计学差异，而阅片时间由 6 ± 1.8 min 降为

1 ± 0.3 min。 

结论：联合应用 CAD系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医生的准确率,特别是低年资医生的 ABUS 诊断

准确率。仅使用 CAD读片时，能在不影响准确率的情况下大大节省了医生的阅片时间，具有突

出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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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547 

常规 MRI 纹理分析鉴别乳腺良恶性病变的价值初探 

 
张竹伟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200072 

 

摘要】  目的  初步探究常规 MRI纹理分析在鉴别乳腺良恶性病变中的应用价值。方

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经手术病理证实，且在术前 2周内行双侧乳腺平扫 T1WI、T2WI及延时增

强 T1WI扫描的乳腺病变患者 69例，其中恶性病变 36例，良性病变 33例。选取病灶最大层面

图像，在 MaZda软件中手动勾画病灶感兴趣区域（ROI），提取病变的纹理特征参数。通过

MaZda软件提供的纹理特征选择方法选择最具有鉴别乳腺良恶性病变价值的纹理特征参数，并

采用纹理特征分类分析统计方法对所选的纹理特征参数的鉴别诊断效果进行评估，鉴别诊断结

果以误判率的形式表示。MaZda软件提供的纹理特征选择方法包括交互信息(MI)、Fisher系

数、分类错误概率联合平均相关系数(POE+ACC)及 FPM(Fisher +(POE+ACC)+ MI联合法)。

MaZda软件提供的纹理特征分类分析统计方法包括原始数据分析(RDA)、主要成分分析(PCA)、

线性分类分析(LDA)和非线性分类分析(NDA)。结果  三种序列中，鉴别乳腺良恶性病变的纹

理特征主要来自 T2WI序列，误判率最小为 4.35%(3/69)。纹理特征参数选择方法中，MI、

Fisher系数和(POE+ACC)三类方法鉴别乳腺良恶性病变的误判率接近，MI为 15.94%～

56.52%，Fisher系数为 17.39%～56.52%，POE+ACC为 17.39%～56.52%，FPM选择的纹理特征

参数鉴别两种病变的误判率最低，为 4.35%～53.62%。纹理特征分类分析方法中，NDA 区分两

种病变的误判率(4.35%～27.54%)明显低于 RDA(33.33%～56.52%)、PCA(33.33%～53.62%)和

LDA(15.94%～44.93%)三种方法，具有最优的鉴别诊断效果。结论  常规 MRI纹理分析可用

于鉴别乳腺良恶性病变，能为乳腺良恶性病变鉴别诊断提供可靠的依据。 

  

 

 

EP-2548 

乳腺癌 MRI 特征与分子分型的相关性研究 

 
宋萌萌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00092 

 

目的： 分析乳腺癌 MRI特征与其分子分型、病理分级、淋巴结转移等情况的相关性，旨在提

高对乳腺癌的进一步认识。 

材料与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5年 1月-2015年 12 月行乳腺 MRI检查并经手术病理证实

的乳腺癌病例总计 142例，其中 2例双乳均为乳腺癌。根据 ER、PR、HER-2、Ki-67增殖指数

四种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结果对乳腺癌进行分子分型。采用 SPSS 19.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乳腺

癌 MRI表现与其分子分型、病理分级、淋巴结转移之间是否存在差异采用 c2检验和 Fisher确

切概率法，以 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本研究共入组 142例乳腺癌患者，共 144个病灶，其中 Luminal A型、Luminal B 型

(HER-2阴性)、 Luminal B 型(HER-2阳性) 、HER-2型及 Basal-like型病灶分别为 33个、55

个、19个、14个及 23个。病灶单发或多灶及多中心性、肿块强化病灶形态和边缘、肿块内部

强化方式、病理分级及有无淋巴结转移在 5种分子分型间的差别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1）Luminal型乳腺癌中，病灶类型以肿块强化为主（89.7%），其中不规则形肿块常见

（79.2%），边缘多不规则或毛刺状（94.8%）。（2）HER-2型乳腺癌病灶多灶多中心性、非

肿块强化和混合性强化及淋巴结转移率在 5种分型中最高（55.6%、35.7%、57.1%）。（3）三

阴性乳腺癌组织学分级多为Ⅲ级（87.0%），病灶类型以肿块强化为主（87.0%），肿块强化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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灶中，形态为类圆形/椭圆形和不规则形比例相等，均为 50%，边缘多较光整（40%），所有肿

块强化病灶中，内部强化方式表现为环形强化者共 8个（40%），在 5种分型间最高，肿块内

部无明显强化区即坏死区表现为 STIR上高信号者共 8个（40%）。 

结论：乳腺癌 MRI特征与分子分型具有相关性，对指导治疗、分析预后等具有重要的意义。 

  

 

 
EP-2549 

磁共振对比剂对乳腺弥散加权成像的影响 

 
聂品

1
,谢卓

2
,贺延莉

1
,胡玉川

1
,张贝

1
,陈宝莹

1
 

1.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2.白求恩医务士官学校医学影像学教研室 

 

目的: 评估磁共振钆剂对比剂对乳腺传统弥散加权和多 b值弥散加权成像的影响。 

方法：连续收集我院进行乳腺 MR检查的 40位被试（恶性组 21例，良性组 19例，对照组

40），获得被试知情同意后在增强前、后行传统弥散及多 b值弥散加权成像，结合动态增强图

像在弥散图像上选取感兴趣，以正常腺体为对照，运用拉伸指数模型处理数据得到增强前后的

DDC(distributed  diffusion  coefficient)、alpha 以及传统弥散加权图像 ADC值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通过手术或穿刺病理、跟踪随访确诊疾病类型。对比

增强前后各参数值的变化及诊断效能。 

结果：恶性组中，增强前后各参数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但增强前数据均小于增强后。良性

组中，各参数增强前后差值不具有统计学意义，但 DDC值增强前数据大于增强后，α、ADC值

增强前数据小于增强后。对照组中各参数增强前后差值不具有统计学意义，但增强前数据均小

于增强后。增强前 DDC、α、ADC参数 ROC曲线下面积 AUC 均大于增强后。综合比较，增强前

各参数的诊断敏感度、特异度均优于增强后。 

结论：综合比较乳腺磁共振弥散加权成像适宜在钆剂对比剂注射前进行。 

  

 

 
EP-2550 

乳腺导管内乳头状瘤与导管 X 线分型、民族、年龄 

之间的相关性研究 

 
曾利（曾莉）,宫悦,葛金梅 

新疆伊犁州友谊医院 835000 

 

目的 探讨导管内良恶性乳头状瘤与乳腺导管 X线解剖形态分型、不同民族、不同年龄段之间

的关系。方法 对 72例良恶性导管内乳头状瘤，分析其与导管分型及不同民族各个年龄段之间

的关系。结果 188例 245侧溢液乳管中，多支型导管 174支占 71.0%良性乳头状瘤发病 28例

占 16.1%，恶性 4例占 2.3%；少支型导管 53支占 21.6%，良性乳头状瘤 24例占 45.3%，恶性

4例占 7.5%；单支型导管 18支占 7.3%，良性乳头状瘤 12例占 66.7%。 结论 导管分型在各民

族女性人群中无明显差异（p=0.429>0.05)。乳腺导管内乳头状瘤（不分良恶性）患者按民族

和乳腺分型统计，无统计学差异（p=0.175>0.05)；（不分民族）乳腺导管内良恶性乳头状瘤

与乳腺分型统计，无统计学差异（p=0.397>0.05)。而不同民族乳腺导管内良恶性乳头状瘤统

计，发现只有少支型中不同民族的良恶性乳头状瘤有差异。不同年龄段导管内乳头状瘤（良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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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统计有差异。正确认识乳腺导管的 X线解剖形态与分型及不同民族、不同年龄段之间的关

系，对导管内乳头状瘤的诊断至关重要。 

  

 

 
EP-2551 

乳腺浸润性小叶癌的超声诊断特性与 X 线表现对照与分析 

 
韩敏 

天津市肿瘤医院 300000 

 

摘要：目的：探讨乳腺浸润性小叶癌的超声诊断特性与 X线的影像学表现及差异。方法：收集

我院诊断为乳腺浸润性小叶癌的患者。分析（1）超声与 X线及两者联合时对乳腺浸润性小叶

癌的诊断正确率。（2）超声与 X线及两者联合时对乳腺浸润性小叶癌灵敏度、特异度及阳性

预测值。结果：（1）超声与 X线及两者联合时对乳腺浸润性小叶癌的诊断正确率分别为

92.45%、90.57%、100%，比较有差异（P<0.05）。（2）超声与 X线及两者联合时对乳腺浸润

性小叶癌灵敏度、特异度及阳性预测值分别为（83.6%、83.6%、83.4%）、（82.5%、81.2%、

81.5%）、（95.8%、81.3%、90.4%），比较有差异（P<0.05）。结论：本文认为近几年乳腺癌

发病率快速上升，超声与 X线钼靶检查各有优缺点,两种检查方法联合使用后，可以提高诊断

灵敏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及准确性。为乳腺癌的早期诊断及治疗提供重要帮助。 

 

 

EP-2552 

超声造影后引导乳腺病变穿刺活检的应用价值 

 
李小康,刘佩芳,朱鹰 

天津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300060 

 

【摘要】目的 评估超声造影后引导乳腺病变穿刺活检的应用价值。方法 前瞻性选取乳腺超声

检查 BI-RADS 4-5类病灶的女性患者 482例，随机选取其中 120例于穿刺活检前行超声造影检

查。根据二维超声表现乳腺病变分为＞1cm肿块、≤1cm肿块、非肿块型病变，超声造影增强

方式分为均匀增强、不均匀增强、低至无增强。保持相同体位和探头方向对不均匀增强病变于

增强区穿刺活检，对均匀增强、低至无增强及未行超声造影的病变于病变中外 1/3区域穿刺活

检。以手术病理结果为金标准，评估穿刺活检结果假阴性率、低估率和符合率。结果 超声造

影后引导穿刺活检与二维超声引导穿刺活检假阴性率、低估率和符合率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超声造影低至无增强病变穿刺活检结果与手术病理结果一致。＞1cm肿块的穿刺

符合率高于≤1cm 肿块和非肿块型病变。结论 超声造影后引导穿刺活检与二维超声引导穿刺

活检的假阴性率、低估率和符合率相近，对超声造影增强区穿刺活检并未显著提高符合率，而

对低至无增强病变穿刺活检仍能做出正确病理诊断。乳腺病变超声表现类型是超声引导穿刺活

检的重要影响因素，超声造影后不能降低非肿块型病变的假阴性率和低估率，该类病变需要尽

量多取材，必要时进一步外科手术切除活检明确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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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553 

扩散加权磁共振成像在乳腺癌患者新辅助化疗中的应用 

 
闫霜,刘艳 

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830011 

 

摘要： 目的 本研究旨在评价扩散加权磁共振成像（DWI）的表观扩散系数（ADC）对乳腺癌

患者新辅助化疗（NACT）的疗效的价值。 方法 此次研究共收入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64例乳腺癌患者。在新辅助化疗之前和两次新辅助化疗之后患者均进行磁共振成像。 使用

Spearman秩相关性检查，对平均 ADCpre值，平均 ADCpost值，ADC变化值之间与新辅助化疗之后

肿瘤直径变化的相关性研究。 结果 应答者（[0.84±0.12]×10
-3
 mm

2
 / s）和无应答者

（[0.83±0.15]×10
-3
 mm

2
 / s）的平均 ADCpre值无显着性差异（P >0.05）。 而应答者

（[1.09±0.25]×10
-3
 mm

2
 / s）和无应答者[0.93±0.32]××10

-3
 mm

2
 / s的平均 ADCpost

值有显著性差异（P <0.05）。 平均 ADCpost值（r = 0.288，P <0.05）与新辅助化疗后的肿瘤

直径变化呈正相关、平均 ADC变化值（r = 0.222，P <0.05）与新辅助化疗后的肿瘤直径变化

也呈正相关，平均 ADCpre值（r = 0.031，P >0.05）与新辅助化疗后的肿瘤直径变化呈负相

关。 结论 研究结果表明，扩散加权磁共振成像可用来评估乳腺癌患者新辅助化疗的疗效，

新辅助化疗后平均 ADCpost值和 ADC变化值可以用来评估化疗疗效的生物标志物。 

 

 

 
EP-2554 

DCE-MRI 用于评估乳腺癌患者新辅助化疗疗效的研究 

 
闫霜,刘艳 

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830011 

 

摘要：目的 通过使用动态增强磁共振成像（DCE-MRI）的定量分析，探讨其对乳腺癌患者新

辅助化疗（NACT）疗效评估的价值。 方法 此次研究共收入了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64例乳腺癌患者。在新辅助化疗之前和两次新辅助化疗之后对患者均进行磁共振成像。 使用

Spearman秩相关性检查，对容量转移常数 （K
trans

）,速率常数 （Kep）,血管外细胞外间隙容

积比 （Ve）之间与新辅助化疗之后肿瘤直径变化的相关性研究。 结果 应答者

（[1.115±0.22]×10
-3
 mm

2
 / s）和无应答者（[1.113±0.20]×10

-3
 mm

2
 / s）的血管外

细胞外间隙容积比 Ve值无显着性差异（P >0.05）。 而应答者（[1.558±0.31]×10
-3
 mm

2
 / 

s）和无应答者[1.326±0.20]×10
-3
 mm

2
 / s的平均容量转移常数 K

trans
值有显著性差异（P 

<0.05）。 K
trans

值与新辅助化疗后的肿瘤直径变化呈正相关（P <0.05）、Kep与新辅助化疗后

的肿瘤直径变化呈正相关（P <0.05），Ve与新辅助化疗后的肿瘤直径变化呈负相关（P 

>0.05）。 结论 研究结果表明，动态增强磁共振可用来评估乳腺癌患者新辅助化疗的疗

效，新辅助化疗后 K
trans

、Kep值可以用来评估化疗疗效的生物标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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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555 

DWI 和 MRI 动态增强成像在乳腺叶状肿瘤的诊断价值。 

 
孙俊旗

1,2
,孟志华

1
,单菲菲

1
,吴光耀

2
 

1.汕头大学医学院附属粤北人民医院（原:韶关市粤北人民医院) 

2.武汉大学附属中南医院 

 

目的 运用 MRI动态增强和 DWI分析乳腺叶状肿瘤的影像诊断特征 

材料与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手术病理证和 MRI检查的 20 例乳腺叶状肿瘤，采用 GE HDXT 1.5T

或 GE 3.0T Discovery 750W 静音超导型磁共振扫描仪，乳腺专用相控阵表面线圈。患者俯卧

于线圈上，双侧乳房自然悬垂于线圈内，乳头置于线圈中心，平静呼吸。扫描以横轴位为主，

矢状位和冠状位为辅，行平扫、DWI、动态增强及后处理。观察 MRI影像表现，包括形态学、

平扫信号强度、低信号分隔，囊变区、增强扫描乳腺病变内部强化特征及时间-信号强度曲线

类型、DWI 信号及表观扩散系数(ADC)值。比较乳腺叶状肿瘤和正常乳腺组织 ADC 值的统计学

差异。 

结果 20例乳腺叶状肿瘤术后病理诊断良性 14 例，交界性 6例。20例乳腺 MRI检查，平扫

T1WI均呈较低信号；T2WI脂肪抑制或 STIR呈较高信号， 其中 9例肿瘤内见低信号分隔；13

例表现为分叶状，14例边界清晰，乳腺叶状瘤动态增强早中期快速明显渐进性强化，中后期

时间信号-强化曲线，5例呈Ⅰ型，15例呈Ⅱ型，6例囊变，9例低信号分隔更明显；20 例行

DWI检查，肿瘤在 DWI图像为高信号，ADC图为低信号，平均 ADC 值为(1.28±0.16)×l0
-

3
mm3/s；正常乳腺组织 ADC 值为(2.10±0.15)×l0

-3
 mm

3
/s，二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乳腺肿块表现为分叶状，边缘光滑，低信号分隔，囊腔，时间信号强化曲线呈平台型，

DWI弥散受压，出现这些征象考虑乳腺叶状肿瘤可能，需要和乳腺癌和乳腺腺瘤鉴别。 

 

 

 

EP-2556 

年轻女性乳腺癌的数字钼靶表现及临床病理特点分析 

 
王建明,赵宏光 

山西省人民医院 30012 

 

 

目的：观察年轻女性乳腺癌的临床病理特点及数字钼靶表现。 

方法：分析 2009.7-2016.1 经病理证实并具有完整临床资料的 400例年轻女性乳腺癌患者（年

龄≤３５岁），356例接受数字乳腺钼靶检查，400例接受超声检查。 

结果：400例患者中，中位年龄 32岁，以肿块及肿块伴随症状就诊者 376例，其他 24例。32

例呈双灶或多灶，肿块大小中位数 2.2cm，T2-4期共 198例（49.5%）；淋巴结转移者 164例

（41%），组织学 2-3级占 97%，导管原位癌 22例，浸润性导管癌 370例（92.5%），其他 8

例；Luminal 型 289例（72.25%），HER-2阳性扩增 47例，三阴性者 64例。钼靶表现中 55

例显示为阴性或良性（15.4%），阳性检出率为 84.6%；表现为单纯恶性肿块者 85例

（23.9%），表现为不规则肿块伴随泥沙样或簇状钙化者 124例（34.8%），单纯恶性钙化者

31例（8.7%），结构扭曲者 22例（6.18%），结构扭曲伴钙化 36例（10.1%）。55例钼靶阴

性或正常中，9例超声良性（9/55），二者联合阳性检出率 97.47%。 

结论：钙化性病变是年轻患者乳腺癌最常见的Ｘ线征象。对于有症状的年轻女性患者应首选超

声和数字钼靶联合检查，能明显提高病变的阳性检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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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557 

乳腺三维断层摄影与全数字化乳腺摄影对不同类型乳腺肿块

诊断及边缘特征的对比分析 

 
陈穹,潘鑫,王钢 

上海市徐汇区大华医院 200237 

 

目的：探讨乳腺三维断层摄影（DBT）与全数字化乳腺摄影（FFDM）对不同类型乳腺肿块及边

缘特征的对比分析。方法：前瞻性纳入经临床查体或超声检查怀疑乳腺肿块患者 189例，同时

行乳腺 DBT与 FFDM检查，对乳腺实质进行分类，以病理结果及 12个月随访结果为依据，统计

两种检查方法下不同类型乳腺肿块的检出率、诊断效能；分析 DBT与 FFDM下同时发现的肿块

图像，对肿块边缘晕征、遮蔽情况（＞25%定义为遮蔽）、微分叶、毛刺状进行组间对比分

析。结果： 189例患者经过病理或随访证实乳腺肿块 114例，其中良性 96例，恶性 18例， 

DBT共发现肿块 78例，其中脂肪型 4例、散在纤维腺体型 14例、不均匀致密型 38例，致密

型 22例；FFDM共发现肿块 55例，其中脂肪型 4例、散在纤维腺体型 12例、不均匀密度型 26

例，致密型 13例。DBT与 FFDM比较在少量腺体者（脂肪型及散在纤维腺体型）乳腺肿块检出

率、晕征、边缘遮蔽情况、诊断效能比较无统计学意义；DBT与 FFDM比较在多量腺体者（不

均匀致密及致密型）乳腺中，肿块检出率分别为（68.4%、48.2%）、晕征（26例、7例）、边

缘遮蔽情况（9例、28例），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毛刺（9例、7例）、微分叶（8例、6

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诊断效能比较：少量腺体者 DBT模式下诊断乳腺肿块 ROC曲线下面

积 0.959，FFDM模式下 ROC 曲线下面积 0.939；多量腺体者乳腺中，DBT模式下 ROC曲线下面

积 0.925，FFDM模式下 ROC 曲线下面积 0.804。结论：在致密乳腺中，乳腺 DBT技术比较 FFDM

对肿块检出率、晕征、减少肿块遮蔽上均具有优势，可提高乳腺肿块 BI-RADS分类的准确率。 

  

 

 
EP-2558 

MRI 在小体积乳腺叶状肿瘤诊断中的价值 

 
李娜 

辽宁省肿瘤医院 110042 

 

目的 分析 MRI平扫、扩散加权成像（DWI）、动态增强及表观扩散系数（ADC）值在小体积

（直径＜5cm）乳腺叶状肿瘤（PTB）诊断中的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18

例乳腺叶状肿瘤患者的 MRI 表现特征，其中良性 10例，交界性 4例，恶性 4例。分析病灶形

态、信号强度、ADC值及其动态增强特点,并与病理结果对照。结果 14例呈分叶状，4例呈

类圆形，最大径 1.1cm～5.0cm，T1WI平扫呈低或等信号，T2WI呈均匀高信号或混杂高信号，

动态增强不均匀强化，5例见囊变，9例见不强化分隔，所有病灶 DWI均呈高信号，平均 ADC

值(1.29±0.18)×10 -3 mm 2/s，TIC曲线 8例Ⅰ型，9 例Ⅱ型,1例Ⅲ例。结论 小体积乳腺

叶状肿瘤 MRI表现上具有特征性表现，认识其特征性 MRI表现有助于鉴别诊断,但最终确诊仍

需依靠病理组织学检查。 

  

 

 
EP-2559 

磁共振对比剂对乳腺 IVIM 处理弥散加权成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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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品

1
,谢卓

2
,贺延莉

1
,胡玉川

1
,张贝

1
 

1.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2.白求恩医务士官学校医学影像教研室 

 

目的： 评估磁共振钆剂对比剂对乳腺传统弥散加权和多 b值弥散加权成像的影响。 

方法：连续收集我院进行乳腺 MR检查的 40位被试（恶性组 21例，良性组 19例，对照组

40），获得被试知情同意后在增强前、后行传统弥散及多 b值弥散加权成像，结合动态增强图

像在弥散图像上选取感兴趣，以正常腺体为对照，运用 IVIM处理数据分别得到增强前后的

D*( pseudodiffusion coefficient)、D（diffusion coefficient）、f(perfusion fraction)

以及传统弥散加权图像表观弥散系数 ADC值（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通过手术

或穿刺病理、跟踪随访确诊疾病类型。对比增强前后各参数值的变化及诊断效能。 

结果：恶性组中，增强前后 f 值差异具有统计学差异（P=0.019），其余参数差异不具有统计

学意义。良性组中，各参数增强前后差值不具有统计学意义。对照组中，f值增强前后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P=0.006）。增强前 D*、f参数的 ROC曲线下面积 AUC均小于增强后，增强前

的 D、ADC参数的 ROC曲线下面积 AUC。综合比较增强前各参数的诊断敏感度、特异度优于增

强后。 

结论：综合比较乳腺磁共振弥散加权成像适宜在对比剂注射前进行。恶性组 f值在增强前后存

在差异可能是由于病变本身血供丰富所致，这从一个侧面更证实了 f值在反映病微循环灌注方

面的准确性。 

  

 

 

EP-2560 

自动乳腺全容积扫查的临床应用进展 

 
宋宏萍,杨珊灵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摘要：乳腺癌是目前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乳腺癌的早期发现有助于降低患者死亡率。随着

高分辨率超声的不断发展，乳腺超声成像质量有了显著提高，使对乳腺疾病的诊断以及鉴别诊

断的准确率明显提高，已成为乳腺影像学检查中不可缺少的部分。近年来自动乳腺全容积扫查

的出现克服了传统超声检查受检查者依赖性大、操作难以规范化等不足。通过对国内外文献进

行总结，回顾自动乳腺全容积超声的发展历史，通过分析自动乳腺全容积超声在乳腺癌筛查中

的应用，以及对肿块良、恶性鉴别的能力，总结自动乳腺全容积扫查用于检查乳腺的优势与不

足，为自动乳腺全容积扫查在临床上广泛应用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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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561 

自动乳腺容积超声成像(ABUS)与乳腺 X 线、常规手持超声检

查患者接受度的对比分析研究 

 
宋宏萍,闫静如,巨艳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本研究旨在分析对比患者在 ABUS、常规超声与乳腺 X线检查中的满意度和舒适度情

况，并探索身体质量指数（BMI），罩杯大小，有无结节，结节大小和乳腺密度对舒适度的影

响，比较三种检查方式的诊断一致性。 

【方法】 采用调查问卷的方式对 528例进行 ABUS检查且既往行乳腺 X线和常规超声检查的女

性行疼痛评分及满意度询问，疼痛评分以视觉模拟评分法（VAS）为标准分 0-10分（0：无疼

痛，10：无法忍受的疼痛）。通过非参数统计和 Spearman 相关性分析比较三种检查方式疼痛

度差别，以及与 BMI，罩杯大小，乳房密度，有无结节，结节大小及位置的关系。最后分析比

较乳腺 X线，常规超声和 ABUS的诊断敏感性和特异性。 

【结果】 研究结果显示，平均年龄为 51.0±10.9，平均 BMI值为 23.0±2.9，将近一半的受

检者为 B罩杯（45.5%）。乳腺 X线、常规超声和 ABUS三种检查方式中，疼痛评分最高的是乳

腺 X线检查为 4.0 （2.0,6.0），其次是 ABUS 2.0 （1.0,4.0），常规手持超声检查的疼痛评

分最低 0.0 （0.0, 0.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92.4%的受检者更倾向于接受

ABUS检查，其接受度与常规手持超声的接近。但是只有 45.5%的受检者愿意接受乳腺 X线检

查。通过统计学分析，我们发现身体质量指数（BMI）与 ABUS的疼痛评分相关，当进行 ABUS

检查时体重越大，疼痛感越明显（CC=0.351, P<0.01）。乳腺 X线检查和 ABUS检查时罩杯的

大小与疼痛度呈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 0.120,0.268（P<0.05）。常规超声检查时，BMI和

罩杯大小与疼痛度无相关关系。除此之外，未发现乳房密度，有无结节，结节大小及位置与检

查疼痛度的相关关系。 

【结论】 结果显示 ABUS作为乳腺检查手段相较于乳腺 X线和常规手持超声有更好的接受度和

满意度，ABUS可作为乳腺癌筛查的检查手段。 

  

 

 
EP-2562 

全数字化乳腺 X 线定位下微钙化活检对乳腺癌及 

癌前病变的诊断价值 

 
杨彩仙 

山西省人民医院 030012 

 

目的  探讨全数字化乳腺 X 线摄影发现临床不可触及微钙化通过乳腺三维立体定位系统引导

下导丝定位局部切除活检对乳腺癌及癌前病变的诊断价值。 

方法  收集我院 2011年 9月~2016年 12月 1052例患者临床触诊阴性、超声检查阴性，仅全

数字化乳腺 X线摄影检查发现异常征象且 BI-RADS分类为 III-IV类，并对该病灶通过乳腺 X

线机三维立体定位系统引导下导丝定位局部切除后进行病理检查。年龄分布在 29~74岁，平均

年龄 49.6岁，均为女性。所有病例均采用美国 Hologic 全数字化钼靶 X线机及乳腺专用后处

理软件，配备三维立体定位装置系统。患者均行双乳头尾位（CC）、斜位（MLO）或侧位

（ML）全数字化 X线摄影，选择穿刺路径观察导丝与病变的关系，固定导丝的体外部分，并带

患者到手术室进行病灶局部切除，所有切除标本均行全数字化Ｘ线摄影检查及组织病理学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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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全部乳腺钼靶 X线图像由 3位经验丰富的医师盲法阅片，诊断意见不一致时通过协商达成

一致， 对病变进行观察与分析。 

结果 

乳腺癌、非典型增生钙化组所占比率高于非钙化组，良性病变非钙化组所占比率高于钙化组。

钙化组中导管原位癌所占比率最高，非钙化组中浸润性导管癌所占比率最高。钙化的不同分布

与乳腺良恶性病变存在一定相关性。钙化簇状分布良性病变所占比率高，线样分布乳腺癌所占

比率高，段性分布良性病变所占比率高，区域性分布良性病变所占比率高，散在分布良性病变

所占比率高。 

结论 

钙化是术前发现早期乳腺癌、癌前病变的重要影像特征，通过乳腺 X线三维立体引导下导丝定

位局部切除是诊断临床不可触及病变的理想方法，一方面大大提高了早期乳腺癌、癌前病变的

诊断，另一方面为保乳术创造条件并改善患者生活质量。 

  

 

 
EP-2563 

快速 MRI 检查法在乳腺癌筛查中的潜在应用价值研究 

 
张淑平,邵真真,刘佩芳 

天津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300060 

 

目的 通过与常规 MRI检查（full diagnostic protocol，FDP）对比分析，探讨快速 MRI检查

法（abbreviated protocol, AP）的临床应用价值以及在乳腺癌筛查中的潜在应用价值。 

方法 自 2015年 6月至 2015 年 10月，除去穿刺、切检及治疗后病例，共 436例乳腺 MRI 检查

病例由两名医师只阅读 MRI 动态增强前、增强后第一期和相应的减影图像，间隔一个月后进行

常规乳腺 MRI图像阅读，分别分析病变的 MRI表现并进行诊断和 BI-RADS分类，并记录检查和

诊断过程所需时间。评价乳腺快速 MRI的敏感性、特异性，诊断准确性，阳性预期值和阴性预

期值；对假阳性和假阴性病变的特点进行分析；并比较与常规 MRI的差异。 

结果 所有病例中有 347例得到病理证实，其中恶性病变 249例，良性病变 98例，病理结果包

括浸润性癌 226例，导管原位癌 21例，腺纤维瘤 41例，导管内乳头状瘤 24例，良性、交界

性和恶性叶状肿瘤各 1例，肉芽肿性乳腺炎 2例，其它良性病变共 30例。AP和 FDP的诊断敏

感性分别为 95.58%（238/249）和 98.39%（245/249），差异无统计学意义（c
2
=0.452， 

P>0.05），特异性分别为 88.78%（87/98）和 95.91%（94/9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c
2
=6.381，P=0.047），阳性预期值和阴性预期值分别为 95.43%vs93.79%和

90.91%vs97.66%，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ROC曲线表明 AP与 FDP对乳腺癌的诊断效能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95%可信区间分别为 0.879～0.980、0.902～0.993）。法查         

结论 快速乳腺 MRI检查法对乳腺癌具有较高的检出率和阳性预期值，在乳腺癌筛查中有潜在

应用价值，有望成为一种值得推广的乳腺癌筛查方法。 

 

 
EP-2564 

年轻女性乳腺包块的 X 线及 MRI 征象分析 

 
马佳琪,梁秀芬,王茵,申甜,李宏娟 

陕西省肿瘤医院 710061 

 

目的：分析年轻女性乳腺包块 X线、MRI特点。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2039 

 

方法：回顾研究 40例病理证实的年轻女性乳腺单发包块患者的临床及术前 X线、MRI。 

结果：全组年龄 16-40岁。触及乳腺包块 29例，超声体检包块 11例。包括导管浸润癌 22

例，导管内癌伴微浸润 7例，纤维腺瘤 6例，结核 2例，脓肿 1例，原发血管肉瘤 2例。X线

征象：导管浸润癌无阳性征象 3例，不规则肿块及结节各 3例，局灶不对称致密影 5例，大片

泥沙样钙化、细小多形性钙化、结构扭曲各 1例；导管内癌伴微浸润无阳性征象 2例，多簇泥

沙样钙化 2例，不规则小结节及局灶性不对称致密影各 1例；血管肉瘤为肿块、局灶性不对称

致密影各 1例；纤维腺瘤无阳性征象 3例，卵圆形结节 2例，分叶状结节 1例；结核、脓肿均

表现为患侧乳腺局灶性不对称密度稍高，皮肤增厚。全组 MRI征象：导管浸润癌不规则结节状

强化 3例，肿块样强化 8例，局灶性片状强化 3例，沿导管走行多发强化 2例，段样强化 1

例，TIC曲线流出型 7例，平台型 10例；导管内癌伴微浸润，包括沿导管走行多发点片状强

化 3例，多发导管样强化 1例，多发线样强化 1例，不规则结节状强化 2例，TIC曲线平台型

4例，流出型 2例，流入型 1例；血管肉瘤实性区增强后 1min内即明显强化，持续至 5min

后，其中 1例病灶内 T1平扫见高信号出血；纤维腺瘤结节 6例平扫均检出，强化呈结节状 5

例，分叶状 2例，曲线流入型 4例，平台型 3例；2例结核平扫患侧混杂肿胀，增强见多处片

状明显强化，流出型、流入型曲线均可见；1例脓肿显著强化，曲线以平台型多见，内部脓液

呈显著高信号并不强化。年轻女性乳腺致密，病史、手诊十分重要，即使触及包块，X线少数

仍存在假阳性，但对典型良性结节、表现为结构扭曲及钙化灶的乳腺癌检出及诊断价值极高。

MRI敏感度高，结合强化能准确鉴别病灶良恶性。 

结论：年轻女性乳腺包块 X线检查具有一定意义，MRI优势较大，综合应用对于定性诊断具有

重要价值。 

 

 
EP-2565 

MRI 增强扫描和 X 线钼靶应用于早期乳腺癌诊断价值对比研究 

 
张武,邬玉芹,陈晶,李海珍 

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附属海口医院 570000 

 

目的：分析比较 MRI增强扫描和 X线钼靶应用于早期乳腺癌的诊断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在

我院诊断的早期乳腺癌患者共 80例,均进行 MRI增强扫描和 X线钼靶检查,对比观察两种不同

检查方式的诊断结果。结果：80例早期乳腺癌 X线钼靶检查显示 32例患者病变形态多为不规

则形、分叶状、星芒状,边缘多数可见轻微或明显的毛刺和(或)浸润,24例患者肿块内、近旁

或块影内、外伴有恶性钙化;MRI增强检查显示 42例病灶表现为不规则边缘毛刺(Ⅲ型强化曲

线 30例、Ⅱ型强化曲线 12 例);24例边缘光滑类圆形、浅分叶肿块(Ⅱ型强化曲线 5例、Ⅲ型

强化曲线 17例);局灶簇样强化 4例(Ⅲ型强化曲线),其它强化形式 6例(Ⅱ型强化曲线 1例、

Ⅲ型强化曲线 5例)。80例早期乳腺癌的患者 X线钼靶正确诊断 47例,MRI增强扫描正确诊断

76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于 MRI增强扫描诊断的满意度明显高于 X线钼靶诊断的

满意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MRI增强扫描对早期乳腺癌具有较高的正确诊断

率,而 X线钼靶摄影对微小钙化检出率高,可为 MRI增强扫描提供重要的补充信息,两种方法联

合应用对早期乳腺癌的诊断具有非常重要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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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566 

全数字化 X 线乳腺导丝定位分析 

 
林铭霞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510632 

 

【摘要】目的 探讨全数字化乳腺 X线引导下导丝定位技术操作方法及临床应用价值。方法 回

顾性分析 18例行立体导丝定位引导手术切检的病例，这 18例病例临床均未触及明显肿块、乳

腺钼靶 X线摄片发现可疑恶性钙化灶，明确诊断后采取行数字化乳腺 X线引导下术前病灶导丝

定位，病灶内留置导丝指导临床手术切除病灶。结果 活检病理结果中 12例均为恶性,5 例为

良性。结论 全数字化乳腺 X 线立体定位导丝引导切检技术对乳腺亚临床病变的定性诊断及指

导手术有重要的价值。 

  

 

 
EP-2567 

评价乳腺 X 线、超声、增强磁共振检查 

对青年乳腺癌的诊断效能 

 
李莹雪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回顾性分析经病理证实的青年(≤35 岁)乳腺癌患者的临床、病理及影像检查资料，评价

乳腺 X 线摄影、乳腺超声、乳腺增强磁共振对乳腺癌的诊断价值。方法：收集 2012 年 2 月-

2017 年 5 月经我院病理证实的青年女性乳腺疾病 56 例进行回顾性分析（包括临床首发症状、

乳腺癌的病理类型、影像检查表现特点及乳腺影像报告数据系统(BI—RADS)的分类），并短时

间内分别进行乳腺 X 线摄影、超声、增强磁共振，对比敏感度、特异度、阳性预测价值

(PPV)、阴性预测价值(NPV)、ROC 曲线下的面积。结果：本研究中，青年乳腺癌的临床症状以

无意间或体检发现乳腺肿块为主总体（21/56，37.5%），病理类型以浸润性导管癌为主

(54/56，96.42%)，且以高级别(Ⅱ、Ⅲ级)为主(13/56，23.21%及 3/56，5.36%)为主。乳腺 X 线

检查中假阳性病例的磁共振检查均为阴性，超声 1 例为阳性。56 例患者的乳腺 X 线摄影检查

的灵敏度、特异度、PPV、NPV 分别为 86.36%、76.47%、70.37%、89.66%，乳腺超声分别为

100%、94.12%、91.67%、100%，乳腺磁共振增强扫描分别为 100%、76.47%、73.33%、

100%，ROC 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814（95%CI 为 0.695-0.933）、0.971（95%CI 为 0.924-

1.000）、0.882（95%CI 为 0.791-0.973），乳腺超声与乳腺 X 线摄影差别有统计学意义

（Z=2.395，P=0.0166），乳腺超声与乳腺磁共振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青年乳腺癌临床表

现以无自觉症状肿块为，病理类型以高级别(Ⅱ、Ⅲ级)的浸润性导管癌为主，超声及磁共振的

敏感度和特异度相对较高，其中超声可作为青年乳腺癌的主要筛查手段，当怀疑恶性病变时，

应联合磁共振，以提高病变诊断的特异度，减少不必要的活检及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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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568 

乳腺钼靶、超声及磁共振成像用于 

乳腺恶性肿瘤测量的准确性研究 

 
李晓凡,罗娅红 

辽宁省肿瘤医院 110042 

 

【目的】本文通过对比乳腺钼靶摄影、超声及乳腺磁共振成像中所测定乳腺肿块的大小与手术

后病理检查中所提示乳腺肿块的大小做对比，以评估对于不同病理分型的乳腺恶性肿瘤，何种

影像学成像手段的测量值更准确，旨在更客观的在术前对肿块的体积进行评估，以为临床提供

治疗依据。 

【方法】回顾性收集 100例经病理证实为乳腺恶性肿瘤的病例，所有病例具备详实的超声、乳

腺钼靶、磁共振成像及病理检查资料。全部病例按病理结果共分为五组，分别为“导管原位

癌”、“浸润性导管癌”、“导管原位癌合并浸润性导管癌”、“浸润性叶状肿瘤”及其它类

型恶性肿瘤（包括黏液腺癌、髓样癌及各类肉瘤等）。以肿瘤的最大直径作为参数，利用

Bland-Altman分析判断哪种影像学成像手段所获得的测量值更贴近组织学病理检查所测得

值。 

【结果】超声检查所测得的肿瘤最大直径显著较小，在浸润性导管癌合并导管原位癌、浸润性

导管癌及浸润性叶状肿瘤三组病例中尤为显著；其中在测量浸润性叶状肿瘤时其测量值与病理

学检查测量值差异最大。乳腺钼靶摄影对于各病例组中肿瘤最大直径的测量与病理学检查中所

得值未见明显统计学差异，在对于导管原位癌病灶大小的测量中，乳腺钼靶成像的测量数据更

准确。磁共振成像提示肿块的最大直径略大，这可能与磁共振成像能提示肿瘤周边代谢异常有

关。在对浸润性导管癌合并导管原位癌及浸润性叶状肿瘤两组病例的评估中，磁共振成像对肿

瘤大小评估的准确性要明显优于其它两种检查手段。 

【结论】乳腺恶性肿瘤的大小及浸润情况决定了乳腺手术的术式。为了更准确的评估肿瘤，必

须根据肿瘤的组织学类型，合理选择影像学成像手段，综合分析影像学对于肿瘤大小的提示信

息，从而更合理的选择术式。 

  

 

 
EP-2569 

磁共振弥散峰度成像在鉴别乳腺癌裸鼠皮下移植瘤模型 

 上皮-间质转化中的实验研究 

 
刘欢欢,汪登斌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00092 

 

目的：乳腺癌的远处转移是影响患者预后的重要因素之一。上皮间质转化（epithelial 

mesenchymal transition, EMT）可促进乳腺癌的远处转移。本研究旨在探讨磁共振弥散峰度

成像（DKI）在鉴别乳腺癌裸鼠皮下移植瘤模型 EMT的价值。材料与方法：采用慢病毒介导的

重组 Snail 1基因过表达转染乳腺癌 MCF7细胞，诱导 EMT。将 MCF7/Control和 MCF7/EMT 细

胞分别于裸鼠进行皮下成瘤（每组 10只）。待瘤体体积达 500 mm
3
左右时，采用常规 MRI和

DKI序列进行扫描，DKI扫描采用 3个扩散梯度场，选取 5个 B值（0,500,1000,1500,2000 

sec/mm
2
）。比较两组皮下瘤的 DKI后处理参数（表观弥散系数 D值和峰度系数 K值）的差

异，分析 D值和 K值与 EMT 标记分子 E-cadherin和细胞增殖标记分子 Ki-67标记分子表达的

相关性。结果：MCF7/Control 和 MCF7/EMT组皮下移植瘤的 D值分别为（0.76±0.13）×1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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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
2
/sec、（0.53±0.43）×10

-3
mm

2
/sec，两组间的 D值具有显著差异（P<0.001）； K值分别

为 1.18±0.09、1.36±0.11，两者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D值取阈值为

0.60×10
-3 
mm

2
/sec时，其评估 EMT的敏感度为 100%，特异度为 90%；K值取阈值为 1.28时，

其评估 EMT的敏感度为 80%，特异度为 80%。D值与 Ki-67表达呈负相关，与 E-cadherin表达

呈正相关（P<0.001，P=0.005）；K值与 Ki-67表达呈正相关，与 E-cadherin表达呈负相关

（P=0.006，P=0.032）。 

结论：DKI对鉴别乳腺癌裸鼠皮下移植瘤的 EMT具有潜在的价值，有助于筛选具有 EMT特征的

高侵袭性、易于远处转移的乳腺癌。 

  

 

 
EP-2570 

应用动态增强磁共振定量参数预测乳腺癌 

腋窝淋巴结转移的相关性研究 
 

牛微 

辽宁省肿瘤医院 110042 

 

目的：研究乳腺原发癌灶动态增强磁共振定量参数（ktrans 、Vp、 Kep）及时间-信号强度曲

线预测腋窝淋巴结转移的价值，为临床诊断治疗提供可靠的依据。 

材料与方法：本研究采取回顾性研究，以 2014年 8月至 2016年 12月间于辽宁省肿瘤医院西

门子 3.0T MR平扫及动态增强扫描、并经手术病理结果证实的 233例原发性乳腺癌患者作为研

究对象，其中 112例不伴淋巴结转移，121例伴淋巴结转移。以手术切除肿块及腋窝淋巴结清

扫病理结果作为金标准，并记录乳腺癌灶强化时间-信号曲线（TIC）、定量参数（ktrans 、

Vp、 Kep）和腋窝淋巴结转移的相关性。MRI图像及所有病理切片由 2名副主任医师以上职称

的放射科医师及病理科医师分别复检阅片，诊断一致的纳入本组研究。所有数据运用

SPSS17.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应用独立样本 T检验评价定量参数（ktrans 、Vp、 Kep）值与

腋窝淋巴结转移之间的相关性，并用 kappa检验评价时间-信号强度曲线与淋巴结转移之间的

相关性。 

 结果：（1）乳腺癌灶动态增强磁共振定量参数（ktrans 、Vp、 Kep）与腋窝淋巴结转移的

独立样本 T检验析显示：伴淋巴结转移组 ktrans值、Vp值较不伴淋巴结转移组高，二者之间

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伴淋巴结转移组 Kep值较不伴淋巴结转移组高，二者之间无统计

学差异性（P>0.05）。(2) 乳腺癌灶 TIC曲线分型（流入型、平台型、廓清型）与腋窝淋巴结

是否转移之间统计学未见明显差异（P>0.05）。结论：（1）乳腺癌灶 ktrans值、Vp值与腋

窝淋巴结转移具有相关性，且 ktrans值、Vp值越高转移的可能性越大。乳腺癌灶 TIC曲线分

型与乳腺癌腋窝淋巴结转移未见明显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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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571 

数字化乳腺断层摄影中的微钙化 

对临床触诊阴性乳腺癌的诊断价值 

 
王军,姜增誉,候燕军,陈苏平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30001 

 

目的：探讨数字化乳腺断层摄影中微钙化对临床触诊阴性乳腺癌的诊断价值。 

方法：回顾性分析 300例临床触诊阴性而数字化乳腺断层摄影发现微钙化患者的临床及影像学

资料，所有病例均经手术或病理证实，其中乳腺癌 185例，乳腺良性病变 115例。着重对微钙

化的形态分型（根据 Le Gal 乳腺微钙化分型，Ⅰ型：环形钙化；Ⅱ型：形态规整的小点状钙

化；Ⅲ型：泥沙状钙化；Ⅳ型：形态不规则的点状钙化；Ⅴ型：蠕虫样钙化）、特征性进行分

析，以比较其在良恶性病变中的差异。数字化乳腺断层摄影的诊断采用美国放射学会推荐的乳

腺影像报告和数据系统。 

结果：乳腺微钙化在良性病变中多为环状、规则细点状，散在分布，密度较高；微钙化在恶性

病变中多为泥沙状、不规则颗粒状、蠕虫状、簇状分布，密度较低。乳腺微钙化的形态、大

小、数量、密度、均匀性、密集度及其分布在良、恶性病变中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微钙化对乳腺癌（尤其是临床触诊阴性的乳腺癌）的诊断具有重要意义。 

 

 
EP-2572 

256 层螺旋 CT 在乳腺病变中的应用 

 
邹薇薇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200003 

 

 

目的 

研究分析 CT在乳腺疾病中的临床应用价值，分析乳腺疾病 CT扫描的扫描方法及后处理重建 

方法 

选取我院 2013年 3月-2016 年 3月同时经 CT及乳腺 X线检查病例 33例，对不同乳腺疾病 CT

影像特点归纳分析，并与乳腺 X线检查进行对比 

结果 

对 33例患者进行 CT扫描包括乳腺结构、对乳腺周围结构、对乳腺肿块结构均显示清楚 , 同

时腋下淋巴结较乳腺 X线检查有较好的显示 , 其中:乳腺癌( 手术或穿刺活检病理)15 例 , 

乳腺增生 10例, 纤维腺瘤 8 例 。腋下淋巴结肿大 15 例 。多层螺旋 CT 的应用对于乳腺

肿块大小、边缘、密度、周围腺体、皮肤改变及腋下淋巴结均可清晰显示，特别是 256 层螺

旋 CT 的应用, 由于较高的时间、密度分辨率和强大的后处理技术等优势, 利用多平面重组

(MPR)、表面重组(SSD)、容积再现(VR)、最大密度投影（MIP)等, 立体再现病灶的范围和位

置。较二维图像的显示更准确、直观、全面。使 CT明显优于乳腺 X线检查，但对于细小钙化

的检出，乳腺 X线检查优势明显高于螺旋 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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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573 

18 F- FDG PET/CT 与 SPECT 骨显像在 

乳腺癌骨转移的对比研究 

 
邹薇薇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200003 

 

 

目的 

对比分析了 18F- FDG PET-CT骨显像与 99Tcm–MDP SPECT 骨显像对乳腺癌相同位置骨转移病

灶的诊断价值。研究 18 F- FDG PET-CT诊断恶性乳腺癌骨转移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对 14 例乳腺癌患者短期内行 18F- FDG PET-CT及 99Tcm–MDP SPECT 显像，结果以其它影像

学检查和临床手术病理及随访结果为诊断依据。 

结果 

14 例乳腺癌患者中，6 例患者出现骨转移，18F- FDG PET-CT显像发现全部骨转移患者，

99Tcm–MDP诊断骨转移 4 例。18F- FDG PET-CT显像与 SPECT显像共发现转移病灶 73个，其

中 18F- FDG PET-CT显像发现全部转移病灶，敏感性 100%，特异性 93%，准确性 99%。SPECT 

骨显像发现骨转移病灶敏感性 96%，特异性 72%，准确性 90%。 

结论 

在乳腺癌骨转移灶中，以成骨反应为主的病灶多，以溶骨反应为主的病灶少， Ohta 等 报

道， 18 F-FDG PET 和 99Tcm–MDP SPECT两者诊断乳腺癌骨转移有相似的高灵敏度，而特异

性前者高于后者； 18 F-FDG hPET/CT 的常规的三位断层图、三维重建图以及与 CT 图像融合

使病灶定位准确，诊断骨转移瘤特异性、 准确性得以提高。但 SPECT 骨显像简单易行， 检

查费用较 18 F-FDG PET-CT 低廉， 仍可作为临床诊断骨转移的首选方法。 

 

 
EP-2574 

 PET/CT 对乳腺癌淋巴结转移的应用价值 

 
邹薇薇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200003 

 

 

目的 

研究 18 F - FDG PET-CT 对乳腺癌及腋窝淋巴结转移的临床诊断价值。 

方法 

对 22 例临床怀疑乳腺癌病人进行 18 F - FDG  PET-CT检查，分析肿瘤病灶、 淋巴结摄取

氟脱氧葡萄糖( FDG ) 的程度, 半定量测量标准摄取值( SUV ) , 根据 FDG 摄取强度诊断乳

腺癌和淋巴结转移, 检验 SUV 与乳腺癌分化程度相关性。 

结果 

18 F - FDG PET-CT对乳腺癌及腋窝淋巴结转移的敏感度、精确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94% 、 

94.7%、100%和 83.5% 、84.8%  91% ; SUV与乳腺癌分化程度显著相关( P<0.05 ) 。 

结论 

乳腺癌最常见的转移途径是淋巴道转移，淋巴结转移与否是乳腺癌预后的重要指标之一， 与

患者生存率相关性很高，18 F-FDG PET-CT 具有一次检查全身显像的特点，利 用 肿 瘤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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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摄 取 FDG能力增强的特点，可以发现和确定乳腺癌原发灶的部位、大小及恶性程度，同时

还可以准确测定乳腺癌淋巴结转移。18 F - FDG PET-CT对乳腺癌和腋窝淋巴结转移的敏感

度、精确度及特异度较高, 作为一种安全的、无创新影像检查方法, 可提供给在活体内乳腺癌

的多种生物学信息, 为患者具体病情评估、术前手术治疗方案制定及治疗疗效评价有重要指导

意义。 

 

 
EP-2575 

MRI 常见影像特征在乳腺癌病理分级及微血管 

密度的对比研究 

 
阳宁静

1
,宋彬

2
,许国辉

1
,任静

1
 

1.四川省肿瘤医院 

2.四川大学华西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对比分析 3.0TMRI常见影像特征与微血管密度（microvessel density,MVD）在病理

(WHO分级)的表达差异和相关性。方法：采用免疫组化检测 42 例乳腺癌组织 MVD并行病理

WHO分级，记录 42例乳腺癌 MRI常见影像特征：肿瘤内部信号（均质、不均质）、形态（肿

块型、非肿块型）及边缘（毛刺、无毛刺）；对比分析不同 WHO分级 MRI乳腺癌常见影像特征

MVD表达差异和相关性。结果：乳腺癌 MRI内部信号、边缘情况在 WHO分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且二者敏感性均较高（91.7%，85.3%），特异性均较低（38.9%，50.0%）。肿瘤形

态是否呈肿块在 WHO分级差异无统计意义(P>0.05)。WHO3 级均质组 MVD明显高于不均质组，

二者呈较强正相关（r=0.765，P＜0.05）；WHO1-2级毛刺组 MVD高于无毛刺组，二者轻度正

相关(r=0.570，P＜0.05)；余 WHO各级种各 MRI常见影像特征 MVD值差异不明显，且相互无相

关性（P>0.05）。结论：浸润性乳腺癌 MRI内部信号是否均匀、边缘是否毛刺的 MVD计数在

WHO分级存在差异并呈一定相关性，可一定程度反映肿瘤血管生成及恶性程度。肿瘤形态是否

呈肿块在 WHO分级与 MVD不相关，尚不能用于推测肿瘤血供信息及病理分级。 

 

 
EP-2576 

数字乳腺摄影与彩色多普勒超声成像 

及两者联合应用在乳腺疾病诊断中的价值 

 
柳杰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300060 

 

 

目的：乳腺 X线摄影是早期发现乳腺癌最有效和最可靠的方法，但对于乳房较小、腺体致密的

妇女局限性较大且成本高，有辐射。高频超声成像设备使用方便、成本低、无辐射，成为乳腺

X线摄影的主要辅助检查方法。本文旨在比较和评价乳腺 X线摄影检查和超声成像及两者联合

应用在乳腺疾病诊断中的价值。 

方法：2009年 3月-2009年 5月期间的住院患者中随机抽取 100例，术前分别行数字化乳腺摄

影和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分别由超声科和影像科医生独立进行分析诊断,行综合分析做出联

合诊断，其标准为：对同一病灶两种方法诊断结果不同时，以分级高者为最后诊断。然后将三

种检查结果与病理诊断对照。诊断结果分为以下 2类：（1）符合（包括正确的良性、恶性、

可疑良性和可疑恶性诊断）；（2）误诊或漏诊。应用 SPSS13.0 软件，采用卡方检验，计算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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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乳腺超声、数字化乳腺摄影和两者联合应用对全部病变诊断的准确性、敏感性、特异性、

阳性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值。 

结果：100例患者病灶共 112 个。良性 28个，左乳 13个，右乳 18个；恶性 84个，左乳 36

个，右乳 48个。数字化乳腺摄影、彩色超声对病灶诊断的准确性、敏感性、特异性、阳性预

测值、阴性预测值分别为 95.53%、95.18%、96.55%、98.75%、87.5%和 86.61%、93.85%、

70.59%、87.95%、82.76%。两者的准确性、敏感性、特异性均有显著性差异（P<0.05），数字

乳腺摄影优于彩色超声检查。两者联合诊断的敏感性、准确性、特异性、阳性预测值和阴性预

测值分别为 97.62%、98.21%、100%、100%和 93.33%，均高于两项检查各值。数字乳腺摄影漏

诊 4例、误诊 1例；彩色超声漏诊 5例、误诊 10例；联合诊断漏诊 2例，没有误诊。 

结论：超声成像和乳腺 X线摄影具有优势。利用两者优势互补联合诊断，能够提高乳腺疾病诊

断的准确率，达到比较满意的临床效果。 

 

 
EP-2577 

乳腺神经内分泌癌的 MRI 征象 

 
田静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野战外科研究所 400042 

 

目的 探讨乳腺神经内分泌癌的 MRI征象。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3-1-4至 2017-6-30经手术及病理证实的 4例乳腺神经内分泌癌患者的

MRI特征及其相应病理表现。 

结果 4例患者均为女性，年龄 43~72岁，平均 53.25岁。临床表现均为乳房肿块。术后病理

均为乳腺原发性神经内分泌癌。4例患者，病变位于外上象限者 3例、下象限者 1例。肿块最

大径为 6.6 cm，最小为 1.7cm。本组 4例乳腺神经内分泌癌肿瘤结构多较密实，少见液化坏

死。MRI平扫均为单发肿块影，边界清楚。常伴发同侧淋巴结转移（3/4例）。MRI表现：T1

呈等低信号，T2呈高信号，DWI明显弥散受限。增强扫描肿块呈明显强化，病灶中心少见液性

坏死灶。本组有 1例可见病灶中心液化坏死。时间-信号强度曲线以流出型为主，峰值强化率

平均值为 111%。因有假包膜形成，肿瘤多与乳腺实质分界清楚。因为肿瘤细胞 50%以上表达神

经内分泌标记，故肿瘤实性成分多在早期强化明显，强化峰值多出现于动态增强第 1期。 

结论 乳腺神经内分泌癌的 MRI有一定特征性，T1呈等低信号，T2呈高信号，DWI明显弥散受

限。增强扫描肿块呈明显强化，病灶中心少见液性坏死灶。当乳腺肿块有以上特征时要考虑乳

腺神经内分泌癌的可能。乳腺神经内分泌癌与乳腺浸润性小叶癌的影像学表现存在一定重叠，

所以确诊需依赖病理、免疫组化检查。 

  

 

 

EP-2578 

MR 增强对 Ki-67 表达阳性乳腺癌新辅助化疗疗效的评估价值 

 
王丽华,刘艳,涂景恋,李倩,王启苑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310009 

 

目的：探讨乳腺磁共振的形态学、功能学、动力学指标与 Ki-67在乳腺癌新辅助化疗疗效评估

的应用价值。 

材料与方法：回顾性研究我院 2015年 4月至 2016年 4月收治的女性乳腺癌患者 40例。全部

患者在新辅助化疗前及手术前均行乳腺核磁共振扫描,测量肿瘤最长径、ADC值和时间-信号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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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曲线(time-signal intensity curve, TIC)。患者于第一次 MRI检查后均行病理活检确诊为

浸润性乳腺癌并通过免疫组化 S-P法检测肿瘤组织 Ki-67染色阳性率，确诊后做 4周期新辅助

化疗，且最终实施了手术治疗并获得术后病理及 Ki-67阳性指数。肿瘤最长径、ADC值、时间

-信号强度曲线、Ki-67和病理均作为疗效评估指标对乳腺癌新辅助化疗疗效进行评估，以病

理学评估结果作为对照标准，统计分析其与其他四个研究指标的评估结果是否有差异；并对四

个研究指标的评估结果作关联性分析；计算各个评估指标与多个指标结合评估疗效时的灵敏

度、特异度、一致率以反映其疗效评估效能。 

结果：四个研究指标的评估结果与病理学评估结果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四个研究指标的

评估结果均无相关性(P>0.05)；肿瘤最长径或 ADC值单独评估时灵敏度最高(86.67%),肿瘤最

长径+ADC值评估时一致率最高（88.6%）),多个指标结合评估时特异度最高可达 100%。 

结论：乳腺 MRI增强与 Ki-67单独或相结合均适用于乳腺癌新辅助化疗疗效的评估，其中 MRI

形态学与功能学的应用价值更高；多个指标相结合评估可以准确判断出新辅助化疗疗效不佳的

病例(特异度最高达 100%),但并非越多评估指标相结合其评估效能越高。 

 

 
EP-2579 

数字乳腺断层合成新技术对致密型乳腺 

无钙化肿块诊断价值的研究 

 
边甜甜,林青 

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266003 

 

目的 通过数字乳腺断层合成（DBT）新技术与乳腺 X线常规摄影（DM）和超声检查对致密型

乳腺内非钙化肿块病变诊断的对比分析，评估其诊断价值。材料和方法 参照乳腺影像报告和

数据系统（BI-RADS）标准，对 1144例在 DBT、DM及超声图像上表现为非钙化肿块的致密型乳

腺患者的影像学资料进行分析，以组织病理结果为金标准，对 DBT、DM及超声检查对乳腺非钙

化肿块的检出率、诊断符合率、敏感性、特异性、假阴性率及 BI-RADS分类进行评估。采用

c2检验比较 3种检查方法对非钙化肿块的检出率、诊断符合率的差异，采用秩和检验比较 3

种检查方法 BI-RADS分类的差异。结果 DBT、DM及超声检查对致密型乳腺非钙化肿块病变的

检出率分别为 86.6%、77.8%、99.7%，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DBT、DM及超声检查

对致密型乳腺非钙化肿块病变的诊断符合率分别为 83.9%、75.0%、94.7%，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P＜0.01)。DBT、DM及超声检查对致密型乳腺肿块病变诊断的敏感性分别为 68.0%、

50.3%、94.1%，特异性分别为 94.6%、91.5%、95.0%，假阴性率分别为 13.4%、22.2%、0.3%。

超声检查较 DM及 DBT检查均使乳腺恶性肿块病变的 BI-RADS 分类升高，更倾向于分类 4C、分

类 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DBT较 DM使乳腺恶性肿块病变的 BI-RADS分类更倾

向于分类 4C、分类 5，两者之间有统计学差异 (P＜0.01)。超声检查较 DM及 DBT使乳腺良性

肿块病变的 BI-RADS分类更倾向于分类 3、分类 4A，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1)，DBT

检查较 DM使乳腺良性肿块病变的 BI-RADS分类更倾向于分类 3、分类 4A，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P＞0.05)。结论 DBT 对致密型乳腺非钙化肿块病变较 DM具有较大优势，接近于超声检

查的诊断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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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580 

Digital Breast Tomosynthesis: A New Diagnostic Method 

for Mass-Like Lesions in Dense Breasts 

 
bian tiantian,Lin Qing 

Affiliated Hospital of Qingdao University 266000 

 

Abstract: To compare the rates and accuracy of digital breast tomosynthesis (DBT) 

and 2D digital mammography (DM) for detecting and diagnosing mass-like lesions in 

dense breasts. Mediolateral and craniocaudal images taken with DBT and DM of the 

dense breasts of 631 women were assessed independently using Breast Imaging 

Reporting and Data System (BI-RADS) scores. Images were compared for detection and 

diagnostic accuracy for masses;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of diagnosis; false-

negative and recall rates. Histopathology was conducted via surgical biopsies of 

all patients. The detection and diagnostic accuracy rates of DBT image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DM . Th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of DBT were 

higher than that of DM, whereas the recall rate of DBT was lower. The number of 

cases of benign circumscribed masses and malignant spiculated masses detected by 

DBT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number detected through DM (p < 0.01, both). 

Radiologists assigned higher BI-RADS scores for probability of malignancy to DBT 

images than DM, to lesions proved malignant (p = 0.025); for benign cases, the 

methods were comparable (p = 0.065). Compared with DM, DBT yielded significantly 

higher rates of detection and diagnostic accuracy for benign and malignant masses, 

with greater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and lower recall rates. In addition, DBT 

images facilitated analysis of margins, and the rate of accuracy for judgments of 

malignancy probability was higher, as proved on biopsy.  

 

 

EP-2581 

乳腺导管内乳头状瘤的 MRI 诊断 

 
李倩,王启苑,涂景恋,刘艳,王丽华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310009 

 

目的：探讨乳腺导管内乳头状瘤的 MRI 表现及其诊断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 10 例经术后病

理证实为乳腺导管内乳头状瘤的 MRI表现，并结合文献分析总结其 MR成像特征。结果：所有

患者均为中老年人，最小 35岁，最大 62岁，中位年龄 45.5岁；病灶可单发或多发，其中双

乳单发病灶 1例，单乳多发病灶 1例，单乳单发病灶 8例（右乳 3例，左乳 5例）；大部分病

灶边界清楚（70%）；T1WI 病灶多呈等或稍低信号，T2WI 病灶多呈等或稍高信号，囊性部分可

呈高信号；DWI病灶多为稍高信号；增强扫描显示 7例呈结节样明显强化，2例呈环形明显强

化， 1例病灶呈条形明显强化；动态增强的强化曲线表现为 I型的 2例，II型 8例。结论：

乳腺导管内乳头状瘤的 MRI 表现具有一定的特点，术前 MR检查有助于该病的诊断和定位，对

临床治疗具有较大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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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582 

 b 值=800 及 b 值=1000 扩散加权成像 

对乳腺病变的诊断价值比较 

 
张培平 

项城市第一人民医院 466200 

 

［摘要］ 目的  探讨扩散加权成像（DWI）中不同扩散敏感系数下 ADC值及相对 ADC 值对乳

腺良恶性病变鉴别诊断价值。方法  对 41例经病理结果证实的乳腺病变行 DWI,b值分别为

800、1000 s/mm
2
，测量病变的 ADC值及对侧正常乳腺的 ADC值，同时计算病变平均 ADC 值及

相对 ADC值。结果  两组 b 值中恶性病变平均 ADC值及相对 ADC值均低于良性病变，乳腺良

恶性病变的 ADC值均随 b值增大而降低，但是相对 ADC值无明显差异。采用非参数法受试者工

作特性曲线统计学方法得到各诊断指标 ROC曲线下面积，并确定其鉴别良恶性病变诊断阈值。

结论  b=800s/mm
2
诊断价值优于 b=1000s/mm

2
，ADC值诊断价值较高，相对 ADC值在不同 b值

间较接近，无显著差异。 

  

 

 
EP-2583 

乳腺恶性叶状肿瘤与单纯型粘液癌的 X 线 

钼靶征象及其鉴别诊断价值 

 
苟文静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 610072 

 

目的：探讨乳腺恶性叶状肿瘤(phyllodes tumors，PTs）和单纯型粘液癌(pure mucinous 

breast carcinoma，PMBC)的 X征象和鉴别诊断。方法：回顾性分析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13例

恶性 PTs和 25例 PMBC的临床及 X线钼靶资料，包括发病年龄、部位、X线征象，对两者的上

述资料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肿块在乳房内的位置、形态、钙化及边界在恶性 PTs和 PMBC

中的分布无差异（p＞0.05）。恶性 PTs和 PMBC的平均大小为（6.84±2.94）和

（2.73±1.35）cm，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4.18,p=0.001＜0.05）。恶性 PTs大多表现为高

密度，与 PMBC大多为等密度不同，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0）。结论：结合多种 X征象

综合分析可有助于鉴别恶性 PTs 和 PMBC。 

 

 
EP-2584 

MR 动态增强扫描对乳腺纤维腺瘤的诊断价值 

 
王启苑,王丽华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310009 

 

 

目的 探讨乳腺纤维腺瘤 MR 平扫及动态增强表现，加深对乳腺纤维腺瘤的认识，从而提高诊断

准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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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我院 2016.01-2017.06 行 MR检查的乳腺纤维腺瘤患者 38例（ 42个病灶），行常规 MR

平扫和动态增强检察。所有病例均有病理证实，分析比较病灶的 MR形态、大小、信号强度及

时间-信号强度曲线（time-signal intensity curves,TIC）等。 

结果  38例 42个乳腺纤维腺瘤的形态学表现以圆形、类圆形为主，占 92.8 %（39/42），

其余 3例呈浅分页状。患者年龄在 25-75岁，平均年龄为 47.4。发病位置右乳 22个，左乳 18

个。MR平扫显示内部信号较均匀，T2WI呈低、等或高信号，以等低为主，高信号结节内伴黏

液样变性，增强扫描未见明确强化；T1WI上结节多呈等/低信号。腺瘤最大一枚约

71*62*56mm，最小一枚大小约 8*8*8mm。动态增强扫描所有病灶边界较清，TIC曲线类型Ⅰ型 

24例；型 17例，Ⅲ型 1例。 

结论  乳腺纤维腺瘤的动态 MR增强有特征性表现，边界清楚的结节/肿块，T2WI变化较多，

以等低信号为著，T1WI等低信号。动态增强多数缓慢强化为主，TIC曲线多为Ⅰ、Ⅱ型。认识

到乳腺纤维腺瘤的多种表现有助于鉴别诊断。 

 

 

EP-2585 

青年与中老年乳腺浸润性导管癌 MRI 表现的差异 

 
马来阳,张静,刘光耀,邹婕,李洁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730030 

 

目的：比较年轻女性（<35 岁）与中老年（>35岁）女性乳腺浸润性导管癌 MRI特征的差异。 

方法：回顾性分析 46例经手术病理证实的原发女性乳腺浸润性导管癌的 MRI检查资料，将其

分为两组，分别为年轻女性（<35岁，n=14）、中老年女性（>35岁，n=32）。分析两组患者

的 MRI影像特征，包括病灶形状、大小、边界、数目、强化特点、时间信号强度曲线(TIC)类

型和表观扩散系数(ADC) ，计算病变的早期强化率以及达峰时间，比较这些指标有无差异。 

结果：平扫结合动态增强扫描显示了所有病灶，减影图像更清晰地显示病变的形态、边缘及内

部强化情况，三维重建成像有利于病灶的空间定位。乳腺浸润性导管癌表现多样，多呈类圆

形、分叶状或不规则形，边缘不规则或呈星芒状，可有毛刺，边界模糊，部分病灶内可见坏

死；大部分病灶在 T1WI序列呈低或略低信号，在脂肪抑制序列 T2Wl呈不均匀高信号，DWI呈

稍高信号，ADC值减低；强化方式多样，呈明显不均匀或均匀强化、斑片样强化或边缘环形强

化，时间—信号强度曲线多为 III型。两组比较，病变的大小、强化特点、时间—信号强度曲

线、早期强化率无显著差异（P>0.05）；而肿块的形态、边缘光整、T2WI信号及 ADC值比较

有差异（P<0.05） 。 

结论：MRI平扫及动态增强技术是诊断乳腺癌的有效方法，青年组与中老年组乳腺癌患者原发

肿块大小、强化特点、时间—信号强度曲线、早期强化率无显著差异；青年组与中老年组比较

更多的显示圆形、椭圆形或小分叶样肿块，肿块边缘较光整，T2WI多呈高信号，ADC值比较，

青年组较中老年组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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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586 

结合 MRI 和 X 线分类对乳腺 X 线筛查为 BI-RADS 4 类肿块  

的处理建议 

 
刘炳光 

深圳市妇幼保健院 518028 

 

【摘要】目的 评价结合 MRI 和 X 线分类对乳腺 X线筛查为 BI-RADS 4类肿块的良恶性评估价

值，探讨 BI-RADS 4类肿块新的处理建议。方法 X线筛查为 BI-RADS 4a类(105个)、4b类

(42个)和 4c类(19个)的 151例共 166个乳腺肿块，在活检前行 MRI。动态增强结合弥散成像

进行 BI-RADS-MRI分类。结合 X线与 MRI分类提出新的良恶性评估法。统计 X线与 MRI诊断乳

腺癌的敏感性、特异性及诊断符合率；绘制两者的 ROC曲线，Z检验比较曲线下面积；统计新

的良恶性评估法发现乳腺癌的敏感性和对良性病变检出率。结果 2名 X线诊断医师和 2名

MRI诊断医师的 BI-RADS分类的 Kappa值分别为 0.70和 0.76，一致性较好。166个肿块，恶

性 41个，占 24.7%。X线 BI-RADS 4a类 105个，恶性 12个，MRI分类为 4，5类 12个；良性

93个，MRI为 2，3 类 81个。X线 BI-RADS 4b类 42个，恶性 16个，MRI分类为 4，5类 15

个；良性 26个，MRI为 2，3 类 16个。X线 BI-RADS 4c类 19个，恶性 13个，MRI分类为

4，5类 12个；良性 6个，MRI为 3 类 2个。X线诊断敏感性、特异性为 70.7%、74.4%,诊断

准确率为 73.5%。MRI诊断敏感性、特异性及诊断准确率为 95.1%、79.2%和 83.1%。X线及 MRI

诊断乳腺癌的 ROC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749及 0.927, 两者有统计学差异（z=2.282，

p<0.05）。新的良恶性评估法发现乳腺癌的敏感性为 100%，检出良性病变 88例（53.0%）。

结论 MRI对乳腺 X线筛查为 BI-RADS 4类肿块有较高的诊断价值。结合 X线及 MRI分类进行

新的良恶性评估，并提出相应的处理建议，能减少良性肿块不必要的活检，值得临床推广。 

 

 

 
EP-2587 

3.0T DW-MRI 不同 b 值对乳腺良恶性病变诊断阈值的研究 

 
王伟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221003 

 

目的：探讨 3.0T磁共振(MRI)不同扩散敏感因子（b值）下弥散加权成像(DWI)对良、恶性病

变的诊断水平。 

方法：对 53例(61个病灶) 女性乳腺疾病患者(平均年龄为 47.61±13.09 岁)进行 DWI 扫描，

分别在不同 b值(500，700，1000 s/mm
2
)下测量病变的 ADC值。根据受试者工作特性曲线

（ROC）确定不同 b值下 DWI 鉴别诊断良恶性病变的敏感性、特异性以及鉴别良、恶性病变

ADC值的最佳阈值。 

结果：三组 b值组中，良性病变与恶性病变 ADC值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良性

组 ADC值均大于恶性组。无论是良性组还是恶性组，三个 b值组间的 ADC值比较差异并不明显

(P>0.05)，但经两两比较后发现 b=500 s/mm
2
组与 b=1000 s/mm

2
组间 ADC值存在差异，且差异

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b=500 s/mm
2
时，以 1.8×10−

3 mm2
/s为阈值，鉴别诊断良、恶性病变

的敏感度、特异度分别为 68%、73%；而 b=700 s/mm
2
及 b=1000 s/mm

2
时，以 ADC阈值分别为

1.445×10−
3 mm2

/s、1.44×10−
3 mm2

/s，相应鉴别良恶性病变的敏感度、特异度分别为 80%、

66.7%及 7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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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DWI对乳腺良恶性病变的鉴别诊断具有重要价值，当 b=700 s/mm
2
时有利于病变的检

出  

 

 

EP-2588 

人离体乳腺癌的同步辐射成像研究 

 
李瑞敏,张汐,彭卫军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200032 

 

目的: 探讨同步辐射相位对比 X线成像技术在离体人体乳腺癌成像中的实验研究，并与传统乳

腺 X线成像进行比较。材料和方法: 选取 34例人体乳腺癌离体标本在上海光源 X射线成像与

生物医学应用光束线站上（BL13W）成像，储存环电子束能量 3.5GeV，BL13W线站的光子为 8-

72kev，光斑 45mm(H)*5mm(V)(@20keV)，本研究两维成像方法采用的能量为 13~16 keV，探测

器 13um和 9um，样品-探测器距分别选择 0cm, 60cm, 100cm和 120cm，曝光时间 10ms，三维

成像方法采用的能量同上，探测器 9um，样品-探测器距为 100cm，每幅投影图像曝光时间

32ms，旋转台转速 0.36
0
/s，每个位置记录 2帧图像，旋转 180

0
，总投影数约 1000张。以

Image Pro Plus和 Amira进行图像后处理。同时，所有标本进行传统乳腺 X线成像，并将两

种影像学图像与最后的病理图像进行比较分析。结果: 同步辐射相位对比 X线成像能比传统乳

腺 X线成像更清楚的显示乳腺癌中的微小钙化灶数目、边缘和分布，并且在不使用造影剂的情

况下即可显示 9um左右直径的乳腺癌肿瘤新生血管，并可观察到肿瘤新生血管主要分布在肿瘤

周边区域，中心部分血供较少，坏死较多。结论: 同步辐射相位对比 X线成像技术具有很高的

衬度分辨率和空间分辨率，具有很高的医学应用前景。 

 

 
EP-2589 

Breast cancer and angiogenesis using synchrotron 

radiation 

 
li ruimin,Zhang Xi,Peng Weijun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200032 

 

Purpose: To evaluate the privilege of the synchrotron radiation (SR) in-line 

phase-contrast imaging on human breast tumors. 

Materials and methods: Eighty-four excised human breast specimens were studied. 

Monochromatic SR in-line phase-contrast images were obtained at the beamline BL13W 

of the SSRF in China at the energy of 13~16 keV, and 0cm, 60cm, 100cm and 120cm 

different sample-detector distances. Meanwhile, we progressed 3D image 

angiogenesis reconstructions. Moreover, for comparison, conventional mammograms 

were taken. Finally, the pathology results were confirmed. 

Results: The images obtained with SR had higher contrast and better resolution 

than traditional mammograms and demonstrated excellent details in all cases 

studied. Moreover, 3D image reconstruction of breast tumor angiogenesis was 

obtained for the first time without using any contrast ag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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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 Synchrotron radiation mammography was much better and much detailed 

than traditional mammography, and might be a great potential diagnostic tool in 

clinical application in the future. 

 

 
EP-2590 

乳腺分叶状肿瘤钼靶 X 线表现及病理对照（附 29 例分析） 

 
徐丽艳,余永强,王海宝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30022 

 

目的：分析乳腺叶状肿瘤的钼靶 X 线表现，并与病理结果对照。方法：收集经病理检查确诊的

29例乳腺叶状肿瘤患者资料，回顾性分析其临床表现、病理特征及钼靶 X线表现。结果：29

例患者均为女性，年龄 33～75岁（中位年龄 44岁），2例为多发，27例为单发。29例中 14

例位于外上象限，6例位于中央区，3例位于内下象限，2例位于内上象限，1例位于外下象

限，2例表现为乳腺增生，1例为局部腺体结构紊乱。肿块表现为类圆形、椭圆形或分叶状，

以等密度及稍高密度（26/29）为主，仅 3例表现为高密度（3/29），内均无钙化（0/29）；

25例边缘光滑清晰（25/29），其中 13例可见“细晕征”（13/29）。病理结果显示 29例中

21例为良性（1级），7例为交界性（2级），1例为恶性（3级）；5例为乳腺腺病的基础上

伴发叶状肿瘤；3例良性分叶状肿瘤周围局部细胞生长活跃。结论：乳腺叶状肿瘤的钼靶 X线

具有一定的特征性，结合临床上病人年龄相对较大，病程较长，容易复发，可以进行初步诊

断，确诊仍需依赖于病理学检查。 

  

 

 
EP-2591 

钼靶 X 线对于乳腺叶状肿瘤及纤维腺瘤的诊断 

及鉴别诊断价值 

 
朱晓红,余永强,徐丽艳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30022 

 

目的：分析乳腺叶状肿瘤的钼靶 X 线特点，并与纤维腺瘤比较，以提高该病的认识。方法：回

顾性分析手术病理证实的 44例叶状肿瘤患者的 47个病灶的钼靶 X线影像特点，并选取手术病

理证实的直径>2.5cm的 20 例纤维腺瘤患者作为对照。结果：44例叶状肿瘤患者的 47个病

灶，Ⅰ级病灶 27个，Ⅱ级病灶 18个，Ⅲ级病灶 2个。与病理分级对照，肿块的大小、形态、

边缘、密度、钙化、周围血管增粗影、结构扭曲及晕征在Ⅰ～Ⅲ级叶状肿瘤中的分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叶状肿瘤与纤维腺瘤比较，肿块的大小、形态、密度及晕征在两者间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乳腺叶状肿瘤的钼靶 X线表现对于肿瘤本身的病理分

级诊断意义不大，但与纤维腺瘤比较，病灶的大小、形态、密度及晕征可以为两者的鉴别提供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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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592 

乳腺结核 X 线及 CT 表现（附 7 例分析） 

 
汪洁,徐丽艳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30022 

 

目的 分析 7例乳腺结核的 X线及 CT影像学表现。方法 收集经手术或穿刺病理确诊的 7例乳

腺结核患者资料，回顾性分析其 X线及 CT平扫加增强特点。结果 7例乳腺结核患者中，X线

表现为浸润型 2例，结节型 1例，肿块型 3例，干酪型 1例，其中多发病变 4例，单发病变 3

例，形态不规则 7例。CT平扫等密度 5例，低密度 2例，边界不清 7例，伴有肺结核及其它

肺外结核 5例，增强扫描均表现为环形强化。结论 乳腺结核的 X线及 CT平扫表现缺乏特异

性，增强 CT检查呈环形强化，对乳腺结核具有一定诊断价值。 

 

 

EP-2593 

MRI 在乳腺疾病临床应用中的诊断价值 

 
韩娜娜 

忻州市人民医院 034000 

 

目的：MRI在乳腺疾病诊断中的临床应用价值。乳腺癌作为我国女性发病率最高的恶性肿瘤，

严重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健康和生活质量。随着乳腺磁共振扫描技术的发展，其提供的征象信息

越来越多，敏感度高且图像清晰，对提高 MRI诊断乳腺疾病的准确率有很大的帮助。本文旨在

探讨乳腺 MRI增强形态学、血流动力学、分子功能学征象信息的权重对乳腺疾病的临床应用价

值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与对比，为临床诊断提供更好的客观参考依据。     方法：选取我院

2016年 3月至 2017年 3月收治的 36例乳腺疾病患者的资料，年龄在 20-65岁，全部病例经

临床检查及钼靶、彩超检查，平扫 11例，平扫+增强 25例，经手术病理活检证实，就乳腺疾

病的 MRI表现，乳腺 MRI的成像方法、临床应用价值及优势与缺点做一个回顾性的总结与分

析。采用 Aera1.5T乳腺专用 MRI机、乳腺相控阵表面线圈，患者取头先进俯卧位，双乳充分

暴露，自然下垂，双臂置于头两侧，使用 MRI常规序列扫描参数进行扫描检查，分析 MRI 检查

在临床应用中的诊断的价值，总结乳腺病变的形态、分布、信号特点及内部强化特征。 

结果：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6 年 6月至 2017年 6月收治 36 例乳腺疾病患者 MRI检查的资料，

其中肿块型乳腺病变 19例，患者均为女性，年龄在 20-65岁，全部病例经临床检查及钼靶、

彩超检查，平扫 11例，平扫+增强 25例，病灶单发者为 23例，多发者 13例，24例为恶性，

以肿块为主型，其中 15例为浸润癌，4例为硬化性腺病基础上的原位癌，2例为黏液腺癌，病

灶边缘模糊不规则，呈类圆形，可见毛刺或分叶征象，动态增强扫描成斑片状环形增强。3例

为复发转移，12例为良性，其中 4例为乳腺病，3例为乳腺病伴纤维瘤形成，2例为乳腺病及

不典型增生，1例为导管内乳头状瘤伴不典型增生，2例为乳腺病伴导管内乳头状瘤。 

结论：MRI对于乳腺病灶有较高的诊断价值，能更好的提高良恶性诊断的准确性，特别是患者

病灶的数目、大小以及肿瘤侵犯范围、腋窝淋巴结有无转移，应用价值较高，应作为首选的检

查方法在临床逐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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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594 

年轻女性乳腺癌的影像特征 

 
孟菲菲,林青 

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266003 

 

目的：总结 35岁以下年轻女性乳腺癌患者的影像表现。方法：回顾性分析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261例年轻组（≤35 岁）女性乳腺癌患者的乳腺 X线摄影及超声检查资料，分析总结乳腺 X

线摄影及超声检查中病变的形状、边缘、密度、钙化形态、钙化分布、后方回声特点、血流信

号等，并选择同期经手术病理证实的部分中年组（36~60岁）及老年组（≥61岁）乳腺癌患者

进行比较。结果：乳腺 X线摄影：年轻组椭圆形、等密度肿块的比例大于老年组（P=0.022，
P<0.001）；肿块边界清楚的比例大于中年组和老年组（P=0.001，P=0.031）；年轻组不定形

钙化的比例大于中年组和老年组（P=0.002，P<0.001）。超声检查：年轻组椭圆形肿块的比例

大于老年组（P=0.011），病变边界清楚、纵横比<1的比例大于中年组和老年组（P<0.05）。

结论：年轻女性乳腺癌患者的 X线摄影及超声检查，表现为良性病变特征的比例大于中年组和

老年组。 

 

 

 
EP-2595 

DKI 与浸润性乳腺癌预后因子相关性分析 

 
孙双燕 

吉林省肿瘤医院 130012 

 

目的：探讨磁共振 ( MRI ) 扩散峰度成像 ( DKI ) 与乳腺癌预后因子的相关性。方法：收集

我院 2017年 1月至 2017年 6月经手术或穿刺病理证实为浸润性乳腺癌病人 25例。所有患者

进行包括 DKI序列的乳腺磁共振扫描, 根据增强后 90秒图像及 DWI图像，沿肿瘤实质边缘手

工勾画感兴趣区，通过 Matlab 软件计算表观弥散系数(ADC)、平均扩散率(MD)和扩散峰度平

均值(MK)值；术后标本及化疗前穿刺标本行免疫组化检测，记录 ER、PR、HER-2的受体表达情

况及 Ki-67水平。应用独立样本 t检验比较不同分组组间 ADC值、MK值及 MD值差异。

Pearson相关分析分别分析 Ki67值与 ADC值、MK值及 MD 值的相关性。结果： 25例病人中，

14例病人磁共振检查前为经任何治疗，11例患者为接受过化疗后行磁共振检查。未接受化疗

组 ADC值为 0.817±0.347 X10
-3
s/mm

2
，MD值为 1.370±0.381 X10

-3
s/mm

2，
MK值为

1.179±0.284 X10
-3
，接受治疗组 ADC值为 0.944±0.296 X10

-3
s/mm

2
，MD值为 1.375±0.305 

X10
-3
s/mm

2，
MK值为 1.259±0.121 X10

-3
，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不同表达水

平的 ER、PR、HER-2及 Ki-67中，ADC值、MK值及 MD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

Ki67低表达组（Ki67≤20%）和 Ki67高表达组（Ki67＞20%）MK值差异及 PR阳性组和 PR阴性

组 MK值差异 P值接近 0.05。Ki67值与 ADC值、MK值及 MD值无明显相关性。结论：DKI在评

价浸润性乳腺癌肿瘤增殖活性方面可能有一定帮助，为肿瘤的化疗方案的制定提供了更多的信

息，但与乳腺癌预后因子相关性仍有待进一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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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596 

非哺乳期乳腺炎的影像特征 

 
崔春晓,林青,苏晓慧,费洁 

青大附院 266100 

 

目的 探讨多种影像学检查对非哺乳期乳腺炎的诊断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术前行乳腺 X线检查、数字乳腺断层摄影及乳腺超声检查，且经病理确诊的

非哺乳期乳腺炎性病变患者 69例。观察不同检查乳腺病灶的特点。乳腺 X线摄影检查及数字

断层摄影主要从病变形态、边缘，密度进行分析。超声检查主要从病变形态、内部回声及后方

回声特点进行分析。并将影像学检查检查和病理结果进行对照。 

结果 69例中，X线摄影表现为非对称致密影 43例（且在 2个不同体位投照病变表现不同），

边缘不清楚的肿块 22例，弥散分布的致密影 4例。在数字断层摄影中，表现为非对称致密影

45例（且在 2个不同体位投照病变表现不同，致密影内可见增粗并走形较规则的乳腺小

梁），边缘不清楚肿块 21例，弥散分布致密影 3例。在超声检查中，表现为不均匀低回声区

42例，边缘清楚的肿块 19 例，边缘不清楚的肿块 8例。 

结论 非哺乳期乳腺炎的影像学表现多样，在乳腺数字断层摄影上具有一定特征，其影像学表

现和病理基础有关，对乳腺炎性病变的诊断和鉴别有一定的提示意义。 

 

 

EP-2597 

乳腺良恶性病变磁共振检查误诊原因分析 

 
姚戈虹

1
,何之彦

1
 

1.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分析乳腺存在临床症状的病人行磁共振检查发生误诊的类型及原因。 

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5 年 1月 1日至 2017年 7月 30日之间有完整病史资料，手术记录

及病理结果的 856位住院病人的乳腺磁共振检查资料。所有手术或活检均在检查一周以内完

成。两个放射科医生非盲法独立阅片，如存在不同意见，需讨论以达到术前共识。 

结果：856位病人 861个病灶无一漏诊。误诊分为以下几类情况：1例胸壁间脂肪瘤错误定位

为乳腺后份脂肪瘤。1例结节性筋膜炎及 1例男性树突状纤维黏液样脂肪瘤术前均诊断为恶

性。4例纤维腺瘤术前诊断 BIRAD 4a,其中包括 1例纤维腺瘤伴黏液样变。3例分叶状肿瘤及 1

例实性乳头状癌术前未能正确判断性质，2例富血供囊实性病变术前诊断导管内乳头状癌被证

明为浸润型导管癌 2级，5 例导管内乳头状瘤（包括 1例多发）正确诊断，但另 1例因伴含铁

血黄素沉积误诊为血肿。2 例浆细胞性乳腺炎中 1例继发脓肿，均需活检确诊。1例放射性瘢

痕术前无法定性提示需活检。良性病变中误诊最多的为导管上皮不典型增生，慢性乳腺病，腺

病及纤维硬化性乳腺病，术前建议活检共 5例。恶性病变定性偏差最大的为导管原位癌，所有

DCIS磁共振病变范围均较乳腺 X线摄影所示病变范围大；其中 10例范围较大，术前考虑为浸

润性导管癌。另 4例浸润型小叶癌术前定性亦难。1例乳内淋巴瘤结合病史正确诊断。1例胃

低分化印戒细胞癌穿刺后确诊。 

结论：结合动态增强检查及弥散成像，乳腺磁共振检查通常无漏诊发生。但部分少见病及罕见

病，导管上皮增生性病变即使术后回顾性分析定性仍存在困难。如存在引起信号复杂的继发性

改变，可使术前定性困难增大。富血供的囊实性病变术前良恶性判断或精确病理诊断有时存在

困难，但此类病变通常均需活检或手术切除，处理方向上无偏差。部分疑难病例中年龄仍为鉴

别诊断的重要考虑因素，特别在炎症性疾病与肿瘤性病变鉴别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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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598 

弥散峰度成像联合动态增强 MRI 

在乳腺良恶性病变中的应用价值 

 
刘玉凤,方珍,渠静静,许茂盛,王世威 

浙江中医院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浙江省中医院 310006 

 

[摘要]目的 探讨弥散峰度成像联合动态增强 MRI对诊断乳腺良恶性病变的应用价值。方

法  前瞻性入组我院 2016 年 2月～2016年 9月期间 55例临床怀疑有乳腺肿瘤患者，经病理

证实 35例为乳腺恶性病变，20例病理及随访证实为乳腺良性病变，均行 DKI和磁共振常规扫

描、DCE-MRI扫描。分别测量病灶区域的平均扩散率(MD)、轴向扩散率（DA）、径向扩散率

（DR）及平均峰度 (MK)、轴向峰度（KA）、径向峰度（KR）及形态结构、血流动力学参数

（TIC曲线等），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比较两组间各参数的差异，采用 ROC曲线分析确定各参

数对乳腺病变的诊断效能，采用 Logistic回归计算 DKI分子运动水平和 DCE-MRI血管渗透性

参数对乳腺病变的诊断效能。结果 MD、DA、DR及 MK、KA、KR 鉴别诊断乳腺恶、良性病变的

ROC分别为 0.834、0.881、0.826、0.7776及 0.815、0.820、0.836， KA敏感度、特异度分

别为 80.3%,91.5% , MK敏感度、特异度为 88.5%、87.3%，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DKI鉴别诊断乳腺良、恶性病变具有价值。乳腺良恶性病变的两组间 MD、DA、DR、MK、KA、KR

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TIC 曲线恶性组以流出型为主，良性组以流入型为主，两组间差异具

有统计意义。结论  DKI联合 DCE-MRI定量分析在乳腺良恶性病变及背景强化的诊断中具有

较高的应用价值，MD、DA、DR、MK、KA、KR联合 DCE形态结构及血流动力学参数有利于乳腺

良恶性病变的鉴别诊断。 

 

 
EP-2599 

多排螺旋 CT 在乳腺癌术前淋巴结肿大及转移中的应用价值 

 
高爱军 

忻州市人民医院 34000 

 

摘要  目的：探讨多排螺旋 CT在乳腺癌术前淋巴结肿大及转移中的应用价值，分析检出率及

阳性率。方法：48例经临床病理证实的乳腺癌术前行多排螺旋 CT平扫加增强扫描，扫描范围

上至下颌骨，下至肾门水平。所有病理均有区域淋巴结肿大，无肺，肾上腺等远处转移。感兴

趣区域采用 1mm重建技术，利用 PACS系统回放功能。对于小于 5mm淋巴结可局部放大照相。

重点观察内乳区，锁骨上区，腋窝，膈上淋巴结的肿大及转移情况。腋窝区采用窄窗宽技术。

CT术前检出淋巴结大小，阳性率 91.7％数目及转移情况与术后病理对照分析。结果：内乳区

及膈上淋巴结肿＞6mm检出 48枚，阳性 44枚，阳性率 91.7％。＜6mm检出 18例，阳性 8阳

性率 44.4％，锁骨上区及腋窝＞9mm检出 112枚，阳性 101 枚，阳性率 90.1％. ＜9mm检出

144枚，阳性 78枚，阳性率 54.1％。对于＜6mm的淋巴结，增强扫描多检出 18枚，对于＞

9mm淋巴结，增强扫描可显示淋巴结的血运情况。窄窗宽技术可有效显示腋窝淋巴结。结论：

乳腺癌术前行多排螺旋 CT检查，利用增强扫描，窄窗宽技术，薄层重建技术可有效检出淋巴

结的肿大及转移情况，为临床制定手术方案及术后复查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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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600 

基于 DCE-MRI 增强图像纹理分析鉴别 

乳腺良恶性病变的初步研究 

 
黎格,周晖,熊曾,周高峰,刘进康,陈伟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410008 

 

目的：探讨基于 DCR-MRI增强图像纹理分析的方法鉴别乳腺良恶性病变的可行性研究。 方

法：回顾性纳入 2015 年 1 月至 2016年 1 月期间在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行 DCE-MR扫描且经

病理检查结果证实患者共 65例(72个病灶)；年龄 22-68岁；其中良性 29例（纤维腺瘤 17

例，导管内乳头状瘤 4例,炎性病变 3例，腺病 4例，囊肿 1例）， 恶性 43例（导管内癌 8

例，浸润性癌 35例）。选取 DCE-MRI增强强化最明显的一期图像用于纹理分析，从灰度直方

图、共生矩阵、绝对梯度、自回归模型及小波变换中提取纹理特征值，再利用费希尔参数法

（Fisher）、最小平均相关系数法（POE+ACC）及相关信息测度法（MI）三种联合方法选择 30

个最优纹理特征值，然后用 Mazda 中 的 B11 模块提供的线性判别分析法（LDA）和非线性判

别分析法（NDA）对纹理特征进行分析，计算出其识别乳腺良恶性病变的最小错判率（MCR）。

LDA 的最大分类特征应用于 K 邻近分类（KNN），NDA 提取出的数据用于神经网络 （ANN）进

行鉴别诊断。 结果：LDA法鉴别乳腺良恶性病灶的 MCR为 7/27（9.72%），NDA法鉴别乳腺良

恶性病灶的 MCR为 4/72（5.56%）。 结论：利用 DCE-MRI图像纹理分析的方法对乳腺良恶性

病变进行鉴别诊断是可行的，且非线性判别方法更加准确。 

  

 

 

EP-2601 

IVIM 参数与乳腺癌免疫组化中增殖指数 Ki-67 高低 

的相关性研究 

 
王思奇,蒋燕妮,娄鉴娟,邹启桂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10000 

 

目的：探讨多 b值体素内不相干运动（IVIM）扩撒加权成像各参数对于乳腺癌增殖指数高低组

的预测价值及相关性研究。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 58例经手术病理证实为浸润性乳腺癌患者

的 IVIM DWI及常规 MR检查序列，测量 BF、D、D*、f值，获取术后免疫组化中 Ki-67结果，

以 14%为界，小于等于 14%定义为低表达，大于 14%定义为高表达。用独立样本 t检验比较各

参数在高低表达组的差异。用 spearman相关分析计算有差异参数与 Ki-67高低表达组之间的

相关性。结果：58例病例中 Ki-67低表达 16例，高表达 42例。Ki-67低表达组 D值

（0.94±0.21）×10
-3
mm

2
/s 高于高表达组（0.84±0.15）×10

-3
mm

2
/s（P=0.039＜0.05）。

BF、D*、f值两组无显著差异。Ki-67表达与 D值弱相关（r=-0.23， p=0.041＜0.05）。结

论：IVIM参数中 D值与增殖指数 Ki-67存在相关性，能为浸润性乳腺癌患者提供有价值的预

后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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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602 

表观扩散系数直方图诊断乳腺叶状肿瘤的价值 

 
汤文瑞,张焱,程敬亮,王岸飞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摘要】 目的：探讨 MRI 表观扩散系数(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ADC)直方图分

析法诊断乳腺叶状肿瘤的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 50例经病理证实的乳腺单发叶状肿瘤磁共

振表现。所有患者均行 3.0 T 乳腺 MRI增强和扩散加权成像(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

DWI)扫描，病理显示良性 30例、恶性 8例、交界性 12例，把恶性及交界性肿瘤归为一组，与

良性肿瘤进行对照。采用 MaZda软件对 ADC图进行直方图分析，统计 ADC直方图参数，包括平

均 ADC(ADCmean)、方差、偏度、峰度、各百分比 ADC。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正态分布）和

Mann-Whitney U检验（非正态分布）分析良、交界性与恶性肿瘤的直方图各参数，对于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的参数，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

分析各参数的诊断效能。结果：ADC值、方差、偏度值、50%ADC 、90%ADC、99%ADC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5)。90%ADC 的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curve，AUC)最大，为 0.806，灵敏度、

特异度分别为 0.667、0.850。  结论：ADC直方图分析对诊断乳腺叶状肿瘤具有价值，以

90%ADC诊断效能为佳。 

  

 

 
EP-2603 

肿块型乳腺癌钼靶边缘征象与预后因子的相关性研究 

 
刘润,杨军乐,董燕,马鸣岳,邬小平,徐敏,李怡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西安市中心医院 710003 

 

目的：研究肿块型乳腺癌钼靶边缘征象与预后因子（ER、PR、Her-2、Ki-67表达及术中淋巴

结转移）的相关性。 

方法:收集术前行钼靶 X线检查表现为肿块、术后经病理证实的的乳腺癌患者 89例，所有标本

均常规行 ER、PR、Her-2、Ki-67的免疫组化检测，回顾性分析肿块型乳腺癌的 X线边缘征

象，探讨其与上述免疫组化标志物阳性表达、淋巴结转移之间的相关性。 

结果：89例 X线表现为肿块的病灶中，浸润性导管癌 69例，髓样癌 2例，浸润性导管-小叶

混合癌 3例，浸润性小叶癌 1例，原位癌 3例，黏液腺癌 9例、化生性癌 2例。 

 (1)边缘清晰、部分清晰和模糊与 ER、PR、Her-2、Ki-67的表达及淋巴结转移无相关性。(2) 

边缘有、无毛刺征的 ER、PR、Her-2阳性表达率不同，两者间差别有显著统计学意义。 (3) 

边缘有、无分叶征的 PR、Her-2阳性表达率不同，两者间差别有统计学意义；而边缘有、无分

叶征与 ER、P53、Ki-67的表达及淋巴结转移无相关性。（4）边缘有毛刺征和无毛刺征的淋巴

结转移阳性率不同，无毛刺征组较高，有毛刺征组较低，两者间差别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肿块型乳腺癌钼靶边缘征象与上述临床预后因子之间有着一定的相关性，可以间接提示乳腺癌

的预后，为指导临床治疗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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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604 

影像学方法在诊断乳腺癌方面的性能评价 

 
司爽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摘要]目的：影像学方法在乳腺癌诊断及预后评估方面的应用及性能评价。临床资料及方法：

采用回顾性分析的方法，选取我院病例理诊断为乳腺癌患者 67例，分别对研究对象的乳腺 x

线、超声、MRI三种影像学图像中肿瘤的大小、形态、边界、纹理进行提取，比较三种影像学

方法的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敏感性及特异性，对临床资料进行分析，绘制 ROC曲线。结

果：研究对象三种影像学方法中诊断乳腺癌特异性：MRI均高于超声及 x线，敏感性：MRI及

超声均高于 x线，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影像学方法在乳腺癌诊断及预后评估方面取得

了显著的效果，并且得到了临床广泛的认可。 

乳腺癌是女性最常见恶性肿瘤，在全球发病率为 12.4%，而在我国乳腺癌的发病率呈现逐年增

高的趋势，故乳腺癌的早期发现和诊断对其治疗成功至关重要。传统的影像医学模式基于乳腺

x线摄影、超声、MRI、数字乳腺三维断层摄影（DBT）等医学成像技术，在乳腺癌诊断、临床

分期、乳腺良恶性肿瘤的鉴别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过去的几年里，超声广泛应用于乳腺检查，不仅有价格低廉、无辐射等优点，而且在致密型

腺体的乳房中发现触诊阴性的小病灶有着非常高的价值，弥补了 x线检查的深部病灶易遗漏、

致密型腺体对比度差的缺点。MRI软组织分辨率高，其多种成像序列及多方位成像可提供更多

的组织结构信息。我们的研究表明，MRI敏感性及 AUC值均高于 x线，此结果与之前相关报道

数据一致。MRI诊断需结合患者的病史、家族史、年龄及月经史等情况家族史中具有宫颈癌家

族史的患者属于高危人群。研究表明，x线联合 MRI检查在乳腺癌早期诊断中具有较高的临床

价值，并且 MRI多种成像序列及多方位成像可提供更多的组织结构信息，其敏感性高于 x线检

查，核磁共振成像具有较高的临床价值并值得推广。 

  

 

 
EP-2605 

Association between background parenchymal 

enhancement and pathologic complete remission 

throughout the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in breast 

cancer patients 

 
You Chao,Peng Weijun,Gu Yajia,Hu Xiaoxin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Fudan University Cancer Center， Department of Oncology， Shanghai 

200032 

 

Purpose: To retrospectively investigate the quantitatively background parenchymal 

enhancement (BPE) of the contralateral normal breast in patients with unilateral 

invasive breast cancer throughout multiple monitoring points of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NAC) and to further determine whether BPE are associated with tumor 

response, especially at the early stage of NAC. 

Material and methods: A totally of 90 patients with unilateral breast cancer and 

then received six or eight cycles of NAC before surgery were analy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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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rospectively. BPE was measured in dynamic contrast-enhanced MRI at baseline and 

after 2
nd
, 4

th
 and 6

th
 of NAC, respectively. Correlation between BPE and tumor size 

was analyzed, and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pathologic complete remission (pCR) and 

BPE was also analyzed. 

Results: The BPE of contralateral normal breast showed a constant reduction 

throughout NAC therapy regardless of the menopausal status (p<0.001 in all). Both 

the BPEs and the changes of BPE in each of the three monitoring points we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those in tumor size (p<0.05 in all), and the 

reduction of BPE after 2
nd
 NAC had the largest diagnostic value for pCR (AUC=0.726, 

p<0.001), particularly in hormonal receptor (HR) negative patients (OR= 0.243, 

95%CI=0.083-0.706, p=0.009). 

Conclusion: The BPE of contralateral normal breast had a constant decreased 

tendency similar like the change of tumor size to NAC. Reduction of BPE at the 

early stage of NAC was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pCR, especially in HR-negative 

status. 

  

 

 

EP-2606 

不同分子分型的乳腺 MRI 表现和病理特征 

 
涂景恋,王丽华,刘艳,李倩,王启苑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310000 

 

目的：探讨不同分子分型乳腺癌的临床病理特点及 MRI特征。 

材料和方法：回顾性分析 2004年 1月至 2010年 6月有完整 MR资料，并经病理证实的 218例

乳腺癌患者的临床和影像学资料，包括患者的年龄、淋巴结情况，组织学类型，根据 BI-RADS

标准，评价 MR表现，包括病灶大小类型、形状、边缘、T2信号，强化方式，时间型号强度曲

线（TIC）类型。并按照免疫组化将所有病例分为三阴组、HER-2组及 Luminal组，对照各组

之间的差异。 

结果：218例乳腺癌患者，共 252个病灶，其中三阴乳腺癌 32例，共 35个病灶，HER-2组 23

例，共 24个病灶，Luminal 组 164例，共 193个病灶。三组间的年龄、淋巴结转移及脉管侵

犯情况无统计学差异。浸润性导管癌是最常见的组织学类型，但是在三阴组中，混合性癌的比

例较大，占 20%，髓样癌、嗜酸细胞癌和腺泡细胞癌这几种特殊类型的乳腺癌仅见于三阴组，

三阴组中没有发现导管内原位癌。粘液腺癌仅见于 luminal 组，约占 4.66%。三阴组在 MRI上

多表现为边缘光滑的单灶肿块，且内部常出现 T2超高信号，强化方式以环状强化多见，而

Her-2组常表现为边缘毛刺，且非肿块型病灶的概率较高，Luminal组多灶肿块型较其他组常

见，且边缘常常模糊或有毛刺（P＜0.05）。三组的 TIC曲线、ADC值无显著型差异。 

结论：乳腺 MR能较全面的反映病灶的特征，当出现边缘光滑的单灶肿块，且为环形强化时，

对三阴乳腺癌的诊断有一定的提示意义。通过乳腺 MR检查可以在术前预测乳腺癌的分子亚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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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607 

3.0T 磁共振联合序列检查对乳腺良恶性 病变的鉴别诊断价值 

 
印隆林,陈晓煜,谢欢,苟文枭,杨李,蒲杨梅 

四川省人民医院 610072 

 

【目的】探讨 3.0T磁共振联合序列检查诊断乳腺良、恶性病变的临床价值。【材料和方法】

前瞻性纳入 59例在我院经临床或其它影像学检查怀疑乳腺病变拟行 MRI检查的患者作为研究

对象，每位患者均于治疗前行乳腺 3.0TMRI平扫、DWI及 DCE且在检查后 2周内行手术或穿刺

活检获得病理证实。分析乳腺良、恶性病变平扫信号及 DCE形态学特点、绘制 TIC曲线、测量

ADC值；分析乳腺良、恶性病变磁共振平扫、DCE形态学的统计学差异性；通过绘制 ROC 曲线

探讨良、恶性病变的 ADC值最佳分界阈值点；统计良、恶性病变 TIC曲线类型及 ADC值差异

性；计算 3.0T磁共振单独序列及其组合序列诊断乳腺良、恶性病变的灵敏度、特异度及准确

率等；通过绘制 ROC曲线优选 MR诊断指标。【结果】59例 67个病灶经病理结果证实。①乳

腺良、恶性病变的边缘、形态、边界及均匀度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动态增强扫

描形态学特点诊断乳腺良、恶性病变的 Kappa符合率 0.528；②乳腺良、恶性病变 TIC曲线类

型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Kappa符合率 0.574；③ 乳腺良、恶性病变 ADC值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当 ADC值=1.012×10
-3
mm

2
/s时 Kappa符合率 0.793；④动态增强

扫描形态学联合 TIC曲线诊断乳腺良、恶性病变的灵敏度、特异度及准确率分别为 95.9%、

72.2%及 89.6%；⑤DCE 形态学、TIC曲线联合 ADC值诊断乳腺良、恶性病变的灵敏度、特异度

及准确率分别为 98.0%、83.3%及 94.0%；⑥DCE 形态学、TIC、形态学+TIC、ADC值和形态学

+TIC+ADC值等几种组合诊断良、恶性病变 ROC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767、0.796、0.856、

0.900和 0.936。【结论】3.0T磁共振联合序列检查能有效提高 MRI术前诊断的准确性，减少

不必要的穿刺活检。 

  

 

 
EP-2608 

乳腺癌 MRI 影像特征与 C-erbB-2、ER、PR 表达的相关性研究 

 
贺帅 

辽宁省肿瘤医院 110042 

 

 

目的 探讨乳腺癌 MRI影像特征与其 C-erbB-2、ER、PR表达的相关性。方法 选择辽宁省肿瘤

医院乳腺科收治的乳腺癌患者 54名，均为女性，年龄 29—68岁，中位年龄 48岁，所有病例

均为单发乳腺癌病例，术前均行磁共振增强扫描检查，并均为术后病理证实。其中，浸润性导

管癌 39例，浸润性小叶癌 10例，导管内癌 4例，非典型髄样癌 1例。 

采用美国 GE公司 1.5 T signa HD MRI机，应用乳腺表面相控阵线圈，俯卧位，使双侧乳房自

然悬垂于洞穴内。动态增强扫描前常规行双侧乳腺矢状位 FSE T2WI脂肪抑脂序列和轴位

STIR。扫描参数：L/R—sag FSE T2—FatSat：TR/TE=4640ms/85ms，层厚 5mm，Fov：20cm，

层间距 1mm；OAX STIR: TR/TE=6000ms/48.2ms，TI:150ms，层厚 5mm，Fov:32cm，层间距

1mm。所有病例均采用 GE公司的 Vibrant技术行双侧乳腺同时动态增强扫描。扫描参数为：

TR：6.1ms，TE：2.9ms，TI：13.0ms，FA=10°,层厚 3mm，Fov：36cm，无间距连续动态扫

描。增强前先扫蒙片，随后扫描与注药同时进行，连续动态扫描 8个时相，扫描时间为 9分

24秒。动态增强扫描采用肘部正中静脉建立通道，应用高压注射器经静脉团注顺磁性对比剂

马根维显（GD-DTPA），用量 0.1mmol/kg，流速 2.5ml/s，并跟随 15-20ml的生理盐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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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609 

磁共振、超声及其联合应用在诊断乳腺癌中诊断价值 

 
贺帅 

辽宁省肿瘤医院 110042 

 

乳腺癌是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我国乳腺肿瘤发病率较欧美国家低但近年来在大城市中

的发病率正呈逐渐上升的趋势，已成为女性首位或第二位常见的恶性肿瘤[1]。乳腺癌的发生

是遗传和环境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其确切地发病原因尚不明确。目前在乳腺癌一级预防尚无

良策的阶段，乳腺癌的早期诊断具有足轻重的作用，而影像学检查更是早期检出，早期诊断的

重中之重，超声、增强 MRI 作为乳腺癌筛查和诊断的有力辅助诊断手段，在乳腺癌的影像工作

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EP-2610 

乳腺钼靶 X 线检查在评价乳腺钙化灶中的价值   

 
张舒涵 

河南省人民医院 450003 

 

目的：分析乳腺钙化灶 X线表现的特点，进一步探讨乳腺钙化灶在乳腺病变中的诊断价值，旨

在鉴别乳腺良恶性钙化。  

方法：回顾性分析经手术或穿刺病理证实的 126例乳腺钙化灶患者的临床资料、乳腺钼靶 X线

特点。 

结果：126例乳腺钙化患者，均为女性。良性病变 80例，其中纤维腺瘤 37例，导管内乳头状

瘤 9例，乳腺增生 20例，乳腺腺病 6，错构瘤 3例，乳腺炎 5例。恶性病变 46例，其中浸润

性导管癌 33例，导管内原位癌 6例，浸润性小叶癌 2例，炎性乳癌 3例，肉瘤 2例。良性病

变中，其中蛋壳状空心钙化或环形钙化 25例，粗大颗粒状钙化 34例，轨道状钙化 8例，斑块

状钙化 5例，短棒状钙化 4例，针尖状钙化 2例，泥沙状钙化 2例。良性病变中，其中散在分

布的钙化 74例，钙化数量较少；簇状分布的钙化 6例，钙化数目较多，部分无法计数。恶性

病变中泥沙样钙化 15例，针尖状钙化 20例，短棒状钙化 5例，细线状钙化 4例，叉状钙化 2

例。恶性病变中，其中簇状分布的钙化约 34例，散在分布的钙化 12例。 

结论：对钼靶 X线中乳腺钙化的形态、数量、分布、钙化与肿块的关系、以及伴随的周围腺体

改变等特点综合分析，再结合患者临床症状、年龄等因素，可鉴别乳腺良恶性钙化灶，提高早

期及隐匿性乳腺癌早期发现及诊断准确率。 

 

 

EP-2611 

超声和乳腺 MRI 在新诊断乳腺癌患者评估临床触诊 

阴性腋窝转移的价值 

 
周娟 

解放军 307 医院 100071 

 

目的：探讨超声和乳腺 MRI 在新诊断乳腺癌患者评估临床触诊阴性腋窝转移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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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收集 135例新诊断的乳腺癌，4例是双侧乳腺癌。乳腺癌原发灶的同侧腋窝 139个经过

临床触诊，腋窝超声及乳腺 MRI检查，其中 100个腋窝由经验丰富的外科医生和内科医生判定

临床触诊阴性。腋窝超声和乳腺磁共振分别记录所见最可疑淋巴结的长径、短径及短径/长径

之比。绘制 ROC曲线，并比较各诊断方法的敏感性。 

结果：139个腋窝中，67个（48%）的腋窝有转移，72个（52%）腋窝是正常的。在 139个腋

窝中，超声短径的诊断能力最强（AUC：0.854）.在临床触诊阴性的腋窝中，超声短径依然显

示了最好的诊断力（AUC：0.746）.在 139个腋窝及临床触诊阴性的腋窝中，超声短径/长径比

显示最高的阴性预测值，分别是(84.4%; 95% CI, 70.4–93.6%)和 (85.4%; 95% CI, 70.6–

94.5%). 但是乳腺磁共振不管是在全部的腋窝还是临床触诊阴性的腋窝，在 2D平面测量和 3D

平面测量均没有显示出差异。 

结论：超声短径在预测临床触诊阴性的腋窝中要优于乳腺 MRI检查。此外，乳腺磁共振在评估

腋窝淋巴结上，3D平面测量径线并不优于 2D平面测量。 

  

 

 
EP-2612 

常规超声、弹性成像与磁共振诊断乳腺癌腋窝淋 

巴结性质的研究 

 
郭凤娟,周娟,李功杰 

307 医院 100071 

 

目的：旨在提出超声与磁共振多因素综合分析并对比评价以求探寻可靠的无创性诊断方法，提

高诊断效能。 

方法：选择 2015.4～2016.8 确诊的乳腺癌患者，术前行同侧腋窝淋巴结超声检查，同时行乳

腺线圈联合体线圈冠状位扫描的 60例患者，腋窝淋巴结进行超声与磁共振诊断的对比分析，

磁共振扫描后经工作站进行薄层重建观察记录淋巴结长径、短径、内部信号、轮廓边缘、形

态。采用卡方检验对体线圈扫描的价值及磁共振各因素进行分析，各因素与病理结果的一致性

采用 Kappa检验；常规超声、弹性成像与磁共振三者对比诊断的 ROC曲线行 Z检验。 

结果：60个腋窝中，其中有转移的 34例，未转移腋窝 26例。将体线圈联合乳腺线圈冠状位

扫描有助于淋巴结的检出与诊断，与单独乳腺线圈对于腋窝淋巴结的检出两者相比具有统计学

意义（p<0.05）；磁共振征象与诊断淋巴结性质相关的因素有短径>10mm、长短径之比、内部

信号是否均匀、轮廓边缘是否规则及形态是否为类圆形，Kappa值分别为 0.321，0.225，

0.607，0.435，0.485；三种方法诊断的 ROC曲线下面积：常规超声 0.781，弹性成像 0.937，

磁共振 0.834，弹性成像与常规超声、磁共振诊断效能相比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体

线圈联合乳腺线圈的冠状位扫描较常规超声的诊断效能有所提高，但两者相比不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5）。 

结论：体线圈应用于乳腺癌腋窝淋巴结的扫描具有一定的临床意义，能够弥补乳腺线圈单独用

于腋窝淋巴结扫描及诊断中的不足；超声与磁共振两种诊断方法为临床无创评估腋窝淋巴结性

质提供了很好的价值，以减少不必要的前哨淋巴结活检，为指导临床治疗起到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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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613 

数字乳腺断层合成技术对乳腺包裹性乳头状癌的诊断研究 

 
王聪聪,林青 

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266100 

 

目的：分析乳腺包裹性乳头状癌（Encapsulated Papillary Carcinoma,EPC）的数字乳腺断层

融合技术（Digital Breast Tomosynthesis,DBT)的影像表现，以提高 EPC的诊断水平。 

材料与方法：33例经手术病理证实的包裹性乳头状癌患者纳入我们的研究中。回顾性分析单

纯性包裹性乳头状癌或伴原位癌、包裹性乳头状癌伴灶性浸润以及包裹性乳头状癌合并浸润性

癌三组病理的影像学表现。 

结果：三组病例的 EPC在 DBT均可见典型 EPC肿块形态，多表现为椭圆形，边界清楚且边缘可

见细线征，部分肿块密度不均匀，内见模糊结节样更高密度影，与超声所示囊实性肿块实性部

分相对应。DM表现多呈不规则形，高密度，部分边界清楚。US表现多为囊实性及低回声结

节，边界清楚，后方回声增强，纵横比小于 1，见较丰富血流信号。 

结论：乳腺包裹性乳头状癌在 DBT表现有一定特征，这些特征可提高对 EPC的诊断。 

  

 

 
EP-2614 

年轻乳腺癌影像及病理学特征分析 

 
谭红娜,付芳芳 

河南省人民医院 450003 

 

【摘要】目的 分析年轻乳腺癌患者(年龄小于 40岁)的影像及病理学特征，旨在提高对该病

的诊断水平。材料和方法 回顾性分析 38例 40岁之前首次病理证实为乳腺癌患者的 X线、

MRI及临床病理资料，并分析其特征；其中 20例患者行 X线检查，12例患者行乳腺 MRI检

查。结果 ⑴ 38例患者平均发病年龄为 34.8岁(24～39岁)；29例为浸润性导管癌，6例为

浸润性导管癌合并导管原位癌，3例为导管原位癌。(2)在 20例行 X线检查的患者中，除 1例

腺体致密型无阳性发现外，19例均表现为恶性肿瘤征象，包括肿块伴钙化 8例，肿块 5例，

簇状钙化 3例， 结构扭曲、结构扭曲并肿块及非对称性致密者各 1例；其中 2例患者伴有同

侧腋窝淋巴结肿大，1例患者伴有乳头凹陷。(3)在 12例行乳腺 MRI检查的患者中，8例表现

为肿块(包括 3例为多发肿块)，4例表现为非肿块样强化( 3例段样强化，1例弥漫性强化)。

(4) 38例患者中共 27例(71.1%)出现转移，其中发生同侧腋窝淋巴结转移者 9例，胸壁转移

者 6例，肝脏转移者 5例，同侧锁骨上淋巴结转移者 3例，卵巢转移及脑转移患者各 2例；且

同时 20例患者伴有骨转移。(5) 38例患者中 ER、PR及 Her-2的阳性表达率分别为

47.4%(18/38)、39.5%(15/38)和 68.4% (26/38)。结论 年轻乳腺癌具有较强的侵袭性，其乳

腺 X线及 MRI表现有一定的特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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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615 

乳腺钼靶 X 线在评价乳腺钙化灶中的价值 

 
付芳芳,王梅云,谭红娜,朱绍成,李永丽 

河南省人民医院 450003 

 

目的：分析乳腺钙化灶 X线表现的特点，进一步探讨乳腺钙化灶在乳腺病变中的诊断价值，旨

在鉴别乳腺良恶性钙化。 

方法：回顾性分析经手术或穿刺病理证实的 126例乳腺钙化灶患者的临床资料、乳腺钼靶 X线

特点。 

结果：126例乳腺钙化患者，均为女性。良性病变 80例，其中纤维腺瘤 37例，导管内乳头状

瘤 9例，乳腺增生 20例，乳腺腺病 6，错构瘤 3例，乳腺炎 5例。恶性病变 46例，其中浸润

性导管癌 33例，导管内原位癌 6例，浸润性小叶癌 2例，炎性乳癌 3例，肉瘤 2例。良性病

变中，其中蛋壳状空心钙化或环形钙化 25例，粗大颗粒状钙化 34例，轨道状钙化 8例，斑块

状钙化 5例，短棒状钙化 4例，针尖状钙化 2例，泥沙状钙化 2例。良性病变中，其中散在分

布的钙化 74例，钙化数量较少；簇状分布的钙化 6例，钙化数目较多，部分无法计数。恶性

病变中泥沙样钙化 15例，针尖状钙化 20例，短棒状钙化 5例，细线状钙化 4例，叉状钙化 2

例。恶性病变中，其中簇状分布的钙化约 34例，散在分布的钙化 12例。 

结论：对钼靶 X线中乳腺钙化的形态、数量、分布、钙化与肿块的关系、以及伴随的周围腺体

改变等特点综合分析，再结合患者临床症状、年龄等因素，可鉴别乳腺良恶性钙化灶，提高早

期及隐匿性乳腺癌早期发现及诊断准确率。 

  

 

 
EP-2616 

ER 和 PR 一致状态下 HER-2 过度表达与乳腺癌 X 线 

表现的研究分析 

 
刘小庆,林青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266100 

 

目的 探讨乳腺癌免疫组织化学中 ER和 PR表达一致条件下， HER-2的表达状态和乳腺癌 X线

表现之间的相关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手术病理确诊的 1533例女性乳腺癌患者的 X线表现, 根据免疫组织化学结

果中 HER-2、ER、PR的表达结果分为Ⅰa（HER-2阳性/ ER -/ PR -）和Ⅰb（HER-2阴性/ ER 

-/ PR -）、Ⅱa（HER-2阳性/ ER +/ PR +）和Ⅱb（HER-2阴性/ ER +/ PR +）两个配对组。

分别对两个配对组中乳腺癌的肿块和钙化进行分析，并对各项分析结果进行统计学检验。 

结果 Ⅰa和Ⅰb组中，HER-2表达阳性乳腺癌多见单纯钙化（18.3%）、肿块伴钙化

（23.7%），HER-2表达阴性乳腺癌单纯肿块（49.2%）比较多见；HER-2表达阳性乳腺癌肿块

形态以不规则形（47.4%）多见，HER-2表达阴性乳腺癌肿块以类圆形（58.8%）、分叶状

（12.1%）多见；HER-2表达阳性乳腺癌肿块边界多模糊不清（86.1%），HER-2表达阴性乳腺

癌肿块边界多清楚局限（9.8%）。与 HER-2表达阳性乳腺癌比较，阴性乳腺癌沙砾状钙化

（55.2%）多见，且大多呈区域性分布（32.1%）。Ⅱa和Ⅱb组中，HER-2表达阳性乳腺癌类

圆形（52.1%）、分叶状肿块（11.0%）多见，HER-2表达阴性乳腺癌不规则形肿块（40.6%）

多见；HER-2表达阳性乳腺癌肿块边界多模糊不清（90.7%），大多可见毛刺边缘（66.7%），

HER-2表达阴性乳腺癌肿块边缘多见浅分叶（65.3%）。与 HER-2表达阴性乳腺癌比较，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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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腺癌沙砾状钙化（68.4%）多见，且大多呈节段性分布（31.9%），HER-2表达阴性乳腺癌钙

化大多成簇分布（57.6%）。 

结论 各配对组中 HER-2表达阳性与阴性乳腺癌的肿块及钙化有着不同的 X线表现。 

 

 
EP-2617 

乳腺浸润性微乳头状癌的影像学表现及其 

与免疫组化的相关性研究 

 
苏晓慧,林青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东院 266200 

 

【摘要】 目的:探讨乳腺浸润性微乳头状癌（invasive micropapillary carcinoma ,IMPC）

的影像学表现、影像学表现与免疫组化的相关性。方法:回顾性分析 46例乳腺浸润性微乳状癌

的 X线、超声表现及病理资料。结果:IMPC的 X线表现以肿块伴钙化型（54.3%）为主，肿块

形态不规则（69.7%）或分叶状（18.2%）、毛刺状边缘（48.5%）或边界不清（36.4%）、高密

度(81.8%)或等密度(18.2%)，60%以不定形钙化为主。超声表现以肿块型（76.1%）为主，肿块

形态不规则（81.4%）或分叶状（14.0%）、边界不清（81.4%）或清楚（18.6%）、95.3%呈混

杂回声，纵横比＜1占 86%，后方回声可正常（67.4 %）或伴声影（32.6%），RI为 0.57-

0.90，平均为 0.74。ER+PR+HER2-阳性率 67.4%，在 ER+PR+的情况下，单纯型 IMPC中 HER2- 

46.1%， HER2+ 23.1%，混合型 IMPC中 HER2- 75.7%，HER2+ 9.1%。乳腺 X线摄影中肿块型

IMPC HER2- 72.7%，HER2+ 9.1%，非肿块型 IMPC中 HER2- 53.8%，HER2+ 23.1%。结论：IMPC

的 X线及超声表现符合乳腺恶性肿瘤的特征。IMPC以 ER+PR+HER2-多见，混合型 IMPC中

ER+PR+HER2-较单纯型 IMPC 中多见，单纯型 IMPC中 ER+PR+HER2+较混合型 IMPC中多见。乳腺

X线摄影中肿块型 ER+PR+HER2-较非肿块型多见，非肿块型 ER+PR+HER2+较肿块型多见。超声

检查与免疫组化无明显相关性。 

  

 

 
EP-2618 

乳腺断层融合技术和 X 线摄影及超声诊断对乳腺非钙化型导

管原位癌的诊断价值 

 
苏晓慧,林青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东院 266200 

 

[摘要] 目的 对比分析数字乳腺断层融合技术（Digital Breast Tomosynthesis, DBT) 、数

字乳腺 X线摄影（Digital Mammography, DM)及超声检查（Ultrasonography, US）对乳腺非

钙化型导管原位癌（Ductal Carcinoma In Situ ，DCIS)的诊断价值。材料和方法 110例非

钙化型乳腺导管原位癌患者纳入我们的研究中。以乳腺影像报告及数据系统（Breast Imaging 

Report and Data System，2013，BI-RADS 第五版）为诊断标准，比较三种检查方法对全部非

钙化型 DCIS、不同乳腺致密度中非钙化型 DCIS检出率及诊断符合率的差异。结果 DBT、DM及

US对全部非钙化 DCIS的检出率分别为 84.5%、70.9%、94.5%，对致密型乳腺中非钙化 DCIS的

检出率分别为 82.0%、65.2%、96.6%；全部非钙化 DCIS及致密型乳腺中非钙化 DCIS，US的检

出率高于 DBT及 DM，DBT的检出率高于 DM，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DBT、DM及 US对非钙化

DCIS的诊断符合率分别为 70.0%、44.5%、69.1%，对致密型乳腺中非钙化 DCIS的诊断符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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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 96.6%、65.2%、66.3%；全部非钙化 DCIS及致密性乳腺中非钙化 DCIS，US及 DBT 的诊

断符合率均高于 DM，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DBT的诊断符合率稍高于 US，但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结论  对于非钙化型 DCIS及致密性乳腺组织中非钙化 DCIS病变，US的检出更有优

势。DBT作为一种新兴的数字乳腺 X线摄影技术，对于非钙化导管原位癌病变的诊断具有重要

的价值。 

  

 

 

EP-2619 

非哺乳期乳腺炎 X 线及 MRI 影像学特征分析 

 
付芳芳,王梅云,朱绍成,李永丽,谭红娜 

河南省人民医院 450003 

 

目的：分析非哺乳期乳腺炎钼靶 X线及 MRI表现，旨在提高对该病的诊断水平。 

方法：回顾性分析经手术或穿刺病理证实的 31例非哺乳期乳腺炎的临床资料、乳腺钼靶 X

线、MRI表现特点。 

结果：钼靶 X线图像示，8 例患者表现为腺体局部增多，结构紊乱，扭曲，13例患者表现为非

对称性片状致密影，3例患者表现为肿块样影，7例患者无明显阳性发现。MRI图像示，形态

学特征呈肿块样强化 3例，片状强化 20例，节段样强化 8例；时间-信号强度曲线（TIC）I

型（渐增型）21例，II型（平台型）8例，III型（廓清型）2例。DWI序列呈稍高或高信

号，ADC值平均 1.12×10−3 mm
2
/s。 

结论：非哺乳期乳腺炎 X线及 MRI表现均有一定的特征性，两者结合，可以提高对该病的诊断

准确率。 

  

 

 
EP-2620 

HER2 表达与乳房 X 线及超声表现关系 

 
蒋珍妮

2,1
,林青

2
 

1.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青岛） 

2.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 摘要] 目的 对比分析乳癌病人人类表皮生长因子受体 2( HER2) 表达与乳房 X 线及超声影

像学表现的关系｡方法 对 139例雌激素受体( ER)､ 孕激素受体( PR) 表达均阴性的乳癌病人

术前行 X 线及超声检查, 术后标本测定癌细胞的 HER2表达情况, 比较并分析 HER2阳性和 

HER2阴性乳癌影像学特征性表现｡结果 X 线表现为单纯包块､ 包块伴钙化及包块大小､ 钙化形

态､ 钙化分布方面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 2=4. 384~12. 110, P<0.05); 超 声 表 

现 为 结 构 改 变 伴 钙 化､ 包 块 伴 钙 化､ 包 块 边 缘､ 腋 淋 巴 结 转 移 方 面 

两 组 比 较 差 异 有 显 著 性 ( χ 2=5. 210~16. 134, P<0.05)｡结论 在 ER 阴性､ PR 
阴性情况下, HER2阳性乳癌较 HER2阴性乳癌影像学表现具有相对特征性, 能够为临床诊治提

供一定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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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621 

Utility of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as an 

Imaging Biomarker for Assessing the Proliferative 

Potential of Invasive Ductal Breast Cancer 

 
Zhuang Zhiguo,Suo Shiteng,Hua Jia,Xu Jianrong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Renji Hospital，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200127 

 

Purpose:To determine the clinical utility of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ADC) 

metrics for the noninvasive assessment of tumor proliferation indicated by Ki-67 

labeling index (LI) in invasive ductal breast cancer. 

Materials and Methods:Eighty patients with 80 histopathologically proven invasive 

ductal breast cancers underwent 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 with b-values of 0 and 
1000sec/mm

2
 at a 3.0 Tesla system. ADC metrics including ADCmean, ADCmin, ADCmaxand 

ΔADC (ADCmax

–ADCmin) were recorded from the entire tumor volume on ADC maps, and 

correlated with the Ki-67 LI.Ki-67 staining of ≥14% was considered high 

proliferation and <14% was considered low proliferation. 

Results:ADCmin, ADCmaxand ΔADC showed significant correlations with the Ki-67 LI 

(for all tumors, r = -0.311, 0.436 and 0.551, respectively; for Luminal/HER2-
negative group, r = -0.437, 0.512 and 0.639, respectively; all P< 0.01), whereas 
ADCmeanshowed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P> 0.05).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ROC) analysis in the differentiation of high- from low-

proliferation groups, ΔADC yielded the highest area under the ROC curve for the 

whole tumor population (0.825; 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 0.724, 0.901), as 

well as for the Luminal/HER2-positive group (0.844; 95% CI: 0.692, 0.940). 

Conclusion:ΔADCmay serve as an optimal imaging biomarker for the prediction of 

Ki-67 proliferation status in invasive ductal breast cancer. 

 

 
EP-2622 

术前 MR 动态增强扫描可降低早期非肿块 

型乳腺癌保乳手术切缘阳性率 

 
李相生,宋云龙,李德昌,祝红线,孟利民 

空军总医院 100036 

 

【摘要】 目的 探讨术前 MR动态增强扫描在降低早期非肿块型乳腺癌保乳手术切缘阳性率中

的价值。方法 72例拟接受保乳手术的早期非肿块型乳腺癌患者接受了术前 MR动态增强扫描，

先前并接受了超声和钼靶 X线检查。对照组为 74例接受保乳手术的早期非肿块型乳腺癌患

者，仅仅接受了彩超和钼靶 X检查。对两组保乳手术的切缘阳性率进行比较，并对影响手术切

缘阳性率的 MRI征象进行多因素分析。结果 28例（28/72,38.9%）患者根据 MR动态增强表现

纠正或补充了彩超及钼靶 X线检查结果，合理性改变了保乳手术方案。对浸润型导管癌，术前

MR检查组的保乳手术切缘阳性率较低（23.3% vs 40.0%，P=0.02）；对导管原位癌，两组的

保乳手术切缘阳性率无显著性差异（21.4% vs 26.9%，P=0.10）；对其它病理类型乳腺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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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前 MR检查组的保乳手术切缘阳性率较低（14.3% vs 38.9%，P=0.02）。Logistic回归模

型分析发现，影响保乳手术切缘阳性率的主要 MR征象依次为：病灶周围改变、病灶离乳晕距

离及肿瘤大小。结论 术前 MR动态增强扫描可以明显提高非肿块型乳腺癌保乳手术切缘评价的

准确性，显著降低保乳手术切缘阳性率。 

  

 

 
EP-2623 

多 b 值 DWI 在乳腺良恶性病变诊断中的应用研究 

 
董海波,王高燕,李亚迪 

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 315041 

 

目的  探讨多 b值 DWI（multi b-value DWI，MB-DWI）对乳腺良恶性病变的诊断价值。方法 

54例患者（22例良性，共 24个病灶；32例恶性，共 38 个病灶）均行 MRI常规扫描、单 b值

DWI、MB-DWI、多期动态增强扫描。MB-DWI采用 12个 b值，最大 b值为 3000s/mm
2
。利用

ADW4.5工作站获得标准化表观扩散系数（standard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ADCstandard）、慢速表观扩散系数（slow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ADCslow）、快速表

观扩散系数（fast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ADCfast）、快速扩散所占容积分数

(fraction of ADCfast, ffast)值。采用 ROC曲线评价各参数对乳腺良恶性病变的诊断效能。结

果 恶性组的 ADCstandard值(0.761±0.166)x10
-3
mm

2
/s、ADCslow值(0.593±0.144)x10

-3
mm

2
/s、ffast

值(0.330±0.099)均低于良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恶性组的 ADCfast值 4.379x10
-3
 mm

2
/s

高于良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fast、ADCstandard值的 ROC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 0.799、

0.786，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ADCslow、ADCfast值的 AUC分别为 0.719、0.727，两者与 ffast、

ADCstandard值的 AUC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MB-DWI各参数均能够协助诊断乳腺良恶性病

变，ffast、ADCstandard值的诊断效能较高。 

  

 

 
EP-2624 

MR 在鉴别乳头溢液病因中的诊断价值 

 
祝红线,李相生,樊红霞 

空军总医院 100142 

 

研究目的: 对乳头溢液的病因进行 MR诊断，探讨 MR在确定乳头溢液病因中的诊断价值。 

研究方法：对 20例乳头溢液进行 MR成像，分析 MR成像表现，评价指标包括病变形态、病变

分布、增强表现。所有病例均获得穿刺活检或手术病理证实。 

研究结果：在 20例中的 31 个病灶中，MR成像诊断结果与病理结果有密切相关性。MR正确诊

断腺瘤 7个，乳腺癌 5个，乳头状瘤 12个，腺病 4个；硬化性腺病误诊为乳腺癌 1个，乳头

状瘤误诊为腺瘤 1个，腺瘤误诊为乳头状瘤 1个。诊断正确率达 90.3%（28/31）。 

研究结论：MR成像在鉴别乳头溢液病因方面有较高的诊断价值，是其它成像技术的一个重要

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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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625 

乳腺脂肪坏死的 MR 诊断 

 
樊红霞,李相生,宋云龙 

空军总医院 100142 

 

目的：分析乳腺脂肪坏死的 MR表现，以提高其正确诊断率。 

材料与方法：12例乳腺脂肪坏死的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分析病变形态、边界情况、内部结

构、动态增强表现及临床病史、临床症状。 

研究结果：在压脂序列显示为灶性“黑洞”征象，T1WI 显示病灶呈高信号改变，但有低信号

环改变，增强后表现为环形强化（8/12）；动态增强区域（测量区域避开无血供的坏死区）显

示为持续增强型（n=7）、平台型（n=3）及廓清型（n=2）。病史包括：外伤（n=3）、感染

（n=2）、放疗（n=1）、自体脂肪植入手术（n=2）和病史不详（n=4）。 

结论：乳腺脂肪坏死有特征性的 MR表现，结合病史有助于提高其正确诊断率。 

  

 

 
EP-2626 

肉芽肿性乳腺炎与非肿块乳腺癌的 MR 鉴别诊断 

 
李相生,李德昌,王萍,樊红霞 

空军总医院 100036 

 

研究目的：分析肉芽肿乳腺炎的 MR特点，提高其诊断正确率。 

研究方法：收集了 10 例肉芽肿乳腺炎，分析其临床特点及 MR表现，MR表现包括：病变形

态、边界、强化形态、动态增强曲线。15例非肿块乳腺癌作为对照组。 

研究结果：肉芽肿性乳腺炎病变边缘以"网格"状改变为主,其内见规则的脓腔；非肿块性乳腺

癌边缘以毛刺为主，其内坏死囊腔少见(P<0.05)。动态增强的时间-信号强度曲线类型: 肉芽

肿性乳腺炎和非肿块性乳腺癌均可表现为流出型和平台型,两者曲线类型具有重叠(P>0.05)。 

结论：肉芽肿性乳腺炎和非肿块性乳腺癌的 MR表现不同，形态学表现有助于二者的鉴别。 

  

 

 
EP-2627 

乳腺导管造影探针的改良技术应用 

 
王高燕,董海波 

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 315040 

 

摘要目的：探讨乳腺导管造影探针的改良技术对乳腺导管造影的成功率及其不良反应发生率的

影响。方法：利用我院美国Ｈｏｌｏｇｉｃ 公司生产的Ｓｅｌｅｎｉａ 数字乳腺钼靶机对１

２６ 例患者进行造影检查，对照组６３ 例患者使用５．５ 号自磨钝的针头，研究组６３ 例

患者使用２４Ｇ 密闭式静脉留置针。统计分析两组患者的造影成功率、疼痛感和插管时间。

结果：对照组５４ 例患者造影成功，９ 例患者造影未成功，成功率为８５．７％；研究组６

１例患者造影成功，２ 例患者造影未成功，成功率为９６．８％。对照组患者疼痛平均

（３．７１ ± ０．３７）分，研究组患者疼痛平均（３．３３ ± ０．３５）分；对照组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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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时间（５．９０ ± １．４０）ｍｉｎ，研究组插管时间（４．８８ ± ０．７３）ｍｉ

ｎ，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０５）。结论：采用２４Ｇ 密闭式静脉留置针

在乳腺导管造影中能取得更高的成功率，缩短造影时间，减轻患者的疼痛，故可在临床广泛推

广。 

  

 

 
EP-2628 

误诊为其它疾病的不典型乳腺导管内乳头状瘤的 MR 

征象及临床症状分析 

 
李相生,王萍,樊红霞 

空军总医院 100036 

 

研究目的：分析误诊的乳腺导管内不典型乳头状瘤的 MR征象及临床症状，以提高乳腺导管内

乳头状瘤的诊断正确率。 

研究方法：研究纳入了 16例误诊的导管内乳头状瘤，把 23例正确诊断的乳头状瘤作为对照

组，对照性分析误诊的导管内乳头状瘤的 MR征象，评价指标包括：病变部位、病变边缘情

况、强化形态、内部强化特点、时间-信号强度曲线、导管扩张情况及乳头溢液情况。并对有

统计学显著性差异的影像学征象的鉴别诊断价值进行分析。 

结果：16例误诊的不典型乳头状瘤中，乳头状瘤误诊为其它良性病变 7例，包括腺瘤 4例，

误诊为腺病 3例；误诊为恶性病变 9例，包括导管原位癌 3例，误诊为小叶浸润癌 1例，误诊

为浸润性导管癌 2例，漏诊 3例。病变位于周围乳腺导管多见于误诊组（67.3% vs 32.2%; 

p=0.02），无乳头溢液多见于误诊组（42.3% vs 20.2%; p=0.03），病变形态不规则多见于误

诊组（47.3% vs 21.3%; p=0.04），乳腺导管未扩张多见于误诊组（57.4% vs 21.5%，

p=0.03）。两组的强化形态无显著性差异（p=0.06），多表现为结节状强化；两组的内部强化

特点无显著性差异（p=0.09）,多表现为不均匀性强化；两组的时间-信号强度曲线无显著性差

异（p=0.10），多表现为廓清型或平台型。 

结论：病变位于周围乳腺导管、无乳头溢液、形态不规则及乳腺导管未扩张的乳头状瘤容易误

诊，综合分析 MR征象与临床症状可以提高不典型乳头瘤的正确诊断率。 

  

 

 
EP-2629 

IVIM-DWI 与动态增强 MRI 对乳腺癌新辅助化疗 

疗效的评估价值 

 
张梦迪

1
,陈建宇

2
,郑桂芬

2
,李永

2
 

1.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 

2.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目的 本课题研究前瞻性的探讨体素不相干运动与磁共振动态增强相关参数早期预测乳腺癌患

者新辅助化疗（NAC）疗效的价值。 

方法 本项前瞻性的研究从 2016年 5月至 2017年 1月收集经穿刺活检证实为乳腺癌患者。研

究对象入组标准：1）就诊前未接受过任何治疗；2）患者均于化疗前及化疗两个疗程后（时间

点为第三次化疗前 1-3天内）行乳腺磁共振检查；3）患者均进行完整新辅助化疗方案及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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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共有 21例患者纳入本研究。根据术后病理组织学改变 21例患者分为病理缓解组及非缓

解组。采用 T检验及非参数检验比较化疗前及两个疗程后两组患者 IVIM及 DCE参数（D，D*，

f，Ve，Ktrans，Kep）及新辅助化疗前后各参数变化值（Δ）的差异。采用 ROC曲线分析

IVIM及 DCE参数预测乳腺癌患者新辅助化疗疗效的敏感度、特异度。 

结果 收集到 7例为病理完全缓解，14例为非病理完全缓解；结果如下： 

（1）DCE参数：化疗两个疗程后，缓解组 Ktrans及 Kep均低于非缓解组（P＜0.05）；缓解

组 Ktrans及 Kep的变化值均高于非缓解组（P＜0.01）。ROC曲线分析表明，NAC两个疗程后

Kep曲线下面积 0.98，敏感度及特异度 82.8%，93.3%。 

(2) IVIM参数：化疗前缓解组 f值高于非缓解组（P＜0.01）。NAC两个疗程后，缓解组 f值

低于非缓解组（P=0.04），D值明显高于非缓解组（P＜0.01）。缓解组 f值的降低高于非缓

解组，D值的升高高于非缓解组（P＜0.05）。ROC曲线分析表明Δf及ΔD值有较好的预测效

能，Δf的曲线下面积为 0.906，敏感度及特异度为 100%、70.9%；ΔD的曲线下面积为

0.924，敏感度及特异度 100%、73.7%。 

结论 新辅助化疗早期肿瘤体积难以准确反映其疗效，而动态增强 MR定量分析及体素内不相干

运动定量参数可早期预测浸润性乳腺癌患者新辅助化疗的最终疗效。 

 

 
EP-2630 

Radioactive seed localization is the preferred 

technique in nonpalpable breast cancer compared with 

wire-guided localization 

 
LI YUN 

Shan dong cancer hospital affliated to Shandong University 250117 

 

 

OBJECTIVES: The most commonly used techniques for intraoperative localization of 

nonpalpable breast cancer is wire-guided localization (WGL). Radioactive seed 

localization (RSL) is becoming more popular and seems to be a reliable 

alternative.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valuate the use of RSL. 

METHODS: Women diagnosed with nonpalpable breast cancer undergoing breast-

conserving surgery from July 1, 2016 to May 30,2017 were retrospectively included. 

34 women treated with radioactive seed localization (RSL),and other 38 women with 

wire-guided localization (WGL). The outcome parameter were tumor-free margin 

rate（Margins were considered negative if 2mm from in situ and invasive 

disease）、re-excision rate and volume of removed tissue.Significance was 

determined to be at P＜0.05. 

RESULTS: In total, 72 women were included in whom RSL (n=34), WGL (n=38) was 

performed. All lesions were complately displayed in the specimen,RSL showed a 

higher tumor-free margin rate [31 (91.2%)] compared with WGL [25 (65.8%)] 

(P=0.001). Also, fewer re-excisions were encountered using RSL [3 (8.8%)] 

compared with WGL [7 (18.4%)] (P=0.171). In 2 patients (WGL n=2), recurrence of 

disease occurred, despite a radical excision. The mean resection volumes were 

comparable within the groups. 

CONCLUSION: RSL is safe, effective, and compared to WL, results in a higher 

tumor-free margin rate and reduces the rates of intraoperative re-excis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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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operation for positive margins.Positioning is not affected by the operation 

time,and patient satisfaction is improved with RSL. Therefore, we strongly 

favor using RSL in nonpalpable breast tumors. 

  

 

 

EP-2631 

Evaluation of mean and entropy of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values with standard- and high-b-value 

diffusion-weighted MR imaging in invasive ductal 

breast cancer: Correlation with histologic phenotypes 

 
suo shiteng,Hua Jia,Zhuang Zhiguo,Lu Qing,Xu Jianrong 

Renji Hospital，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200127 

 

Purpose: To study the utility of mean and entropy of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ADC) values at standard (800 sec/mm
2
) and high (1500 sec/mm

2
) b-values 

obtained with diffusion-weighted MR imaging in identifying histologic phenotypes 

of invasive ductal breast cancer (IDC). 

Methods: Seventy-six patients with histologically confirmed IDC underwent 3.0-T 

diffusion-weighted MR imaging with b-values of 800 and 1500 sec/ mm2
, and 

corresponding ADC maps (ADC800 and ADC1500) were generated. Mean and entropy of 

volumetric ADC values measured on all sections of ADC800 and ADC1500 containing the 

entire tumor were compared with receptor expression status (oestrogen receptor 

[ER], progesterone receptor [PR], 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2 [HER2], and Ki-

67) and histologic phenotype (Luminal A, Luminal B HER2-negative, Luminal B HER2-

positive, HER2 positive and Triple negative). 

Results: Mean ADC800 and ADC1500 values were both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in ER-

positive, PR- positive and HER2-negative tumors (all P<0.05, independent Student t 
test). Ki-67 ≥20% tumors demonstrated significantly higher ADC800 and ADC1500 entropy 

values compared with Ki-67 <20% tumors (both P<0.001, Mann-Whitney U test).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also found among different histologic phenotypes for 

mean ADC800 and ADC1500 values (P = 0.0016 and 0.0004, respectively, one-way analysis 
of variance) and ADC800 and ADC1500 entropy values (P = 0.0036 and 0.0016, 
respectively, Kruskal-Wallis nonparametric test). Luminal A subtype tended to 

display a lower ADC entropy value compared with other subtypes, while HER2 

positive subtype tended to display a higher mean ADC value. Post hoc analysis 

showed that ADC1500 metrics exhibited better performance than ADC800 for these 

discriminations. 

Conclusion: Mean and entropy of ADC values offered complementary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ir associations with histologic phenotypes in IDC. High-b-value ADC1500 

metrics may facilitate better phenotype discri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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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632 

乳腺导管内乳头状癌的磁共振影像学表现 

 
何翠菊,于韬,罗娅红 

辽宁省肿瘤医院 110042 

 

目的：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究乳腺导管内乳头状癌 MRI的影像学特征。 

材料和方法：收集从 2013年 9月到 2017年 4月共 10例（10处病灶）诊断为乳腺导管内乳头

状癌的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总结其 MR影像学表现。结果：MR影像学检查表现为肿块病变 7

例，非肿块病变 3例。乳腺非中央区发病部位为 80%。在磁共振图像上，T1WI上，最常见的信

号特征是混杂等低信号（90%）；T2WI上，最常见的信号特征是稍高信号内见范围不等的明显

高信号（90%）；肿块病变形态学特征以卵圆形（90%），边缘清晰（90%）最为常见。内部强

化形式多数呈现不均匀强化，内见范围不等无强化区（100%）； TIC曲线呈早期快速强化，

延迟期廓清型（80%）。在减影图像上，5(50%)例患者可见病灶侧供血动脉增粗。在 DWI序列

上，均呈弥散受限的不均匀高信号肿块，ADC值均值 0.000906±0.000499 mm
2
/s。结论：乳腺

导管内乳头状癌，以肿块病变发生率高，非中央区为常见发病部位。MR图像中，表现为卵圆

形、边缘清晰、T2WI内部见范围不等明显高信号区和增强图像表现为不均匀强化并内部范围

不等无强化区肿块为多见。在 DWI序列上，表现为肿块实性区低 ADC值。 

  

 

 
EP-2633 

A Preliminary Study of Diffusion Kurtosis Imaging for 

Assessment of Breast Lesion 

 
Cheng Fang,Suo Shiteng,Hua Jia 

Renji Hospital，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200127 

 

Introduction: 

Conventional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ADC) calculation suffers from a 

hypothesis based on uniform diffusion matrix that water diffusion follows a 

Gaussian behavior. However, in biological tissues, water diffusion obeys a non-

Gaussian distribution due to the presence of various barriers, such as cellular 

compartments and membranes. As an extension of 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DWI), 

diffusion kurtosis imaging(DKI) is a promising imaging technique to depict the 

non-Gaussian water diffusion properties in vivo and can provide specific measure 

of tissue/cell complexities. In this work, we investigated the potential role of 

DKI in assessment of breast lesions at 3.0T. 

Materials and Methods: 

In this IRB-proved prospective study, 18 female patients (age range 23 to 72 years; 

mean 42.8 years) suspicious of breast cancer underwent bilateral breast MRI at our 

institution, and had their diagnosis confirmed by histopathology. Six patients 

were diagnosed with fibroadenoma, 11 with invasive ductal carcinoma (IDC) and 1 

with mastitis. Imaging was performed on a 3.0-T scanner (Ingenia, Philips Medical 

Systems, Best, the Netherlands) using a dedicated 4-channel SENSE phased array 

coil. Anatomical axial T1- and T2-weighted images with and without fat sup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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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e first acquired. Axial DWI examination was performed by using a single shot 

SE-EPI sequence at 6 b-values (b=0,800,1000,1500,2000 and 2500 s/mm2
) with three 

orthogonal gradient directions. Parameters for DWI included: TR/TE=2681/82ms, 

spatial resolution=1.25*1.25*3cm
3
, 16 slices, NEX=2, and parallel imaging 

technique using acceleration factor=2. Dynamic contrast-enhanced MRI (DCE-MRI) was 

then conducted to confirm the localization of the lesions. Voxel-by-voxel curve-

fitting method using the Levenberg-Marquardt algorithm was employed to fit the 

signal S(b) as a function of the b-value to obtain the diffusion coefficient D and 
the kurtosis K using the following equation: S(b)=S0·exp(-b·D+b2

·D2
·K/6). In 

addition, the standard ADC was also calculated by using conventional 

monoexponential fit with all b-values: S(b)= S0·exp(-b·ADC). Regions of 

interests (ROIs) were defined to encompass the whole lesion volume on ADC maps 

guided by DCE-MRI to avoid adjacent normal tissue or cystic components. Diffusion 

maps for each case, and the corresponding mean and standard deviation of each 

parameter within the ROIs were generated for statistical analysis. 

Results and Disussion: 

A total number of 18 breast lesions larger than 1 cm in diameter were evaluated. 

The mean lesion volume (ROI size) was 10.656cm
3
 (range 1.263-28.441cm

3
) indicated 

on the ADC maps. The diffusion parameters for all cases are summarized in Table 1. 

In IDC, the ADC and D value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in fibroadenoma (P <0-
.001, Mann-Whitney test). The K valu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IDC compared to 
fibroadenoma (P <0.001) and showed no overlap in our study. As for the one case 
with mastitis, the lesion tended to have a more restricted diffusion pattern as 

IDC and a large K value. These preliminary results demonstrate the feasibility of 
DKI in description of breast behavior, and an increased deviation from Gaussian 

diffusion in IDC compared to fibroadenoma, indicating more complex microstructure 

due to higher cell density or decreased permeability. The mastitis case with a 

large K value may also suggest tissue/cell heterogeneity, as the pathological 

findings showed inflammatory cell invasion and multinucleated giant cells within 

stroma. 

Conclusion: 

Although those preliminary results need to be validated with a larger sample size, 

they suggest that the DKI model can help describe the complex behavior of water 

diffusion in breast lesions, and the K value holds promise to give insight into 
the microstructure complexity and may help improve the diagnostic accuracy for 

breast lesions. 

 

 
EP-2634 

DBT 对原发性肿块型乳腺癌术前病变大小的测量价值 

与病理对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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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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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放射科 

2.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超声医学科 

 

DBT对原发性肿块型乳腺癌术前病变大小的测量价值与病理对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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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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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曾辉

1
 何子龙

1
 陈卫国* 

1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放射科，中国广州，510515 

2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超声医学科，中国广州，510515 

通讯作者：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放射科 陈卫国 

目的：评价 DBT对原发性肿块型乳腺癌术前病变大小的测量价值。 

方法：收集 2016年 2月至 2016年 11月行术前 DBT检查的原发性肿块型乳腺癌 101例，术前

病变均未行活检及放化疗。DBT检查时采用 Comb模式，同时采集 2D及 3D图像；重复测量术

前 2D及 3D图像上乳腺病灶最大径 3次，并取平均值，同时对照分析乳腺根治术后大病理标本

长径。 

结果：101例原发性肿块型乳腺癌，病灶术前长径分别为：DBT 3D图像 2.14cm±0.62cm

（0.70cm~4.10cm），DBT 2D 图像 2.20cm±0.68cm（0.00cm~4.34cm）；病灶术后病理大标本

长径：2.12cm±0.60cm（0.90cm~4.00cm）。病灶长径术前 DBT 3D图像、DBT 2D图像与术后

病理大标本之间的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609），两两之间的差异也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相对于未行活检及放化疗原发性肿块型乳腺癌，DBT 能准确预测病灶范围，且 3D 图像

相对于 2D图像能更准确，为临床更多有参考价值的影像学依据。 

关键字：DBT；乳腺癌；肿块型； 

  

 

 

EP-2635 

磁共振扩散加权成像 ADC 值对局部进展期乳腺癌新辅助化疗

疗效评价及与病理反应性的相关性 

 
沈璐 

上海市东方医院 200135 

 

目的 探讨磁共振扩散加权成像（DWI）的表观扩散系数（ADC）值对局部进展期乳腺癌新辅助

化疗（NAC）疗效评价及与病理反应性的相关性。方法 对 108例局部进展期乳腺癌患者术前

进行 4个周期的 NAC治疗，分别于化疗前、化疗结束后进行 DWI检查，测量病灶 ADC值；根据

临床疗效及病理反应性分级分为 CR+PR组和 SD+PD组，MHR 组和 NMHR组，比较两组间 ADC值

变化及与病理反应性结果的相关性。结果 化疗后，CR+PR 组的 ADC值明显升高，且显著高于

SD+PD组（P<0.05）；化疗后的肿瘤体积变化与化疗前 ADC 值呈显著负相关，与ΔADC 呈显著

正相关（r=-0.463，0.539，P<0.05）；化疗后，MHR组和 NMHR组患者的 ADC值均明显升高，

但 MHR组 ADC值、ΔADC 均显著高于 NMHR组（P<0.05）。结论 DWI的 ADC值对局部进展期乳

腺癌 NAC化疗早期疗效及病理反应改变具有较好评估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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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636 

对比增强能谱乳腺摄影（CESM）与常规 X 线摄影在致密型乳

腺疾病诊断中的对比研究 

 
王丽辉 

上海东方医院 200120 

 

目的：前瞻性对照研究对比增强能谱乳腺摄影（CESM）与常规乳腺 X线摄影（MG）对致密型乳

腺病变的诊断价值。 

方法：收集经病理证实的 73例乳腺疾病患者，ACR分型≥3型，共有 88个病灶。所有患者均

行对比增强能谱乳腺摄影（CESM）及常规乳腺 X 线摄影。根据美国放射学会乳腺影像报告和

数据系统 ( Breast Imaging Reporting and Data System, BI-RADS )进行分级，3级及以

下的级别考虑良性，4级及以上归为恶性，并与病理对照，对比其诊断的敏感性、特异性及准

确率。 

结果：88个病灶中组织病理学结果为恶性 49个，良性 39个。常规乳腺 X线摄影诊断疾病的

敏感性、特异性及准确性分别为 81.6%，41.0%，63.6%；CESM诊断疾病的敏感性、特异性及准

确性 97.9%，51.3%，77.3%，两种影像学方法对乳腺疾病诊断在敏感性、特异性及准确率的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对比增强能谱乳腺摄影（CESM）作为一种新兴的影像技术具有独特的优势，提高了致密

型乳腺疾病诊断的准确性、敏感性及特异性，具有重要的临床应用价值。 

  

 

 

EP-2637 

Evaluation of Breast Lesion with 3.0T dynamic 

contrast-enhanced MRI 

 
Zhou Jie 

Shanghai East Hospital 200120 

 

Objective To study the value of dynamic contrast examinations of 3.0T high MRI in 

diagnosing breast lesions. 

Methods  Fifty-three female patients with histologically proven malignant (36 

cases with 37 lesions) and benign (17 cases with 20 lesions) lesions in the 

breast were performed bilateral breast axial or sagittal multiphase cont rast-

enhanced MRI by 8-channal phased-assay breast coil at 3.0T ( PHILIP) . 

Acquisition time of every phase about 57 seconds and 8-10 phases repeat 

acquisition with no intervals after Gd-DTPA (2. 0 ml/s, 0.1mmol/ 

kg) administration. 

Results   The benign and malignant breast lesions have different 

manifestations, according to the lesion’s signal intensity 

character, morphology manifestation, early peripheral/early central and delayed 

central/delayed central ratios, enhancement pattern, time-signal intensity 

curves, and the mean enhancement rate at 1 minute after Gd-DTPA administration. 

Conclusion : The combination of morphologic and kinetic characteristics is 

useful to increase the accuracy of the diagnosis of breast le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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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638 

乳腺癌癌周间质的 MR 动态增强及扩散加权成像研究 

 
李志宇 

上海市东方医院 200125 

 

目的  

研究磁共振动态增强及扩散加权成像上乳腺癌癌周间质的影像学表现，并探讨其对确定乳腺癌

肿瘤边界的价值。 

方法 

收集 2015年 10月-2016年 3月期间于上海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医学影像科进行乳腺 MRI检

查，并于我院手术或穿刺活检病理证实为乳腺癌的患者共 31例（所选病例均为单侧单中心发

病）。测量乳腺癌病灶与病灶周围组织不同方向上的的表观扩散系数(ADC)值及信号增强率

（SER），并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𝜌横轴位 DWI图像：乳腺癌病灶内的 ADC值显著低于病灶周围组织；乳腺癌周围组织同一层面

不同方向(前、后、左、右)的 ADC值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 05)；但对于同一方向上的

不同层面，靠近病灶的第 1层（范围约 5mm）的 ADC值小于远离它的 3个层面(P<0. 05)；乳

腺癌、癌旁组织、正常侧乳腺组织的平均 ADC值之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F=32.496，
P=0.000)。‚横轴位动态增强图像：乳腺癌病灶内的 SER 显著高于病灶周围组织；但病灶周围

组织各层面之间 SER的差别无统计学意义(P>0. 05)；病灶周围组织同一层面的不同方向(前、

后、左、右)的 SER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 05)。 

结论  

MR动态增强的 SER及 DWI成像的 ADC值对乳腺癌与癌周间质组织的判别有一定的敏感性和特

异性，有可能成为确定乳腺癌手术切缘范围的有效影像学方法。 

  

 

 
EP-2639 

乳腺硬化性腺病的 X 线及 MRI 表现 

 
周海鹰 

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637000 

 

目的：分析乳腺硬化性腺病的 X线及 MRI表现，以提高对其的认识。 

方法：收集 2011年 1月到 2016年 5月在我院经病理证实的 15例乳腺硬化性腺病患者的影像

资料，回顾性分析其乳腺 X线摄影及 MRI动态增强扫描表现。 

结果：纳入病例中，15例均行乳腺 X线摄影，10例行 MRI动态增强扫描。乳腺 X线摄影表现

为密度增高结节影 5例（5/15, 33.3%），形态规则，边缘清楚或部分被遮蔽，其中长径≤2cm 

4例，＞2cm1例；不对称性致密影 5例（5/15, 33.3%）；微钙化 3例（3/15, 20%），其中 2

例成簇状分布，1例散在分布；局部结构紊乱 2例（2/15, 13.3%）。MRI扫描表现为结节影 5

例（5/10,50%），形态规则，边缘清楚或部分被遮蔽，其中长径≤2cm 4 例，＞2cm1例；片状

异常信号影 5例（5/10,50%），边界不清，信号欠均匀；T1WI病灶多呈等信号或稍低信号，

T2WI呈稍高信号；动态增强扫描时间-信号强度曲线（TIC）呈逐渐上升型 7例

（7/10,70%），流出型 3例（3/10,30%）。 

结论：乳腺硬化性腺病的 X线表现多样，部分表现与乳腺癌类似，结合 MRI扫描，特别是 MRI

动态增强扫描有助于其诊断与鉴别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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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640 

乳腺单纯型黏液癌与纤维腺瘤的动态增强 MRI 鉴别诊断 

 
曲宁,罗娅红 

辽宁省肿瘤医院 110042 

 

摘要 目的：探讨动态增强 MRI对乳腺单纯型黏液癌（PMBC）与 T2明显高信号纤维腺瘤（T2-

SHi FA）的鉴别诊断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33例 PMBC和 58例 T2-SHi 

FA的一般资料和 MRI图像，比较两种病变的发病年龄、肿块大小、形态、边缘、有无低信号

分隔、内部强化特征、早期强化速度、时间-信号强度曲线（TIC）类型。结果：T2-SHi FA 的

平均发病年龄比 PMBC小（P<0.05）。两组病灶的大小、形态、边缘、低信号分隔、内部强化

特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早期强化速度、TIC 类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DCE-MRI有助于 PMBC 和 T2-SHi FA的鉴别诊断。 

 

  

 

 
EP-2641 

肉芽肿性小叶乳腺炎的影像学特征分析 

 
谭红娜,付芳芳 

河南省人民医院 450003 

 

【摘要】目的：分析肉芽肿性小叶乳腺炎的影像学特征，旨在提高对该病的认识，避免不必要

的手术。材料和方法 回顾性分析 33例病理证实为肉芽肿性小叶乳腺炎的 X线、超声及 MRI表

现特点；其中 20例患者术前行 X线检查，21例患者有术前 MRI资料，26患者术前行彩色多普

勒检查。结果 ⑴ 33例患者平均发病年龄为 33.1岁(25～41岁)；除 1例发生在双侧乳腺

外，余均发生在单侧乳腺。(2)在 20例行 X线检查的患者中，12例(60%)患者表现为非对称性

致密，表现为簇状钙化、肿块及结构扭曲者各 1例，5例 X线上无阳性发现。(3)在 26例行乳

腺超声检查的患者中，18例(69.2%)患者表现为含有液性回声肿块影，4例表现为导管扩张，

不能明确诊断及无阳性发现者各 2例。(4) 在 21例行乳腺 MRI检查的患者中，15例表现为非

肿块样强化( 6例单发或多发区域样强化，5例多个小环状强化，导管样强化及多发局灶样强

化者各 2例)，6例表现为肿块(包括 3例为多发肿块)；4例伴有皮肤增厚、腋下淋巴结肿大。

(5) 乳腺 X线摄影、超声及 MRI诊断乳腺炎的准确率分别为 50%(10/20)、76.9%(20/26)和

61.9% (13/21)。结论 肉芽肿性小叶乳腺炎影像学误诊率较高，超声检查诊断准确率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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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642 

腋窝前哨淋巴结阳性乳腺浸润性导管癌的临床 

及 X 线特征分析 

 
谭红娜,付芳芳 

河南省人民医院 450003 

 

【中文摘要】目的 分析腋窝前哨淋巴结(sentinel lymph node, SLN)阳性乳腺浸润性导管癌

(invasive ductal carcinoma, IDC)患者的临床及 X线特征，旨在为临床术式选择及预后评价

提供参考。材料与方法 回顾性分析 25例病理证实 SLN转移的 IDC患者的临床、病理及 X线

资料。结果 ⑴ 在腋窝 SLN阳性的 25例 IDC患者中，年龄 34岁～82岁，平均年龄 51岁；

68%(17/25)患者腋窝淋巴结清扫病理证实淋巴结转移。⑵在 25例 IDC患者中，单发病灶者 24

例，双发病灶者 1例，且病灶大小 1.3cm～3.6cm(平均值 2.01cm)；病理 SBR分级 为 2 级和 3

级的百分比分别为 72%(18/25)和 28%(7/25)，且 52%(13/25)的患者病理上伴有导管原位癌成

分(比例自 2%～30%不等)。⑶在 25例 IDC患者的 X线图像上，病灶位于外上象限者 11例，内

下象限者 6例，内上象限 5例，外下象限 3例；23例表现为边界不清的高密度肿块，其中不

规则高密度肿块 17例(10例边缘见毛刺，6例伴簇状小钙化)，圆形肿块 4例(2例伴簇状小钙

化，1例边缘毛刺)，分叶状肿块 2例；2例表现为非对称性致密影并簇状小钙化。6例显示腋

窝淋巴结肿大，部分呈融合表现；表现为乳头凹陷及皮肤增厚者各 3例。⑷在这 24例 IDC患

者中，ER(+)、PR(+)和 Her-2(+)的百分比分别为 84%(21/25)、72%(18/25)和 24%(6/25)。结

论 腋窝 SLN阳性 IDC患者腋窝淋巴结转移率较高，X线上多表现为伴簇状小钙化或毛刺的不

规则高密度肿块。 

 

 
EP-2643 

MR 间质淋巴造影显像兔 VX2 乳腺癌内乳 

前哨淋巴结的实验研究 

 
王攀鸽

1
,谭红娜

1,2
,王博

1
,肖慧娟

1
,高剑波

1
 

1.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河南省人民医院 

 

目的 初步探讨 MR间质淋巴造影(MR-LG)显像兔 VX2乳腺癌内乳前哨淋巴结(IMSLN)的可行

性。方法 选取纯种雌性新西兰大白兔 75只，分成肿瘤组和炎性组，分别建立兔 VX2 乳腺癌

及炎性实验动物模型，成模后行 MR-LG检查。实验图像传至 ISP工作站进行后处理。自注射部

位至内乳或腋窝方向的引流淋巴管上最先显像的 1个或数个淋巴结为前哨淋巴结 (SLN)，记

录 SLN及淋巴管显示情况，分析影响 IMSLN及淋巴管显像的因素，并与 SLN活检手术结果相对

照。结果 (1) 共 73只实验兔建模成功(成功率 97.33%)，69只实验兔最终成功入组；IMSLN

及淋巴管显示率分别为 15.94%(11/69) 和 75.36%(52/69)。分析两组实验兔 MR-LG上 IMSLN及

淋巴管的显示率，二者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2) 实验兔体重、生长周期、原发灶

肿瘤大小、腋窝 SLN数目、大小及状态、内乳淋巴管显影情况对 IMSLN的显示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均 P＞0.05)；原发灶肿瘤大小及腋淋巴结数目对内乳淋巴管的显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32, 0.040)。(3) 以 SLN活检结果为标准，MR-LG检出 IMSLN的准确性、假阴性率及假

阳性率分别为 76.81%(53/69)、4.35%(2/46)和 26.41%(14/53)。MR-LG和 SLNB在 IMSLN检出

数目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637)。手术标本测量 IMSLN长径、短径均大于 MR-LG测量值，

且两者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而两者长短径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166)。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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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MR-LG方法可有效显像兔 VX2乳腺癌 IMSLN及淋巴管，但如何提高显像率有待进一步的深

入研究。 

  

 

 
EP-2644 

CT 淋巴管造影在评价乳腺癌前哨淋巴结的临床价值研究 

 
王攀鸽

1
,谭红娜

1,2
,王博

1
,肖慧娟

1
,高剑波

1
 

1.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河南省人民医院 

 

目的: 初步探讨 CT淋巴管造影(computed tomography lymphography, CT-LG)定位及评价早期

乳腺癌前哨淋巴结(sentinel lymph node, SLN)状态的临床价值。方法: 选取 36例穿刺病理

证实的早期乳腺癌患者行 CT-LG检查。自注射部位至腋窝方向的引流淋巴管上最先显像的 1个

或数个淋巴结定义为 SLN，并与前哨淋巴结活检(sentinel lymph node biopsy, SLNB)结果对

照。结果:（1）36例患者 CT-LG检查均见 SLN显像，88.9%(32/36)患者的图像效果良好(SLN

及淋巴管均显像)；CT引导下导丝共定位 36枚 SLN，其中蓝染、且放射性计数升高的 SLN 共

33枚(91.7%)，放射性计数升高者 2枚，蓝染者 1枚；CT-LG定位 SLN成功率为 100%。（2）

本组 36例患者 CT-LG共显示 SLN88枚，SLNB获得 SLN102枚，两种方法在检出 SLN数目上无

显著性差异(P=0.349)；SLNB 检出 SLN长短径之比较 CT-LG检出的 SLN小，且二者有统计学差

异(P=0.004)。（3）本组患者 CT-LG检查共检出 21枚(23.86%)阳性 SLN，67枚阴性 SLN；且

阳性 SLN的长、短径均较阴性 SLN的大，但仅短径在二者中有统计学差异(P=0.028)。（4）

CT-LG图像上，86.6%(58/67)的阴性 SLN显示为对比剂均匀充填的卵圆形或圆形淋巴结影；而

21枚阳性 SLN中，13枚出现充盈缺损样改变，周围出现多发小淋巴结及边缘毛糙者各 4枚。

结论: CT-LG检查可准确定位早期乳腺癌 SLN，短径及淋巴结内出现充盈缺损改变可有助于评

价 SLN的性质。 

  

 

 
EP-2645 

定量 DCE-MRI 对乳腺腺病及非肿块型乳腺癌的鉴别诊断价值 

 
王珂,印弘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 研究乳腺动态增强磁共振成像（dynamic contrast-enhanced MRI，DCE-MRI）的定量参

数对乳腺腺病及非肿块型乳腺癌的鉴别诊断价值。方法 收集我院 2015年 4月至 2017年 6月

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74例患者，包括 30例乳腺腺病及 44例非肿块型乳腺癌，术前均行 DCE-

MRI 检查，测量病变的 Ktrans(容量转移常数)、Kep(速率常数)、Ve(血管外细胞外间隙容积比) 

等定量参数。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比较腺病与非肿块型乳腺癌组间定量参数的差异，并绘制

ROC曲线，分析其敏感度、特异度及曲线下面积。结果 乳腺腺病组的 Ktrans、Kep、Ve 平均

值分别为(0.157±0.096)min-1、(0.382±0.107)min-1、(0.584±0.171)，非肿块型乳腺癌组

的 Ktrans、Kep、Ve平均值分别为(0.312±0.115)min-1、(0.609±0.134)min-1、

(0.612±0.163)。Ktrans及 Kep的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01)，腺病组的 Ve值低于

乳腺癌组，但无统计学意义(P＞0.05)。Ktrans、Kep的敏感度分别为 86.6％、89.2％、特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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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分别为 91.5％、83.4％，ROC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83、0.75。结论 DCE-MRI定量参数

Ktrans、Kep可作为鉴别乳腺腺病与非肿块型乳腺癌的定量指标，具有较高的诊断效能。 

 

 

EP-2646 

乳内淋巴结影像学特征分析 

 
张毅力,杜红文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710061 

 

目的 探讨乳内淋巴结在数字化乳腺 X线摄影中的影像学特征。 

资料和方法 收集本院 2015 年-2017年共 50例患者的数字化乳腺 X线摄影资料，50例患者在

摄影片上均可见乳内淋巴结，回顾性分析其影像学特征。 

结果  50例患者中正常 X 线分型为 BI-RADS 1型的为 28 例，BI-RADS 2型的为 16例，BI-

RADS 3型的为 6例。其中乳内淋巴结直径分别在 3mm至 8mm之间，平均约 5mm；乳内淋巴结出

现在外上象限的为 43例，内上象限的为 4例，乳头后方胸大肌前缘为 3例；其中有 41例可见

单发乳内淋巴结，9例为多发；乳内淋巴结为圆形致密小结节，密度均匀，边界光滑。 

结论  乳内淋巴结在乳腺 X线摄影中较为常见，其特有的影像学征象对于疾病的鉴别诊断有

一定的价值。 

 

 
EP-2647 

MRI、X 线、B 超对乳腺病变诊断的应用价值比较 

 
张毅力,杜红文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710061 

 

目的：评价 3.0TMRI扫描、X线、高频 B超检查对乳腺病变的诊断价值。 

方法：以术后病理结果为金标准，回顾性分析 94例术前均行 MR、X线以及 B超检查的患者资

料，比较 3种方法对乳腺病变的诊断效能。 

结果：94例患者共检出病灶 100个，其中恶性病变 57个病灶（原位癌 5个病灶，浸润性导管

癌 50个病灶，化生性乳腺癌 2个病灶），良性病变 43个病灶（囊性增生 15个病灶，纤维腺

瘤 18个病灶，导管内乳头状瘤 10个病灶）。经 MR动态增强扫描、X线、高频 B超检查确诊

病灶数分别为 96、92、85，诊断正确率分别为 96%、92%、85%。联合应用 MRI扫描及 X线、高

频 B超检查，确诊病灶数为 99，诊断正确率达 99%。 

结论：MR动态增强扫描对乳腺病变的诊断准确率较高，在 X线、高频 B超检查的基础上应用

MR动态增强扫描可明显提高诊断的准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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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648 

早期乳腺导管内浸润性癌 ADC 值与生物因子 ER、PR、C-erb-

B2 表达的相关性研究 

 
胡启云,董越,罗娅红 

辽宁省肿瘤医院 110042 

 

【摘要】目的：探讨不同早期乳腺导管内浸润性癌 ADC值与生物因子的表达情况的相关性。方

法：选取 2014年 12月至 2017年 4月 100例经病理及临床证实为早期乳腺导管内浸润性癌，

患者年龄 34-67岁，中位年龄 50.5岁。所有患者治疗前行 3.0T MR常规扫描及 DWI检查，测

量肿块区域 ADC值（避开液性坏死区域），并与乳腺相应正常区域 ADC值作为对照，统计病人

ER、PR、C-erbB-2的表达情况，根据生物因子表达情况分为 ER阴性组与阳性组、PR阴性组与

阳性组、C-erbB-2阴性组与阳性组，ER、PR、C-erbB-2 均阴性组及非均阴性组，各组之间两

两比较采用 LSD-t行相关性分析。结果：100例早期乳腺导管内浸润性癌患者中 ER阳性表达

率为 28%、PR为 35%、C-erb-B2为 36%；C-erb-B2阴性组 ADC均值为（1.65±0.209）×10
-

3
mm

2
/s，阳性组（1.16±0.134）×10

-3
mm

2
/s，ER、PR、C-erbB-2均阴性组 ADC均值为

（1.76±0.256）×10
-3
mm

2
/s,ER、PR、C-erbB-2均阳性组 ADC均值为（1.12±0.116）×10

-

3
mm

2
/s，C-erbB-2阴性组与阳性组早期乳腺导管内浸润性癌之间 ADC均值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p<0.05)，ER、PR、C-erb-B2均阴性与 ER、PR、c-erbB-2均阳组早期乳腺导管内浸润性癌

ADC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ER阴性与 ER阳性、PR阴性与 PR阳性早期乳腺导管内

浸润性癌 ADC值差异之间两两比较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ADC值在术前预测早期

乳腺导管内浸润性乳腺癌生物因子 C-erbB-2及三阴性表达有一定意义，但是对 ER及 PR的阳

性预测价值有限。 

  

 

 
EP-2649 

浅谈乳腺癌的钼靶 X 线表现 

 
杨宇 

辽宁省肿瘤医院 110042 

 

 

摘要  目的:分析总结乳腺癌 X线表现与钼靶普查的重要性。 

一、资料与方：1.一般资料 收集了 2016-2017年在我院收治的乳腺癌患者 45例，全部病例经

手术病理证实。患者年龄 24—75岁，平均 49．5岁，均为女性。并将影像特征与手术、病理

进行对照，对病灶形态、密度、大小以及周围结构的关系进行分析。 

参考美国放射学会提出的乳腺影像报告和数据系统及相关文献肿块边缘标准影像术语描述分为

5种情况
[2]
：(1) 边缘清晰 (2) 小分叶 (3) 边缘模糊 (4) 浸润 (5) 星芒状 根据日常的工作

经验并参考文献
[3]
，将乳腺结构的异常改变分为 4种类型：(1) 结构扭曲、紊乱 (2) 结构移

位 (3) 结构模糊(4) 病理结构 

二、结果：X线表现：1.肿块型： 乳腺癌肿块的形状多呈类圆形、分叶状或不规则形。 

2．浸润型：主要表现为局限性致密浸润影并无肿块影，约 26％乳腺癌表现为一局限致密浸

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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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钙化型: 恶性钙化在乳腺癌的诊断中占据特别重要的地位。作为乳腺癌的一个主要 x线征

象，它不仅可帮助对乳腺癌的确诊，而且有 4％一 10％的病例，钙化是诊断乳腺癌的唯一阳性

依据。 

4．毛刺型： 毛刺征亦为乳腺痛的一个重要 x线征象，通常见于肿块或浸润区的边缘。乳腺癌

约 40％可见此征．癌性肿块约 60％以上合并有毛刺。x线上，毛刺的形态呈多种多样的。 

三、 讨论：世界卫生组织和美国癌症协会建议：50岁以上妇女每年做一次乳腺钼靶检查，40

一 49岁妇女每 1～2年一次，35～40岁妇女应做一次乳腺钼靶作为基础资料保存，以便以后

作为对照。 

综上所述，乳腺 x线检查在乳腺癌诊断上占有主导位置。乳腺钼靶普查是早期乳腺癌检出率最

高的重要检查方法之一，国外公认只有乳腺 x线摄影是检出早期乳腺癌最有效的诊断方法。因

此，可以说乳腺钼靶普查是发现早期乳癌的首要环节。 

  

 

 

EP-2650 

乳腺恶性肿瘤与同侧腋窝肿大淋巴结的 MRI 动态增强及 DWI

相关性研究 

 
张毅力,杜红文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710061 

 

目的 应用 MRI动态增强扫描及 DWI方法比较乳腺恶性肿瘤与腋窝肿大淋巴结之间的相关性。 

方法 收集 2015年 12月至 2017年 5月于我院行乳腺 MRI检查并手术治疗的 56例乳腺恶性肿

瘤患者的相关资料，基于 MRI检查比较肿瘤与同侧肿大腋窝淋巴结之间的相关性。 

结果 56例患者中共发现乳腺病灶 65处，其中有 3例患者的一侧乳腺内分别发现 3处病灶，

还有 3例患者的一侧乳腺内分别发现 2处病灶，其余 50例患者的一侧乳腺分别有一处病灶；

上述 56名患者的腋窝见肿大淋巴结影。65处乳腺病灶中， 56例患者术后病理显示，非特殊

浸润型导管癌 II级为 21例，非特殊浸润型导管癌 III级为 33例,1例为右乳浸润性大汗腺

癌，1例为神经内分泌癌； 49例患者的腋窝肿大淋巴结均发现转移，7例患者的腋窝淋巴结

为反应性增生。结果显示，肿瘤部位与腋窝淋巴结转移有统计学意义(P＜0.05)，位于外上象

限的肿瘤其腋窝淋巴结转移率较其它位置高；肿瘤大小、数目、形态、边缘、信号变化均与腋

窝淋巴结转移无统计学意义(P＞0.05)；肿瘤早期强化率与腋窝淋巴结转移有统计学意义(P＜

0.05)，早期强化率越高，腋窝淋巴结转移率越高；65处病灶的时间-信号强度曲线中，其中

52处病灶表现为 II型曲线，13处病灶表现为 III型曲线，而 56例肿大淋巴结中，51例表现

为 II型曲线，3例表现为 III型曲线，2例表现为 I型曲线，肿瘤曲线类型与腋窝淋巴结曲线

类型有统计学意义(P＜0.05)，肿瘤曲线类型与腋窝淋巴结曲线具有一致性；肿瘤 ADC 值与腋

窝淋巴结 ADC值有统计学意义(P＜0.05)，肿瘤 ADC值越低，其腋窝淋巴结也越低；腋窝淋巴

结 ADC值与腋窝淋巴结转移有统计学意义(P＜0.05)，肿瘤 ADC值越低，其腋窝淋巴结转移率

越高。 

结论 MRI动态增强扫描及 DWI可以评价乳腺恶性肿瘤与腋窝淋巴结之间的相关性，为判断腋窝

淋巴结是否转移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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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651 

探讨乳腺水肿的病因与影像学表现 

 
张毅力,杜红文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710061 

 

目的 研究乳腺水肿的影像学表现并结合临床病史，探讨其水肿原因为临床诊治提供影像学信

息。 

方法 收集 2013年 1月至 2017年 5月于我院行乳腺 X线、CT及 MRI检查的 21例乳腺水肿患

者的资料，分析水肿影像学特征与患者病史及临床表现。 

结果 21例患者乳腺 X线检查发现水肿者 11例，胸部 CT检查发现水肿者 4例，乳腺 MRI检查

发现水肿者 3例，其中同时行乳腺 X线及 MRI检查者 4例；21例患者中，其中 3例为双侧水

肿，19例为单侧水肿；21例患者行穿刺活检及手术治疗的为 13例，其中 7例为浸润性导管癌

进展期，1例为炎性乳腺癌，2例为乳腺淋巴瘤，3例为乳腺炎；另外 8例患者中，2例患者有

心衰病史，经纠正心衰后水肿消失，2例有假体植入病史，1例有乳腺癌术后放疗病史，3例

有哺乳期乳腺炎病史；分析其影像特征，2例因心衰致双侧水肿的患者，其水肿表现为均匀密

度增高，脂肪间隙模糊，另 1例双侧乳腺淋巴瘤，表现为弥漫性密度增高，还可见团块状致密

影，腋窝淋巴结肿大，1例单侧乳腺淋巴瘤为弥漫性密度增高伴有腋窝多发肿大淋巴结影；1

例炎性乳腺癌患者，其乳腺组织弥漫性肿大，密度增高，皮肤明显增厚，Cooper’s 韧带增

厚；3例行穿刺的乳腺炎及 3例哺乳期乳腺炎患者，其乳腺肿大，密度增高；7例进展期乳腺

癌患者，5例乳腺内见不规则软组织肿块，周围乳腺组织结构紊乱，密度增高，皮肤增厚，1

例表现为肿块并簇状钙化灶，周围组织结构不清，密度增高，皮肤增厚，另 1例仅表现为乳晕

后方密度增高的乳腺内见簇状钙化灶，乳晕区皮肤增厚；上述 7例患者其中 5例出现同侧腋窝

淋巴结肿大；2例患者有假体植入史，MRI发现假体破裂，周围组织结构紊乱，T2抑脂序列呈

斑片状高信号；1例乳腺癌术后放疗后出现残余组织水肿。 

结论 乳腺水肿的影像检查有一定的特征征象，结合临床病史，对乳腺水肿的病因及诊疗均可

提供帮助。 

  

 

 
EP-2652 

乳腺不典型增生的软 X 线摄影与 MRI 动态增强影像学分析 

 
周志琴,王波,段庆红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550004 

 

目的：总结分析乳腺不典型增生的乳腺软 X线摄影与 MRI动态增强的表现，探讨两者对乳腺不

典型增生的单独、联合诊断价值,以提高乳腺不典型增生诊断的准确率。方法：收集经手术或

穿刺病理证实的 32例乳腺不典型增生患者，回顾性分析其乳腺 X线及 MRI影像学表现及其诊

断价值。结果：乳腺不典型增生软 X线摄影主要表现为簇状钙化、不规则形肿块或结节；MRI

动态增强主要表现为结节或肿块样强化，TIC曲线表现为上升型、平台型或流出型；乳腺 X线

摄影诊断准确率 50%(16/32),MRI 诊断准确率为 50% (16/32)；两种影像检查联合的诊断准确

率为 71.9% (23/32),两种方法联合诊断与单一方法诊断比较均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 结

论：乳腺不典型增生具有一定的影像学特点，软 X线摄影与 MRI动态增强联合诊断对其诊断价

值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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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653 

探讨 MR 扩散加权成像体素内不相干运动双指数模型对乳腺良

恶性病变的诊断价值 

 
张毅力,杜红文,梁挺,杨健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710061 

 

目的：探讨 DWI多 b值成像的体素内不相干运动中双指数模型（IVIM）对乳腺良恶性病变的诊

断价值。 

材料和方法：收集我院 30例乳腺病变的患者，经病理诊断恶性肿块 17例，良性病变 13例。

所有患者行 3.0T MR动态增强检查以及包括 12个 B值（0~2000s/mm
2
）的 DWI。分析正常组织

及病变区。对于病变区域，分别选取全肿瘤和其实性成分（大小统一定为 60 mm
2
）为感兴趣

区，生成 IVIM模型定量参数 Standard ADC值、Fast ADC值（D *）、Slow ADC值（D）、快

速 ADC成分所占比例（ffast）。乳腺良恶性肿瘤之间各参数利用秩和检验 Mann-Whitney U检

验进行比较，并绘制 IVIM各参数受试者特性曲线，得到曲线下面积 AUC，判断其诊断效能。 

结果：良性病灶 Standard ADC值、D *、D、ffast分别为 1.35±0.57 mm
2
/s、

6.02±3.66mm
2
/s、1.07±0.55 mm

2
/s、41.25±18.04%，恶性病变为 0.98±0.35 mm

2
/s、

7.75±6.07 mm
2
/s、0.72±0.32 mm

2
/s、38.14±15.40%，良恶性间 Standard ADC值、Fast 

ADC值（D *）、Slow ADC值（D）存在统计学意义（P值＜0.01），ffast之间差异不存在统

计学意义（P值＞0.05）。以全肿瘤为 ROI测得 Standard ADC 值、D *、D、ffast AUC分别为

0.654、0.567、0.62、0.625；以肿瘤实性成分为 ROI测得各参数 AUC分别为 0.933、0.625、

0.923、0.644，D值相应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 87.5%、92.3%。以全肿瘤为 ROI和以病变实

性成分为 ROI之间存在统计学意义。 

结论：DWI IVIM参数 Standard ADC值和 D对于乳腺良恶性的鉴别具有意义。 

  

 

 
EP-2654 

早期乳腺癌动态增强磁共振成像定量参数 

与患者年龄的相关性研究 

 
董瑞彤,张瑞 

中国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110042 

 

目的 探讨早期乳腺癌动态增强磁共振成像（DCE-MRI）定量参数与患者年龄有无相关性。方法 

回顾性收集我院 2014~2016 年 162例经手术切除（159例）或活检（3例）病理确诊的乳腺癌

患者的临床资料、DCE-MRI 肿块样强化病灶的表现、TIC曲线类型及定量参数 Ktrans、Kep、

Ve值。对早期乳腺癌组织 DCE-MRI定量参数与患者年龄的关系用 Pearson 相关性分析；采用

独立样本 t检验对 Ktrans、Kep、Ve值在绝经患者与未绝经间行组间差异性分析。结果 162

例早期乳腺癌患者年龄范围为 43 ~67岁，平均 51.76岁，其中 88例尚未绝经，74例已绝

经。共有 163个病灶，病灶位于左乳的 80例，右乳 81例，双乳 1例；其中 149个病灶为浸

润性导管癌，10个导管内癌，2个浸润性小叶癌+导管癌；2个黏液腺癌；位于乳腺外上象限

的 50个，外下 18个，内上 28个，内下 7个，乳头外侧 11个，内侧 5个，中上 25个，中下

4个，中央区 15个。DCE-MRI肿块样强化病灶强化形态为圆形 11个，卵圆形 24个，分叶形 6

个，不规则形 122个；强化边缘为光整 3个，星芒状 24个，不规则 136个；强化情况为不均

匀 126个，均匀 4个，点簇状 31个，卵石样 2个；TIC曲线表现为流入型 9个；平台型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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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流出型 80个。早期乳腺癌患者年龄与 Ktrans值呈负相关，r值为-0.164（p<0.05），而

与 Kep、Ve值无相关性（p>0.05）；早期乳腺癌组织 Ktrans值在未绝经患者

（2.132±1.907）和绝经患者（1.618±1.003）间有差异（p<0.05），Kep、Ve值在未绝经患

者与绝经患者间无差异（p>0.05）。结论 早期乳腺癌 DCE-MRI定量参数 Ktrans值与患者年龄

存在一定的相关性；患者是否绝经是 Ktrans值的一个影响因素。 

  

 

 

EP-2655 

乳腺硬化性腺病 X 线诊断 

 
何慕真 

福建省立医院 350001 

 

摘要：目的：探讨乳腺硬化性腺病（SA）X线影像学特征。方法：回顾性分析 52例经活检或

手术病理证实为乳腺硬化性腺病临床、病理及 X线影像学资料。结果：患者均为女性，中位年

龄 47岁（30-72岁），临床上触及肿物 23例（44.2%）。病灶呈肿块型 9例（17.3%，

9/52），其中形态椭圆形 4例，圆形 1例，不规则 4例；边缘遮蔽 4例，清楚 2例，毛刺 1

例，分叶状 1例；高密度 6例，等密度 3例；3例伴集群点状钙化，1例伴散在钙化。病灶呈

不对称性致密 10例（19.2%，10/52），伴集群点状钙化 2例，不定型钙化 1例。结构扭曲病

灶 18例（34.6%，18/52），其中表现为“黑心征”病灶 14例，“白心征”病灶 4例。钙化病

灶 15例（28.8%，15/52），其中集群点状钙化 12例，不定性钙化 2例，杆状钙化 1例，粗糙

不均质钙化 1例。结论：乳腺硬化性腺病 X线表现为结构扭曲及钙化为主，认识其影像学特

征，有助于疾病诊断及鉴别诊断。 

  

 

 
EP-2656 

MRI、超声在诊断浆细胞性乳腺炎中的应用价值 

 
陈静,李晶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550004 

 

目的 探讨及总结浆细胞性乳腺炎的超声、MRI影像学表现。方法 回顾性分析 33例经我院病

理证实为浆细胞性乳腺炎患者的超声、MR影像资料，总结其影像学特点。MR扫描序列包括

T1WI、脂肪抑制 T2WI、DWI（b=0、600）、动态增强扫描且绘制时间-信号曲线，分析病灶信

号特点、边缘、范围、强化方式、时间-信号曲线分型、皮肤改变、腋窝肿大淋巴结等征象；

超声扫描包括二维声像图、彩色多普勒血流频谱，分析病灶范围、边界、回声、血流信号等特

点。结果 33例浆细胞性乳腺炎患者均行 MRI检查，同时行超声检查者 27例，其中先天性乳

头内陷者 18例，皮肤增厚 15例, 2例伴皮肤破溃。MRI图像示 4例病灶局限于乳腺中央区，

29例分布范围广泛，累及乳腺 1/4象限以上，同时累及中央区 16例，乳后间隙 11例，病灶

呈斑片状、节段样稍长 T1、稍长 T2信号，信号不均，边缘模糊， DWI上呈稍高信号，合并脓

肿者呈显著高信号，7例病灶中见扩张导管，动态增强病灶呈明显不均匀斑片状强化，扩张导

管壁明显强化，脓肿呈环状、蜂窝状强化，瘘道形成者可见瘘道周围组织及局部皮肤明显强

化；感兴趣区时间-信号曲线显示流入型 5例，平台型 24例，流出型 4例。超声声像图显示病

变呈斑片状、大片状低回声，边缘模糊，内部回声不均质，脓肿形成者呈更低回声区，边缘模

糊，深压探头显示其内光点漂浮，CDFI显示病灶内血流信号丰富，Adler分级 3～4级。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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浆细胞性乳腺炎 MRI、超声图像的影像学表现具有一定的特征性，充分认识该病的影像学特点

并结合临床病史，可提高诊断准确率。 

  

 

 
EP-2657 

导管内乳头状瘤 MRI 征象分析 

 
陈静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550004 

 

目的 探讨乳腺导管内乳头状瘤的 MRI影像学特点。方法 收集近几年来我院病理证实的导管内

乳头状瘤患者 21例 MRI资料，分析病灶信号、形态、边缘，强化方式等征象，探讨导管内乳

头状瘤在 MRI上的影像特点。结果 21例明确诊断的导管内乳头状瘤患者，临床均有乳头溢

液、溢血病史，MRI显示病灶单发 18例，多发 3例，2例单侧多发，1例双侧发病，共计 25

个病灶；MRI征象显示病灶表现分四种类型：单纯导管扩张病灶 7个，增强扫描管壁均匀强

化；囊性病灶 1个，囊壁厚薄不均，边缘清晰，增强呈明显强化；囊实性病灶 13个，其中 3

个见扩张导管与囊实性病灶相通，实性部分呈圆形、椭圆形或小分叶状，边缘清晰光滑，增强

扫描明显强化，时间-动态曲线流入型 3例，平台型 5例；乳腺腺体内孤立结节灶 4个，均呈

类圆形，边缘清晰、光滑，动态增强扫描呈明显均匀强化，时间-信号曲线为流入型 1 例，平

台型 2例。结论 导管内乳头状瘤 MRI表现多样。囊实性结节，特别是囊状病灶与导管相通

者，MRI征象典型，诊断容易；对于单纯导管扩张、囊性病变或单纯实性结节者，MRI征象表

现不具有特征性，与乳腺囊性增生症、乳腺纤维腺瘤等疾病鉴别困难，需密切结合患者临床病

史及乳腺导管造影、超声等检查手段才能明确诊断。 

  

 

 
EP-2658 

Comparison of Diagnostic Value of Quantitative FDG-

PET/CT and ADC Value of DWI-MR for Breast Cancer 

Patient with ALNM: a Meta-analysis 

 
jiang changqin,Ma Zhijun 

Weifang City Yidu Central Hospital 262500 

 

Objective: To review and compare the overall diagnostic value of 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computed tomography (PET/CT) and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ADC）value of diffusion weighed imaging of magnetic resonance (DWI-

MR) in ALNM for BC patients using meta analysis. 

Materials and methods: relevant English and Chinese electronic databases 

published on Pubmed，EMbase，CNKI, Cochrane library and SCI database were searched 

followed by a comprehensive literature search program independently by two 

reviewers. Subsequentl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cluded articles were extracted. 

Statistical analysis was performed employing Meta-disc 1.4 and Stata12.0. 

Heterogeneous of the included articles were also tested in order to choose 

appropriate effect model to calculate the overall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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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itive likelihood ratio(PLR)), negative likelihood ratio(NLR) and diagnostic 

odds ratio(DOR), then the summary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ROC)was 

performed and the area under the curve (AUC) was also calculated to assess the 

diagnostic accuracy through statistical analysis.  

Results: Finally, 39 retrieved articles were included, in which 25 articles used 

PET/CT as imaging examination，the remaining 14 articles used ADC value 

measurement of DWI-MR method. The pooled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and the area 

under SROC for PET/CT were 0.66(0.63-0.69), 0.93(0.92-0.94), and 0.8863(Q=0.8169), 

respectively. And for the ADC-value group, they were0.85(0.82-0.87), 0.83(0.80-

0.85), and0.9174(Q=0.8504). Higher sensitivity (X
2
=8.631, p=0.006) and slightly 

lower specificity(X
2
=2.094, p=0.157) and similar AUC(p=0.193) were found in the 

ADC-value compared with the PET/CT.  

Conclusions: The main findings of this meta-analysis demonstrated that ADC-value 

of DWI-MR measurement has higher sensitivity and slightly lower specificity, 

suggesting a considerable  synthetical diagnosis performance compared with 

PET/CT for ALNM in breast cancer patients. 

  

 

 
EP-2659 

DCIS 与组织病理学、分子分型的对照研究 

 
黄社磊,冼少青 

深圳市人民医院 518000 

 

目的  探讨乳腺导管内癌的 X线表现与组织级别、分子分型及 Ki-67增殖指数的关系。方

法  回顾性分析 133例 136 侧 DCIS的 X线表现及组织病理学、免疫组织化学结果。结

果  ①136侧 DCIS X线表现多为单纯钙化（32.4%）、钙化伴局灶性不对称/肿块

（29.4%），钙化出现率 61.8%。钙化形态以细小多形性（58.3%）、段样分布多见

（54.8%）；形态分布组合以细小多形性钙化成簇分布多见。肿块的形态多为不规则形

（62.5%）、边缘模糊（43.8%）、高密度（75%）。②低、中、高级别 DCIS均以 Luminal A 型

多见，Her-2过表达型次之。高级别 DCIS Ki-67增殖指数高于低、中级别组。③低级别 DCIS

以单纯钙化为主要 X线表现（42.4%），细小多形性、成簇分布；中级别为单纯肿块

（44.4%）；高级别则为钙化伴局灶性不对称/肿块（35.2%），钙化形态、分布为细小多形

性、段样分布。③ER/PR（＋）、Her-2（－）X线表现单纯钙化多见（35.6%、34.6%），形态

为细小多形性（68.6%、71.7%）、成簇分布（52.9%、52.2%）；ER/PR（－）、Her-2过表达

多表现为钙化伴局灶性不对称/肿块（38.8%、36.2%），钙化形态前者为细小多形性

（57.6%）、段样分布（69.7%），后者为线样分支状（52.6%）、段样分布（65.8%）。④Ki-

67增殖指数≤10%时，83.3%ER（＋）、80.6%Her-2（－），钙化形态多为细小多形性

（88.2%）；当 Ki-67增殖指数＞31%时，56.4%ER（＋）、48.7%Her-2（－），钙化形态为线

样分支状（48.3%）。结论  DCIS分子分型以 Luminal A型多见。X线以钙化为主要表现，钙

化的形态、分布及形态分布组合与组织级别、ER、PR、Her-2及 Ki-67增殖指数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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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660 

乳腺癌数字化 X 线影像特征中分子亚型 

及病理类型的比较分析 

 
黄社磊,马捷 

深圳市人民医院 518000 

 

目的 探讨乳腺癌术前 X线影像特征之间的分子亚型及病理类型差异。方法 收集我院术前行

FFDM检查，且经手术病理证实为乳腺癌的患者 121例作为研究对象，按照乳腺癌的数字化 X

线影像基本特征、肿块形态及肿块边界情况进行分组，比较分析各组间的分子亚型及病理类

型。结果 按照 X线影像的基本特征分组，单纯肿块、单纯钙化及肿块伴钙化的乳腺癌患者

中，分子亚型的比率不完全相同（P<0.05），其中单纯肿块与单纯钙化组三阴型乳腺癌比率无

统计学差异（P>0.05），其余组间两两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 3组间病理类

型的比率无统计学差异（P>0.05）；按照肿块形态分组，不规则、分叶及类圆形乳腺癌患者

中，分子亚型及病理类型的比率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按照肿块边界分组，清晰、模

糊、小分叶及星芒状乳腺癌患者中，3种分子亚型的比率不完全相同（P<0.05），其中清晰及

模糊组 Luminal A型、HER-2过表达型的比率，小分叶及星芒组 HER-2过表达型比率、导管内

癌比率，模糊及小分叶组之间浸润性小叶癌比率无统计学差异（P>0.05），其余组间两两比较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乳腺癌数字化 X 线成像中部分征象与分子亚型及病理

类型有关。 

 

 
EP-2661 

3.0T MRI 表观弥散系数与乳腺浸润性导管癌组织学分级及预

后因子的相关性 

 
位寒,刘鸿利 

江苏省人民医院 210029 

 

目的分析表观弥散系数（ADC）与乳腺浸润性导管癌（IDC）分级及其预后因子的相关性。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4.01-2016.09期间经病理证实为 IDC的 216例患者（共 224个病灶），在

ADC图上,在病灶最大层面的最低信号处选取感兴趣区 (ROI )测量 ADC值。分析其与 IDC分级

和预后因子（ER、PR、 HER-2、 Ki-67）表达间的相关性。结果 IDC I级 42例，ADC值为 

(1.044±0.124) ×10-3 mm2/s；IDCⅡ级 98例，ADC值为 (0.880±0.123) ×10-3 mm2/s；

IDC Ⅲ级 76例，ADC值为 (0.740±0.151) ×10-3 mm2/s；三组间两两比较，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P <0.01）；ADC值与 IDC组织学分级呈负相关关系(r=-0.790，P<0.01) 。ER阳性和

阴性组的 ADC值分别为（1.060±0.089）和（1.130±0.015）×10-3 mm2/s（P<0.001），PR

阳性和阴性组的 ADC值分别为 (1.055±0.101) 和 (1.121±0.106) ×10-3 mm2/s 

(P<0.001) ，HER-2阳性和阴性组的 ADC值分别为（1.093±0.103）和 (1.023±0.083) 

×10-3 mm2/s（P<0.001），Ki-67高、低表达组的 ADC值分别为（1.063±0.101）和 

(1.153±0.090) ×10-3 mm2/s（P<0.001）。ADC值与 ER、PR及 Ki-67的表达呈负相关（r分

别为-0.308，-0.298，-0.428，均 P<0.001），而与 HER-2表达呈正相关（r=0.198，

P<0.001）。结论 ADC值能反应乳腺肿瘤细胞的生物学特征，它与 IDC的组织学分级呈负相

关，且与影响预后的分子指标表达存在一定相关性，提示 ADC值在一定程度上可用于指导 IDC

组织学分级，进行术前评估和预测预后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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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662 

妊娠期乳腺纤维腺瘤伴梗死的 MRI 表现 1 例 

 
彭舒怡,杨帆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430022 

 

目的：乳腺纤维腺瘤合并梗死比较少见，近年来仅有 4篇中文文献对其进行了报道。本文介绍

一例妊娠期乳腺纤维腺瘤并梗死的影像表现并对相关文献进行复习。 

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 1例妊娠期乳腺纤维腺瘤合并梗死患者的影像学图像、临床及病理资

料，并从相应数据库搜集相关国内外文献进行复习。 

结果：本例患者妊娠 3个月时发现左乳无痛性包块，分娩后于我院就诊。乳腺 MRI平扫+增

强：左乳外上区类圆形混杂信号影，外周见厚薄不均的厚壁包膜呈长 T1短 T2信号；肿块内部

T1WI呈等或稍高信号，T2WI 呈高信号，其内可见短 T2条索影。增强扫描显示肿块外周包膜呈

环状不均匀强化，绘制期时间-信号曲线呈缓升型表现；内部成分未见明显强化。术后病理示

左侧乳腺倾向于纤维上皮性肿瘤伴梗死。 

讨论：乳腺纤维腺瘤并梗死临床上较少见，易与妊娠相关性乳腺癌、乳腺囊肿伴炎性病变等疾

病混淆，对该疾病影像特征的认识和分析有助于该疾病的正确诊断。 

 

 
EP-2663 

非哺乳期乳腺炎性病变影像诊断 

 
李晶,陈静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550004 

 

目的  探讨非哺乳期乳腺炎性病变的影像学表现。方法 收集近 3年来我院穿刺或手术病理证

实的非哺乳期乳腺炎性病变的超声及 MRI资料，分析超声、MRI图像征象，探讨非哺乳期乳腺

炎性病变的影像学表现。结果 28例非哺乳期乳腺炎患者，年龄 26～59岁，病理结果示浆细

胞性乳腺炎 22例，均行 MRI 检查，显示病灶呈斑片状等或者稍长 T1信号、稍长 T2信号，边

缘模糊，增强扫描呈片状不均匀强化，时间信号强度曲线 11例呈平台型，9例呈缓慢上升

型，2例呈流出型，16例病灶沿中央区导管走形分布，12 例患者病灶中合并脓肿形成，呈更

长 T1、更长 T2信号，DWI显著高信号，增强扫描脓肿壁环形强化，10例患者有先天性乳头凹

陷，12例患者有乳晕区及邻近皮肤的局部增厚水肿，19例患者伴同侧腋窝淋巴结肿大。13例

同时行超声检查，显示病灶呈斑片状混杂低回声或囊性、囊实性病变，边缘模糊，8例见显著

扩张厚壁导管，CDFI血流信号不丰富，呈低速低阻型血流频谱。肉芽肿性乳腺炎 2例，行 MRI

扫描，呈 T1低信号，T2高信号，病灶呈肿块样，边缘光滑，内部见环形强化灶，可见分隔。

时间信号强度曲线 1例平台型，1例缓慢上升型。乳腺脂肪坏死 1例，MRI扫描显示病灶内见

脂质信号，增强扫描呈环形强化。时间信号强度曲线为缓慢上升型；超声显示腺体层稍高回声

团块，后方无回声衰减。乳腺结核 3例，均行超声检查，1例表现为腺体内低回声实性结节，

边缘光滑，误诊为纤维腺瘤；2例表现为乳腺内多发斑片状混杂低回声，边缘模糊，CDFI示血

流信号不丰富，其中 1例伴皮肤瘘道形成，另 1例病灶内出现大片钙化灶，伴同侧腋窝淋巴结

钙化。结论 非哺乳期乳腺炎影像学表现具有一定特征性，充分认识此类疾病影像学征象可提

高诊断率；但部分病变与非肿块型乳腺癌及乳腺其他恶性肿瘤在鉴别上存在一定的困难，最终

诊断需要病理确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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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664 

利用 3.0T MR 血管成像探讨乳腺癌周围血供特点及相关因素 

 
徐海燕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30601 

 

目的  利用 3.0T MR血管成像探讨乳腺癌周围血供特点及与肿瘤形态、大小、实性部分的表

观扩散系数（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ADC）值及病理类型、病理分级的相关

性。 资料与方法  94例行 3.0TMR动态增强扫描检查并经组织病理学证实的乳腺癌患者。

使用 Siemens3.0T磁共振仪，扫描序列包括 T1WI、T2WI平扫、DWI（b=0、b=800s/mm
2
）及动

态增强检查（重复扫描 5次），分析形态学资料并测量病灶最大径、肿瘤实性部分的 ADC 值，

并从临床获取病理分级资料。利用 ADW4.4工作站，对动态增强图像中强化最显著图像与平扫

图像进行减影，用最大密度投影法（maximum intensity projection，MIP）获取双侧乳腺 3D

减影图像，在最大密度投影图像上,记录乳腺癌病灶周围血管及健侧乳腺相对应区域的血管数

目、血管直径、血管长度，分析患侧乳腺血供特点及与肿瘤形态、大小、肿瘤实性部分 ADC值

及病理类型、病理分级的相关性。  

结果  94例乳腺癌患者中，有 79例病灶周围血供较对侧异常增。乳腺癌患侧周围异常增多

的血管数与病灶形态、及病灶病理类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X
2
=0.071，P=0.79>0.05）

（F=1.439,P=0.23>0.05）；乳腺癌病灶周围异常增多的血管数与病灶大小、病灶实性部分的

ADC值及浸润性导管癌的病理分级有一定相关性

（r1=0.567,r2=0.23,rs=0.416,P<0.05）。 结论  乳腺癌为富血供肿瘤。乳腺癌病灶周围

异常增多的血管数与病灶大小、ADC值、浸润性导管癌的病理分级呈正相关，病灶周围异常血

管越多，浸润性导管癌的病理分级越高；病灶体积越大，周围血供越丰富；一定范围内 ADC值

稍高者，病灶周围异常血管越多；乳腺癌病灶周围异常增多的血管数与病灶形态及病理类型无

明显相关性。 

  

 

 
EP-2665 

Assessment of Pathologic Complete Response of Breast 

Cancer with Different Molecular Subtypes after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with Dynamic Contrast-

enhanced MR Imaging 

 
Jiang Yuan,Naishan Qin,Li Guo,Xiaoying Wang 

Peking University First Hospital 100034 

 

Purpose: To retrospectively evaluate whether dynamic contrast-enhanced (DCE) MR 

Imaging could predict pCR to NAC in breast cancer with different molecular 

subtypes. 

Materials and methods: Ninety-seven lesions with pathologically confirmed locally 

advanced breast cancer and underwent NAC between Sep. 2009 and Dec. 2014 were 

reviewed. Patients received at least four cycles of NAC before surgery and 

achieved G4 and G5 post NAC according to the Miller & Payne grading system. Their 

molecular subtypes: Luminal A (n=7), Luminal B (n=58), HER2+ (n=14) and Tri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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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gative (n=18). DCE-MR Imaging was performed pre-NAC, after the 2
nd
 and 4

th
 cycle 

of NAC. Time Intensity Curve (TIC) was obtained and the Maximum wash-in slpoe (Smax) 

of TIC and its change rate (⊿Smax%) were calculated by formula. Smax and ⊿Smax% were 

compared between G4 and G5 group by Independent-Sameples t test in different 
molecular subtypes, respectively. Then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analysis of Smax and ⊿Smax% was performed. 

Results: In Luminal B group, Smax in G5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and ⊿Smax% in G5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G4 after the 2
nd
 and 4

th
 cycle of NAC 

(P<0.05). In Triple negative group, Smax in G5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G4 pre-NAC and after the 2
nd
 cycle of NAC (P<0.05), and others we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G4 and G5 (P>0.05). The areas under ROC curve of 
Smax and ⊿Smax% were from 0.720 to 0.946. 

Conclusions: DCE-MR Imaging can become the potential predictor of pCR to NAC in 

Lumianl B and Triple negative breast cancer. 

 

 
EP-2666 

乳腺癌新辅助化疗后病灶在 DWI 中呈等信号 

对化疗效果的评估价值 

 
姜原,秦乃姗,郭丽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00034 

 

 

目的：探讨新辅助化疗后病灶在 DWI上呈等信号对最终化疗疗效的评估价值。 

材料与方法：回顾 2009.4-2012.12我院接受新辅助化疗、有完整 MR检查，并获得术后病理的

连续病例，共 153例[无显著反应组（NMHR，G1-3）61例；显著反应组（MHR，G4-5）92例]，

由 2位有经验的乳腺影像学医师共同回顾其化疗前后 DWI（b=1000 s/mm
2
）图像，记录新辅助

化疗 4周期后 DWI呈等信号的病例数及其原始病灶径线，进行比较：（1）比较 NMHR组与 MHR

组中 DWI呈等信号病例数；（2）比较 MHR组中 G4组与 G5（病理完全缓解，pCR）组中 DWI呈

信号的病例数，及 DWI呈等信号中 G4与 G5组病灶化疗前的大小[径线平均值=（左右径+前后

径+上下径）/3]。其中新辅助化疗后 NMHR组中在化疗后无 DWI呈等信号的病例，而 MHR组中

化疗后 DWI呈等信号者共 24例（G4=5例，G5=19例）。分别通过四格表 X2
检验进行两次病例

数目的统计分析，再通过两独立样本 t检验进行病灶原始大小的比较。 

结果：（1）DWI呈等信号者均发生在 MHR中，构成比为 15.7%，X2
检验 P <0.001

（X2 
=17.303，V=1）。利用化疗后 DWI呈等信号评价为化疗后达到 MHR的敏感度是 25.5%，特

异度是 100%，阳性预测值 100%。（2）在 MHR组中，DWI 呈等信号者的构成比为 25.5%，两组

原始病灶径线平均值无统计学差异（G4=2.57±1.0，G5=2.29±0.66，cm）（P=0.458）。X2
检

验 P =0.002（X2 
=9.442，V=1），利用化疗后 DWI呈等信号评价化疗后病理反应结果为 pCR

的敏感度是 38.8%，特异度是 88.9%，阳性预测值 79.2%。 

结论：乳腺癌新辅助化疗后 DWI中呈等信号时，预测化疗后是否达到 MHR及能否达到 pCR，敏

感度较低，特异度尚可。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2095 

 

EP-2667 

双侧乳腺炎性肌纤维母细胞瘤 

 
张蓓,王继萍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目的 与大家分享 1例双侧乳腺炎性肌纤维母细胞瘤 MR影像学特点。 

方法 对 1例 14岁女性病人的病历资料和影像学资料进行分析，与穿刺病理结果比对。 

结果 结合病理与免疫组化结果，双侧乳腺病变证实为炎性肌纤维母细胞瘤。 

结论 乳腺炎性肌纤维细胞瘤十分罕见，双侧发病更是首次报道，对炎性肌纤维母细胞瘤 MR诊

断提供了宝贵经验。 

  

 

 

EP-2668 

MRI 多序列对导管内乳头状瘤的诊断价值 

 
邵华,李白艳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830054 

 

目的：探讨 MRI多种序列在诊断导管内乳头状瘤中的价值。方法：使用 Phlips1.5T磁共振扫

描仪对 21例乳头溢液患者行常规 SE序列扫描、单次激发自旋回波－回波平面成像（SE-EPI）

序列行 DWI及动态增强扫描。其中 11例为导管内乳头状瘤,10例为导管扩张,病变均行病理证

实。分析病灶的信号特点，分析导管内乳头状瘤的 MRI表现。结果：本组研究在 MRI上表现可

归纳为三种，一种表现为囊实性病灶，即囊状扩张的导管内可见突入腔内的实性结节病灶，第

二种表现为乳腺内结节样病灶，未见明显扩张导管。第三种表现为平扫仅见索条样导管轻度扩

张，未见明显结节样病灶，增强后可见导管呈阶段强化，DWI序列，导管内乳头状瘤病变显示

为稍高型号，部分病变为高信号。 

  

 

 
EP-2669 

磁共振扩散峰度成像对于乳腺病变的诊断价值 

 
杨舒琰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00000 

 

目的：初步探讨磁共振扩散峰度成像(diffusion kurtosis imaging, DKI)对于乳腺良恶性病

灶的诊断价值。  

材料与方法：初步研究分析 2016年 7月至 2016年 9月在我院进行乳腺 MRI 检查并在术前行

MRI 常规序列及 DKI序列扫描成像，随访病人的手术病理结果，最终纳入乳腺良性病变 5例

（5个病灶）和恶性病变 10 例（11个病灶）。分别测量良恶性病灶组单指数模型 DWI 的表面

扩散系数 ADC值和 DKI相关参数（扩散系数 D和峰度系数 K），两组之间并进行比较。 

结果： 恶性病灶组的 ADC值（1.03±0.33×10
-3
mm

2
/s）、D值（1.08±0.32×10

-3
mm

2
/s） 均

小于良性病灶组（1.26±0.17×10
-3
mm

2
/s、1.72±0.43×10

-3
mm

2
/s）。恶性病灶组的 K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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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21）大于良性病灶组（0.65±0.09）。D 值、K值的两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049, P=0.0007），ADC值不存在统计学意义（P=0.2114）。 

结论：磁共振扩散峰度成像对于鉴别乳腺良恶性病灶具有一定的价值，但要进行前瞻性、样本

量更大的临床研究。 

  

 

 
EP-2670 

巨大乳腺错构瘤 1 例并影像学分析 

 
贺延莉,贺延莉 上官芳芳 户丽娜 杨迪 陈宝莹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710038 

 

目的  综合分析乳腺错构瘤的各种影像学表现，提高本病的诊断准确率。 

方法  对经病理证实的乳腺错构瘤患者临床表现、病理及多种影像学检查结果进行综合分

析。 

结果  本例病例术前 X线及超声检查均误诊为纤维腺瘤，CT及 MRI检查提示错构瘤。穿刺病

理诊断为腺病，术后病理为错构瘤。 

结论  乳腺错构瘤的影像学表现较为多样，与其内部脂肪、腺体及纤维组织成分所占的比例

不同密切相关，因而增大了诊断难度，而 CT及 

         MRI因更好地显示病变内部成分在本病的诊断中有更高的诊断价值。 

 

 
EP-2671 

Radiological and Clinical Findings in Sclerosing 

Adenosis of the Breast 

 
Tan Hongna 

Henan Provincial People’s Hospital 450003 

 

[Abstract] Purpose: To study the imaging and clinical features of breast 

sclerosing adenosis (SA), and to enhance the recognition of this disease, as well 

as to help the clinic to give a correct diagnosis. Methods: Imaging findings were 

retrospectively reviewed in 47 women with SA lesions confirmed by 

pathology (including 39 cases of mammography, 40 cases of US and 34 cases 

MRI). Results: Of 47 patients confirmed with SA, 18 cases were pure SA, and 29 

cases coexist with other proliferative lesions and malignancies; the 

maximum diameter of SA lesions was 0.5cm~3.5cm with an average of 1.6cm. On the 

mammogram of 39 SA cases, the percentage of architectural distortion, 

calcifications, mass/nodular, asymmetric density and mass combining with 

calcifications were 30.8%, 23.1%, 17.9%, 12.8% and 7.7%, respectively; and 3 cases 

had no abnormal findings. On the sonogram (excluding five normal finding cases), 

the majority lesions showed regular shaped (57.1%), well defined 

margined (60.0%), heterogenous low echoed (71.4%) nodulus. 85.3% lesions showed 

high signal on T2-weighted images, and all lesions were enhanced markedly, 

including 82.4% lesions appearing mass-like enhancement(17 star-shaped enhan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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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ses included); and the percentage of the time-signal intensity curve in type 1, 

type 2 and type 3 were 52.9%, 41.2% and 5.9%, respectively. If the category BI-

RADS≥4b was considered to be a suspicious malignant lesion, the misdiagnostic 

rates of mammography, US and MRI would be 17.9%, 17.5% and 35.3%,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The SA lesion was small, and it was always combined 
with other diseases histologically. The majority SA lesions showed distortion or 

calcifications on mammograms, low echo-level nodules with heterogenous echo on US, 

and star-shaped mass-like lesions on enhanced MRI. 

 

 

EP-2672 

术前乳腺磁共振检查与原发性乳腺癌手术 

重复率的相关性研究 

 
刘姝邑,刘艳 

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830011 

 

【摘要】 目的:在部分文献中，乳腺癌患者重复手术率从 14%到 25%不等，而术前乳腺 MRI对

乳腺癌的重复手术率和根治率是否有影响，在不同的文献中结论有所不同。本文旨在讨论术前

乳腺磁共振成像检查与原发性乳腺癌手术复查率是否有相关性方法：回顾性分析 2010-2015年

间 991名原发性乳腺癌患者共 1036例，其中，626 (61.4%)例做了保乳治疗，400 (38.6%)

例做了乳房根治术。626例（60%）的病例进行了术前 MRI检查列为实验组，并在术前及术后

重复了 MRI检查。余病例列为对照组，在术前术后均行乳腺 X线摄片。两组比较手术重复率及

乳房切除率。诊断结果均经术后病理证实。结果：在实验组中，保乳术占 61.3%（384 / 

626），根治术占 38.7%（242 / 626）；在对照组中，保乳术占 61.5%（252／410），根治术

占 38.5%（158 / 410）。在两组中，保乳率与乳房根治率都没有相关性（P = 1）。并且实

验组与对照组的乳腺癌切除率无显著差异（39%=39%）。但术前乳腺 MRI改变了 25%例

（157/626）乳腺癌的手术进程，其中 81%（127/157）例显示 MRI对患者有益。另有 122例隐

匿性乳腺癌被切除。多元回归分析显示，实验组重复手术率较低（p＜0.05）。结论：对于原

发性乳腺癌来说，术前乳腺 MRI可降低重复手术率。但是是否行术前乳腺 MRI与患者的乳房切

除术率没有影响。我们的数据显示，术前乳腺 MRI有可能在不经过乳房切除术率或无延迟手术

的情况下减少重复手术率。而且，研究发现，因此，术前乳腺 MRI可能有助于优化原发性乳腺

癌患者的治疗方案，尤其是高风险患者（年轻患者、较大肿瘤、多灶性癌症）。如果经活检证

实为原发性乳腺癌，且在乳腺 X线和超声诊断不明确的情况下，应行术前 MRI检查。 

【关键词】 磁共振成像；原发性乳腺癌；乳房切除术 

  

 

 

EP-2673 

乳腺分叶状肿瘤的临床及 X 线钼靶分析 

 
何进,胡汉金 

安庆市立医院 246003 

 

［摘 要］目的 探讨乳腺分叶状肿瘤（PTB）的临床与钼靶的表现特点。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

手术病理证实的 12例 PTB患者的临床及 X线资料 。结果 12例 PTB患者中，均以无痛性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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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诊，大部分患者有近期肿块明显增大史。其中，良性 6例；交界性 2例，恶性 4例。肿块表

现为分叶状 6例，圆形或类圆形 5例，不规则形 1例。肿块边缘清楚 8例，边缘模糊 4例。晕

征 3例。钙化 3例。 结论 掌握 PTB的 X钼靶表现特点，结合临床病史综合分析，是提高术

前诊断的关键，确诊依靠病理检查。 

  

 

 
EP-2674 

MR 在评价乳腺癌新辅助治疗疗效和预后价值中的应用 

 
陶娟,扬帆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430022 

 

 

目的: 探讨乳腺癌新辅助化疗（NAC）前后 3.0Ｔ磁功振成像各项指标变化特点，监测患者新辅

助化疗后的效果，指导临床治疗方式的改变，为新辅助化疗疗效的评价提供更多依据。 

方法：选取经活检穿刺病理证实并接受新辅助化疗的 20 例进展期乳腺癌患者，年龄 29~66

岁，平均年龄 45.6 岁；回顾性分析所有病例 NAC 前、第 2 周期末及化疗结束 MR 影像学资

料，比较化疗前疗、化疗第 2周期末及化疗结束后的肿瘤最大径/体积变化、TIC 曲线变化及

ADC 值的变化；对 NAC 前组织学显著反应与组织学非显著反应组间各参数进行比较分析。  

结果：新辅助化疗结束后，以手术后的病理结果为“金标准”分组，组织学显著反应（MHR）

组和组织学非显著反应（NMHR）组 ＮＡＣ后乳腺癌病灶；20 例患者均为单侧乳腺癌；（1）

NAC 治疗前至化疗 2 周期后肿块显著缩小，MHR 组与 NMHR 组之间无明显统计学差异；NAC

化疗 2 周期末至化疗结束肿块缩小，MHR 组肿块缩小更明显，MHR 组与 NMHR 组肿块缩小有

统计学意义。（2）20 例病理中 NAV 前有 9 例为 III 型曲线、9 例为 II 型曲线、2 例为 I 型曲

线；NAC 第 2 周期结束复查 3 例 III 型曲线、10 例为 II 型曲线、7 例为 I 型曲线；NAC 结束 3

例 III 型曲线、5 例为 II 型曲线、12 例为 I 型曲线；NAC 前后 TIC 曲线有从 III 型向 I 型发展的趋

势，MHR 组与 NMHR 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3）NAC 前 MHR 组 ADC 值与 NMHR 组 ADC

值未见显著差异；NAC 第 2 周期结束 ADC 值、化疗结束 ADC 值较 NAC 前升高，MHR 组较

NMHR 升高程度更显著，二者具有统计学差异。 

结论：在 NAC 治疗过程中，肿块大小/形态、TIC 曲线变化、ADC 值有助于评估 NAC 治疗疗

效。 

 

 
EP-2675 

利用 3.0T 磁共振动态增强定量分析鉴别时间-信号强度曲线

平台型乳腺肿瘤良恶性的研究 

 
刘景宇,罗娅红 

辽宁省肿瘤医院 110042 

 

目的: 探讨 3.0T 磁共振动态增强(dynamic contrast-enhance MRI, DCE-MRI)定量分析参数

容积转运常数(volume transfer constant, Ktrans)、速度常量(rate constant，Kep)对动态

增强磁共振时间-信号强度曲线(time-signal intensity curve，TIC)呈平台型的乳腺肿瘤良

恶性的鉴别诊断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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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和方法：选取经 3.0T 动态增强磁共振检查后时间-信号强度曲线为平台型的术后病理证

实良、恶性的共 62例乳腺肿瘤患者。其中良性病例 29例，恶性病例 33例。分别测量良性组

与恶性组的 Ktrans值、Kep 值并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方法比较两组之间定量参数的差异。 

结果: 良性组的 DCE-MRI定量参数 Ktrans值为(0.571±0.346)min-1、Kep值为

（0.444±0.363）min
-1
；恶性组的 DCE-MRI定量参数 Ktrans值为(1.144±0.491)min

-1
、Kep

值为（0.798±0.546）min
-1
；Ktrans值、Kep值在良恶性两组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 

05) 。 

结论: 通过测量动态增强磁共振定量参数容积转运常数 Ktrans 值、速度常量 Kep值可以有

效地区分时间-信号强度曲线为平台型的乳腺肿瘤的良、恶性，可为难以鉴别良恶性的平台期

肿瘤提供定量的数据上的参考值以帮助临床诊断。 

  

 

 
EP-2676 

腋窝淋巴结分析在乳腺疾病诊断中的价值探讨 

 
曾敏,胡茂能,刘亚 

合肥市第三人民医院 230022 

 

 目的 探讨在乳腺钼靶摄影中分析腋窝淋巴结的特点对于乳腺疾病诊断的价值。方法 对乳

腺疾病患者行乳腺钼靶检查，筛选出腋窝淋巴结显影者 46例，其中乳腺癌 20例，良性病变

26例，比较显影淋巴结的位置、数目、大小、密度、形态。结果 26例乳腺良性疾病的腋窝淋

巴结有 16例单侧显影，10 例双侧显影， 数目 2枚以上多发者 15例，直径≥1㎝者 13例，高

密度 6例，中等密度 20例，所有淋巴结边缘均未见分叶改变;20例乳腺癌的腋窝淋巴结有 12

例为双侧显影，8例单侧显影， 15例多发，直径≥1㎝者 13例，高密度 16例，边缘分叶状

改变 4例，实心圆 12例。两组间的淋巴结在密度上有显著统计学差异，在位置、数目、大小

上无统计学意义。同时在形态上乳腺癌的腋窝淋巴结以分叶和实变占明显优势。 结论 腋窝

淋巴结的密度和形态，与乳腺疾病的良恶性有一定的相关性，可以作为 2类疾病鉴别诊断的辅

助指标。 

  

 

 
EP-2677 

乳腺癌不同预后因素间 DCE-MRI 参照物模型定量参数 

的差异性研究 

 
李爱静

1
,潘宇宁

1,2
,陈斌

1
,夏建笔

1
,干放

1
,金银华

1
,郑建军

1
 

1.宁波市第二医院（原:宁波华美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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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评估乳腺浸润性导管癌各不同预后因素及分子亚型之间的定量参数的差异性。 

方法：选取经病理证实的浸润性导管癌 50例，术前均行 DCE-MRI检查。回顾性分析 MRI资

料，运用 DCE-MRI参照物模型测量药代动力学定量参数，包括病灶相对肌肉的容量转移常数

(RR Ktrans)、病灶的速率常数（kep）、病灶的 Ktrans 与肌肉的血管外细胞外间隙容积

（Ve）比值（Ktrans/ve）。从病理资料中获得与预后有关的参数，包括肿瘤大小、腋窝淋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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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状态、组织学分级、雌激素受体（ER）、孕激素受体（PR）、人类表皮增长因子受体(HER-2)

的表达状态。利用 Mann-Whitney U检验分析各定量参数与诸预后因素之间的差异性。 

结果：高级别、ER阴性、PR阴性患者的 RR Ktrans 值高于低级别、ER阳性、PR阳性患者

（P=0.033，0.020，0.033）。高级别、ER阴性、PR阴性患者的 kep值高于低级别、ER阳

性、PR阳性患者（P=0.030，0.023，0.021）。两组间 Ktrans/ve 值不具有统计学差异。三阴

性乳腺癌（TNBC）的 RR Ktrans和 kep均高于 Luminal型（P=0.030，0.029），而 Ktrans/ve

值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高级别、ER、PR阴性乳腺癌的定量参数 RR Ktrans、Kep较低级别、ER、PR阳性乳腺癌

高，预示乳腺癌预后差；利用 DCE-MRI参照物模型所得定量参数有助于预测乳腺癌的预后。RR 

Ktrans、Kep值有助于鉴别 Luminal型和 TNBC。 

 

 
EP-2678 

男性乳腺发育症的磁共振特征分析 

 
贾宇,何翠菊,罗娅红 

辽宁省肿瘤医院 110042 

 

[摘要] 目的：探讨磁共振诊断男性乳腺发育症的价值。方法：从辽宁省肿瘤医院病理数据库

中，收集从 2010年 1月到 2016年 12月共 8例诊断为男性乳腺发育的患者的磁共振特点进行

回顾性分析。分析病灶的大小，形态，常规 T1WI、T2WI图像以及 DCE-MRI和 DWI图像的特

点。结果：男性乳腺发育症的磁共振图像特点如下:肿物平均大小为 2.4 cm×1.7 cm，所有患

者在 T1WI图像上呈等信号，T2WI图像上呈混杂高信号。最常见的形态学特点为圆形或卵圆形

（5例），边界清晰（6例），TIC曲线多呈渐进型（6例），DCE-MRI上，所有患者呈不均匀

强化，其中环形强化 4例，5例呈轻度强化。DWI序列上，所有病灶呈高信号，ADC值均值为

0.00105±0.0966 mm
2
/S。所有病灶周围无增粗的血管。结论：磁共振检查除了可以提供病灶

的形态学信息外，还可利用功能成像（DCE-MRI及 DWI），对病灶的血流动力学及水分子的扩

散速率进行分析，提高诊断的正确率，可作为男性乳腺发育症的重要辅助检查手段。 

  

 

 

EP-2679 

磁共振影像表现、分子分型及前哨淋巴结对绝经前早期乳腺

癌患者术后远处转移风险的评估 

 
胡利平,刘岚 

江西省肿瘤医院/江西省第二人民医院 330029 

 

【摘要】目的  研究磁共振影像表现、分子分型及前哨淋巴结与绝经前早期乳腺癌患者术后

远处转移间关系。方法  回顾分析 2010--2015年间绝经前经手术证实为早期乳腺癌并 5年

内出现远处转移患者共 62例。所有患者均行乳腺磁共振平扫及动态增强扫描并记录病灶大

小、形态、边缘、时间-信号曲线（TIC）类型分类；根据免疫组织化学、荧光原位杂交检测结

果分为 Luminal A、Luminal B、HER-2过表达和三阴型；前哨淋巴结分为阴性及阳性两组。

分析磁共振表现、分子分型、前哨淋巴结情况与患者 5年内出现远处转移之间的相关性。结

果 磁共振影像测量病灶≤2cm 者 18例、＞2但≤5cm 者 44例；圆形、卵圆形及不规则形分

别占比 28.8％、32.2％、38.9％；边缘清晰及不清楚分别占比 64.5％、35.5％；TIC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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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型”、“流入型”、“流出型”分别占比 8.06％、32.3％、59.7％。Luminal A、

Luminal B、HER-2过表达和三阴型分别占比 11．3％16．1％、和 27．4％、45.2％。前哨淋

巴结阴性及阳性组分别占比 24.2％、75．8％。单因素分析示病灶大小、边缘、TIC曲线、分

子分型与前哨淋巴结情况与患者 5年内出现远处转移相关（P＜0.05）；多因素分析显示病灶

＞2cm、边缘清晰、“流出型”曲线、HER-2过表达型及三阴型、前哨淋巴结阳性患者具有较

高的术后 5年远处转移风险。结论 乳腺癌术前磁共振表现特征、术后分子分型及前哨淋巴结

情况与患者 5年内远处转移风险具有相关性。 

  

 

 

EP-2680 

MRI 动态增强时间-信号曲线、扩散加权成像及体素内 

不相干运动在乳腺良恶性病变鉴别中的价值 

 
胡利平,刘岚 

江西省肿瘤医院/江西省第二人民医院 330029 

 

【摘要】  目的  探讨 MRI动态增强时间-信号曲线（TIC）、弥散加权成像（DWI）、体

素内不相干运动（IVIM）在乳腺良、恶性病变鉴别中的诊断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

34例乳腺病变患者术前 MRI 影像资料，所以患者均行 MRI平扫及动态增强扫描（DCE-MRI）、

扩散加权成像(DWI)、体素内不相干运动（IVIM）扫描；通过后处理软件绘制 TIC并判断曲线

类型，DWI序列以 b值﹦1000 mm2/s进行扫描测量计算 ADC值，在 IVIM序列中，通过后处理

软件计算出病灶真实扩散系数 D值。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并绘制 ROC曲线检验诊断效能，统计

三者各自单独诊断诊断效能，分析 TIC类型与 ADC值联合、TIC类型与 D值联合应用在诊断中

敏感性、特异性、准确性的差异。 结果  术后病理良性病变 16例、恶性病变 18例。良性

病变组以“流入型”曲线（11/16）为主，恶性病灶多数为“流出型”曲线（14/18），两类曲

线对病灶良、恶性鉴别有意义（P＜0.05），而“平台型”曲线在两组病变中有重叠

（P>0.05）；良性病变组 ADC值（1.395±0.218）×10-3mm2/s，恶性病变组 ADC值

（0.824±0.201）×10-3mm2/s，二者比较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良性病变组 D 值

（1.15±0.18）×10-3mm2/s，恶性病变组 D值（0.75±0.15）×10-3mm2/s，恶性病变组 D值

明显小于良性病变组，两者具有显著的差异，具统计学意义（P＜0.05）；TIC类型与 D值联

合应用最具诊断优势，敏感性 99.1%、特异性 98.7%、准确性 100%，AUC(ROC曲线峰下面积)

为 0.99。 结论  MRI 动态增强 TIC类型、ADC值、D值在乳腺良恶性病变鉴别中均有价

值，TIC类型与 D值联合在诊断中具有最优诊断效能。 

  

 

 
EP-2681 

磁共振脂肪定量技术与扩散加权成像及动态增强扫描比较在

乳腺癌患者腋窝淋巴结转移诊断中的价值 

 
胡利平,刘岚 

江西省肿瘤医院/江西省第二人民医院 330029 

 

[摘要] 目的  探究磁共振脂肪定量技术(mDIXON-quant)在乳腺癌患者腋窝淋巴结转移诊断

中的价值，并与扩散加权成像及动态增强扫描相比较各自诊断效能。 方法 本研究共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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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例经病理证实的乳腺癌伴腋窝淋巴结肿大病例，淋巴结总数共 45个，术前患者均行磁共振

mDIXON-quant、弥撒加权成像（DWI）及动态增强扫描，通过 mDIXON-quant测得脂肪含量比

（fat fraction，FF）值，通过 DWI获得表观扩散系数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ADC)值，通过动态增强扫描获取时间-信号曲线(time-

intensity curves，TIC)并判断其类型。 结果 病理报告淋巴结阴性组（29/45）FF值

21.4±4.8%，淋巴结阳性组（16/45）FF值 6.2±2.7%，两组之间 FF值具有明显统计学差异

（p <0.05），阴性淋巴结组 FF值明显大于阳性淋巴结组。淋巴结阴性组 ADC值

（1.27±0.29）×10-3mm2/s，淋巴结阳性组 ADC值（0.85±0.18）×10-3mm2/s；阴性组 TIC

曲线以“流入型”曲线为主（20/29），而阳性组以“平台型”、“流出型”为主（14/16）；

ADC值及 TIC类型在两组病变鉴别中亦有统计学意义（p <0.05）。应用 FF值、ADC值、TIC

类型对两组病变进行判别，敏感性分别为（94%、81%、78%）、特异性分别为（80%、83%、

79%）、准确性分别为（85%、88%、81%）   结论 脂肪定量技术在判断乳腺癌腋窝淋巴结

转移中有着较高的敏感性，其特异性及准确性亦无明显减低，有较高的诊断效能。 

 

  

 

 
EP-2682 

乳腺叶状肿瘤的 X 线及超声表现 

 
于湛,张慧宇,刘丹青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00 

 

 

乳腺叶状肿瘤，病理分型为良性、交界性、恶性，预后差别很大。通过回顾性对比分析乳腺叶

状肿瘤的超声及 X线表现，对照病理结果,以期提高该病的诊断准确性。乳腺叶状肿瘤在的良

性、交界性、恶性，在肿块大小、形态、密度、边缘改变的乳腺 X 线及超声表现上差异不明显,

最终诊断仍需依靠病理学检查。  

 

 
EP-2683 

乳腺导管造影陷阱及其技术防范策略 

 
张雪琴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610041 

 

目的：回顾本院近三年的乳腺导管造影图像，分析出现的造影失败图像因素可能造成影像诊断

的陷阱，寻求技术解决方法，进而提高乳腺导管造影的一次性成功率，并且提升图像质量，以

满足临床诊疗。 

方法： 2013年 1月-2016年 12月期间的乳腺导管造影患者 2392例，一次性乳腺导管造影成

功 2255例，需要重新二次进行检查的乳腺导管造影有 137例，就两次造影图像的对比，对其

失败原因进行分类统计。 

结果：137例二次进行重新检查的乳腺导管造影图像中，有 42例为乳腺导管内容物干扰；有

37例为导管内有边缘光滑的圆形低密度影，可变形，不恒定的空气伪影，是未排尽针头内气

泡注入后造成的假性充盈缺损； 16例为注入造影剂过多，进入了腺泡，；10例为注入造影剂

过少；9例为进入组织间隙；7例为压力值过大，造成导管造影剂大量溢出，；7例为拍摄时

呼吸运动，导管管壁模糊重叠伪影；5例为误入其它导管；4例为乳腺导管开口过大，造影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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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溢出；分析两次受检图像基础上，提出能控制产生图像诊断陷阱的技术方法，针对患者个

性化制定应对方案进行二次造影，避免患者重复受检。 

结论：就前后两次乳腺导管造影的图像进行对比，对其失败原因分析，其因素有：1. 导管内

容物的是否被排尽，2.空气是否被彻底排 尽，3乳腺导管找寻的准确性， 4.注入造影剂量的

是否适中，5.压力值的控制，6.呼吸的配合等等，并且有效的针对不同的病人制定相适宜的个

性化检查方法，方能一次性受检成功，避免患者再次受检致重复辐射的可能，并且对乳腺导管

造影图像质量控制尤为重要。 

 

 
EP-2684 

MRI 评价乳腺癌腋窝淋巴结转移的价值 

 
罗芳 

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530000 

 

 

摘要：目的 探讨乳腺癌患者术前采用核磁共振(MRI)检查对腋窝淋巴结转移判定的临床价

值。方法 选择 2012年 3月~2016年 12月在我院确诊乳腺癌的 94例患者进行术前 MRI 检

查，根据病例结果分为阴性组 73例和阳性组 21例。由 2名有经验的影像科医师阅读 MRI，评

价同侧腋窝淋巴结的大小、形态、边缘、表观弥散系数(ADC)、时间-信号强度曲线(TIC)。结

果 (1)MR形态学分析淋巴结短径和长径之比与腋窝淋巴结转移呈正相关性(P<0.05);(2)两组

ADC及 TIC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乳腺癌淋巴结短径及长径之比越大,其腋

窝淋巴结转移可能性越大，形态不规则、边缘模糊且信号不均匀，同时有 ADC值偏低及 TICⅢ

型曲线，淋巴结转移可能性越大，且提示预后不良。 

 

 

EP-2685 

乳腺浸润性导管癌的 MRI 背景实质强化、钼靶乳腺密度与组

织病理学特征的相关性研究 

 
汪飞,朱娟 

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安庆医院 246003 

 

目的：通过对乳腺浸润性导管癌的 X线钼靶摄影乳腺密度（mammographic breast density，

MGD）和乳腺磁共振动态增强的背景实质强化（background parenchymal enhancement，BPE）

进行分析，探讨其与乳腺浸润性导管癌组织病理学特征之间的相关性。 

方法：收集本院经手术或穿刺病理证实的 138个女性乳腺浸润性导管癌病灶，均经 X线钼靶摄

影和 3.0T磁共振动态增强扫描，两名放射科医生根据 BI-RADS分级标准对 MGD和 BPE 进行分

析并取得一致意见，将 ACR1、2类归为低级 MGD（乳腺腺体占乳腺比例小于 50%）、ACR3、4

类归为高级 MGD（乳腺腺体占乳腺比例大于 50%），将几乎没有和少量背景强化归为低级

BPE、中等及显著背景强化归为高级 BPE。研究 MGD和 BPE之间的关系，并对组织病理学指标

PR、ER、HER2及分子亚型等与 MGD和 BPE分级之间进行比较分析。分别应用 Spearman秩相关

及秩和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通过对浸润性导管癌患者的绝经状态、T分期、N分期、病理分级、ER、PR、HER2 及乳

腺癌分子亚型等指标进行分析，绝经前女性和绝经后女性的 MGD和 BPE之间均无相关性，绝经

前女性均具有高级 MGD和高级 BPE，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T分期、N分期及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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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级在低级及高级 MGD和 BPE之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R阳性和 ER阳性患者具有高级

MGD，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PR阳性患者具有中等和显著的 BPE（P﹤0.05）；

三阴性（PR、ER、HER2均阴性）乳腺癌患者与其他两类分子亚型比较，具有高级 MGD和 BPE。 

结论：MGD和 BPE与组织病理学特征之间具有一定相关性，可纳入影像诊断乳腺浸润性导管癌

的综合性评价指标之一，但不能作为唯一特征进行评估。 

  

 

 

EP-2686 

钼靶阴性乳腺癌患与阳性患者的动态增强 MRI 灌注参数对比

研究 

 
董盼盼,刘玉林 

湖北省肿瘤医院 430079 

 

 

钼靶阴性乳腺癌患与阳性患者的动态增强 MRI灌注参数对比研究 

摘要：目的 探讨钼靶阴性与阳性乳腺癌患者的动态增强 MRI定量灌注参数特征，提高诊断准

确率。 

方法 回顾性分析 30例乳腺癌的 MRI灌注参数，其中钼靶阳性 16例，钼靶阴性者 14例。定量

参数（ktrans,kep,ve,IAUC）各组预后因子包括:腋窝淋巴结、雌激素受体（ER）、孕激素受

体（PR）、Ki-67、p53、E-钙粘附素和表皮生长因子受体 2（HER2）。Fisher的精确测试用来

比较两组间各种预后因子的差异。应用 Mann Whitney U检验用来比较两组间的定量参数。

Spearman相关系数用来研究灌注指标和四个因素之间的关系，年龄，肿瘤大小，Ki-67和

p53。 

结果 年龄、肿瘤大小、各组预后因子二组之间无差异（P=0.324）。IAUC值、KEP值两组之间

有显著差异（P=0.045 P=0.048）钼靶阳性组 ktrans、ve高于阴性者（P=0.291）但没有显著

差异。钼靶阴性组 VE与 P53，Ktrans和 VP 与 Ki-67显著相关（P＜0.05）钼靶阳性组，只有

kep与年龄显著相关 

结论 钼靶阴性组和阳性组乳腺癌的灌注参数中 KEP、IAUC 值有统计学意义。 

  

 

 
EP-2687 

扩散峰度成像模型与传统 DWI 模型对乳腺癌诊断价值 

对比研究 

 
杨嘉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 200080 

 

摘要：目的：比较扩散峰度成像 DKI模型与传统单指数弥散加权 DWI模型参数在乳腺良恶性病

变鉴别诊断中的价值，并探索各参数与乳腺癌分子亚型和预后因素之间的相关性。方法：回顾

性研究 64例行 DKI（b＝0，500，1000，1500，2000，2500，3000 s／mm
2
）及传统 DWI（b＝

0，1000 s／mm
2
）扫描的乳腺病变患者，比较乳腺良、恶性病变组 DKI参数（平均扩散峰度 MK

和平均扩散率 MD）及传统 DWI参数（表观弥散系数 ADC）的诊断效能，并分析 MK、MD 及 A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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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与乳腺癌分子亚型和预后因素的相关性。结果：良恶性组间 MK、MD及 ADC值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P<0.05）；MK、MD 及 ADC值的 ROC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897、0.827及 0.776。根据

约登指数确定最佳诊断切点值，MK值判断乳腺良恶性病变的灵敏度、特异性及准确性最高，

分别为 83.3%、85.3%及 84.4%，三个参数联合可将 AUC提高至 0.935。雌激素受体（Estrogen 

receptor，ER）阳性病灶 MK高于阴性（P＝0.024）。相关分析结果显示：ER与 MK值成低度

正相关（r＝0.417，P＝0.022），其余预后因素与各参数间均无明显相关性（P>0.05）。各分

子亚型间 DKI及 DWI参数均无明显差异（P>0.05）。结论：DKI模型及传统 DWI模型的参数

MK、MD及 ADC值均可以对乳腺良恶性进行鉴别诊断，其中 DKI模型的 MK值的诊断效能最大。

DKI模型参数与预后因素间存在一定相关性。 

 

 
EP-2688 

呼吸控制在乳腺导管造影中的应用 

 
杨帆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610041 

 

 

方法：采用西门子钼靶机，皮肤消毒用品 1份；特制钝头乳腺导管造影针 1套；5～10 ml 空

针管 2 只；非离子型造影剂碘海醇 5 ml。在完成普通钼靶常规正侧斜拍片后，找到溢乳导管

的开口注射入大约 1~2ml造影剂。再行造影后摄片，压迫力度不宜过大以免挤压出造影剂影响

造影效果。摄片时嘱患者闭气：轻吸一口气闭上。在图像上观察屏气以后的乳腺平片:乳腺皮

肤连续，造影导管未见中断或模糊不清以及错层。 

结果：结果：13例未进行屏气的，图像显示乳腺皮肤连续性较差，导管分支不连续或错开，

这些患者全部嘱屏气后再摄片，图像清晰程度明显提高。其中获得优质图像 61例， 2造影剂

进入腺泡影响诊断效果。8 例患者导管未见异常征象，占 13.1%；34 例患者单纯型乳内导管扩

张，占 55.7%；17 例患者乳内导管增粗、扩张并伴有充盈缺损或充盈中断，占 27.8%，提示导

管病变。 

结论：结论：屏气减少了乳腺钼靶的重照次数,使图像变得清晰,有效提高了乳腺钼靶造影的图

像质量，更多还原真实的乳腺导管造影的细节。因乳腺钼靶摄片采用软射线，照片时间相对常

规 X线摄影时间长，所以在实际乳腺摄片工作中屏气能很大提高图像质量 

 

 

EP-2689 

乳腺叶状肿瘤的 MRI 表现与病理对照研究  

 
徐茂林

1
,李芳

1
,谢东

2
,刘玉林

1
 

1.湖北省肿瘤医院 

2.广西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目的：探讨乳腺叶状肿瘤（PT）的 MRI形态及功能学表现及其与病理学特征的相关性。方法：

回顾性分析 26例经手术病理证实的乳腺叶状肿瘤的临床及 MRI资料，观察病灶的形态、边

界、最大径、T2WI内部信号、内部分隔、增强信号、ADC值及时间信号曲线类型，并与其病理

结果进行对照分析。结果：26个 PT病灶中，组织学分级为良性、交界性、恶性者分别为 8

（30.8%）,11（42.3%），7（26.9%）例；分叶状 22例（84.6%），卵圆形 4例（15.4%）；边

界清晰者 19例（73.1%），模糊者 6例（26.9%）；病灶最大径为 1.91～14.73cm；T2WI内部

信号均匀者 2例（7.7%），不均匀者 24例（92.3%）；T2WI内部有低信号分隔者 17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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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4%），无分隔者 9例（34.6%）；增强信号均匀者 6 例，不均匀者 20例；ADC值范围为

（0.92～1.72）×10
-3
mm

2
/s；时间信号曲线类型中，11例呈 I型（42.3%），11例呈 II型

（42.3%），4例呈流出型（15.6%）。良性、交界性及恶性组的病灶 ADC值、T2WI低信号分隔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而病灶的其余征象在不同组织学分级组间均无明显差异（P
均>0.05）。结论：乳腺 PT 的 MRI表现具有一定的特征性, 病灶 ADC值、T2WI低信号分隔与

其组织学分级有特定的相关性。 

  

 

 
EP-2690 

男性乳腺结节良恶性分析 

 
张瑞,董越 

辽宁省肿瘤医院 110042 

 

目的  探讨男性乳腺结节良恶性影像学特点 

材料和方法   本研究为临床回顾性研究。从辽宁省肿瘤医院收集 1年内经影像学发现乳腺

结节的男性患者 9名，年龄 35-68岁，平均为 52.7岁。所有患者均进行至少两项影像学检查

（钼靶、超声、CT、MR）并均病理穿刺活检。其中有 2例患者为乳腺转移瘤，1例为浸润性导

管癌，6例为良性病变（2例炎性肉芽肿性病变，1例炎症伴局灶脓肿，1例纤维上皮肿瘤样

变,1例为导管上皮细胞非典型增生）。对收集的影像资料对照病理结果进行分析总结,评价男

性乳腺结节在影像学诊断的价值。 

结果  9例患者都为单发病灶，全都位于乳头后方，其中 2例位于右侧乳腺，7例位于左侧乳

腺。结节大小在 10-20mm范围内，仅 1例大小约 88mm（恶性）。 

钼靶检查（3例）：1例呈高密度分叶状，边界清楚，周边见环状低密度影；2例不规则，其

中 1例肿块密度局部增高，内缘欠清，见少许毛刺，肿块内见集簇状微钙化，伴周围结构扭曲

（恶性）；另 1例密度欠均匀，脂肪密度为主，边界欠清，周围结构正常。 

CT检查（9例）：表现为乳内软组织肿块影，密度欠均匀，5例病灶边界不清，其中 3例周围

有晕，2例周围有少许腺体分布。仅 1例患者腋窝可见肿大淋巴结。 

超声检查（4例）：1例表现为中等回声，卵圆形，长轴平行于皮肤，后方无声影，内无异常

血流信号。3例为低回声，分叶状，边界欠光整，周边见少许血流信号，局部见等回声，其中

2例后方回声增强，1例后方呈混合回声伴回声减弱。 

MR增强（4例）：ADC值>0.001mm2/s，3例，边缘多不光整，其中 1例增强呈均匀环形强化，

1例呈不均匀环形强化，1例见不规则强化结节；ADC值<0.001mm2/s，1例，呈长 T2信号不规

则肿块影，信号不均匀，边缘毛糙，增强不均匀强化，TIC 曲线初始相呈快速强化，延迟期呈

平台型。 

结论 结合结节形状、边缘、密度、钙化、ADC值及强化方式可以对结节进行良恶性鉴别。 

 

 

EP-2691 

3.0T 磁共振在乳腺癌腋窝淋巴结转移诊断中的应用 

 
敬文波,刘艳 

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830011 

 

[摘要] 目的：评估 3.0T磁共振（magnetic resonance，MR）在诊断乳腺癌腋窝淋巴结转移中

的应用价值，为临床分期及手术方案的选择提供依据。方法：选取在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2107 

 

院行西门子 3.0T核磁共振平扫及动态增强扫描，并经病理确诊的 298例乳腺癌患者，根据前

哨淋巴结活检或腋窝淋巴结清扫的病理结果，分为淋巴结有转移组 97例和无转移组 201例，

对比研究两组淋巴结的长径、纵横比、T2WI STIR序列脂肪门有无消失及表观扩散系数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ADC）值与是否发生转移的相关性。结果：淋巴结长径

≥1.0cm、纵横比≤1.5 者发生转移的比例明显高于淋巴结长径<1.0cm、纵横比>1. 5者，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T2WI STIR序列淋巴脂肪门消失与病理发现淋巴结有转移的吻合

度相对较差（P=0.09），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在 b值为 1000s/mm
2
时，表观扩散系数（ADC）值

在淋巴结转移组平均为 1.073 ×10
- 3
mm

2
/s，明显低于淋巴结无转移组（平均值为 1.448×10

- 

3
mm

2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以 1.200×10

- 3
mm

2
 为 ADC诊断阈值，其诊断的灵敏

度为 90.1%，特异度为 78.3%。 结论：3.0T磁共振（MR）在鉴别乳腺癌腋窝淋巴结是否发生

转移具有较高的诊断价值，分析浸润性乳腺癌患者腋窝淋巴结的 MRI征象，可有效检出淋巴结

的转移情况；当淋巴结长径越大、纵横比越小，其发生转移的可能性越大；T2WI STIR序列淋

巴脂肪门消失诊断腋窝淋巴结发生转移的效能相对较低；ADC值低于 1.200×10
- 3
mm

2 
时发生转

移机率较高，且具有很好的敏感性及较高的特异度；淋巴结长径≥1.0cm、纵横比≤1.5 及 ADC

值低于 1.200×10
- 3
mm

2 
均是预测腋窝淋巴结转移的良好参考指标。 

 

 
EP-2692 

乳腺 MR 检查及后处理规范 

 
郭丽,秦乃姗,姜原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00034 

 

【目的】分析总结既往文献及临床经验，规范化乳腺 MR检查及后处理方法。 

【方法】根据临床经验，查阅文献及乳腺 MRI检查共识，对乳腺 MR检查的设备要求、摆位方

法、扫描技术及后处理方法进行分析，总结规规范化的乳腺 MR检查及后处理方法。 

【结果】1、乳腺 MRI设备要求：磁场强度≥1.5T，使用乳腺专用线圈。2、摆位方法：俯卧

位、双臂上举，双乳自然下垂于线圈中心，胸骨位于线圈中线上。3、MR检查：平扫使用薄层

采集，动态增强扫描使用 3D容积扫描，扫描扫描总时间>7min，每次采集 1-2min，可选做 DWI

序列。4、后处理方法：根据动态增强扫描做出病变的 TIC曲线，并进行剪影与 MIP重组，测

量病变径线，根据 DWI图像应用最小 ADC法测量病变的 ADC值及重建 ADC图。 

【结论】规范化的乳腺 MR检查包括：选择≥1.5T MR 设备，使用乳腺专用线圈，正确摆位，

扫描序列包括 T1WI、FST2WI、DCE、DWI，后处理包括 TIC、剪影、3D-MIP、ADC。 
  

 

 
EP-2693 

恶性微钙化病变的 x 线，超声及 MR 表现 

 
李二妮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00021 

 

目的 探讨恶性微钙化病变的影像学表现包括 X线，超声及 MR。材料与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

年 1月至 2016年 10月有手术病理证实的 80例患者资料，均行乳腺 X线摄影、超声及 MR检

查，X线表现为微钙化且诊断 BI-RADS 3-5类，术前行 X线导引下金属丝定位。结果 共 83个

病灶，3例为双侧乳腺。病理：导管内癌 44个(低级别 5个，中级别 10个，高级别 21个)，

未分类 8个），导管内癌伴微浸润 3个，浸润性癌 7个，浸润性癌伴导管内癌 27个，小叶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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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 2个。X线表现：14个伴局部密度增高，1个伴肿块，余 68个为单纯钙化。钙化的范围 3-

88mm，中值 23mm. x线诊断 BI-RADS 4类 62个，其中 4a 4 个，4b 21个，4c 37个，5类 21

个。超声表现：未见异常 34个，良性及良性可能大 6个，24个不除外癌，19个警惕恶性，敏

感性 51.8%（43/83）。MR表现：非肿块样强化 57个；肿块 16个，除双侧乳腺较对称背景强

化外未见异常强化 10个。诊断 BI-RADS 1类 1个，2类 8个，3类 2个，4类 22个，5类 50

个。MR上可测量病灶 73个，范围 7-100mm，中位数 41mm。MR假阴性 11个，DCIS 8个（低级

别 3个，中级别 1个，高级别 3个，未分类 1个），1个 DCIS伴微浸润，2个浸润性癌伴

DCIS。MR的敏感性为 86.7%(72/83)。超声联合 MR敏感性 89.2%（74/83）。X线钙化范围与

MR范围具有较好的一致性（Pearson的 R=0.74，p=0.000）。结论 对于恶性微钙化病变的诊

断，MR联合超声及单独 MR 敏感性不满意，仍以 x线为主。X线上钙化灶范围与 MR上病变范围

具有中等一致性。 

 

 
EP-2694 

IVIM 模型及定量 DCE-MRI 早期预测乳腺癌新辅助 

化疗疗效的价值 

 
孙赛花,周纯武,李静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00021 

 

【目的】：探索扩散加权成像体素内不相干运动（intravoxel incoherent motion,IVIM）模

型及定量动态对比增强（dynamic contrast enhancement,DCE）MR在疗前及化疗一周期后预

测局部进展期乳腺癌患者新辅助化疗疗效方面的价值。 

【方法】：2015年 6月至 2016年 6月期间在我院就诊的 28例新辅助化疗的局部进展期乳腺

癌患者，新辅助化疗前及化疗一周期后均进行多 b值扩散加权成像（DWI）及多期动态增强

（DCE-MRI）扫描。利用 GE AW4.6 工作站对图像进行后处理，生成 IVIM模型得到参数 D、D* 

及 f，在同一层面测量定量 DCE-MRI的 K
trans

、Kep和 Ve。根据治疗后手术病理结果分为组织学显

著反应组（major histological response,MHR）和组织学非显著反应组（non-major 

histological response,NMHR）两组，利用 t检验或非参数检验的方法，比较化疗前和化疗一

周期后两组间参数的差异。通过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分析化疗前及化疗 1周期后不同参数

预测化疗疗效的诊断效能。 

【结果】：化疗前及化疗一周期后 IVIM模型参数、化疗前及定量 DCE-MRI参数在组织学显著

反应组及组织学非显著反应组间差异并无统计学意义。化疗一周期后 K
trans

值组织学显著反应

组和组织学非显著反应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35）。化疗一周期后 IVIM模型 D*值及

定量 DCE的 K
trans

、Kep值的预测效能均较化疗前明显提高，以 K
trans

值的预测效能最大。 

【结论】：化疗一周期后 IVIM模型各参数不能区分组织学显著反应组和组织学非显著反应

组，不能用于早期评价疗效。化疗一周期后定量 DCE参数对于疗效评价具有潜在价值，以 K
trans

值疗效评价效能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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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695 

动态增强 MRI 对乳腺癌与乳腺腺病的诊断价值 

 
赵子凤 

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总医院 030003 

 

摘要：目的 探讨动态增强磁共振成像（DCE-MRI）对乳腺癌与乳腺腺病的诊断价值 材料与方

法 分析手术后病理证实的 30例乳腺癌的 MRI影像资料，包括病灶的形状、边缘、信号特点、

强化方式、时间-信号强度曲线（TIC）类型、早期强化率(EER )及病灶的表观扩散系数(ADC)

值。 结果 乳腺腺病和乳腺癌的形状特点、T2WI信号特点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增强扫描乳腺癌多呈不均匀强化，乳腺腺病呈均匀或不均匀强化，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动态增强扫描，乳腺癌多表现为 TIC流出型，EER多表现为快速流入，乳腺

腺病多表现为流入型或平台型，EER多表现为缓慢或中速流入，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乳腺癌与乳腺腺病 ADC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动态增强磁共

振成像（DCE-MRI）对乳腺癌与乳腺腺病的鉴别诊断癌具有重要的价值。 

  

 

 
EP-2696 

MRI 灌注参数与乳腺癌分子亚型的相关性研究 

 
孙赛花,周纯武,李静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00021 

 

  

【目的】：探究 MRI灌注参数(K
trans

、Kep、Ve)与乳腺癌不同分子亚型间的相关性。 

【方法】：收集 2014年 5月至 2016年 6月期间经病理穿刺证实为乳腺癌患者共 91例。所有

患者均进行核芯针穿刺，检测免疫组化指标 ER、PR、HER-2及 Ki-67的表达状态，对 HER-

2(++)者行免疫荧光原位杂交法（FISH）检测，以此将乳腺癌分为 Luminal A、Luminal B、

HER-2过表达型和三阴乳腺癌（TNBC）四个亚型。所有患者均在穿刺前行乳腺 MRI检查。用 GE 

AW4.6工作站对图像进行后处理，生成定量 DCE-MRI的 K
trans

、Kep、Ve。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或

Mann-Whitney U检验比较 ER、PR、HER-2、Ki67不同表达状态时 DCE-MRI各参数的差别。对

于不同分子亚型之间定量 DCE-MRI参数行多个样本非参数检验进行比较。 

【结果】：乳腺 MR图像上的病变分布、病变大小在不同分子亚型间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HER2过表达型以多灶分布居多(50%)，而其余分子亚型病变分布以单灶型为

主。Luminal A型病灶多偏小(71.4%)，而其余分子亚型病变多偏大。ER、PR、HER-2、Ki67不

同表达状态时定量 DCE-MRI 各参数（K
trans

、Kep、Ve）各组间差异并没有统计学意义（P﹥

0.05）。LuminalA、LuminalB、HER2过表达型、三阴型各型间定量 DCE-MRI参数差异并无统

计学意义。 

【结论】：HER2过表达型病变以多灶分布者居多，Luminal A型病变小于或等于 2cm的居多，

与其它分子亚型相比，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定量 DCE-MRI的参数不能预测

ER、PR、HER2、Ki67的表达状态，亦不能区分乳腺癌不同的分子亚型。 

【关键词】：乳腺癌；灌注参数；分子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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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697 

MRS 复合胆碱定量在鉴别乳腺肿瘤良恶性中的应用 

 
高佳音 

北京医院 100730 

 

目的：探讨乳腺肿瘤中复合胆碱浓度对鉴别病变良恶性的价值。材料和方法：研究对象为最短

径大于 1cm的乳腺肿瘤 36例，包括 27例乳腺癌及 9例纤维腺瘤。对 36例乳腺肿瘤病人进行

乳腺 MRS采集，采用外参照法对乳腺肿瘤中的复合胆碱浓度进行定量（利用校对公式以胆碱模

型中的胆碱浓度为参照计算出乳腺肿瘤中复合胆碱的浓度）。比较良恶性乳腺肿瘤的复合胆碱

浓度。ROC曲线分析用复合胆碱浓度鉴别肿瘤良恶性的价值。结果：乳腺癌组的复合胆碱浓度

为 4.28±2.93mM；纤维腺瘤组的复合胆碱浓度为 0.09±0.27mM；二者有显著统计学差异。应

用 MRS胆碱浓度判断乳腺肿瘤良恶性的 ROC曲线下面积为 0.979±0.24，若以 0.99mM作为良

恶性病变之间的阈值则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 96.3%、100%。结论：应用复合胆碱浓度来鉴别

乳腺肿瘤的良恶性是可行的，对于病灶短径大于 1cm的肿瘤有较高的敏感性和特异性。 

  

 

 
EP-2698 

乳腺 X 线摄影与 MRI 增强检查在乳腺疾病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阚杨杨,罗娅红 

中国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110042 

 

摘要：目的:比较乳腺 X线摄影与磁共振增强检查在乳腺病变中的诊断价值比较。方法:回顾分

析 2015年 1月至 2017年 1月 107例乳腺疾病病人的影像学资料,所有病人均进行乳腺 X线摄

影与 MRI动态增强检查,按照美国放射学会推荐的"乳腺影像报告和数据系统"(BI-RADS)进行分

类,以手术病理诊断为金标准,应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评价不同检查方法及联合检测的

价值。结果:156例病人共检出 170个病灶,以 BI-RADS分级 4类以上为检查阳性,结果显示 MRI

增强检查的灵敏度优于乳腺 X线摄影(96.07%比 81.23%,P=0.003),而其特异度不低于乳腺 X线

摄影 (P=0.274)。ROC分析结果显示,MRI增强检查的曲线下面积明显大于乳腺 X线摄影(0.929

比 0.889,P=0.001),而联合 2种检查方法曲线下面积最大,明显大于单独行乳腺 X线摄影

(P=0.001)、MRI增强检查(P=0.008)。结论:MRI增强检查在有症状的乳腺疾病病人中的诊断价

值高于乳腺 X线摄影,联合运用 2种检查方法,诊断价值可进一步提高。 

  

 

 

EP-2699 

非肿块与肿块型乳腺浸润性导管癌与预后因子的相关性差异 

 
徐筑津 

北京医院 100730 

 

目的：探索非肿块型乳腺癌与临床-病理预后因子的相关性，并与肿块型乳腺癌比较。材料和

方法：回顾性分析 88例经组织病理学证实的乳腺浸润性导管癌（IDC）的 MRI及病理表现。2

名放射医生根据 BI-RADS术语将乳腺癌的增强后形态类型分为肿块及非肿块，判断非肿块乳腺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2111 

 

癌的分布及内部强化特点。2名病理医生根据改良 Bloom and Richardson 标准评价 IDC的组

织学分级，评价是否存在导管原位癌（DCIS）、淋巴结转移、血管侵犯，评价雌激素受体

（ER）、孕激素受体（PR）、HER-2、p53肿瘤抑制基因（p53）、Ki-67的表达状态。kappa

分析读者间一致性。卡方检验及 Spearman秩相关分析评价增强形态特点与年龄、病变大小和

上述病理预后因素的相关性。P界值 0.05。结果：读者间读片一致性良好，kappa> 0.75。MR

增强后形态类型与年龄显著相关（P=0.02），非肿块型更易见于年龄小于 50岁者。非肿块型

乳腺癌的最大径线大于肿块型（P = 0.001）。非肿块型与低级别 IDC及存在 DCIS有显著的

相关性（P=0.003，P＜0.001），增强形态类型与淋巴结状态、血管侵犯、ER/PR/HER-

2/p53/Ki-67状态无显著相关性。集簇状非肿块较非集簇状非肿块组织学分级跟高

（P=0.011）。非肿块型分布特点与预后因子无相关性。结论：非肿块型 IDC虽然常较肿块型

大，但由于与低级别 IDC及 DCIS显著相关，预后并不一定差于肿块型 IDC。集簇状非肿块较

非集簇状非肿块 IDC预后更差。 

  

 

 
EP-2700 

功能磁共振成像早期评估乳腺癌新辅助化疗疗效的临床研究 

 
高佳音 

北京医院 100730 

 

目的 评价功能磁共振成像，包括磁共振波谱（MRS）、动态增强（DCE）、扩散加权成像

（DWI），在早期评估乳腺癌新辅助化疗( NCT)疗效方面的价值。方法 收集已确诊为乳腺癌

（T分期在 T1c以上者）并将进行 NCT者 21例。患者在全部化疗疗程结束后均进行手术治

疗。根据手术后病理组织学切片，将患者分为化疗显著有效组（R）和非显著有效组(NR)。所

有患者均进行 2次 MRI检查，分别在化疗前 1周内及化疗第 1疗程结束后 3周内（化疗第 2疗

程开始前）进行，包括 MRS、DCE和 DWI。观察四项指标：MRS的复合胆碱浓度（tCho）、DCE

中的时间-信号强度曲线、DWI中的表观扩散系数（ADC）和 DCE中的病灶大小。比较化疗前及

化疗 1个疗程后病灶四项指标的变化；绘制 ROC曲线并分析这四种指标的敏感性、特异性、阳

性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值等。结果  21例中 R组 18例，NR组 3例。化疗后与化疗前相比，R

组 tCho浓度、曲线类型、ADC及病灶大小的变化均有统计学意义，但 tCho浓度出现变化的时

间最早，其次为曲线类型、ADC和病灶大小。NR组中这四项指标均无显著变化。这四项指标的

ROC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981、0.833、0.722、0.630；应用 tCho 浓度降低 35.84%、DCE曲线

类型变化、ADC升高 1.17%及病灶缩小 3.71%来预测化疗有效的敏感性、特异性及阳性预测值

分别为 94.44%/100%/100%、66.67%/100%/100%、44.44%/100%/100%、

55.56%/66.67%/90.91%。结论 功能磁共振成像可用于早期评估 NCT疗效；MRS tCho浓度、

DCE时间-信号强度曲线类型、ADC及病灶大小的变化均有较好的阳性预测值，但是它们的敏感

性依次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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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701 

利用 1H MRS 进行在体乳腺癌中复合胆碱外参照法定量的研究 

 
周意明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100020 

 

目的：探讨如何用外参照法利用氢质子磁共振波谱（
1
H MRS）对在体乳腺癌中的复合胆碱进行

绝对定量。材料和方法：配制 5个不同浓度的胆碱测试模型及一个胆碱校对模型。在基本相同

的条件下，对各测试模型的同一位置进行 MRS采集，统计胆碱峰峰下面积与胆碱浓度之间是否

呈线性相关。对水模进行 T1WI成像，绘制不同位置信号强度的变化曲线。对同一校对模型的

同一位置采用不同大小的体素进行 MRS采集，统计体素大小与胆碱峰峰下面积是否呈线性相

关。测量胆碱测试模型及校对模型中胆碱的 T1及 T2值。验证胆碱浓度绝对定量的校对公式。

对 7例乳腺癌病人进行乳腺 MRS采集，利用校对公式以胆碱校对模型中的胆碱浓度为参照计算

出乳腺癌中复合胆碱的浓度。结果：胆碱测试模型的胆碱峰峰下面积与胆碱浓度之间呈线性相

关。同一模型同一位置胆碱峰峰下面积与体素大小呈线性相关。测试模型及校对模型中胆碱的

T1及 T2值分别为 1902.5/1032.8、2426.3/989.4。利用校对公式估计出的校对模型的胆碱浓度

为 2.4±0.6mM（均值±标准差），与校对模型的实际浓度比较二者无显著差异（t＝0.5，

P>0.05）。7例乳腺癌中的复合胆碱浓度为 3.64±2.52mM。结论：外参照法是进行乳腺癌中复

合胆碱浓度定量的可行及可靠的方法。 

  

 

 

EP-2702 

青年与中老年乳腺浸润性导管癌ＭＲ增强形态类型的差异及

病理基础初探 

 
徐筑津

1
,徐筑津

1
 

1.北京医院 

2.北京医院 

 

目的：探讨乳腺浸润性导管癌ＭＲ增强形态类型与年龄的相关性及其病理基础。材料和方法：

收集经病理学证实的乳腺浸润性导管癌９７病例，均进行了ＭＲ动态增强检查。2名放射科医

生独立阅片确定肿瘤 MR增强后形态类型（肿块／非肿块样强化）及大小。2名病理科医生确

定浸润性导管癌成分的组织学分级及肿瘤内是否含有导管内原位癌（DCIS）。将患者按年龄分

青、中、老年三组：３０－４０岁（含），４０－６０岁（含），６０岁以上。分析ＭＲ增强

形态类型与年龄段的相关性、青年与中老年ＭＲ增强形态类型是否有显著差异，肿块与非肿块

型乳腺癌病变大小、浸润性导管癌成份组织学分级及 DCIS 存在与否的差异性。结果：MR增强

形态类型与年龄显著相关（P =0.000）；40岁（含）以下青年中的非肿块型乳腺癌比 40岁以

上中老年的明显增多（P =0.000）。非肿块型乳腺癌大小大于肿块型（P =0.022）。非肿块型

乳腺癌中病理含 DCIS者明显多于肿块型乳腺癌（P =0.000），且前者浸润性导管癌成分的组

织学分级明显低于后者（P =0.006）。结论：非肿块型乳腺癌更易发生于青年,而中老年更易

发生肿块型乳腺癌。虽然非肿块型乳腺癌病变范围常较大，但因与存在 DCIS显著相关且其浸

润性导管癌成分组织学分级相对较低，恶性程度未必差于肿块型乳腺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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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703 

乳腺囊实性病变的 MRI 影像特征分析 

 
邱立艳 

宁波市第二医院 315000 

 

目的 探讨乳腺囊实性肿块结节的 MRI影像特征和诊断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手术及病理证实的 21例乳腺囊实性肿块结节的影像表现，总结病变的形态

学特点、其在 T2WI、扩散加权成像上的特点，血液动力学表现，探讨其特征及 MRI诊断价

值。   

结果 结节型导管内乳头状瘤 3例，葫芦状改变或分叶，边界欠清 1例，边界清楚 2例，表

现为多囊状扩张的导管内实性壁结节，结节可向扩张的导管腔内外生长，弥散受限轻度、中

度、不受限各 1例，时间-信号曲线流出型 3例；导管内乳头状癌 2例，均边界欠清楚，分叶

1例，不规则形态 1例，弥散均中度受限，时间-信号曲线均流出型；囊肿伴附壁肉芽结节形

成 6例，壁结节多较规则，边界多清楚，弥散均不受限，壁结节 TIC平台型 4例，渐进型曲线

2例；浸润性导管癌 2例，边界清楚 1例，欠清楚 1例，弥散受限较明显 2例，流出型曲线 1

例，平台型曲线 1例；粘液腺癌 8例，边界均较清楚，T2WI信号明显整体增高 8例，弥散多

不受限，增强后强化多不明显、少许小结节或间隔状强化，TIC平台型为主。 

结论 乳腺囊实性肿块结节的组织学类型多样，MRI影像学有一定特征，对术式选择和指导治

疗有重要价值。 

  

 

 
EP-2704 

乳腺叶状肿瘤影像表现分析 

 
周意明 

北京朝阳医院京西院区 100043 

 

目的  探讨乳腺叶状肿瘤的 X线、超声及 MRI的 BI-RADS 表现，以期提高对该病的影像诊断

能力。资料和方法  搜集 2004年至 2011年经手术病理证实的乳腺叶状肿瘤 18例(20 个病

灶)，其中良性 6例，交界性 5例，恶性 7例。13例行乳腺 X线摄影检查，13例作乳腺超声检

查，4例行乳腺 MRI检查，1例仅有术前胸片检查。1例患者为单侧乳腺多发（3个）肿瘤，余

17例为单发。按照 BI-RADS 术语，回顾性分析其影像表现及病变分类，并与大体及镜下病理

表现对照。结果  18例无论良性、交界性还是恶性，影像主要表现为：分叶状肿块；边界

清楚；小于 5cm肿块回声（或信号）多较均匀，而大于 5cm者因囊变易回声（或信号）不均

匀；血供丰富；未见钙化；未侵犯乳头及皮肤；未见腋窝淋巴结转移。交界性及恶性者 MRI动

态增强曲线为 III型，扩散加权成像表现为高信号，波谱见胆碱峰。BI-RADS病变分类多为 4

类。结论  BI-RADS将不同的影像方法中的病变表现，按照统一术语描述并分类，利于病变

影像结果的综合比较；按照该描述系统，乳腺叶状肿瘤在影像上有一定的特征性的表现，MRI

功能成像可能有助于诊断非良性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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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705 

乳腺 MR 波谱在新辅助化疗早期评估乳腺癌化疗效果的研究 

 
高佳音 

北京医院 100730 

 

目的 应用
1
HMR波谱（MRS）评价化疗早期复合胆碱浓度变化在早期评估新辅助化疗效果方面

的价值。方法 搜集已确诊为乳腺癌（肿瘤 T分期在 T1c以上者）并要进行新辅助化疗患者

20例。所有患者化疗前均进行乳腺病变穿刺活检，在全部化疗疗程结束后均进行手术治疗。

将手术病理切片与化疗前穿刺病理片比较，将患者分为化疗有效组和无效组。所有患者均在化

疗前 1周内及化疗第一疗程结束后 3周内（化疗第二疗程开始前）各进行一次乳腺 MRS检查。

采用外参照定量法计算化疗前及后复合胆碱浓度，采用配对样本均数 t检验分别比较 2组是否

有统计学差异。采用秩和检验比较 2组病灶大小的变化值是否有统计学差异。以病理作为金标

准，用接收者工作特征曲线（ROC）分析根据复合胆碱浓度变化判断化疗有效的价值。结

果 20例中化疗有效为 16 例，化疗无效为 4例。化疗有效组化疗前、后胆碱浓度分别为

（4.24±3.09） mmol·L
-1
、(1.13±1.14) mmol·L

-1
，二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5.040,P<0.01)，而无效组[（3.72±2.69）mmol·L
-1
、（3.06±2.21）mmol·L

-1
]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t=1.785,P>0.05）。2组间病灶大小变化值（中位数：0.00cm、0.00cm）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U=23.00，W=33.00，P=0.437）。以病理作为金标准根据化疗前后的复合胆碱浓度

变化来评估化疗有效性的 ROC曲线下面积为 0.984。结论 MRS能在肿瘤大小发生改变之前即

反映出肿瘤代谢的变化，从而能在新辅助化疗早期评估化疗的效果，并具有较高的敏感性和特

异性。 

  

 

 
EP-2706 

乳腺 X 线计算机软件定量分析乳腺密度与乳腺影像报告与数

据系统对乳腺密度评价的相关性研究 

 
田原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00021 

 

 

目标：本研究采用乳腺影像报告与数据系统（BI-RADS）主观评价及 Volpara乳腺密度定量测

量软件两种方式，对乳腺 X线密度进行测定，比较不同年资组医生主观评价差异，对比主观定

性分类及计算机软件客观定量分析结果，分析我国女性乳腺密度客观量化标准。 

方法： 本研究包括 1391例乳腺防癌筛查 X线摄影检查，所有图像使用 Volpara软件进行自动

分析，给出乳腺密度定量值及分类值。主观评价采用第 5版 BI-RADS密度分类标准，由高、低

年资两组医生进行盲法复阅得出主观分类值。针对高、低年资组两组主观分类结果及高年资组

主观分类结果与 Volpara软件自动分类结果采用 Kappa一致性检验进行分析，针对高年资组主

观分类结果及 Volpara定量分析数据采用 Spearman相关系数检验进行分析。 

结果：数据分析显示高、低年资医生对于乳腺 X线乳腺密度主观分类一致性欠佳（Kappa 值为

0.502），应用 Volpara软件自动分类结果与高年资医生主观分类结果亦存在较大差异（Kappa

值为 0.453），Volpara分类结果多高于医生主观分类结果。但针对 Volpara软件所得乳腺密

度定量数据与高年资医生主观分类结果分析显示，两者存在正相关性（ρ =0.748,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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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目前我国对乳腺密度评价主要采用 BI-RADS分类标准，该方法为主观判断，不同医生评

价一致性欠佳。Volpara软件乳腺密度测量软件可对乳腺 X线检查影像进行自动分析，对乳腺

密度进行客观评估，得出定量乳腺密度值及定性分类结果，减少主观判断所制误差。本研究显

示 Volpara软件乳腺密度定量数据与高年资医生主观评价结果存在正相关性，但 Volpara 定性

分类结果与医生主观判断结果一致性不佳，考虑到目前 Volpara定性分类标准采用欧美女性乳

腺密度数据，其乳腺密度特征与中国女性存在差异，需进一步扩充样本量，进而分析中国女性

乳腺密度客观量化标准。 

 

 
EP-2707 

体素内不相干运动扩散加权成像在导管原位癌中的应用研究 

 
张丽娜,宋清伟,刘爱连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6011 

 

目的 探讨 IVIM-MRI在鉴别乳腺导管原位癌与非特殊型浸润性癌中的可行性。方法 回顾性分

析 26例单发乳腺癌女性患者（12例纯导管原位癌和 14例非特殊型浸润性癌）病变和正常对

侧纤维腺体组织的 standard ADC值、Dbi 值、D*bi 值和 fbi 值。采用两独立样本和配对样

本 t检验及 t’检验分别对乳腺导管原位癌与非特殊型浸润性癌两组间、两组间病变和正常对

侧进行比较。分别绘制单、双指数模型参数的 ROC曲线并计算曲线下面积；P＜0.05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结果 乳腺导管原位癌与非特殊型浸润性癌两组间年龄、病变最大径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257、0.056）；两组中病变组织 standard ADC值和 Dbi值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08，0.000），而病变组织的 D*bi和 fbi值以及正常组织的 standard ADC、Dbi、

D*bi和 fbi值在两组中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Dbi和 D*bi值在导管原位癌病变与

正常对侧乳腺纤维腺体组织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41、0.036），而 standard ADC和

fbi值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207、0.473）；standard ADC、Dbi、D*bi和 fbi值在非特

殊型浸润性癌病变与正常对侧乳腺纤维腺体组织中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00、0.000、

0.009和 0.033）。病变组织 standard ADC和 Dbi值融合成联合变量鉴别乳腺两组病变的 AUC

最大，最佳阈值为 0.266×10 
-3
 mm

2
 /s。结论 IVIM弥散加权成像技术有助于乳腺导管原

位癌与非特殊型浸润性癌的鉴别诊断，慢速扩散系数联合常规 ADC值对于两者间诊断效能最

高。 

 

  

 

 

EP-2708 

非肿块型乳腺癌的数字化摄影 X 线表现及病理对照 

 
周卫平,陈宏伟,方向明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市人民医院 214000 

 

目的 分析非肿块型乳腺癌患者的 X线表现及病理结果，以提高其诊断水平。方法 回顾性收集

在我院术前乳腺 X线检查表现为非肿块、手术病理证实为乳腺癌的患者，分析其 X线表现，并

行 BI-RADS评估，并与病理结果对照。结果 共纳入 27例、27个病灶，左侧乳腺 15个，右侧

乳腺 12个。66.7%（18/27）主要表现为非对称性致密影。有 29.6%（8/27）单纯表现为非对

称性致密影，BI-RADS评估为 0类。14.8%（4/27）的非对称致密影伴可疑恶性钙化，BI-RADS 

评估为 4B或 4C。7.4%（2/27）的非对称致密影伴结构扭曲,2例评估为 0类。11.1%（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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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非对称性致密影既伴钙化，又伴有结构扭曲，BI-RADS 评估为 4B或 4C。27个病灶中，

33.3%（9/27）以钙化为主要表现。其中钙化伴结构紊乱的占 7.1%（2/27）。3例 BI-RADS 评

估为 0类，6例评估均为 4B 以上。在以非对称性致密影为主要表现的病例中，浸润性导管癌

（，IDC）占 77.8%(14/18)，导管原位癌（DCIS）占 22.2%（4/18）。在以钙化为主要表现的

病例中，DCIS占 55.6%（5/9），IDC占 44.4%（4/9）。结论 非肿块型乳腺癌以局灶性非对称

致密影、微钙化为主要表现，可合并结构扭曲，单纯非对称性致密则需结合临床触诊及其他影

像检查评估，病理以 IDC为主；非对称性致密影合并钙化或单纯钙化有助于评估升级，漏诊率

低，DCIS多于 IDC，结构扭曲需要结合其它征象综合考虑。 

 

 

EP-2709 

定量 DCE-MRI 在乳腺良恶性疾病诊断中的应用 

 
柏晓茹,罗娅红,何翠菊,王晓煜 

辽宁省肿瘤医院 110042 

 

【摘要】目的：通过动态增强 MRI（DCE-MRI）对乳腺癌进行定量分析，探讨其在乳腺良恶性

疾病鉴别诊断中的价值。方法：选取 73例乳腺占位性疾病患者为研究对象，其中恶性疾病 41

例，作为实验组；良性疾病 32例，作为对照组。所有病例术前行 1.5T DCE-MRI检查，分别测

对比剂从血管内到血管外的转移速率即容量转移常数（Ktrans
）；对比剂重新回到血管内的速率

常数 (Kep) 、肿瘤血管容积分数（Vp）。术后病理作为诊断金标准。对定量参数在乳腺良恶

性疾病及恶性疾病的亚组分型中的差异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乳腺良恶性疾病两组间 Ktrans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Kep及 Vp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亚组分型中，Ktrans、
Kep及 Vp在激素受体和分子分型组间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Kep在 HER2组间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结论：DCE-MRI定量参数 Ktrans
对乳腺癌的诊断具有重要意义，可用于乳腺良

恶性疾病的鉴别诊断。 

  

 

 
EP-2710 

乳腺良恶性病变影像多因子评价与 BI-RADS 分类相关性研究 

 
王映飞,林剑军 

广西壮族自治区妇幼保健院 530028 

 

目的：研究多因子评价与 BI-RADS分类的相关性，评估其对乳腺良恶性病变的诊断效力。方

法：回顾性分析 2015年 1月至 2016年 5月 55例因乳腺疾病住院诊疗患者，均行 MRI 增强检

查，其中 46例同时行乳腺钼靶检查，乳腺病灶共 66个，均经手术或活检得到病理证实。结合

MRI及钼靶检查，应用多因子评价协议（在乳腺病灶中的每项评价项目都对应一个分值）对乳

腺病灶评分，并进行 BI-RADS 分类。结果：乳腺病灶中多因子评分（详见表 2）0分 3个，病

理提示为良性；1-3分 14个，病理提示良性；4分 13个，其中病理提示良性 11个，交界性 2

个；5-6分 19个，其中病理提示恶性 9个，良性 6个，炎性病变 4个，恶性率 47.3%；7-8分

11个，病理提示恶性 9个，良性 2个，恶性率 81.8%；9分 3个，病理提示恶性，恶性率

100%。结论：多因子评分为 0 者，符合 BI-RADS 1级或 2级，提示阴性或良性；1-3分者，符

合 BI-RADS 3级，提示良性可能；4分者符合 BI-RADS 4A级，提示低度可疑恶性； 5-6分

者，符合 BI-RADS  4B级，提示中度恶性可能；7-8分者，符合 BI-RADS  4C级，提示高度

恶性可能；9分及以上者，符合 BI-RADS  5级，提示恶性病变。多因子评分越高，BI-R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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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提示的病变恶性度升高，呈正比关系，能够作为乳腺 BI-RADS分类系统的补充，量化了乳

腺良恶性病变的诊断，提高诊断的效能，提高临床对乳腺病变的判断。对于部分带有恶性征象

的炎性病变，多因子评价协议仍存在一定局限性，需要结合临床的其他相关资料进行判断或随

诊。 

 

 

 
EP-2711 

浆细胞乳腺炎的钼钯 X 线表现及临床病理特征 

 
吉华明 

泰州市人民医院 225300 

 

目的：分析浆细胞乳腺炎的各种 X线表现及临床特征，提高对本病诊断的认识。方法：回顾分

析了 20例经手术病理证实的浆细胞乳腺炎的 X线表现及临床病理特征。结果：团片状肿块模

糊影 11例；不均匀密度增高，其间夹杂条状、蜂窝状、囊状影 7例，大部分位于乳晕周围及

乳腺中央区，边缘模糊毛糙；毛刺状肿块 2例，境界清楚，边缘毛糙。20例中伴随乳晕皮肤

增厚 7例，乳头凹陷 6例，同侧腋下淋巴结肿大 7例。结论：浆细胞乳腺炎的 X线表现，虽然

没有特异性，但结合临床特征可提高诊断的准确性。 

  

 

 

EP-2712 

宝鸡地区绝经后女性乳腺癌特点分析 

 
张宝荣 

宝鸡市中心医院 721008 

 

目的 分析宝鸡地区绝经后女性乳腺癌临床、影像、病理特点，为宝鸡地区乳腺癌筛查、早诊

断及治疗提供依据。材料与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自 2013 年 7月至 2015年 3月经病理证实

的原发性乳腺癌 119例，将绝经后女性纳入病例组，未绝经女性纳入对照组。术前均行乳腺 X

线摄影，记录患者年龄、腺体含量类型、绝经情况、乳腺癌激素受体及 Her-2表达情况。结果 

（1）宝鸡地区 119例女性乳腺癌中，绝经后女性 67例，绝经前女性 52例，绝经后患者的年

龄均值为 58.24岁，95%的可信区间为 56.19-60.28岁，绝经前患者的年龄均值为 43.67岁，

95%的可信区间为 41.84-45.50岁。（2）绝经后与绝经前患者乳腺癌与乳腺腺体含量类型经 X2

检验，X2
=37.176，P<0.000，有统计学意义，绝经后女性以少量腺体及脂肪型腺体为主，绝经

前女性以多量腺体及致密型腺体为主。（3）绝经后与绝经前患者乳腺癌的 ER、PR、Her-2表

达经 X2
检验，X2

值分别为 5.850、9.176、0.001，P值分别为：0.016、0.002、0.972，ER、PR

表达有统计学意义，而 Her-2表达无统计学意义。结论  宝鸡地区绝经后女性乳腺癌高发年

龄大于绝经前女性，且绝经后女性主要以脂肪型及少量腺体型乳腺为主，更适合于用钼靶 X线

检查；绝经后女性 ER、PR阳性表达比例低于绝经前女性，对内分泌治疗效果不如绝经前女性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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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713 

Dynamic contrast-enhanced MRI predicting response for 

breast cancer after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in 

various molecular subtypes 

 
Zhao Liyun,Zhou Chun,Li Jing 

Cancer hospital Chines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100021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relevance of breast cancer molecular subtypes for 

dynamic contrast-enhanced MRI (DCE-MRI) parameters predicting response of breast 

cancer after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NAC). 

Materials and Methods 112 patients with primary breast carcinoma and scheduled to 

receive NAC were recruited from May 2011 to January 2014. DEC-MRI examination was 

performed before NAC and after 2 cycles of treatment. The longest diameters of 

three dimension, the semi-quantitative parameters maximum slope of increase (MSI), 

signal enhancement ratio at the second phase (SI2%) and the peak (SIpeak%), positive 

enhancement integral (PEI), maximum slope of decrease (MSD), time to peak (TTP) 

with ROIwhole and ROIhs were measured. Histological response is categorized as major 

histological response (MHR) and non-major histological response (NMHR) according 

to Miller and Payne System. ER, PR, HER-2 and Ki-67 were obtained by 

immunohistochemistry (IHC) SP method and those of HER-2(++) were further tested by 

fluorescence in situ hybridization (FISH) analysis. Then four subtypes of Luminal 

A, Luminal B, HER-2+ and triple-negative breast cancer (TNBC) were established. 

Factors which effect the consistency between pathology results and imaging 

evaluation, were selected from age, tumor morphology, chemotherapy regimen and 

molecular subtype by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Accuracy for predicting NAC of 

different molecular subtypes were calculated. 

Results Among the 69 patients included, 19 are grouped into MHR and 50 are NMHR. 9 

are Luminal A, 39 are Luminal B, 8 are HER-2＋, and 13 are TNBC. Molecular subtype 

is screened as the only factor which affects the consistency. The laterolateral 

diameter has considerable accuracy for different subtypes. For anteroposterior 

diameters and MSD (ROIwhole), Luminal (accuracy: 87.5%, 89.6%) is more accurate than 

HER-2+ (accuracy: 75.0%, 87.5%) and TNBC (accuracy: 76.9%, 61.5%). For 

craniocaudal diameters and semi-quantitative parameters MSI(ROIwhole), SI2%(ROIwhole), 

SIpeak%(ROIwhole), PEI(ROIwhole), MSI(ROIhs), SI2%(ROIhs), SIpeak%(ROIhs), PEI(ROIhs)，MSD

（ROIhs），Luminal has the poor accuracy (68.7%, 77.1%, 70.8%, 62.5%, 73.0%, 79.2%, 

64.6%, 64.6%, 66.7% and 72.9%, respectively) and HER-2+ (accuracy: 100.0%, 87.5%, 

87.5%, 87.5%, 87.5%, 100.0%，100.0%, 87.5%, 87.5% and 100.0%, respectively)and 

TNBC (accuracy: 92.3%,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92.3% and 84.6%, respectively) are just the opposite. 

Conclusion The laterolateral diameter obtained on delayed images (high resolution 

image) shows considerable accuracy for predicting NAC response of various breast 

cancer molecular subtypes. For craniocaudal diameters and most of the semi-

quantitative parameters, TNBC and HER-2+ are more accurate than Luminal breast 

c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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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714 

青春期乳腺巨大纤维腺瘤数字化 X 线与 MR 表现分析 

 
陈玉兰,董江宁 

安徽省肿瘤医院 230031 

 

【摘要】 目的 分析青春期乳腺巨大纤维腺瘤的数字化 X线与磁共振成像表现，结合临床病史

特点，提高对本病的进一步认识和诊断准确率。方法 采用美国 GE公司乳腺 Senographe 

2000DS型全数字化钼铑双靶乳腺Ｘ线机及 GE Discovery750 3.0T超导型 MR扫描仪，回顾性

分析经手术病理证实为青春期乳腺巨大纤维腺瘤的 6例患者（7个病灶）数字化 X线与 MRI表

现，6例患者术前均行乳腺 X线检查，其中 3例患者行 MRI 平扫及 6期动态对比增强扫描。结

果 6例患者均为青春期女性（13～20岁），平均年龄 15.7 岁。病程短、生长迅速，患侧乳腺

明显增大、有胀痛感，皮肤无红肿，可见增粗迂曲静脉。5例患者为单发，1例为双侧乳腺多

发。X线表现:圆形或椭圆形巨大肿块，边界清楚，直径 7.0-13.0cm，平均约 9.5cm，肿块大

小与临床触诊相符；肿块密度均匀，无钙化；双侧腋窝未见肿大淋巴结。MRI表现：3例均表

现为巨大肿块，边界清楚，可见包膜；相较于周围正常腺体，T1WI呈等低信号，T2WI呈混杂高

信号，内部见低信号分隔及增粗流空血管影；DWI（b=1000s/mm
2
）呈高信号，平均 ADC 值约

1.33×10
-3
mm

2
/s；动态增强扫描肿块呈渐进性明显强化，时间-信号强度曲线（TIC）均为上升

型。 

结论  青春期女性，乳房无痛性、生长迅速、活动度好的巨大肿块；X线表现：巨大圆形或

椭圆形肿块，密度均匀，边界清楚；MRI表现：肿块边缘见完整包膜，T2WI呈混杂高信号，内

可见留空血管及低信号分隔，DWI呈高信号，但扩散不受限。乳腺 X线与 MR的特征性表现、

结合特殊的临床特点，三者结合可提高青春期乳腺巨大纤维腺瘤的术前诊断准确率，帮助临床

制定下一步治疗方案。 

  

 

 
EP-2715 

MRI 导引下真空辅助乳腺病灶旋切活检技术初步临床探究 

 
鲁伦博,张承中,卓瑶瑶,李婷,李康安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200080 

 

目的  探究 MRI导引下真空辅助旋切乳腺病灶活检技术在国内临床实践的必要性及可行

性。  

方法  选取 2014年 10月 30日至 2016年 11月 07日来我院就诊的 45位患者共 45个乳腺可

疑病灶行 MRI导向下真空辅助旋切活检。使用美国某公司生产的便携式手持自动活检枪及与其

配套的 VB10118号（10g Biopsy Probe 10g×118mm）穿刺针在 1.5T磁共振机上进行操作。 

结果  对 45位患者(年龄为 39.38±9.03 岁)共 45个乳腺可疑病灶行 MRI导引下真空辅助旋

切活检技术，成功取样并获取病理学诊断 43个（95.56%，43/45），未获取病理学诊断 2个

（4.44%，2/45）；操作过程平均用时 45.87±8.41 分钟；活检病理为恶性者 5个（11.63%，

5/43），均与术后病理对照，特异性为 100%；活检病理为良性者 38个（88.37%，38/43），6

月后随访 CE-MRI均未见恶性表现，特异性为 100%；根据活检病理结果作出临床治疗方案调整

共 14个（32.56%，14/43）；所有志愿者均无活检术后切口感染及血肿生成等并发症。  

结论  MRI导引下真空辅助旋切乳腺病灶活检能够安全、有效的完成乳腺可疑病灶取样，特

别是对于仅在 MRI上辨识的乳腺可疑病灶临床治疗方案的制定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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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716 

对比增强能谱乳腺摄影在诊断乳腺癌中的可行性研究 

 
张承中,王庆国,冯艳,陈海曦,何之彦,张贵祥,李康安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200080 

 

目的 探讨对比增强能谱乳腺摄影（contrast enhanced spectral mammography，CESM）在诊

断乳腺癌中可行性，比较 CESM、常规乳腺 X线摄影（mammography，MG）和对比增强乳腺磁共

振成像（contrast enhance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CE-MRI）对乳腺癌的监测效能和

大小估算，并由病理学进行证实。方法 近期诊断为乳腺癌的 63名患者入组，经过伦理批准并

签订知情同意书。CESM检查时，病人 2分钟内静脉注射适量非离子型碘造影剂并在 5分钟内

双侧乳腺摄影，可同时得到常规 MG和 CESM图像。CE-MRI行快速梯度回波（volume imaging 

for breast assessment，VIBRANT ）序列双侧乳腺横断面成像技术。由 3位有经验的乳腺影

像医师独立地进行审阅，并对可疑病灶的最大尺寸进行测量。每个成像技术的审阅结果均与病

理结果对照研究。结果 MG，CE-MRI和 CESM对乳腺癌的发现率分别为 36/42，41/42和

42/42；对病灶平均最大尺寸的测量值分别为 28.33±17.24mm，26.50±16.21mm 和

26.45±15.94mm。病理组织检查的平均最大尺寸为 28.02±16.15mm。CESM、CE-MRI和 MG对病

灶大小测量与组织病理学比较无显著差异。结论 初步结果显示 CESM双侧乳腺成像简单易行，

CESM和 CE-MRI在乳腺癌检测中比 MG敏感度更高，并且对病灶的大小评估与病理结果有良好

的相关性。 

  

 

 
EP-2717 

老年女性三阴乳腺癌与非三阴乳腺癌的 MRI 特征分析 

 
张莹莹,罗娅红,于韬 

辽宁省肿瘤医院 110042 

 

目的：通过分析≥60 岁 TNBC、luminal型及 HER2过表达型患者的 MRI特征，以确定≥60 岁

TNBC病理结果前的早期 MRI 检测的标准。方法：收集我院 2009年 1月 ～ 2015年 3月行 MRI 

检查并经手术病理证实的≥60岁 TNBC患者 43例，随机抽取非 TNBC患者 121例为对照组

（luminal 型 90例，HER2 过表达型 31例）。由 2位 MRI 诊断医师以盲法对所有病例的图像

进行分析和诊断。记录以下数据：肿瘤形状（不规则、分叶状、类圆形、无肿块）；肿瘤内部

坏死；平扫 T2WI信号（高信号、稍高信号、等信号、低信号）；肿瘤大小；边缘（不规则、

光滑、毛刺）；瘤周水肿；强化方式（不均匀强化、环形强化、均匀强化）；TIC 曲线（分为

3型，Ⅰ型为流入型 ；Ⅱ型为平台型 ；Ⅲ型为流出型）；周围组织浸润；多灶性；双乳癌；

BI-RADS分类；并总结临床相关数据。结果：TNBC（≥60）肿瘤大小为 24.1±9.6mm，Luminal

型肿瘤大小为 20.8±11mm，HER2过表达型肿瘤大小为 31.8±15mm，三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三组病例在肿瘤形状、肿瘤内部坏死、平扫 T2WI信号、TIC 曲线上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三组病例在肿瘤边缘、瘤周水肿、强化方式、周围组织浸润、多灶性、

双乳癌、BI-RADS分类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老年女性三阴乳腺癌患者有其独特的 MRI特征，这可能有助于 TNBC的早期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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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718 

MRI characteristics of triple negative breast cancer 

in women of age<35 

 
Zhang Yingying,Luo Yahong,Yu Tao 

Liaoning Cancer Hospital & Institute 110042 

 

【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MRI characteristics of triple negative 

breast cancer in young women(age<35). Methods: Collection and analyzation of 16 

patients preoperative MRI data materials in which female were pathology and 

immunohistochemistry cofirmed to have triple negative breast cancer. Results: Of 

the 16 cases with mass lesions, 11 cases were single lesions and 5 cases were 

multiple lesions. 3 cases of the lesions were round, 7 cases were oval and 6 cases 

were irregular. 4 cases with circumscribed, 10 cases with irregular and 2 cases 

with speculated. 10 cases with heterogeneous enhancement, 6 cases with rim 

enhancement. In T2WI plain scanning images, 3 cases showing equal signal intensity, 

9 cases slightly high signal intensity and 4 cases high signal intensity. 16 cases 

high signal intensity of the DWI images and 5 cases were ringlike high intensity. 

In T2WI images 7 cases showing significantly high intensity. Type II 9 cases and 

type III 7 cases of TIC curve. Conclusion: There are cerain MRI characteristics in 

triple negative breast cancer of young women, which is helpful for the diagnosis 

before the operation. 

 

 
EP-2719 

乳腺 DWI 序列中脂肪抑制不均的扫描技巧 

 
朱小飞,朱开国,刘锦,崔武勋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710038 

 

目的：探讨乳腺 DWI扫描时的匀场技巧，提高乳腺 DWI序列脂肪抑制的效果，提高 DWI图像的

质量 材料与方法:回顾性分析 86例行行磁共振乳腺检查的患者，分析影响 DWI压脂效果的因

素 结果：86例患者中脂肪抑制均匀 60例，不均匀 26例,26例 DWI压脂不均又分为单侧乳腺

压脂不均或者双侧乳腺压脂不均，而乳腺又分为脂肪型或者腺体型，或者双侧乳腺大小不一，

或者植入硅胶等情况，面对不同情况就需要不同的匀场方式或扫描技巧。结论：DWI受多种因

素影响，其中磁场不均匀是影响 DWI效果的最大因素，如何利用匀场技巧来获得高质量的 DWI

图像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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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720 

磁共振扩散加权成像与动态增强成像 

对乳腺良恶性病变鉴别诊断 

 
高燕 

上海市同济医院 200065 

 

 

目的：评价磁共振扩散加强成像 DWI与动态增强成像 DCE对乳腺良恶性病变鉴别诊断的价值。 

方法：回顾性分析 65例乳腺疾病患者经临床或手术证实的良恶性病灶（共计 79个）的 3.0T

磁共振影像资料，其中良性病变为 41例，恶性病灶为 38例。扫描序列包括 T2WI抑脂、

T1WI、DWI、DCE。后处理工作站上进行后处理。ADC值测量并记录平均 ADC值及最小 ADC 值。

时间信号强度曲线根据早期与延迟期强化特点，分为 3大类 6小类。Ⅰ型为上升型：包括缓慢

渐增型（Ⅰa）、中度及快速渐增型（Ⅰb）；Ⅱ型为平台型：包括缓升平台型（Ⅱa）、中度

及快升平台型（Ⅱb）；Ⅲ型为流出型：包括缓升流出型（Ⅲa）、中度及快升流出型

（Ⅲb）。 

结果：恶性病变平均 ADC值[1.25±0.57）×10-3mm2/s]及最小 ADC值[(1.04±0.43)×10-

3mm2/s]均小于良性病变[平均 ADC值(2.05±0.13)×10-3mm2/s、最小 ADC值

(1.96±0.26)×10-3mm2/s]，但最小 ADC值差异具有显著统计学差异（P=0.02），截断值为

1.09×10-3mm2/s时，诊断敏感性为 94.1%，特异性为 70.2%。良性乳腺病特征性变 TIC 曲线

类型主要为Ⅰa(占 44%)、Ⅰb(占 28%)，Ⅱa(占 12%)，恶性病变主要为Ⅱb(占 32%)，Ⅲb(占

45%)。Ⅱb在良恶性病变重叠较多，部分病灶良恶性鉴别存在困难。 

结论：磁共振 DWI及 DCE对乳腺良恶性病变鉴别有较高的价值，关注最小 ADC值差异性及病灶

强化峰值时间对提高不典型病变良恶性鉴别有一定帮助。 

 

 
EP-2721 

不能触及的乳腺可疑微钙化术前乳腺 X 线 

导丝定位的临床体会 

 
高燕 

上海市同济医院 200065 

 

目的：探讨乳腺 X线术前导丝定位对乳腺可疑微钙化病变的临床价值，以协助外科进行手术计

划，最大可能减少乳腺创伤。 

方法：对 21例临床不能触及的乳腺集群分布微钙化患者进行乳腺 X线术前导丝定位。入组 21

例患者均为女性，年龄 35-76岁，中位数 43岁。均使用荷兰飞利浦公司的 mammo乳腺 X线摄

影系统及配套的二维定位系统。术中根据定位导丝指引切除尖端周围乳腺组织，标本送放射科

再次摄片，确定钙化在标本内后送病理科快速冰冻病理检查，明确病变性质后进行下一步手术

计划。 

结果：钙化类型包括无定形钙化 2例，粗糙不均质钙化 5例，细小多形性钙化 6例，细线或细

小分枝状钙化 8例。21例病灶定位准确。12例为乳腺癌，包括粗糙不均质钙化 1例（1/5），

细小多形性钙化 4例（4/6），细线或细小分枝状钙化 7 例（6  /8），包括浸润性导管癌

（4/12）、导管原位癌（5/12）、乳腺导管内癌伴微浸润（3/12）。良性病变共 9例，包括乳

腺腺病（5/9），非典型增生（3/9），导管内乳头状瘤（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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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对临床不能触及乳腺 X线显示为集群钙化的病变，经术前乳腺 X线导丝定位提高手术精

度，安全有效，对乳腺良性病变或适合保乳的乳腺癌最大可能减少乳腺创伤，具有很大的临床

实用价值。 

 

  

 

 
EP-2722 

BI-RADS 3-5 类乳腺微钙化灶 X 线与 MRI 影像学表现对比研究 

 
杨光,高子梅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050000 

 

目的：本课题旨在通过分析乳腺 X 线摄影检出的 BI-RADS分类 3-5类微钙化病变的形态和分布

特点以及相应部位的 MRI表现特点，对比两种检查手段对此类微钙化病变的诊断效能，从而指

导合理的选择检查方法并提高早期癌的诊断率，对临床制定有效的检查方法及诊治方案提供帮

助。 

方法：回顾性分析 2015年 3 月-2016年 12月在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行乳腺 X线摄影检查及

DCE-MRI检查检出的 BI-RADS3-5类微钙化性病变 94例。 

由于 X线摄影检查对微钙化病灶的高敏感性及简便易行是乳腺癌筛查的首选方法，MRI虽然难

以显示乳腺微小钙化，但根据其极高的分辨率、动态强化特点能很好的显示相对应微钙化区域

病变的组织形态学及血流动力学改变，对乳腺早期病灶的显示及诊断具有重要的意义。 

  

 

 
EP-2723 

Estimation of Thickness of a Compressible Phantom 

Using Imaging Parameters in Mammography 

 
徐迅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10029 

 

Purpose 

Estimation of compressed thickness is helpful for determining average glandular 

dos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stimate thickness of a compressible phantom 

using mammographic imaging parameters. 

Material and Methods 

Bolus phantoms were used to simulate breast tissue and were compressed with force 

of 8-30 kg. Two compression paddles, rigid paddle (RP) and flxible paddle (FP), 

were used. Three AEC positions were selected and the Bolus phantoms was imaged. 

The difference on system indicated thickness (SIT) and calculated compressed 

thickness was evaluated. 

Results 

For compression force of 10 kg, the SIT value was 30 mm for RP and was 25 mm for 

FP. SIT of FP is less than RP. The SIT decreased with increasing compression 

f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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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 

This study developed a method to estimate compressed thickness using imaging 

parameters. The calculated compressed thickness of Bolus phantom was greater than 

SIT. 

 

 

EP-2724 

数字乳腺断层摄影技术在乳腺癌诊断中的研究进展 

 
何生,姜增誉,陈文青,李健丁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30001 

 

 

数字乳腺断层摄影(DBT)是一项新的数字乳腺摄影方法， 它是由通过转动球管获得不同角度 X

线图像并经重建后得到的断层图像。DBT可以降低召回率，增加活检病人的选择性，提高癌灶

的检出率，有效降低由于组织重叠而造成的误诊及漏诊，减少患者因“假阳性”病灶所带来的

不必要的费用及焦虑。虽然目前 DBT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但研究表明， 这项新技术拥有很大

的潜能，其价值也会得到医疗界的广泛认可。    

 

 

EP-2725 

乳腺假体植入术后破裂的 MR 评价 

 
邢宁,常瑞萍,李金峰,王建东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 100853 

 

前言  乳腺硅胶假体植入已经有近 50年的应用，移植物破裂或胶体渗漏是假体植入的较常见

的并发症，需要外科治疗。查体对移植物破裂的判断并不准确，目前，MRI被认为是评价假体

植入的最准确的影像手段。 

目的 探讨乳腺假体破裂的 MR表现，提高 MR诊断乳腺假体破裂的准确性。 

材料及方法 回顾性分析本院 2014年 7月至 2017年 7月收治的 29例乳腺假体植入术后破裂的

患者。年龄 22-56岁（平均 35.6岁）。采用 3.0T超导磁共振扫描仪(signa ExciteHD，GE 

Medical System，USA)，8 通道乳腺专用表面线圈。病人取俯卧位，双乳自然悬垂。脉冲序

列:①横轴位的平面回波-扩散加权成像序列(EPI-DWI)；b值分别采用 0，800s/mm
2
。②横轴位

T2WI，TR=8400ms，TE=93.8ms，层厚=3mm；必要时加扫 T2矢状位。③动态增强扫描采用

VIBRANT序列:TR=4.7ms，TE=2.2ms，层厚 2.4mm，FOV=36x36cm，矩阵=384x320，注射造影剂

前及注射后 0、1、2、3、4、5、6分钟各扫描一次，扫描时间 1min/期。造影剂采用钆喷替酸

葡甲胺(Gd-DTPA)，剂量为 0.1mmol/kg体重，高压注射器注射速率为 2ml/s，随后注入 20ml

生理盐水。GE图像处理工作站 Advantagewindows，版本 4.5。 

结果 假体破裂表现为：1、假体外壳凹陷，被硅胶包围，9例；2、假体外壳与纤维包膜间见

胶体层，7例；3、在系列连续层面上假体外壳连续性中断，3例；4、假体外壳塌陷或折叠，

漂浮于胶体中的各种表现：包括“细面条样”、“钥匙孔样”、“泪滴样”、“反泪滴样”以

及“锁套样”表现，6例；5、可见的灶状胶体信号游离于包膜外，4例。 

结论 MRI诊断准确率高，是评价乳腺假体植入物破裂的首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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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726 

乳腺导管造影在溢液性乳腺疾病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蒋黛蒂,李雪梅,张雪梅,钟叶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青浦分院 201700 

 

目的:探讨乳腺导管造影在溢液性乳腺疾病的诊断中的应用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 35 例经临

床和手术病理证实乳头溢液患者乳腺导管造影的影像资料。结果:35例乳头溢液病例，其中导

管内乳头状瘤 14例，乳腺导管癌 1例，乳腺导管扩张 8 例，乳腺增生性病变 5例，乳腺导管

炎症 4例，导管未见异常 3例，诊断符合率为 92.7%。结论:乳腺导管造影是诊断溢液性乳腺

疾病的一种有效检查方法，可为临床提供有价值诊疗依据。 

 

 

  

 

 

EP-2727 

28 例乳腺叶状肿瘤的 X 线和磁共振表现分析 

 
李明美 

北京大学深圳医院 518036 

 

目的：分析乳腺叶状肿瘤的 X 线、MRI影像表现，探讨 X线摄影、MRI检查对乳腺叶状肿瘤诊

断的应用价值，为乳腺叶状肿瘤的术前诊断提供帮助。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 28例经手术病

理证实的乳腺叶状肿瘤患者的术前 X线、MRI和超声检查资料。结果：28例叶状肿瘤患者，共

检出 35个病灶(有 3例为多发病灶）。其中行 X线检查者共 22例，共检出病灶 27个，其中良

性 10例，交界性 9例，恶性 3例。12例位于左乳，10例位于右乳，直径 1.1～14．9 cm，其

中 12例表现为圆形或类圆形、密度均匀、边界清、边缘光整，8例肿块表现为分叶状、密度

均匀、边缘光滑，2例表现为类圆形、边界模糊、有毛刺征。有 4例病灶体积巨大占据整个乳

腺呈类“假乳”征象，3例肿块内发现斑片状钙化，4例肿块周边可见“晕征”，1例皮肤及

皮下脂肪层增厚。术前 8例诊断为叶状肿瘤，余诊断为纤维腺瘤或其它，术前诊断符合率

36%。行 MRI检查者 6例，共检出病灶 8个，良性 4例，交界性 2例，恶性 0。2例表现为类圆

形、边缘光滑锐利，4例呈分叶状或多结节融合状、边界清。信号多不均匀，T1WI以等或低信

号为主，T2WI脂肪抑制以高信号为主，内伴低信号分隔，4例伴有出血，4例伴有局部坏死或

囊变。病灶扩散不受限，增强扫描呈不均匀明显强化，内可见未强化的低信号分隔及不规则囊

变区。时间-信号强度曲线Ⅰ型 3例，Ⅱ型 2例，Ⅰ型+Ⅱ型 1例。术前 4例诊断为叶状肿瘤，

余诊断为纤维腺瘤或其它，术前诊断符合率 66.7%。结论：女性乳房内肿块大而密度均匀、边

缘光滑是乳腺叶状肿瘤较特征的 X线征象，肿块边缘模糊，有毛刺提示恶性程度较高。MRI上

叶状肿瘤典型表现为 T2WI高亮信号及低信号分隔、增强后呈明显强化，并可见无强化囊腔及

分隔。MRI比 X线检查在病灶定性方面有明显的优势，两者结合，有助于提高术前诊断率。但

对于表现缺乏特异性病例，最终确诊依靠活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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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728 

3.0TMRI 动态增强评价乳腺癌新辅助化疗疗效的研究 

 
于代友 

河北省沧州中西医结合医院 061001 

 

目的  分析 3.0TMRI动态增强对乳腺癌新辅助化疗疗效的评估价值，为乳腺癌新辅助化疗提

供数据依据。 

方法  收集穿刺活检病理证实乳腺癌且接受乳腺癌新辅助化疗(Neoadiuvant 

chemotherapy,NCT)方案的患者 26例，年龄为 23-67岁，平均年龄 45.6岁。26例患者均在

接受 NCT治疗前及全部疗程结束后行 MRI动态增强（dynamic contrast enhanced MRI， DCE-

MRI）扫描，参照“实体肿瘤反应评价标准”（response evauation criteria in solid 

tumors,RECIST）进行影像评价，观察形态学和时间-信号曲线的变化反应，分析 NCT前、后的

病灶变化。 

结果  26例乳腺癌患者 NCT治疗前、后动态增强 MRI 分析显示：完全好转（complete 

response,CR）4例，部分好转（partial response,PR）18例 ，进展型病变

(progressivedisease,PD)0 例，静止型病变(stable disease,SD)4例。NCT后 DCE-MRI时间

信号曲线有由流出型向流入型转变的趋势，强化速度减低，强化幅度降低，NCT后病灶范围明

显缩小。 

结论  3.0TMRI动态增强对 NCT疗效的评价准确度较高，对临床选择手术方式和预后意义重

大。 

  

 

 
EP-2729 

MRI 在浆细胞性乳腺炎诊断及分型中的价值 

 
崔文静 

江苏省中医院 210029 

 

目的探讨磁共振成像(MRI)在浆细胞性乳腺炎(PCM)诊断和分型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回顾性观察 18 例经病理证实的浆细胞性乳腺炎患者双侧乳腺 MRI图像,包括 T1 加权像

(T1 WI)、T2 加权像(T2 WI)压脂平扫及动态增强扫描图像上病灶的 形态、边缘、范围和增强

表现。结果暋浆细胞性乳腺炎依照 MRI 表现可分为炎症型、脓肿型、混合型;其中炎症型 4 例,

病变范围广泛 3例,病变局限在乳头及乳晕 1例,T1 WI均呈等低信号,压脂 T2 WI呈高信号,增

强扫描单纯斑片状强化 2 例,斑片及树枝状强 化 2例;脓肿型 9例,病变范围广泛 6例,病变局

限于一个象限 3例,单发 3例,多发 6例,T1 WI呈等低信号,压脂 T2 WI呈高信号, 增强扫描呈

蜂窝状强化 4例,环形及片状强化 5例;混合型 5 例,炎症伴脓肿及窦道形成,T1 WI均呈等低信

号,压脂 T2 WI呈高信 号,增强扫描蜂窝状强化 3例,1例散在多发环形强化,1例不均匀斑片状

及环形强化。 对每一个增强的病例选取感兴趣区并绘制 时间-信号强度曲线,所有曲线均为流

入式,其中平台型 17 例,上升型 1 例。 本组中有 5 例于扩张的导管内见高蛋白物质沉积, T1 

WI呈明显高信号,压脂 T2 WI呈低信号。 

结论 浆细胞性乳腺炎脓肿型最为常见,其次为混合型,且其 MRI表现均可见明显环形及蜂窝状

强化的脓腔,具有特征性。掌握其信号特点及特征性强化方式对明确诊断及分型有显著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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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730 

MRI 弥散加权联合动态增强在乳腺增生性疾病诊断中的价值 

 
董晓燕 

江苏省中医院 210029 

 

【摘要】：目的：评价 MRI 弥散加权及动态增强对乳腺增生性疾病的诊断价值。方法：回顾性

分析 62例经手术或活检证实的乳腺增生性疾病 MRI，弥散加权和动态增强特征。结果：乳腺

增生性疾病在动态增强多表现为非肿块样强化( 40/62，65% )，动态增强曲线（TIC）多为 I

型（22/62，35%）和 II（25/62，40%）型，弥散加权（DWI）表现为等或稍高信号。结论：乳

腺增生性疾病 MR表现多样，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表现，时间信号曲线以上升及平台为主，I-

III 型乳腺增生性疾病弥漫受限不明显,而 IV型，囊性增生型，可见弥散受限，囊肿随着 b值

的增大信号强化明显衰减，有助于正确诊断。 

  

 

 

EP-2731 

乳腺非何杰金淋巴瘤影像特点 

 
王康 

上海市普陀区中心医院 200062 

 

目的 探讨乳腺非霍奇金淋巴瘤(NHL)影像表现特点。方法 回顾性分析 6例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乳腺 NHL影像表现。6例患者中，4例接受 X线检查，4例接受 CT检查（2例平扫+增强，2例

平扫），5例接受 MR检查。结果 6例均为单侧发病，其中 1例同侧有 2个病灶，中位瘤径

5.2cm，乳腺 X线摄片表现为分叶状肿块 1例，不规则肿块 1例，患乳大片密度增高影 2例。4

例 CT平扫均呈软组织密度，1例巨大肿块表面皮肤增厚，肿块内融合结节交界面清楚，或呈

背靠背分布。1例乳腺弥漫增大密实。2例肿瘤增强后呈轻中度强化。5例 MR平扫信号均匀，

T2WI及压脂信号略高，DWI 均显示扩散明显受限，增强后 3例均匀团块状强化，1例外周结节

样强化，1例不均匀环形强化，时间-信号曲线表现为Ⅲ型（速升缓降型）3例，Ⅱ型（平台

型）2例。结论 乳腺 NHL影像学表现复杂但有一定特征，钼靶 X线片和 CT未能发现乳腺肿块

的，应选用 MR检查，DWI有助于诊断乳腺淋巴瘤，动态增强更能精确反映病灶大小及范围，

为临床诊断提供可靠依据。 

 

 

EP-2732 

乳腺癌改良根治术后腋窝外淋巴结转移的影像学评价 

 
徐丽莹,廖美焱,屈艳娟,胡慧娟,周玉容,兰兰,胡元楠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430071 

 

 

目的：探讨乳腺癌改良根治术后腋窝外淋巴结转移的影像学评估价值。 

方法：回顾性分析 839例乳腺癌改良根治术患者的临床及影像学资料，按乳腺癌原发灶的部位

及病理分期进行分组，评估有无腋窝外淋巴结转移；所有患者均行常规胸部 CT增强检查，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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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行动态增强磁共振及 DWI 检查，73例行 PET/CT检查。以最终诊断为标准计算各组腋窝外

淋巴结转移率，各组间差异进行卡方检验，以 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839例乳腺癌患者中，腋窝外淋巴结转移 159例（18.95%）。其中内乳淋巴结转移 73

例，胸肌间淋巴结转移 46例，锁骨上淋巴结转移 40例。所有病例 CT增强薄层图像均清晰显

示腋窝外淋巴结肿大；91例行 MRI检查仅 12例发现内乳淋巴结或胸肌间淋巴结肿大，DWI信

号增高，而 CT发现 19例。73例行
18
F FDG PET/CT检查中 19例发现腋窝外淋巴结转移，同

时还发现 24例其他部位转移。839例患者中，病灶位于内象限 215例，腋窝外淋巴结转移 58

例（26.98%）；中央区有 181例，腋窝外淋巴结转移 40例（22.10%）；外象限 443例，腋窝

外淋巴结转移 61例（13.77%）。临床病理分期为 I期 165例，腋窝外淋巴结转移 16例

（9.70%）；II期 252例，腋窝外淋巴结转移 37例（14.68%）；III期 271例，腋窝外淋巴结

转移 62例（22.88%）；IV 期 151例，腋窝外淋巴结转移 44例（29.14%)；各组间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结论：CT增强薄层图像对腋窝外淋巴结肿大的诊断价值较大，磁共振对锁骨上淋巴结和内乳

淋巴结的诊断价值也有限。
18
F FDG PET/CT对腋窝外淋巴结转移诊断的敏感性最高。乳腺癌

原发灶位于内象限及中央区发生腋窝外淋巴结转移率高于原发灶位于外象限，乳腺癌临床病理

分期越晚，腋窝外淋巴结转移发生率越高。 

 

 

EP-2733 

乳腺 X 线、超声对早期乳腺癌诊断价值研究 

 
张建新

1
,刘香梅

2
,杨晓棠

1
 

1.山西省肿瘤医院 

2.山西省汾阳医院 

3.山西省肿瘤医院 

 

[摘要]目的: 探讨乳腺 X线、超声在早期乳腺癌诊断中的作用，提高乳腺癌的早期筛查率。方

法:回顾性分析我院乳腺癌早期患者 146例,101例经乳腺 X线检查，137例经乳腺超声检查,比

较两种方法影像学特征及不同年龄组检出率的差异。结果：对恶性肿块的检出率乳腺 X线和超

声无统计学意义，乳腺 X线对恶性钙化征象的检出率高于超声，45岁以下组超声检出率高于

乳腺 X线（P=0.022）,45岁以上组，X线对早期乳腺癌的检出率高于超声。结论: 乳腺 X线、

超声检查各有优劣，两者联合应用可提高乳腺癌的早期检出率 

  

 

 
EP-2734 

动态增强 MRI 定量分析评估乳腺癌新辅助化疗疗效的 META 分

析 

 
杨钊,杜笑松,侯丽娜,张建新,崔艳芬,杨晓棠 

山西省肿瘤医院 030013 

 

目的  META分析乳腺癌新辅助化疗疗效评价中定量动态增强 MRI的价值。 方法  搜集国内

外公开发表的以病理结果为金标准的运用动态增强 MRI定量参数对乳腺癌新辅助化疗疗效评价

方面的相关文献，采用 Meta-DiSc1.4软件进行动态增强 MRI的定量参数对乳腺癌新辅助化疗

疗效评估价值的综合评价。结果  共纳入国内外文献 17篇，乳腺癌总病灶数 854例；经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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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结果显示动态增强 MRI 定量参数评估乳腺癌新辅助化疗疗效的灵敏度为 83.3%，特异度为

82.9%，综合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SROC）下面积为 89.99%。 结论  动态增强 MRI定量参数

对乳腺癌新辅助化疗疗效的评价具有较高的准确度。 

  

 

 

EP-2735 

乳腺肿瘤 X 线与 MRI 对照研究 

 
李莉 

上海市普陀区中心医院 200062 

 

目的 对比分析乳腺肿瘤钼靶 X线摄影与 MRI检查的准确率。方法 选取我院 2015年 1 月至

2017年 1月收治的 28例乳腺肿瘤患者，所有患者均接受钼靶 X线摄影与 MRI检查。结果 钼

靶 X线摄影、MRI检查分别确诊 22例、24例，准确率分别为 78.6%、85.7%。MRI检查的准确

率显著高于钼靶 X线摄影（P<0.05）。结论 乳腺肿瘤 MRI检查的准确率较钼靶 X线摄影高，

值得在临床推广使用。 

  

 

 

EP-2736 

比较 DWI 单双指数模型对乳腺癌的组织学分级的应用价值 

 
周丽,龚良庚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30006 

 

目的 通过 DWI单指数模型与体素内不相干运动模型（IVIM）相关参数的比较，探究表观弥散

系数（ADC值）和 IVIM参数（D值、D*值、f值）与乳腺癌组织学分级（I、II、III级）之间

的相关性。   

材料与方法 回顾性搜集术后病理证实的乳腺浸润性导管癌患者 66例，按病理结果 I、II、

III级依次分为低级别组、中级别组、高级别组。所有患者在术前均行常规 DWI及 eDWI 扫

描，将图像传至后处理工作站获得表观弥散系数 ADC值、慢扩散系数 D值、快扩散系数 D*

值、灌注分数 f值。采用 Spearman秩相关检验分析低级别组、中级别组、高级别组与各参数

之间的关系， 通过 ROC曲线对不同参数的诊断效能进行比较分析。 

结果  所有患者均进行手术切除治疗，术后病理证实均为浸润性导管癌，病灶数共 66个，其

中 I级 14个，II级 43个，III级 9例，病灶 ADC值、D值与浸润性导管癌病理分级之间呈负

相关，P<0.05，相关系数分别为 r=-0.400、0.489，而 D*值、f值与浸润性导管癌病理分级间

不存在相关关系，P>0.05。对 ADC值及 D值进行受试者工作特性曲线分析，选取截断值分别

为：0.574、0.621，其中 ADC值和 D值的灵敏度、特异度，ROC曲线下面积分别为：78.6%、

78.8%、0.807，92.9%、69.2%、0.847。 

结论 单指数模型 ADC值及双指数模型参数 D值与乳腺癌病理分级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随着

组织学分级的增高，ADC值及 D值逐渐减低。D值相对于 ADC值具有更高的检验效能。因此。

可以通过单指数模型 ADC值及双指数模型 D值预测乳腺癌分级，从而预测乳腺癌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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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737 

乳腺原发性弥漫性大 B 细胞淋巴瘤磁共振形态学特征分析 

 
李晶

1
,张盛箭

2
,石海峰

1
,潘昌杰

1
,王小琴

1
 

1.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2.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目的 探讨乳腺原发性弥漫性大 B细胞淋巴瘤（primary breast lymphoma，PBL）肿块型强化

的磁共振形态学特征。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病理证实的 30例原发性乳腺淋巴瘤患者，年龄 25

～68岁，均为女性。患者表现为无痛性肿块，伴短期内迅速增大或体检发现。磁共振扫描机

器使用 Aurora 1.5T、GE Signal 1.5T、GE Signal HDX 3.0T扫描仪。结果 磁共振表现如下

所示：1）病灶的部位及大小，PBL单侧多见，少数可以双侧发生，本组病例中位于左乳 19

例，右乳 9例，双乳 2例，表现为单发肿块 26例，多发肿块 4例，病灶直径 1.5～13cm，平

均直径 4.5cm。2）病灶的形态及边缘，病灶形态可呈类圆形 、椭圆形和不规则形，病灶边缘

多较光整，呈膨胀性生长，周围浸润少，未见毛刺、漏斗征及乳头凹陷征等乳腺癌典型征象。

3）信号特征及强化方式，所有病例平扫 T1WI呈等、低信号，T2WI呈稍高或高信号，增强扫

描呈轻中度强化，23例内部强化均匀，7例强化不均匀，均未见分隔样强化，可见肿瘤血管淹

没征 14例。4）腋窝淋巴结情况，腋窝淋巴结肿大 18例，淋巴结门消失，12例腋窝未见淋巴

结，肿大淋巴结与乳腺病灶强化类似，呈轻中度均匀强化。5）乳腺皮肤表现及乳头情况，30

例患者中 6例患者可见患侧皮肤局限性增厚（>2mm），最厚 1例约 4mm，呈由周围向乳晕区渐

进性增厚，增强呈均匀性强化。所有患者均未见乳头凹陷。6）乳后脂肪间隙是否清晰，所有

病例不论病灶的部位及大小，T1WI观察乳后脂肪间隙清晰，增强后胸肌或胸壁未见侵犯。结

论 肿块型强化的乳腺淋巴瘤磁共振表现较具有特征性，可提示临床进行肿块活检，明确病理

后再选取适当的治疗方案。 

 

 

 

EP-2738 

特发性肉芽肿性乳腺炎的 MRI 诊断及鉴别 

 
贺小平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222002 

 

目的 探讨肉芽肿性乳腺炎(GM)的磁共振动态增强特征及扩散加权表现，并研究浆细胞性乳腺

炎和乳腺癌的鉴别诊断方法。 

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病理证实的 21例 GM、18例浆细胞乳腺炎和 45例乳腺癌患者临床资料。所

有患者均行乳腺 DWI及动态增强扫描。比较分析三组病例患者的临床症状，包括年龄、疼痛、

位置、肿块性质、乳头溢液、乳头凹陷、外伤史。采用 x2检验比较 3组患者强化方式、曲线

类型、导管扩张、腋窝淋巴结肿大等特征差异。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三组病变中心区、边

缘区及病灶整体 ADC值差异。 

结果 21例 GM多为外上象限或乳腺外侧常见，浆细胞性乳腺炎常伴导管扩张、乳腺疼痛及乳

头内陷，乳腺癌多位于外上象限。GM的强化方式为环形强化，与浆细胞乳腺炎及乳腺癌的强

化方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
2
值为 39.685，P<0.01)。三组疾病的强化曲线类型及腋窝淋巴结肿

大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X2值分别为 0.700、2.542，P＞0.05）。GM及浆细胞乳腺炎中心

区 DWI呈明显高信号，边缘区信号为等高信号，乳腺癌伴有中心坏死区 DWI为等低信号，无坏

死区 DWI呈高信号。GM中心、边缘及整体平均 ADC值分别为（0.98±0.23，1.45±0.33，

1.25±0.22）×10
-3
mm

2
/s，浆细胞乳腺炎中心、边缘及整体平均 ADC值分别为（0.90±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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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0.33、1.28±0.29）×10 
-3
mm

2
/s，乳腺癌中心、边缘及整体平均 ADC值分别为

（1.22±0.29、1.12±0.20、1.15±0.20）×10 
-3
mm

2
/s。三组疾病中心区及边缘、病变整体

ADC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GM的动态增强 MRI的特征性表现为环形强化，中心区 ADC值低于边缘区，GM、浆细胞

乳腺炎及乳腺癌的临床特点及 MRI特征有利于三者的鉴别诊断。 

  

 

 

EP-2739 

DKI 与 DWI 在乳腺良恶性病变诊断价值的对照研究 

 
刘绍伟,崔文静,陈 晓,祝 新 

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江苏省中医院 210029 

 

目的：评估磁共振弥散峰度成像（DKI）与弥散加权成像（DWI）对乳腺良恶性病变诊断价值及

效能差异。方法：对 31例乳腺占位性病变的女性患者行乳腺常规磁共振扫描(T1WI,T2WI)、动

态增强扫描及 DWI和 DKI扫描。所有病变均经手术或穿刺病理证实。总共 37个病灶，其中良

性病变 9个，恶性病变 28个。分析病变大小、形态、边界等基本情况以及测定表观弥散系数

（ADC）、平均峰度（MK）及平均弥散系数（MD）值。采用 ROC曲线评估 ADC、MK及 MD鉴别良

恶性病变的价值及差异。结果: 恶性病变多表现为形态不规则、边界不清晰；恶性病变多为平

台型强化；良性病变的 MK低于恶性病变；良性病变的 MD、ADC均高于恶性病变，具有显著的

统计学意义（P<0.01）。ROC 曲线显示 MK的曲线下面积（AUC）、敏感度及特异度均为最高，

分别为 0.91，0.93及 0.89；结论：DKI比传统 DWI在乳腺良恶性病变方面有更高的诊断效

能。 

 

 

EP-2740 

早期增强 MRI 纹理特征分析对乳腺癌新辅助化疗后病理完全

缓解的判断能力研究 

 
曹崑

1
,李艳玲

1
,赵博

1
,刘慧

2
,曲玉虹

1
,孙应实

1
 

1.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2.汇影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目的 探讨乳腺癌新辅助化疗后术前 MRI的早期增强图像纹理特征分析对病理完全缓解的判断

能力。方法：入组我院因乳腺癌接受新辅助化疗（NAC）后行手术切除的连续性病例，将 NAC

周术前的增强早期剪影图像并传输到基于 3D Slicer平台开发的纹理分析软件中，对照化疗前

MRI的病变位置，在化疗后 MR图像上确定是否有残余强化病灶，并沿其边缘勾画感兴趣区。

纹理分析软件提取参数包括残余肿瘤体积、平均信号强度以及信号强度范围、偏度值、峰度

值、能量以及熵。根据手术病理结果将病变分完全缓解（pCR）和非完全缓解（non-pCR），对

比两组间的纹理特征参数差异，对有差异的参数值通过 ROC曲线分析诊断能力。结果：共计

64例乳腺癌患者入组，28例 pCR，36例 non-pCR。13例在原癌灶区无残余强化灶，将其余 51

例（17pCR，34non-pCR）的残余强化灶提取后的参数值进行两组间对比，pCR组的残余强化灶

体积、平均信号强度及信号强度范围、能量和熵均明显低于 non-pCR组，而偏度值和峰度值无

明显差异。将 64例一起代入 ROC曲线，分别以无强化、残余体积、平均信号强度、信号强度

范围、能量和熵作为诊断标准，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669、0.870、0.772、0.810、0.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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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81，其中能量和熵的曲线下面积最大。当以无强化作为判断 pCR的标准时，诊断的准确

性、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 70.3%、39.3%、94.4%；在维持 94.4%的高特异性水平上，若以

能量为标准，准确性、敏感性分别为 81.3%、64.3%；将熵或体积作为诊断标准时为 78.1%、

57.1%。结论：为判断新辅助化疗后的乳腺癌是否达到病理完全缓解，早期动态增强 MRI图像

纹理分析中的二阶灰度共生矩阵参数--能量和熵值与无强化标准同时使用，可以维持 MRI 判断

pCR的高特异性，同时明显提高敏感性和准确性。 

 

 

EP-2741 

钼靶乳腺摄影检查与 CR 成像系统的联合应用 

 
张鸽 

江苏省中医院 210029 

 

目的:讨论钼靶乳腺摄影检查与 CR成像系统的联合应用价值.方法:使用 GE公司-M O3510-CE

成像系统进行计算机乳腺图像处理分析.结果:CR成像系统能够清晰地显示乳腺的正常解剖组

织和异常病理结构,尤其在乳腺图像通过后处理系统后,会更加清晰地显示一些细微的结构.结

论:钼靶乳腺摄影与 CR成像系统的联合应用为乳腺疾病的诊断提供了高质量的 X线图像,能够

清晰显示乳腺的正常解剖组织和病理异常征象,对乳腺癌的早期诊断有着重要的价值. 

 

 
EP-2742 

锥光束乳腺 CT 与乳腺 X 线摄影对于致密类乳腺的诊断效能的

比较 

 
刘爱迪

1
,马悦

1
,曹扬

2
,叶兆祥

1
 

1.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2.天津市中心妇产科医院 

 

目的 比较锥光束乳腺 CT（CBBCT）与乳腺 X线摄影对致密类乳腺中病灶的诊断结果。方法 

回顾分析 2012年至 2014年同时接受乳腺 X线检查及 CBBCT 检查的 195名患者，其中 166 名患

者经手术及病理证实（共 176例乳腺）。依据第五版 BI-RADS，基于乳腺 X线摄影图像将 176

例乳腺腺体分为 a，b，c，d四类。其中，a和 b称为非致密类，c和 d称为致密类。采用双盲

法对 176例乳腺的 CBBCT及乳腺 X线摄影图像分别进行读片，依据 BI-RADS标准对检出的 183

个病灶进行诊断，将结果与病理比较。结果 乳腺 X线摄影：BI-RADS 0有 3个（1.6%），

BI-RADS 1有 6个（3.3%），BI-RADS 2有 11个（6.0%），BI-RADS 3有 15个（8.2%），BI-

RADS 4a有 55个（30.1%），BI-RADS 4b有 28个（15.3%），BI-RADS 4c有 27个

（14.8%），BI-RADS 5有 38个（20.8%），ROC曲线下面积 0.882。CBBCT：BI-RADS 0 有 0个

（0%），BI-RADS 1有 1个（0.5%），BI-RADS 2有 11个（6.0%），BI-RADS 3有 6个

（3.3%），BI-RADS 4a有 69个（37.7%），BI-RADS 4b 有 17个（9.3%），BI-RADS 4c有 20

个（10.9%），BI-RADS 5有 59个（32.2%），ROC曲线下面积 0.884。176例乳腺中致密类腺

体共 139例，检出病灶 146 个，ROC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870（乳腺 X线摄影）和 0.871

（CBBCT），以 BI-RADS 4b 为临界值，乳腺 X线摄影诊断敏感度及特异度分别为 76.3%和

89.4%，CBBCT分别为 80.0%和 89.4%。以上 P值均<0.01。结论 本研究中乳腺 X线摄影及

CBBCT对乳腺病变诊断准确性均较高，在致密类乳腺中 CBBCT诊断的敏感度高于乳腺 X线摄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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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743 

钼靶上发现的纯微小钙化灶联合增强 MRI 检查是否可降低钙

化相关的活检率？ 

 
娄鉴娟 

江苏省人民医院 210029 

 

目的： 

探讨 MRI增强扫描是否可以减少单纯微钙化灶的活检率。 

材料和方法： 

搜索我科于 2010年 1月至 2017年 7月以单纯微小钙化灶为指征进行钼靶定位的病例。由 2名

放射科乳腺亚专业组医生对所有钼靶及 MRI动态增强图像进行回顾性分析。所有微钙化灶进行

BI-RADS 性分级。分析 MRI，首先在增强后第一期图像上，确定腺体背景强化程度；可以调阅

患者的钼靶图像，以确定微钙化灶处是否存在强化。 

    以病理为金标准，使用 SPSS 19.0比较良恶性病变组的 MRI阳性率有无差异。按照

MRI腺体背景强化程度将本组病例分为背景低强化组及高强化组，分别计算两组的敏感度，特

异度，阳性预测值（PPV）,阴性预测值(NPV)，并比较两组中上述指标有无差异，确定腺体的

背景强化对 MRI检查是否有影响。 

结果： 

110处细小钙化灶中，病理显示 75(67.6%)例为良性病变, 35(31.5%)例为恶性病变。 

钼靶 BI-RADS 分级如下：16例(14.4%) 3级，54例(48.6%)为 4A，33例(29.7%)为 4B，7例

(6.3%)为 4C。MRI上 57处细小钙化灶见明确强化，53处无明确的强化。57例阳性病灶中，47

例为非肿块样强化，7例为肿块样强化，3例为混合型。 

良性组中，24例 MRI阳性，54例 MRI阴性；恶性组中，33例 MRI阳性，3例 MRI阴性。

Pearson χ2 检验显示良恶性组之间 MRI阳性率有显著差异（24/78vs3/36，P值<0.001）。而

BPE不同组的敏感度，特异度，PPV，NPV分别为 96.0%vs 81.8%，74.4%vs26.4%, 

71.4%vs59.1%，97.0%vs90.0%。Pearson χ2检验或 Fisher’s 确切概率法显示 NPV具有显著

性差异，而其他三项指标无显著性差异。 

结论：乳腺单纯微小钙化灶联合 MRI增强检查可以降低 BPE低度者的钙化相关活检率。 

  

 

 
EP-2744 

应用第 5 版 BI-RADS 解读乳腺叶状肿瘤 MRI 征象及病理对照 

 
谷红玉

1
,邓小毅

1
,罗松

1,2
 

1.张家港澳洋医院 

2.南京总医院医学影像科 

 

目的:应用第 5版 ACR乳腺影像报告和数据系统（BI-RADS）专业术语分析乳腺叶状肿瘤的 MRI

表现，以此提高对该病的 MRI诊断能力。方法:收集复旦大学附属肿瘤 2015年 1月-2016 年 6

月经手术病理证实的乳腺叶状肿瘤 39例，其中良性 7例，交界性 22例，其中局灶性交界性

10例，局灶性交界性叶状肿瘤，合并浸润性导管癌 I级 1例，恶性 10例，其中合并表皮样囊

肿 1例，合并脂肪样脂肪肉瘤 1例。根据第 5版版 BI-RADS 术语，回顾性分析不同病理类型的

乳腺叶状肿瘤的核分裂像、形态学、信号特点及其与 BI-RADS分类的相关性。结果:7例良性

叶状肿瘤中，形态为分叶状（＞3个分叶）5例，卵圆形为 2例，边缘清晰 7例，T2WI信号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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匀 7例，均匀强化 6例，不强化暗分隔 1例，BI-RADS 4A 4 例，BI-RADS 4B 3例；22 例交界

性叶状肿瘤中，形态为分叶状（＞3个分叶）12例，卵圆形为 3例，圆形为 1例，不规则形为

6例，边缘清晰 18例，边缘模糊 4例，T2WI信号均匀 17例，T2WI信号不均匀 5例，均匀强

化 9例，不均匀强化 13例，不强化暗分隔 3例，BI-RADS 4A 6例，BI-RADS 4B 14例，BI-

RADS 4C 2例；10例恶性叶状肿瘤中，形态为分叶状（＞3个分叶）3例，不规则形 4 例，圆

形为 1例，卵圆形 2例，边缘清晰 4例，边缘模糊 6例，T2WI信号均匀 4例，T2WI信号不均

匀 6例，不强化暗分隔 1例， BI-RADS 4B 6例，BI-RADS 4C 3 例，BI-RADS 5 1例。结论：

应用 BI-RADS专业术语判读乳腺叶状瘤的 MRI征象，进一步提高叶状瘤的诊断能力以及指导临

床选择相应的手术方式。 

  

 

 
EP-2745 

老年女性乳腺乳头状癌影像学特点分析 

 
王泽坤 

辽宁省肿瘤医院 110042 

 

目的: WHO(2012)乳腺肿瘤的分类中将乳腺包裹性乳头状癌、乳腺实性乳头状癌归类于乳头状

病变/肿瘤，属于乳头状癌的特殊类型。本文的研究目的是通过一个回顾性分析，探讨此类乳

头状癌的临床及影像资料，为此类病变诊断提供影像学的依据。 

方法: 收集辽宁省肿瘤医院 2013年 12月—2016年 12月经病理证实为 EPC、原位 SPC 的病人

各 10例、浸润性 SPC6例进行回顾性分析。术前均行乳腺超声检查及乳腺磁共振扫描。另选取

辽宁省肿瘤医院经术后病理诊断为Ⅰ级、Ⅱ级、Ⅲ级浸润性癌及导管内癌的病人各 10例，作

为对照组。参照 BI-RADS， 评价其病灶的形态学、动态增强扫描的强化模式、DWI及 ADC值

的特征， 并与病理特点及分子分型相关性对照分析。 

结果: EPC在超声中大小、形态与对照组有统计学意义，SPC在超声中与对照组无明显差异

性；EPC无论在 MRI中，还是超声中，均表现为形态规则、边界清晰、边缘规整；同时 SPC表

现为不规则的肿物，但其 MRI强化更具特点，当表现肿块型病变多呈环状强化，而表现非肿块

型病变呈沿导管分布的簇状或卵石状强化。EPC、SPC及浸润性 SPC的 ADC值分别为 0. 98±0. 

18×10-3 mm2/s、1.0±0. 11×10-3 mm2/s、0. 97±0. 13×10-3 mm2/s，Ⅰ级浸润性癌及导

管内癌分别为 1.08±0.07×10-3 mm2/s、1.09±0. 15×10-3 mm2/s，本组结果中无论是

EPC、SPC及浸润性 SPC的 ADC值均近似于对照组中Ⅰ级浸润性癌及导管内癌的 ADC值，也与

目前报道的文献中恶性病变的阈值范围（0.87-1.36）×10-3 mm2/s一致，稍低于良性病变范

围（1.0-1.82）×10-3 mm2/s。 

总结: 乳腺 MRI检查较超声检查对于 EPC、SPC影像表现更具特征，尤其是 ADC值对于该类病

变属于低度恶性肿瘤的判定更具有临床意义。 

  

 

 
EP-2746 

乳腺扩大整形术后并发症的 MRI 征象分析 

 
辛小燕 

南京鼓楼医院 21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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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探讨乳腺扩大整形术后并发症的 MRI征象特点及其诊断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 34例

乳腺扩大整形术后患者的临床和 MRI资料，分析不同隆乳材料并发症的 MRI表现。结果：34

例中，14例（19只）乳腺假体包膜破裂。13只破裂的硅胶假体中，9只硅胶假体囊内破裂的

MRI征象有“舌”征、“飘带”征及“匙孔”征；4只囊外破裂，除了“飘带”征及“匙孔”

征象外，在纤维囊外可见到高信号的游离假体影。6只水凝胶假体破裂的 MRI征象表现为“聚

集型”破裂和“游离型”破裂。34例中，14例出现感染。MRI表现为假体结构未形成，乳腺

腺体结构紊乱、模糊，T2W 压脂相可见腺体内散在线条样或小斑片样稍高信号影，或伴有脓肿

形成。34例中，6例患者合并良性病变。囊肿 MRI表现为囊性信号，纤维腺瘤根据所含水分不

同，信号有差异，MR动态增强可见早期强化及延迟强化。 

结论：不同隆胸材料术后并发症的 MRI征象有一定特点， MR是指导术后并发症处理的较好的

检查方法。 

  

 

 

EP-2747 

女性青年型乳腺癌的影像及病理特征分析 

 
彭晓澜 

宁德市医院 352100 

 

目的：探讨青年女性乳腺癌的 X线摄影及超声成像特点，主要病理类型和免疫组化特征。方

法：搜集 2012年 1月-2016 年 12月共 104例≤ 35岁女性乳腺癌患者资料，同时搜集 200例

>40岁女性乳腺癌患者资料，回顾性分析和比较两者在 X线摄影、超声和病理上的差异。结

果：青年组 104例中 68例行乳腺 X线检查，全部行乳腺超声检查。乳腺 X线检查中，X线表

现以高密度肿块（伴钙化）（48/68，70.59%）为主，肿块表现为密度较高、形态不规则、边

缘模糊；其中表现为分叶征（37/48，77.08%），毛刺征（44/48，91.67%），约可显示腋窝肿

大淋巴结。X线摄影的诊断准确率为 76.47%。超声检查主要表现为低回声，边缘模糊，诊断准

确率约 82.73%。对照组中 134例行乳腺 X线摄影检查，全部行乳腺超声检查。乳腺 X线表现

有肿块（伴钙化）、局灶性非对称致密（伴钙化）、结构扭曲、成簇分布钙化多种。超声表现

为实性肿块或低回声区。X 线及超声检查的诊断准确率分别为 82.67%、75.30%。青年组病理类

型以 IDC为主（88/104，84.62%），Ⅲ级所占比重较大，为（42/104，40.38%）；对照组病理

类型也以 IDC为主（166/200，83.00%），以Ⅱ级占多数，病理种类较青年组增多；青年组腋

窝淋巴结转移率较对照组高。免疫组化青年组以 Her-2 阳性型为主（46/104，44.23%），对

照组以 Luminal B型为主（102/200，51.00%），且青年组三阴型乳腺癌发生率高于对照组

（P<0.05），增值指数大于 30%病例百分比大于对照组。结论：青年女性乳腺癌 X线表现以肿

块合并恶性钙化为主，腋窝淋巴结肿大多见，病理类型以高级别 IDC为主，免疫组化 ER、PR

多为阴性，Her-2阳性，三阴性乳腺癌比例较高。X线检查大部分因为腺体类型致密造成漏

诊，需结合超声及磁共振检查，以提高诊断准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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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748 

乳腺影像多因子评价与 BI-RADS 分类相关性研究 

 
黄夏玲 

广西医科大学 530021 

 

目的：研究多因子评价与 BI-RADS分类的相关性，对乳腺病变的影像诊断效力。方法：回顾性

分析 2016年 1月至 2017年 6月 55例因乳腺疾病住院诊疗患者，均行 MRI检查，46例同时行

钼靶检查，病变乳腺共 66个，23个为左侧，21个为右侧，11个为双侧，均经手术或活检得

到病理证实。结合 MRI及钼靶检查，应用多因子评价协议对病变乳腺评分，并进行 BI-RADS分

类。结果：病变乳腺中多因子评分为 0~4分者，BI-RADS分类于 2类、3类及 4A类，对良性病

变的诊断灵敏度为 97.4%，特异度为 96.3%；多因子评分为 5分以上者，BI-RADS分类于 4B

类、4C类及 5类，对恶性病变的诊断灵敏度为 100%，特异度为 97.5%。多因子评分为 0分者

对良性病变的诊断特异度为 100.0%，评分为 10分以上者，对恶性病变的诊断特异度为

100.0%。结论：多因子评分为 0者，可分为 2类，考虑良性病变；多因子评分为 1~4分者，可

分为 3类或 4A类，考虑良性可能；多因子评分为 5~9分者，可分为 4B或 4C类，考虑恶性可

能；多因子评分 10分以上者，可分为 5类，考虑恶性病变。对于炎性病变或交界性病变，需

结合临床病史、体征，必要时进一步行病理组织学检查。 

 

 

EP-2749 

磁共振定量动态增强参数对不同形态乳腺病变的诊断价值 

 
孙甜甜

1
,刘万花

2
 

1.南京市妇幼保健院 

2.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目的 探讨磁共振动态增强定量参数对不同形态乳腺病变的诊断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病理证实的 255例（262个病灶）乳腺病患者，乳腺病患者，所有患者均

行 3.0T MRI定量动态增强扫描，分别测量各个乳腺病变的容量转移常数（K
trans

）、速率常数

（Kep）以及血管外细胞外间隙容积比（Ve）。运用独立样本 t检验及 ROC曲线分析探讨定量血

管参数对不同形态乳腺病变的诊断价值。 

结果 最终入组 253例共 262 个病灶纳入研究，恶性 150 例共 153个病灶，良性 103例 109个

病灶。并根据 DCE-MRI上乳腺病变的强化形态将其进一步分为肿块样组和非肿块样组进行研

究。非肿块样病变组中恶性病变为 35个，良性 15个；乳腺恶性病变组中肿块样乳腺癌 118

个，非肿块性乳腺癌 35个。①乳腺良恶性病变动态定量增强参数 K
trans

及 Kep组间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t值分别为 15.489,15.022，P值均＜0.05），Ve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值为-2.346，P
值＞0.05）。三者的 ROC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933、0.948、0.387，并以最大约登指数作为诊

断切点值，则三者判断乳腺良恶性病变的敏感性分别为 77.1%、85.0%、51.0%；特异性分别为

96.3%、93.6%、60.8%。②非肿块样乳腺病变组的定量参数 K
trans

、Kep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值
分别为 7.933，8.611，P值均＜0.05），Ve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值为 0.744，P值＞0.05）。

③非肿块样乳腺癌的动态定量增强参数 K
trans

、Kep、Ve值有高于肿块样乳腺癌的趋势，但是其组

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t 值分别 0.965、0.766、0.471，P值均＞0.05）。 

结论  定量参数值（K
trans

、Kep）对不同形态乳腺病变诊断效能无明显差异，对乳腺良恶性病

变的鉴别均具有重要的诊断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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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750 

乳腺背景实质强化的动态增强 MR 定量评估 

及与乳腺癌风险的相关性 

 
郑金霞 

南京市妇幼保健院 210004 

 

摘要 目的：研究核磁共振成像序列对乳腺背景实质强化( BPE)的定量评估。探讨动态增强 MR

乳腺背景实质强化( BPE)与乳腺癌风险的相关性。方法：收集我院 105例行乳腺 DCE-MRI 的病

例作为研究分析对象，根据年龄和检查时间,将病例组(乳腺癌患者)与对照组(即 MR表现为阴

性或良性改变)以 1：2进行配比。根据美国放射学院提出乳腺影像报告及数据系统,分别给出

病例组、对照组中 MR-BPE的程度。用 SPSS16.0统计软件分析，取 P<0.05为差别有统计意

义，其中对于数据资料进行分类，运用条件 logistic回归分析判定 BPE与乳腺癌风险的相关

性,并计算 OR (odds ratio, OR)值。结果：其中 70例 MR-BPE呈几乎没有/轻度强化；35例呈

中度/重度强化者。但在 35 例乳腺癌患者中，20例 MR増强后呈中度或重度强化，比例明显增

加。测量 OR值>1，并随着 BPE强度的増加而増加。结论：通过动态增强 MR可以对乳腺背景实

质强化( BPE)进行定量评估。乳腺癌患者的 OR值随着 BPE水平的増加而増加。MR-BPE程度的

増加会增加患乳腺癌的风险性。 

  

 

 
EP-2751 

数字乳腺三维断层摄影联合全数字化乳腺摄影 

对乳腺癌的诊断价值 

 
赵玉年,高扬 

江苏省肿瘤医院 210009 

 

目的 探讨数字乳腺三维断层摄影( DBT) 联合全数字化乳腺摄影( FFDM)对乳腺癌的诊断价

值。方法 回顾分析 2016年 10月—2017 年 7月间应用 Simens公司 MAMMOMAT Inspriation乳

腺 X线机应用数字断层融合和 X 线钼靶检查 30 例临床诊断或穿刺证实为乳腺癌的患者，比

较检测结果准确性。结果 30 例乳腺癌患者中，DBT 检出 24 例，占 80. 0%; X 线钼靶检出 

20 例，占 66. 7%，两者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X
2
= 0. 90，P ＞ 0. 05) 。其中 DBT 检出

肿块 21 例，钙化 9 例，毛刺 14 例，腋窝淋巴结肿大 9 例; X线钼靶检出肿块 13 例，钙

化 12 例，毛刺 10 例，腋窝淋巴结肿大 3 例。结论 数字断层融合技术在乳腺癌的影像学诊

断中是可行的，其在肿块及腋窝淋巴结的检测方面较 X 线钼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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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752 

18F-FDG PET/CT 与 SPECT/CT 显像对乳腺癌骨转移的对比分析 

 
原凌,杨晓棠 

山西省肿瘤医院 030013 

 

目的：探讨
18
F-FDG PET/CT 显像对于乳腺癌骨转移的诊断价值，并与

99
Tc

m
-MDP SPECT/CT 显像

进行对比分析，提高对乳腺癌骨转移的影像诊断水平。 

方法：对 2012年 6月—2017 年 3月行 PET/CT显像的 52例乳腺癌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女 49

例，男 3例，年龄 27-78岁。所有患者在 1月内先后行 PET/CT及 SPECT/CT显像。 

结果：52例中经临床和病理确诊为骨转移 18例。PET/CT显像 17例阳性，34例阴性，l例假

阴性；SPECT/CT显像 14例阳性，假阴性 4例，27例阴性，假阳性 7例。PET/CT显像灵敏度

为 94.4%，特异度 100%，准确性为 98.1%；SPECT/CT显像灵敏度为 77.8%，特异度 79.4%，准

确性为 78.8%。两种方法的特异度及准确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
=5.185，7.308，P＜0.05)。

对 18例骨转移的
18
F-FDG PET/CT 分析，转移病灶共 210 个，以 CT表现分为溶骨性病灶 110

个，混合性病灶 25个，CT 无明显异常改变病灶 44个，成骨性病灶 31个，溶骨性病灶 SUVmax

为 8.55±2.17，明显高于 CT无明显改变病灶（3.72±1.26）；）及成骨性病灶

（2.15±1.59）（q =7.46，14.53，P＜0.05）。混合性病灶 SUVmax为 7.03±1.43，明显高

于 CT无明显改变病灶及成骨性病灶（q =5.83，7.80，P＜0.05）。 

结论：
18
F-FDG PET/CT对乳腺癌骨转移的诊断效能优于

99
Tc

m
-MDP SPECT/CT显像。骨转移灶形

态不同，SUVmax不同。 

  

 

 
EP-2753 

钼靶引导下的三维定位粗针穿刺活检术在 

乳腺癌术前诊断中的应用 

 
高杨,赵玉年,顾康 

江苏省肿瘤医院 210009 

 

目的 探讨钼靶引导下的三维定位粗针穿刺活检术在乳腺癌术前诊断中的应用。方法 对来院

就诊的 82例乳腺疾病患者均采用钼靶引导下三维定位粗针穿刺活检术，并进行病理分析，同

时与术后的大病理进行对照。结果 这 82 例乳腺疾病患者中，穿刺活检术病理结果显示，

乳腺癌 65 例，乳腺肉瘤 1 例，乳腺纤维腺瘤 9 例，乳腺炎症 5 例，正常乳腺组织未见

癌细胞 2 例；手术后病理结果显示，乳腺癌 66 例，乳腺肉瘤１例，乳腺纤维腺瘤 9 例，

乳腺炎症 4 例，正常乳腺组织未见癌细胞 2 例。在本组乳腺疾病患者中穿刺活检术病理与

手术后病理的符合率分别为乳腺癌９８．５％，乳腺肉瘤１００．０％，乳腺纤维腺瘤１０

０．０％，乳腺炎症８０．０％，正常乳腺组织未见癌细胞１００．０％。结论  乳腺疾病

中钼靶引导下的三维定位粗针穿刺活检术准确率高，是乳腺疾癌术前诊断的重要手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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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754 

Prognostic analysis on ΔSUVmax% and MYC gene in 

early chemotherapy with diffuse large B-cell lymphoma 

 
yuan ling,Yang Xiaotang 

The Tumor Hospital of Shanxi 030013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UVmax decrease proportion 

(ΔSUVmax%) and MYC gene, and evaluate the prognosis on ΔSUVmax% and MYC gene in 

the early chemotherapy with DLBCL. 

Methods 60 patients (29 males, 31 females, average age 50.95±2.35 (12-81) years) 

with pathologically confirmed DLBCL were analyzed from September 2010 to February 

2016. 
18
F-FDG PET/CT were performed before and after 1-2 courses of chemotherapy. 

The ΔSUVmax% was calculated. Fluorescence in situ hybridization (FISH) was 

employed to detect MYC gene. 

Results There were 15 patients (25%) with progressed disease within the follow-up. 

The optimum cutoff value of the ΔSUVmax% was 62.5%. The patients with ΔSUVmax% 

>=62.5%, n=39, or MYC (-), n=42 showed better and longer progression-free survival 

(PFS) (X2
=33.674, 61.694, both P＜0.05). The ΔSUVmax%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MYC gene (P＜0.001).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showed in ΔSUVmax% 

between 1 course and 2 courses of chemotherapy (0.66±0.40 vs 0.65±0.25, P＞0.05). 

Conclusion ΔSUVmax% and MYC gene has a better value for predicting the prognosis 

of DLBCL in the early phase of chemotherapy, and we recommend 
18
F-FDG PET/CT 

imaging be performed after 1 course of chemotherapy. 

  

 

 
EP-2755 

乳腺手术切除无肿块型钙化标本的钼靶摄影的临床应用 

 
彭湘晖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溪山医院 541002 

 

【摘要】  目的   探讨钼靶 X线摄影对指导临床乳腺切除无肿块型簇状钙化离体标本中病

理取材的价值 。 材料及方法  对 14例应用意大利吉特 （Giotto）数字乳腺摄影系统摄影

显示，无明显肿块的形成 簇状钙化且临床不能触及的肿块，BI-RADS(乳腺影像报告和数据系

统)分级为 III-IV级且病灶范围小于 2cm2，在麻醉下行病灶区段性切除。术中离体的标本依

靠钼靶 X线摄影定位，标本数字影像钙化点形态大小数目与手术前的钼靶影像进行比对是否已

将原有的钙化灶全部切除，然后以大头针针尖标示于簇状钙化中心，指导病理科医生能够更精

确的取材，尤其是对于整个体积较大的离体乳腺标本意义更大。 结果 14例离体标本共行 50

次钼靶 X线摄影，上述病灶均能成功准确获取病理标本，最终病理定性诊断。病理示：乳腺癌 

10例（其中浸润性导管癌 4例  早期浸润性导管癌 2例 导管原位癌 4例 ）；导管增生性病

变 4例（普通性导管增生 1例 导管内上皮高度增生 2例  导管内乳头状瘤 1例）。结

论  手术标本与影像相吻合，手术钼靶 X线指导乳腺无肿块型簇状钙化术中病理取材定位准

确，能明确乳腺微小病变的性质，提高早期乳腺癌的诊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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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756 

乳腺对比增强能谱摄影在乳腺肿块中的诊断效能评价 

 
刘丹青,于湛,高剑波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探讨在女性乳腺癌中，乳腺对比增强能谱摄影术(Contrast Enhanced Spectral 

Mammography，CESM)与传统乳腺 X线摄影（Full-Field Digital Mammography,FFDM）及超声

摄影(Ulstrosound，US)的诊断效能的对比评价。  材料和方法：收集 2016年 11月至 2017

年 5月我院行 CESM、MG及超声检查的乳腺肿瘤患者 89名，所有患者入院前均有乳房相关症

状，并经手术或组织活检确定病理结果，分析三种影像学表现特点及其灵敏度、特异度和准确

性。  结果：89名患者共 93例病灶，其中 25例为恶性，68例为良性病变。25例恶性病变

CESM图像上均可见病灶强化征象，68例良性病变中有 3 例出现病灶强化。CESM的敏感度为

100％，明显高于 MG（71.0％，p <0.004）及超声（91.2％，p <0.01）。CESM特异度为 96.8

％，也高于 MG（87.9％，p <0.004）和超声（91,0％，p = 0.03）。    结论：相比 MG及

US，CESM可以更好的检测恶性病变，但 CESM在一些良性病变中会出现病灶增强现象，会产生

假阳性诊断，有待进一步研究以明确 CESM中乳腺病变的影像特征。 

 

 
EP-2757 

对比剂不同注射部位对儿童复杂先天性 

心脏病多层螺旋 CT 成像的影响 

 
于喜红,杨瑞,刘继伟 

河南省胸科医院 450003 

 

目的 对比通过左上肢和右上肢浅静脉注射对比剂得到的两组 CT图像，探讨对比剂注射部位对

儿童复杂先天性心脏病 CT图像质量的影响。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自 2015年 1月-2017 年 3

月 186例 行双源 CT心脏大血管成像的复杂型先天性心脏病患儿，其中以右上肢静脉注射 54

例（A组），以左上肢静脉注射 132例（B组），对 A、B 组图像进行对比，具体的对比内容包

括，上腔静脉（包括永存左上腔静脉、侧枝静脉）高浓度伪影，心腔、大血管对比剂 CT 值,右

房、右室对比剂混合均匀度，心内结构及大血管显示清晰度。结果 两组图像心腔及大血管 CT

值，右房、右室均匀度无统计学差异（P >0.05），上腔静脉（包括永存左上腔静脉、侧枝静

脉）高浓度伪影、心内结构及大血管显示清晰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B组图像质量明显优于 A

组（P <0.05）。结论 对比剂注射部位的选择对儿童先天性心脏病 CT图像质量有显著影响，

经左上肢浅静脉注射对比剂较右侧可消除上腔静脉造影剂高浓度伪影，提高图像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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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758 

直肠腺瘤癌变 MRI 征象的探讨 

 
萨日娜

1
,吕兴隆

1,2
 

1.赤峰市医院 

2.赤峰市医院 

 

 

[摘要]: 目的: 探讨直肠腺瘤癌变的 MRI表现，以提高对该腺瘤早期癌变的诊断水平。方法:  

收集 2015年 1月至 2016年 12病理诊断证实的直肠腺瘤癌变病例 30例，MRI扫描采用高分辨

加水双重造影检查，观察所有病变 MRI大小及形态，DWI信号特点、动态增强扫描强化方式。

结果:30例直肠腺瘤癌变病例中 21例病变直径大于 3cm；14 例表现为绒球状，可见厚柄，3例

表现为结节状，13表现为乳头状；DWI序列 19例表现为中央低信号，周围呈高信号，余 11例

均表现 DWI均匀高信号；动态增强扫描 19例表现为病灶中央枯树枝样强化, 5例呈均匀轻中

度强化，6表现为脑回状强化。结论: 直肠高分辨加水双重造影 MRI检查能够显示直肠腺瘤

癌变的 MRI表现, 直径大于 3cm、形态呈绒球状或乳头状、DWI序列中央低信号、动态强化方

式呈枯树枝状对于诊断直肠腺瘤癌变的重要诊断征象。 

 

  

 

 
EP-2759 

MDCT 增强 2 种非离子碘对比剂不良反应临床研究 

 
黎雪琴,刘芬,石林平 

武警湖北总队医院 430061 

 

目的  观察 MDCT增强时 2种非离子碘対比剂主观不适及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方法 2009年 1

月-2013年 11月在我科行腹部 CT增强扫描的患者共 1731 例纳入研究，患者随机分为 2组：A

组使用碘普罗胺 370（370mgI/ml），876例；B组使用対比剂碘佛醇 320（320mgI/ml），855

例。 两组间患者性别、年龄、体重指数无明显差异。对比剂使用前在恒温箱内加温至 37℃，

使用 MEDRAD双筒高压注射器，具备双流技术，在注射时通过双流技术用生理盐水将对比剂稀

释成 300mgI/ml，用量 1.2-1.5ml/kg，注射流速 4ml/秒。结果  1，主观不适。2组患者均有

全身热感，发生率为 100%。A组，感觉口苦口干 839例,占 95.7%（口苦 803例，口干 36

例），B组感觉口苦口干 248 例，占 29%（口苦 45例，口干 203例），A组发生率高于 B组，

2组间差异具显著性（P<0.01）.主观不适均可耐受，未出现导致检查终止情况。2，不良反

应。A组 32例发生不良反应，占 3.65%，其中轻度 28例，占 3.1%（头晕 4例、恶心 11例、

呕吐 5例、荨麻疹 6例、嘴唇，舌尖发麻 2例）；中度 3例，占 0.34%（胸闷、出汗 3例）；

重度 1例，占 0.114%（胸闷、心动过速）B组发生不良反应 18例，占 2.11%，其中轻度 16

例，占 1.8%（头晕 8例、恶心 5例、呕吐 1例、荨麻疹 2例）中度 1例，占 0.11%（胸闷、出

汗），重度 1例，占 0.117%（胸闷、抽搐）。所有患者经治疗症状缓解、消失，无死亡。2组

间 A组不良反应总发生率高于 B组，二者差异具显著性（x2
=3.6949，p<0.05）；重度不良反

应发生率差异无显著性（p>0.05）结论  碘普罗胺和碘氟醇注射后均有热感，碘普罗胺口

苦、口干发生率高于碘氟醇。所有主观不适均能耐受，未导致检查终止。碘普罗胺不良反应发

生率高于碘氟醇，但重度不良反应发生率二者无明显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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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760 

能谱 CT 双低剂量在头颈 CTA 成像中的应用研究 

 
陈晓侠,马光明 

陕西中医学院附属医院 712000 

 

目的：探讨能谱 CT单能量成像结合低浓度对比剂在头颈联合 CTA 中的应用价值。方法：选取

头颈联合 CTA患者 60例，分成 A、B 两组。A组:能谱扫描模式，根据 BMI选择能谱扫描协

议：BMI≤23kg/m
2
用 GSI-51、BMI＞23kg/m

2
用 GSI-1协议，对比剂威视派克（ 270 mgI/ml）

50ml，流速 4.5ml/s;B组:管电压 120 kVp，智能 mA，NI12，对比剂碘海醇(350 mgI/ml）

60ml，流速 5.0ml/s。扫描延迟时间均采用团注追踪触发技术，监测层面设置在主动脉弓层

面，阈值设定为 100HU，触发后延迟 5-6秒开始扫描.扫描完成后，A组重建 65keV、

0.625mm、60%ASiR单能量图像，B组重建 0.625mm、40%ASiR 图像，进行后处理。测量主动脉

弓、颈总动脉、颈内动脉、大脑中动脉、胸锁乳突肌、脑实质的 CT值及 SD值，双侧对称性动

脉求其均值，计算目标血管的信噪比、对比噪声比、噪声均值、辐射剂量：SNR 颈部血管 =目标

血管 CT值/目标血管 SD值，CNR 颈部血管=（目标血管 CT值-胸锁乳突肌 CT值）/胸锁乳突肌 SD

值，SNR 大脑中=大脑中动脉 CT 值/脑实质 SD，CNR 大脑中=（大脑中动脉 CT值-脑实质 CT值）/脑实

质 SD值，噪声均值（SD）=（颈总 SD均值+颈内 SD均值）/2，辐射剂量 ED= DLP×K；并统计

两组的碘摄入量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无统计学意义。两组图像的 CT

值、CNR、SNR、SD、主观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Ａ组辐射剂量（2.73±0.76mSv）较 B组

（4.02±0.4mSv）降低约 32.0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A 组碘摄入量 13.5gI较 B 组 21gI

降低约 35.71%。结论：能谱 CT 头颈联合血管成像使用 GSI单能量图像在降低辐射剂量和对

比剂浓度的同时，仍可获得与常规扫描相同的图像质量。 

  

 

 

EP-2761 

四种钆对比剂相关不良反应处理分析 

 
王军大 

重庆市中医院 400011 

 

目的：探讨四种钆对比剂临床应用中的不良反应（ADR）相关因素及最佳处理方式。方法：通

过比较对比剂特性、患者体质及发生 ADR情况（钆对比剂渗透压、注射后血液中存在形式、排

泄途径；患者的年龄、性别、诊疗类型、用药剂量、推注方式、增强时间、增强部位；ADR反

应时间、严重程度、治疗后转归、增强前有无其他用药），综合分析对比剂不良反应发生相关

因素，总结对比剂所致急性、晚发性及超晚发性 ADR发生率、发生特点及相应临床处理方法。

结果：线性离子型比剂发生 ADR最高，以急性皮肤症状最常见；随访 4年内应用多次大剂量对

比剂增强患者均未发现肾源性系统性纤维化（NSF）及齿状核、双肺、胸膜等部位钆沉积征

象。结论：环状非离子型对比剂相对发生 ADR较少；患者增强前有基础用药史、增强时采取大

剂量缓慢推注的体重轻的中年门诊患者发生急性轻度 ADR最高；正确合理使用对比剂能够为患

者疾病诊断提供最佳的诊断线索并有效的降低不良反应发生率，提高医务工作者对钆对比剂不

良反应处理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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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762 

不同种类磁共振对比剂对肝脏动态增强图像质量影响的研究 

 
刘春颖 

吉林市北华大学附属医院 132013 

 

目的：选取无磁共振检查禁忌症的肝脏动态增强扫描患者，以钆塞酸二钠、钆贝葡胺、钆喷酸

葡胺为对比剂，分别采用不同速度进行肝脏动态增强扫描，观察不同期相的图像质量，以优化

不同对比剂的扫描方案，提高影像诊断的图像质量，更大程度发挥对比剂在磁共振增强检查中

的价值。 

材料方法：、对 300例肝脏磁共振动态增强扫描的患者根据不同种类对比剂进行分组，注射钆

塞酸二钠为 A组（100例）、钆贝葡胺为 B组（100例）、钆喷酸葡胺为 C组（100例）。根

据对比剂注射速度不同分为 A组：A1组（1.0ml/s，50例）、A2组（1.5ml/s，50例），注射

剂量为 0.1ml/kg； B组：B1组（2.5ml/s，50例）、B2组（3.0ml/s，50例），注射剂量为

0.2ml/kg； C组：C1组（2.0ml/s，50例）、C2组（2.5ml/s，50例），注射剂量为

0.2ml/kg。主观评价，双盲法对图像的动脉期、静脉期、延迟期、肝细胞期图像采用 5分法评

分。客观评价，对感兴趣区分别测量增强前后肝实质、腹主动脉、肝总动脉信号强度值、标准

差、信噪比、强化率。 

结果： 

1、钆塞酸二钠在注射速度 1ml/s时的肝脏动脉期图像质量优于同等条件下注射速度 1.5ml/s

时的动脉期图像质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钆塞酸二钠组动脉期呼吸运动相关伪影相较于钆贝葡胺组明显增加，整体图像质量次于钆

贝葡胺组别，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3、钆塞酸二钠组动脉期出现短暂剧烈运动明显高于以钆喷酸葡胺为对比剂的组别，整体图像

质量次于钆喷酸葡胺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1、钆塞酸二钠在注射速度 1ml/s时的肝脏动脉期图像质量优于同等条件下注射速度 1.5ml/s

时的动脉期图像质量，适当降低注药速度可以优化图像的质量。 

2、钆贝葡胺组呼吸运动相关伪影明显低于钆塞酸二钠组，整体图像质量优于钆塞酸二钠组。 

   

 

 
EP-2763 

直肠绒毛状腺瘤及绒毛管状腺瘤 MRI 诊断 

 
萨日娜,吕兴隆 

赤峰市医院 24000 

 

 

目的：探讨直肠绒毛状腺瘤及绒毛管状腺瘤 MRI表现，以提高对该病变的诊断水平。 

方法:  回顾性分析本院经病理证实的 1 5例直肠绒毛状肿瘤（绒毛管状腺瘤 9例，绒毛状腺

瘤 6例)的 MRI资料。结果:15例绒毛状肿瘤中 7例表现为绒球状，可见厚柄，5例表现为结节

状，3表现为乳头状；15例均表现为 T1WI 低信号, T 2WI 为略低信号；DWI序列 9例表现为

中央低信号，周围呈高信号，余 6例均表现 DWI均匀高信号；动态增强扫描 7例表现为病灶中

央枯树枝样强化, 5例呈均匀轻中度强化，3表现为脑回状强化；11例合并不同程度不典型增

生，4例合并癌变,其直径均大于 3cm，其中 2例表现为绒球状、中央呈枯树枝样强化，2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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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为乳突状，呈脑回状强化。结论: 直肠 MR I扫描能够显示直肠绒毛状肿瘤的典型表现及合

并癌变的 MRI表现, 术前明确腺瘤的病理类型、是否恶变对治疗方案的选择有重要影响。 

 

 

 
EP-2764 

口服 Gd-DTPA 稀释液在 2D-MRCP 检查中的体内外实验研究 

 
张磊,高敏 杨兑明 

保山市第二人民医院 678000 

 

［摘要］目的 通过体外、体内实验研究，筛选出 2D-MRCP检查时口服 Gd-DTPA稀释液作为胃

肠道阴性对比剂的最佳浓度、容量及扫描时间.方法（1）体外研究：取静脉用 Gd-DTPA注射液

0.05、0.10、0.15和 0.20ml，稀释成浓度分别为 0.25、0.50、0.75、1.00mmol/L的溶液各

100ml；另备 100ml温开水作为对照组，行 2D-MRCP序列扫描，测量不同浓度对比剂的信号强

度及衰减率.（2）体内研究：选取体外实验中显示最佳信号强度及衰减率的 Gd-DTPA稀释液作

为胃肠道阴性对比剂，配制成 50ml及 100ml二种容量，分别给 2组患者口服后 4-6分钟、9-

11分钟行 2D-MRCP扫描，观察胃及十二指肠内高信号液体的抑制情况及患者服用对比剂后有

无不良反应.结果 （1）在口服浓度为 1.00mmol/L、容量为 100ml的 Gd-DTPA稀释液后 9-11

分钟行 2D-MRCP扫描，可完全抑制胃及十二指肠内高信号液体.（2）口服 Gd-DTPA稀释液配制

简便，口服量少，服用后患者无任何不适反应，是一种较为理想的口服胃肠道阴性对比剂.结

论 口服适宜浓度、容量的 Gd-DTPA 稀释液在合适的检查时间行 2D-MRCP序列扫描，可有效抑

制胃及十二指肠内液体的高信号影. 

 

  

 

 
EP-2765 

造影剂在 CT 检查中研究进展 

 
卢刚,顾欣 

武警后勤学院附属医院 300162 

 

目的：探讨造影剂在 CT检查中的研究进展。 

方法：影像技术的快速发展，促进了医疗质量的提高，伴随而来的是造影剂品种不断更新，百

余年前第一个问世的造影剂硫酸钡至今仍是胃肠造影剂，而碘造影剂则随 CT影像技术的迅速

发展而广为应用。本文总结了 CT造影剂近年来的发展概况、应用现状、不良反应及研究进

展。 

结果:现今的 CT造影剂已经具有高水溶性、高生物耐受性、低生物结合性以及低毒性的特点，

广泛应用于临床研究。但是，由于造影剂存在肾毒性和严重心脏疾病方面的潜在危害，造影剂

在降低渗透压、降低粘度、赋予靶向功能等方面的研究受到广泛的关注。将 CT成像和各种治

疗方式结合在一起，即开发基于 CT成像的多功能诊疗制剂，可以实现对疾病的实时成像和监

控治疗。 

结论：CT造影剂在物理、化学、药理、毒理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组织分布特异性、器

官选择靶向性方面也有了很好的进展。CT成像技术及其在临床诊断中的发展将促进 CT造影剂

的研发，造影剂未来的发展将会集中在成像介质对机体健康形态学评估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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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766 

低浓度碘对比剂用于降低 CT 泌尿道造影的辐射生物学效应的

可行性研究 

 
李强

1
,李盛

1
,陈孟达

1
,童竑章

1
,胡春洪

2
 

1.宁波鄞州人民医院 

2.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评估低浓度碘对比剂用于降低 CT泌尿道系造影（Computed Tomography Urography，

CTU）辐射生物学效应的可行性。方法 58例临床怀疑泌尿道系统疾病而准备行 CTU检查的患

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两组均使用分次注射法 CTU 检查，对照组使用常规对比剂 CTU

检查（350 mg I∕ml，100ml）；实验组使用低浓度碘对比剂 CTU 检查 (270 mgI/ ml，

100ml)。CT检查前后 10分钟内各抽取一次外周静脉血 2ml，分离淋巴细胞，记录两组的平均

辐射剂量，用免疫荧光法测定外周静脉血内淋巴细胞核内 γH2AX 焦点数目。对照分析两组患

者扫描前后外周静脉血内淋巴细胞 DNA损伤的差异。结果  共 53例患者顺利完成检查（对照

组 28例，实验组 25例），对照组和实验组 CT扫描前后外周静脉血内每个淋巴细胞γH2AX 焦

点数分别为（0.064±0.020，1.878±0.469）和（0.058±0.028，2.549±0.904）个，差值为

（1.814±0.452）和（2.490±0.887）个，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3.617，P=0.001），实验

组焦点较对照组升高 37.26%（图 2）。结论  低浓度碘对比剂可降低 CTU检查时的辐射生物

学效应，临床工作中推荐尽可能使用低浓度碘对比剂 CTU检查。 

  

 

 
EP-2767 

自动协议选取能谱扫描模式联合 ASIR 技术降低腹部增强及血

管成像辐射剂量及造影剂剂量可行性研究 

 
殷小平 

河北大学附属医院 71000 

 

 

目的：前瞻性探讨利用 ASIS 联合 ASIR技术降低腹部增强及血管成像辐射剂量及对比剂剂量的

作用。方法：选择 64例行腹部增强患者随机分为试验组 32例，采用 ASIS扫描模式， NI为

12，对比剂浓度选用 0.9mg/kg，应用 50%ASIR重建算法；对照组 32例，120kVp管电压，FBP

重建方法，NI为 10，对比剂浓度选用 1.2mg/kg。比较两组辐射剂量及对比剂剂量；比较

70keV+30%ASIR图像与对照组动脉期及门静脉期肝脏噪声（LN）、胰腺噪声(PN)、背景噪声

(SMN)、肝脏 CNR(LCNR)、胰腺 CNR(PCNR)以及图像主观评分；对 55keV+50%ASIR图像与对照组

动脉期腹主动脉 CNR(AA-CNR)及分支动脉 CNR、LN、PN和 SMN及静脉期门静脉 CNR(PV-CNR)、

LN、PN、SMN以及血管 Score 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实验组较对照组动脉期及门静脉期辐射

剂量 CTDIvol降低 23.68%,23.57%;DLP 分别下降了 25.61%，18.45% ，对比剂总量减少了

16.86%。70KEV+50%ASIR动脉期及门静脉期 LN、PN、SMN均低于对照组（P<0.05）;主观评分

高于对照组（P<0.05）。实验组 55keV+ 50%ASIR 动脉期 AA-CNR,SMA-CNR,CA-CNR及 Score均

高于对照组（P<0.05）, SMN 低于对照组（P<0.05）；RK-CNR,LK-CNR与对照组无差别

（P>0.05）；门静脉期 LCNR, PCNR, PV-CNR, LN, SMN,PN及 Score与对照组比较无差别

（P>0.05）。结论：采用 ASIS联合 ASIR技术，70keV+30%ASIR 及 55keV+50%ASIR图像显示腹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2146 

 

部脏器及腹部血管图像质量均优于传统 120KVP扫描模式的图像质量，且降低了辐射剂量及对

比剂剂量。 

 

 

EP-2768 

QCT 在 HIV 感染者诊断骨质疏松的应用 

 
顾宇国,施裕新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复旦大学附属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201508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艾滋病毒感染者人数明显增多，而 HIV感染者的期望寿命显著延长，艾滋

病毒感染者骨质疏松症已成为艾滋病毒感染者一个重要的并发症。研究发现，艾滋病毒感染者

骨质疏松和骨量减少的发病率远高于普通人群。尽早能分析病因并有效诊断，才能做到早期治

疗，避免更严重的并发症。 

 

 

EP-2769 

MRI Evidence for HIV Effects on Central Auditory 

Processing：A Review 

 
Zhan Yi

1
,Buckey Jay C

2
,Fellows Abigail M

2
,Shi Yuxin

1
 

1.Shanghai Public Health Clinical Center 

2.Geisel School of Medicine at Dartmouth 

 

New research suggests that individuals with HIV have central auditory processing 

deficits. To review the evidence for HIV affecting parts of the central nervous 

system involved in central auditory processing, we performed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The objective was to determine whether existing studies show 

evidence for damage to structures associated with central auditory pathways in HIV. 

We searched PubMed for papers that used structur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diffusion tensor imaging, magnetic resonance spectroscopy, or functional 

MRI in individuals infected with HIV. The review showed that HIV affects several 

areas involved in central auditory processing particularly the thalamus, internal 

capsule, and temporal cortex. These findings support the idea that HIV can affect 

central auditory pathways and support the potential use of central auditory tests 

as a way to assess central nervous system effects of H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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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770 

以铺路石征为主要表现的肺粘液型腺癌合并 

肺结核的影像诊断及鉴别 

 
孙小丽,王仁贵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 100038 

 

目的：肺粘液型腺癌（mucinous adenocarcinoma，MAC）即原来的细支气管肺泡癌，属于浸润

性肺腺癌的变异型。本病的临床及影像学表现均无特异性，并且复杂多样。本文分析我院确诊

的 1例以铺路石征为主要表现的 MAC伴肺结核的影像征象及鉴别诊断，旨在提高对本病的认

识。 

方法：采用飞利浦公司 256 层 CT（Brilliance iCT，Philips Healthcare）扫描仪及

Extended Brilliance Workspace（EBW）工作站。患者取正中仰卧位，两臂上举抱头，行

MSCT胸部平扫。扫描参数为管电压 120kV，管电流 250mAs。扫描范围自胸腔入口到肺下界

（肋膈角），行纵隔窗及肺窗高分辨重建。增强扫描，采用非离子型对比剂碘海醇（300 

mgI/ml）, 经肘静脉以 3.0 ml/s 的流率注射对比剂 80ml。动脉期扫描时间为注射对比剂后

25s，延迟期为 55s。将 MSCT 的原始轴位图像传入工作站行 MPR、MIP、VR等图像后处理重

建。 

结果：胸部增强 CT表现为双肺多发斑片状磨玻璃及细网格影呈铺路石征改变，左上肺可见斑

片状实变影，增强扫描左上肺实变影呈持续性强化（平扫 38HU，动脉期 62HU，静脉期

72HU），经 CT引导下穿刺左上肺实变病灶并取活检，病理结果为增殖性肺结核。抗结核治疗

后 5个月复查 CT，左上肺实变影完全吸收，而双肺磨玻璃及细网格影范围明显增大。经支气

管镜透壁活检，病理结果为肺粘液型腺癌。 

结论：肺粘液型腺癌的临床及影像表现均无特异性，以铺路石征为主要影像表现的更为少见，

在肺癌基础上合并感染容易导致误诊。本病需与肺部感染性病变、代谢性病变、其它肺肿瘤性

病变、肺间质性病变、过敏性肺炎、肺水肿、肺出血、肺梗死等亦可表现为铺路石征的病变相

鉴别。 

 

 

 
EP-2771 

MRI and CT Characteristics of Inflammation of the 

Central Nervous System in Children with Hand-foot-

mouth Disease 

 
Guo cui-ping,Lao Qun, Chen Lu-lu,Weng Ting , Li Huan-guo 

杭州市儿童医院 310014 

 

Objective: To analysis the imaging characteristics of inflammation of the central 

nervous system (CNS) in patients with HFMD and reviewed correlative papers to 

improve the recognition and diagnosis accuracy in neurologic complications. 

Methods: 15 patients’ CNS images were analysis retrospectively, which included CT 

and MRI. And some correlative papers were reviewed. 

Results: CT imaging findings: There were 5 cases performed using CT. 2 patients’ 

basal ganglion and 1patient’ centrum ovale were seen slightly hypodense shad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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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hazy border; 1 lesion was seen at right frontal and temporal lobe, which 

showed large sheet slightly hypodense shadow with hazy border and mass effect 

( sulci surrounding the lesion and the right lateral ventricle became narrowing or 

disappearance, and unclear grey matter margin); 3 cases’ brainstem were found 

slightly hypodense shadows with hazy border. Those lesions were small, so there 

were no mass effect. MRI imaging findings: There were 11 cases performed using MRI. 

8 patients’ brainstem were seen abnormal signals, which were showed normal signal 

(2 patients), low or slightly low signals on T1WI, high or slightly high signals 

on T2WI, high signals on FLARI and DWI; 3 patients’ basal ganglion, 1 patients’ 

centrum ovale, and 1 patients’ corona radiate were found point or slice low or 

slightly low signals on T1WI, high or slightly high signals on T2WI, high signals 

on FLARI and DWI; 2 patient were seen long strip shape long low signal on T1WI, 

high signal on T2WI, high signal on FLARI at cervical spinal cord, which extended 

to medulla; and 1 patient’s frontal and temporal lobe was seen abnormal signal, 

which was showed large sheet low signal on T1WI, high signal on T2WI and FLARI and 

mass effect. 

Conclusions: The inflammation of the CNS in Children with HFMD occurred at dorsal 

pons and medulla oblongata, which showed long T1, long T2, FLARI and DWI high 

signal, so if the disease was caused by EV71 and CNS symptoms appeared, the 

clinical doctors would better have the patient be detected by MRI, and if 

necessary, performed using enhancement MRI. The lesion locations were common at 

brain tissue, but it also can occurred at cervical spinal cord, if necessary, 

cervical spinal cord should be detected. If MRI can not be performed, CT scanning 

would be. 

 

 
EP-2772 

布氏杆菌性骨关节炎的影像诊断 

 
邢卫红,李若旭 

石家庄市第五医院 050021 

 

摘要：目的 探讨布氏杆菌病骨性关节炎的影像学表现，提高影像科医生对布氏杆菌病的诊断

水平，减少误诊、漏诊。 

方法：收集我院非手术治疗的 51例布氏杆菌病患者资料，其中 1例死亡，1例症状改善不明

显自动转院，余患者临床症状不同程度改善，所有病例均经实验室确诊，本研究对其临床及

CT、MRI影像学资料，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35例单行 CT检查，9例单行 MRI检查，7例行 CT及 MRI检查。初诊 12例误诊,1例漏

诊。其中单部位发病颈椎 1例、胸椎 2例、腰椎 25例、骶椎 1例；胸椎与腰椎同时受累 4

例；腰椎与骶椎同时受累 6例；腰椎与髋关节同时受累 1例；病变除累及胸椎、腰椎、骶椎等

中轴关节外，还可累及骶髂关节、胸锁关节、肋椎关节、膝关节、耻骨联合。 

结论 布氏杆菌病为地区性职业性人畜共患疾病，但部分病例无明确流行病学史。布氏杆菌性

脊柱炎影像表现具有一定特征性，常以椎间盘为中心累及相邻上下椎体，椎体骨质增生较骨质

破坏明显，椎体变形少见，CT矢状位三维重建显示骨质增生及破坏优于 MR，MR对早期骨质改

变及椎管受累情况优于 CT，因此诊断布氏杆菌性骨关节炎需两者结合。当出现脊柱外关节非

特异性骨关节改变时定性诊断较难，需结合实验室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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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773 

 H1N1 病例 1 例 

 
劳群,赵仕勇 

杭州市儿童医院 310014 

 

患儿男，无禽类鸟类接触史。发热、咳嗽 1天，气促 3小时。查体：T 38.9℃，P 180次/

分，R 54次/分，BP 122/64mmHg。神志清，精神软，面色苍黄，烦躁不安，呼吸急促，点头

样呼吸，吸气性三凹征，鼻扇 

双肺可闻及少量中细湿罗音 

脑脊液：潘氏试验 阳性, 有核细胞数 9*10
6
/L, 脑脊液蛋白 524mg/L, 脑脊液氯离子

121mmol/L, 脑脊液糖 3.4mmol/L。  

  

 

 
EP-2774 

胰腺及胰周结核一例 

 
董非 

运城市中心医院（原：运城地区人民医院） 044000 

 

患者 男，52岁，于两周前无明显诱因下，发现皮肤巩膜黄染，当时无恶心呕吐，无发热头

痛，无消瘦乏力，无腹泻，外院 CT提示胰头占位，患者自发病以来，神志清，精神尚好，食

欲欠佳，睡眠正常，大、小便正常，近两月来体重下降约 5余公斤。 

本院 CT检查：胰头不规则混杂密度软组织肿块影，增强后中度强化，大小约 5x4.2cm，肿块

边缘欠清，周围脂肪间隙模糊，肿块内部不规则坏死囊变，胰腺体尾部未见明显萎缩，胰管无

明显扩张。胆总管受压，肝内、外胆管轻度扩张，胆囊体积增大，肿块周围、后腹膜多发见多

发肿大淋巴结影。周围动静脉未见明显侵犯。 

化验：甲胎蛋白 2.34ng/ml、糖类抗原 125 22.30U/ml、糖类抗原 199 36.20U/ml、癌胚抗原 

0.83ng/ml。 

手术：胰头触及一直径约 6cm肿块，质硬与周围组织有粘连。周围淋巴结明显肿大。 

病理：镜下所见胰腺组织及胰腺旁淋巴结大片坏死、并相互融合，部分坏死呈干酪样，由类上

皮细胞、Langhans巨细胞、淋巴细胞和浆细胞形成的结核样肉芽组织包绕。 

 

 

 
EP-2775 

布氏杆菌病脊柱炎临床及影像学特点研究 

 
曲静琦,姚升娟 

天津市第二人民医院 300192 

 

[摘要] 目的：探讨布氏杆菌病脊柱炎在临床中的表现及影像学检查中的特征，以提高对该病

的诊断水平，方法：搜集天津市第二人民医院自 2015年 5月至 2017年 5月所确诊的 30 例布

氏杆菌病患者的临床及影像检查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及探讨。结果：本组 30个病例中患者

均有牛羊、生肉或乳制品接触史。临床表现均有间断发热、乏力、多汗、脊柱疼痛等症状，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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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2例伴有睾丸红肿疼痛。实验室检查虎红平板凝集试验（RBPT）阳性率 93.3%（28/30），

布氏杆菌凝集试验滴度大于 1∶160 的阳性率为 80.0%（24/30），布氏杆菌培养结果阳性率为

100%（30/30）。影像学检查中显示 2例累及颈椎，5例累及胸椎，26例累及腰椎、9例累及

骶椎，病灶大多累及多个椎体，受累椎体均有不同程度骨质破坏、骨质信号改变及骨质增生硬

化表现，多数相邻椎间隙变窄，9例累及椎小关节，15例病变椎体旁见软组织影，其中 2例伴

有腰大肌脓肿形成。结论：布氏杆菌病脊柱炎临床结合影像学表现具有特征性，对明确诊断和

及时治疗有重要意义。 

  

 

 

EP-2776 

37 例累及胃肠道白塞病的影像学表现及鉴别诊断 

 
唐永华,钟捷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200025 

 

[目的] : 收集我院 2003年 1月~2017年 5月出院诊断明确为累及胃肠道白塞病患者 36 例，

分析患者的临床及影像学资料，以提高对本病的诊断水平。[材料和方法] :1.临床资料男 19

例，女 17例，男女之比 1.11:1，年龄 13~65岁，平均年龄 42.64岁。临床表现腹痛、腹泻、

恶心呕吐 26例，消化道出血 14例，发热 10例，穿孔急腹症手术 5例，胰腺炎病史 2 例，肝

损 1例。36例患者共有 35 例均行内镜及影像学检查，包括 5例小肠镜，30例肠镜，3例 SBE

检查，16例普通腹部增强 CT，16例小肠 CT造影，2例小肠 MR造影检查，1例 PET-CT 检查。

[结果] 36例患者经治疗，3例死亡，其中 2例病变多系统累及，均为皮肤、粘膜、血管及血

液系统累及，死亡原因为合并 MDS及全身感染；另一例行全结肠手术无好转。36例患者部分

临床表现特殊，1例为少见 47，XX，8，染色体异常，累及血管 4例，为深静脉栓塞，表现为

蛋白尿累及肾脏 2例，一例少见病变累及肺部，表现为血管炎肉芽肿改变。1例合并肝损病变

CT定位下穿刺证实为肉芽肿改变；35例患者内镜检查，其中 5例小肠镜全部检查回盲瓣区深

大溃疡，30例肠镜 18例检出病变，3例 SBE检查检出病变 2例，16例普通腹部增强 CT 均未

检出病变，20例小肠 CT造影检出 15例病变，但其中 1例误诊淋巴瘤，1例误诊炎性肠病。2

例小肠 MR造影均检出病变，但确诊 1例，1例 PET-CT未检出病变。[结论] 白塞病临床表现

多样且复杂，各科临床及影像学医生应熟悉其常见及少见表现， 累及胃肠道白塞病患者其溃

疡形态特征性强，结合内镜及小肠 CT及 MR造影检查，有助于本病的检出和确诊。 

  

 

 

EP-2777 

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2004-2017 住院白塞病患者 

的临床及影像学资料初步分析 

 
唐永华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200025 

 

 [目的] :收集我院 2004年 1月~2017年 5月住院患者中出院诊断明确为白塞病的 155例患

者的临床及影像学资料，分析影像学表现，以提高对本病的诊断水平。[材料与方法] :将我院

临床信息科收集的资料，通过住院 PACS系统收集患者临床表现，实验室及影像学资料，及相

关手术、病理检查资料，分析其临床及影像学特点。[结果] :1.临床资料：155例患者男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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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女 81例，男女之比为 0.91：1，其中儿童 5例，150 例成人患者平均年龄为 41.23 岁；患

者临床表现分型如下：不完全性白塞病 4例，胃肠型有 38例，神经累及，脑白塞 5例，血液

及肾脏累及各有 5例，肺血管累及 5例，其中三例合并肺动脉高压，下肢静脉累及 8例，大动

脉累及 2例，其他动脉小血管分支累及 6例，关节炎表现 10例，1例表现为少见肝脏肉芽肿

病变；本组病例中经典皮肤黏膜型+胃肠道+血管累及 4例，皮肤黏膜型+胃肠道+神经或肾脏或

血液系统累及各 2例，其余为经典皮肤黏膜型白塞病。2。影像学资料：38例胃肠型患者有 28

例患者有影像学资料，分别行小肠 CT或 MR造影（CTE,MRE）、小肠插管造影检查（SBE），30

例患者有胃肠镜及小肠镜资料，共检出患者 10例，神经型、血管型白塞病患者均行头颅 MR，

胸腹部 CTA检查及超声心动图及血管超声检查。[结论] :白塞病临床表现多样伴交叉，皮肤黏

膜型表现为经典型，诊断阳性率高，其他累及胃肠道患者误诊较高，和炎症性肠病、肠结核较

难鉴别，其溃疡及肠系膜血管表现，发病部位及相关临床体征有助于鉴别本病，胸腹部 CTA增

强为白塞病累及大血管诊断金标准，头颅 MR有助于提高神经型白塞病血管炎的诊断。熟悉白

塞病临床表现，并和影像学检查相结合，可提高本病各系统亚型的诊断。 

  

 

 
EP-2778 

肝结核 5 例的影像学分析并文献复习 

 
王欣,蒋诚诚,李勇刚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15000 

 

目的 利用 CT和 MRI分析肝结核临床及影像表现的多样性，回顾该病目前常用的检查手段以及

主要的影像学表现。方法 回顾性分析本院 2011-2015年经病理证实的 5例肝结核的 CT及 MRI

表现，并结合国内外文献报道，进一步认识和学习该病多样的影像表现。 结果 结合文献分

析，本研究中肝结核主要分为以下三种亚型：①肝浆膜型 1例，表现为肝脏包膜下多发低密度

小结节影，增强后无明显强化；②肝实质型 3例，其中粟粒型 1例，CT表现为肝脏弥漫性肿

大、密度减低，增强扫描肝实质强化不均匀，可见多发低密度区。结节型 1例，CT表现为结

节状钙化。肝囊肿型 1例，CT表现为囊性灶，周围见环状钙化；③结核性胆管炎 1例，表现

为局限性肝内胆管扩张，增强扫描肝内胆管管壁有强化。 结论 肝结核的临床及影像表现具有

多样性，容易误诊。肝浆膜型结核、结节型肝结核及结核性胆管炎的 CT及 MRI表现有一定的

特征性，尤其是伴有钙化时，可提示肝结核的诊断。 

 

 
EP-2779 

肝细胞外基质体积分数与 APRI、Forns 指数 

诊断肝纤维化临床价值对比研究 

 
翟亚楠,郭顺林,雷军强,杨璐,卢世瑞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730000 

 

目的  对比研究肝细胞外基质体积分数（hepaticextracellular volume fractions，

fECVs）、APRI、Forns指数诊断肝纤维化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  回顾性调阅 2012年至

2016年于本院行肝脏多期动态增强扫描的住院病人 313例。(肝纤维化 152例，无肝纤维化

161例)。获取其常规肝脏多期动态增强 CT检查的影像图像、临床资料及实验室检查结果。收

集平扫及平衡期（注射造影剂 3min后）肝实质及主动脉强化值并分别计算二者的绝对强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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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iver和 Eaorta），通过以下公式计算 fECV值：fECV(%)=Eliver [100−Hct(%)]/Eaorta；基于

临床常见生化指标，通过公式计算 APRI和 Forns指数。通过 Spearman相关分析 fECV 值与

APRI、Forns指数模型之间的相关性，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比较 fECV值、APRI、Forns指数诊断肝纤维化的临床价值。结果

fECV值与 APRI、Forns指数模型之间具有相关性，相关系数分别为 0.430、0.315（P值均小

于 0.01)；fECV值、APRI、Forns指数诊断肝纤维化的界值、敏感性(sensitivity，Sen)、特

异性(specificity，Spe)、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分别为（31.07%、0.816、0.609、

0.77），（10.3, 0.757、0.776、0.83），（0.86、0.776、0.901、0.90）。结论  利用常

规肝脏三期动态增强 CT检查及血常规检查换算得到的 fECV 值可以无创性评估肝纤维化，fECV

值、APRI、Forns指数诊断肝纤维化的临床应用价值为 fECV<Forns 指数<APRI，初步评估提示

fECV可能具有中度偏下的诊断价值。 

  

 

 

EP-2780 

成人麻疹肺炎 CT 表现的诊断价值及临床意义 

 
王瑞航,姚升娟 

天津市第二人民医院 300192 

 

摘要：麻疹是一种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一般多见于婴幼儿。由于麻疹疫苗在

婴幼儿中的普遍应用，婴幼儿的麻疹发病率大幅下降；但随着麻疹病毒的变异和成人麻疹抗体

水平的下降，以及麻疹病毒极强的传染性，成人麻疹病例日益增多。麻疹的并发症较多，以肺

炎最常见。我们回顾性分析本院 102例临床确诊的麻疹肺炎的患者，所有患者均有发热、皮

疹，并伴有不同程度的流泪、咳嗽、结膜充血及口腔颊粘膜特性性费-柯氏斑等。所有患者均

经过胸部 CT平扫检查，分析其 CT影像表现特征，我们发现成人麻疹肺炎影像改变以间质性病

变为主，主要表现为肺间质网格状改变、磨玻璃样改变、双肺结节状阴影、斑片状阴影，其中

以双肺结节状阴影最常见，以上各种表现在每个病例中不同程度混合存在；同时结合临床、实

验室检查、影像学检查及其动态变化，对成人麻疹肺炎的诊断及鉴别诊断有重要价值，并根据

其影像学变化，有利于指导临床及时调整治疗方案。 

 

 

 

EP-2781 

煤工尘肺合并肺结核的 CT 影像学特征 

 
吕圣秀 

重庆市公共卫生医疗救治中心 400036 

 

目的 探讨煤工尘肺合并肺结核的 CT影像学特征，提高煤工尘肺合并肺结核 CT诊断水平。方

法 回顾性分析 2015年 1月至 2016年 5月 82例尘肺结核患者的临床及胸部 CT影像表现。结

果 发生在双肺上叶 82例，中叶 47例，下叶 22例，斑片影 65例，结节影 72例，纤维条索

影 52例，空洞 22例，伴钙化 28例，纵隔淋巴结肿大 71例，纵隔淋巴结钙化 53例，间质性

改变 43例，融合病灶 52例。结论 煤工尘肺合并肺结核影像影像表现多样，CT影像学对其

诊断及鉴别诊断有重要作用，但其确诊需结合职业史、临床及实验室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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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782 

结节肿块型肺隐球菌病的临床与 CT 征象分析 

 
何玉麟,漆婉玲,夏青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30006 

 

摘要：肺隐球菌病(pulmonary cryptococcosis, PC)是由新型隐球菌或格特隐球菌感染引起的

一种亚急性或慢性肺部真菌病。随着胸部 CT的广泛应用及对此疾病认识的不断提高，近年来

肺隐球菌病的检出率不断增加，已占肺部真菌感染的第三位（15.6%），且正常宿主发病率高

于非正常宿主。PC的临床症状无特异性，单纯依靠临床诊断较为困难。影像学检查主要依靠

CT，PC在 CT上依据形态学表现分为结节肿块型、浸润实变型、弥漫混合型及弥漫粟粒型四种

类型，以结节肿块型最为多见，可达 57%~82%。因其具有类似肿瘤的征象，常易误诊为肺癌、

转移癌等。本文旨在通过回顾性分析、总结结节肿块型 PC的胸部 CT表现，提高诊断正确性，

避免误诊、误治。 

本文通过回顾性分析我院 26例经病理证实的结节肿块型肺隐球菌病的临床资料与胸部 CT表

现，探讨结节肿块型的临床表现和所具有的影像征象，提高 MSCT对结节肿块型肺隐球菌的诊

断准确性。 

  

  

 

 
EP-2783 

HAART 治疗对 AIDS 合并马尔尼菲青霉菌感染 

的胸部病变分布影响 

 
石秀东,施裕新,詹艺,何欣源,刘峰君,叶雯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复旦大学附属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201508 

 

[摘要]  目的 探讨未经高效抗逆转录病毒治疗（highly active anti-retroviral 

therapy，HAART）的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患者（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

AIDS）与经规范 HAART治疗的 AIDS患者在感染马尔尼菲青霉菌（Penicillium Marneffei，

PM）后主要临床表现、进展和预后、胸部病变的 CT影像表现特点的异同。 方法  回顾性分

析 38例无 HAART治疗史感染 PM的 AIDS患者和 14例 HAART 治疗期间感染 PM的 AIDS患者的临

床资料和胸部 CT影像表现。 结果  在临床表现、进展和预后方面，2组的临床症状和体征

相似，均会出现发热（＞38℃）、咳嗽、气促或呼吸困难、畏寒、寒战和皮疹等症状或体征，

但无 HAART治疗史的 AIDS相关 PSM组的临床症状和体征发生率较高，两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还出现了急性呼吸窘迫综合症（ARDS）、机械通气和死亡病例。2组的胸

部 CT影像表现和分布方面相似，病变均以双肺受累为主，任何部位均可发生，且病变表现以

磨玻璃或斑片样影、结节、实变、空洞、胸腔积液及纵隔淋巴结肿大等为主，但无 HAART 治疗

史的 AIDS相关 PSM组的双肺病变受累、弥漫性病变、粟粒结节、纵隔淋巴结肿大的发生率较

高，CT评分值、肺段受累的总数目、肺区受累的总数目较大，两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前期规范的 HAART治疗与 AIDS相关 PSM患者的临床表现的发生率和胸

部病变严重度有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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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784 

艾滋病相关神经系统疾病的影像学表现 

 
李瑞利,李宏军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100069 

 

AISD相关性神经系统感染是艾滋病患者的重要并发症，也是患者致死的主要原因。AIDS 相关

的神经系统疾病可分为 5个方面：①HIV 相关性原发感染损害，如 HIV性脑炎、无菌性脑膜炎

等；②神经系统机会性感染，如弓形虫脑炎、巨细胞病毒性脑脊髓炎、疱疹性病毒性脑炎、进

行性多灶性白质脑病、隐球菌脑膜炎、结核菌感染等；③神经系统肿瘤，主要是非霍奇金淋巴

瘤，偶有卡波济氏肉瘤(Kaposi's sarcoma)造成损害等；④脑血管性疾病，如脑血管炎、脑出

血、萎缩及梗死等；⑤周围神经病变。 

  早期预防、早期诊断、正确诊断是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和延长患者生命的关键。临床开展脑

活体组织检查较为困难，因此影像检查对艾滋病神经系统感染的诊断和鉴别诊断有不可替代的

作用。但艾滋病患者多病原体相继感染的机会较多，增加了 AIDS相关神经系统感染的复杂

性、多重性，放射科医师在临床诊断工作中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存在较大的误诊率，这也是导

致 AIDS并发中枢神经系统疾病患者病死率增高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们对北京佑安医院 2011-2017年经过实验室检查确诊的艾滋病合并中枢神经系统感染的

MRI影像学表现进行总结，并对文献进行复习，对艾滋病合并中枢神经系统疾病谱系临床影像

学特点进行系统性分析，以提高对艾滋病相关脑病影像学表现的认识及诊断水平，更好地服务

于临床。 

 

 
EP-2785 

不典型肺结核的各种影像表现 

 
宋留存

1
,宋留存

1
 

1.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 

2.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 

 

内容摘要： 

目的：分析不典型肺结核的影像表现形式，提高对肺结核病的认识，提高诊断水平； 

方法：回顾性分析 30例在我院就诊并已确诊的肺结核、但影像表现及不典型、易于误诊的病

人影像资料，分析误诊原因及鉴别要点； 

结果：所有病例，均不能一次性确定诊断，因其影像表现不典型，与炎症、肿瘤、真菌感染等

难鉴别，需进一步做实验室检查及结合临床病史等，痰涂片阳性，是诊断该病的金标准，但其

阳性率不足 30%，实验室检查、排除法及诊断性治疗等也是诊断该病有效方法。 

结论：不典型肺结核，影像诊断困难，需多参考临床资料、实验室检查，多积累总结经验，逐

步提高诊断水平。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2155 

 

EP-2786 

磁共振水-脂分离成像对使用糖皮质激素 

类风湿患者骨量评价的研究 

 
黄刚

1
,常飞霞

2
,王平

1
 

1.甘肃省人民医院 

2.敦煌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利用磁共振水-脂分离成像技术对使用糖皮质激素的类风湿患者椎体脂肪含量进行测定

并与 BMD值比较，观察不同年龄段患者激素治疗后不同时间段的椎体脂肪含量的变化，间接评

估椎体骨强度和骨折风险。 

方法：纳入 40例类风湿患者为研究对象，按年龄分为 30-40岁组、40-50岁组各 20例，不同

年龄组在治疗前行 DXA骨密度值（BMD值）与 MR所测腰椎脂肪分数（FF）进行相关性分析；

并对不同年龄组治疗前、激素治疗后 3个月及 6个月腰椎椎体脂肪分数进行比较；骨髓脂肪

FF计算公式：FF =［Mfat /( Mfat + Mwater) ］× 100%，式中 Mwater、Mfat 分别指水像及

脂像 ROI 总像素信号强度值。 

结果：不同年龄组治疗前、治疗后 3个月及 6个月的 FF均值分别为：30-40岁组

（42.14%±2.78%、53.05%±3.83%、56.32%±3.07%），40-50岁组（45.21%±4.15%、

57.58%±3.75%、63.24%±4.17%）；30-40岁组、40-50 岁年龄组激素治疗前 BMD均值分别为

1.09±0.15g/cm2、0.94±0.18g/cm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1.793，P=0.007）；所有患者椎

体 BMD值与 FF值呈显著相关性（r =-0.88，P<0.05）。 

结论：1.磁共振水-脂分离成像测量椎体 FF值能反映椎体骨量的变化； 

2.长期使用激素治疗的类风湿患者椎体内脂肪含量增加，导致骨强度下降，有可能增加骨折风

险； 

3.使用糖皮质激素后椎体脂肪含量的增加在前 3个月更明显，且较大年龄患者组椎体脂肪含量

变化更明显，提示在较大年龄患者使用激素的早期阶段更应注意骨折风险的防范。 

 

 
EP-2787 

TACE 联合索拉非尼治疗 BCLC-C 期肝细胞癌的临床研究 

 
张璐西 

常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213001 

 

目的: 1、评价 TACE联合索拉非尼治疗 BCLC- C期 HCC的疗效，为临床选择治疗方案提供依

据。2、评价 TACE联合索拉非尼治疗 HCC合并不同类型门静脉癌栓的疗效。 

方法：1、回顾分析 2008年 8 月至 2017年 1月 BCLC-C期 HCC病例 76例，按照不同治疗方法

分为三组，其中 A组单纯 TACE组 29例，B组 TACE+索拉非尼组 20例， C组支持治疗组 27

例。观察指标主要为：中位总生存时间（MOS）、中位肿瘤进展时间（MTTP）、疾病控制率

（DCR）、3、9、15个月生存率。2、回顾性分析 25例 TACE联合索拉非尼治疗 HCC合并不同

类型 PVTT的 HCC临床病例，按照不同类型的 PVTT分为二组，其中 A组为主干 PVTT组 11例，

B组为分支 PVTT组 14例。观察指标为：MOS和 MTTP。 

结果:  1、三组的 MOS分别是 9.2m，12.6m，3.1m（P < 0.001）；MTTP分别为 3.2m，

5.6m，1.5m（P<0.001）；1-2个月内的 DCR分别是 82.8%，85%，14.8%（P < 0.001）；3个

月生存率分别为 100%，100%，51.9%（P < 0.001）；9个月生存率分别为 51.7%，85%，0%（P 

< 0.001）；15个月生存率分别为 10.3%，40%，0%（P < 0.001）。但是 A组与 B组的 DCR、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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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生存率相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2、总体的 MOS和 MTTP分别是 11.9m和

5.2m；两组的 MOS分别是 7.7m和 15.2m（P < 0.001）；两组的 MTTP分别是 2.8m和 5.8m（P 

< 0.001）。 

结论: 1、对于 BCLC-C期 HCC， TACE联合索拉非尼疗效最优；对于无法联合治疗的患者，单

纯 TACE优于支持治疗。2、对于合并有 PVTT的 HCC，TACE 联合索拉非尼延长其 MOS和 MTTP；

单纯伴有分支 PVTT的 HCC的疗效优于伴有主干 PVTT的 HCC。 

 

 

EP-2788 

64 排螺旋 CT 最大密度投影在肺转移小结节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邱立军,罗琳,张利荣,代伟 

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原：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014010 

 

目的: 探讨 64排螺旋 CT最大密度投影（MIP）在肺转移小结节诊断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对

我院 2016年 1月至 2017年 2月例已确诊为肺内有非弥漫性的转移小结节患者 45例行 64排螺

旋 CT全肺扫描，所用机型为飞利浦 Brilliance CT 64，扫描参数：120KV，200MAS，层厚 1 

mm，重建 5 mm层厚肺窗图像。将 1 mm薄层图像导入后处理工作站中 3D界面，行肺窗最大密

度投影重建，MIP重建厚度为 5 mm，重建间隔小于 5 mm，以保证不遗漏微小结节。所有患者

图像均由两位副高职称以上经验丰富的诊断医生阅读，比较 5 mm层厚常规肺窗图像、1 mm薄

层肺窗图像及 5 mm层厚 MIP 肺窗图像，对三种图像中肺转移小结节进行分析、统计。小结节

确定标准：位于含气肺组织内，呈圆形或类圆形，直径小于 10 mm，无钙化。结果: 5 mm层厚

常规肺窗图像发现小结节 198个，1 mm薄层肺窗图像发现小结节 269个，5 mm层厚 MIP肺窗

图像发现小结节 304个。在 MIP肺窗图像与薄层肺窗图像上对比分析 1 mm薄层肺窗图像所漏

掉的小结节，发现有 28个小结节在 1 mm薄层肺窗图像上未能发现是由于薄层图像数量太多，

诊断医生视觉疲劳容易漏诊造成的，回顾性分析 1 mm薄层肺窗图像仔细分析仍能确定为小结

节；10个微小结节在 1 mm 薄层肺窗图像上未能发现，是由于微小结节与周围血管断面直径相

近，薄层 CT图像对微小结节与小血管断面鉴别困难造成的。而且 5 mm层厚 MIP肺窗图像与 5 

mm层厚常规肺窗图像及 1 mm 薄层肺窗图像比较，小结节的显示更清晰，比 5 mm层厚常规肺

窗图像、1 mm薄层肺窗图像更容易发现肺转移小结节，5 mm层厚 MIP肺窗图像能迅速准确发

现肺转移小结节。结论: MIP 肺窗图像能显著提高 64排螺旋 CT对肺转移小结节的显示能力，

是肺转移小结节筛查评估的一种很好检查手段。 

 

 
EP-2789 

320 排 CT 在儿童永存动脉干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汪汉林,沈桂权,余晖,陈征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550004 

 

目的：探讨 320排 CT在儿童永存动脉干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回顾分析 18例 320排螺旋 CT心脏造影检查诊断为永存动脉干的儿童患儿，所有患儿前

期均行胸部 X线及超声检查，其中 14例患儿后期进行 DSA检查。 

结果:320排 CT对 18例永存动脉干作出定性和分型诊断，超声对 17永存动脉干作出定性诊

断，其中 1例误诊为法洛四联症；5例冠脉起源异常超声漏诊 2例。 

结论：320排 CT能够准确评价永存动脉干病变的解剖形态以及分型，有助于临床术前手术方

案的制定，提高手术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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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790 

小肠 CT 造影对肠道感染性疾病的诊断价值 

 
史小男,王刚,雷军强,郭顺林,翟亚楠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730000 

 

目的：评价口服 2.5%等渗甘露醇溶液进行小肠 CT造影检查对肠道感染性病变的诊断价值。 

方法：收集 2016-2017年就诊于我院可疑为肠道感染性疾病患者 80人，所有患者分 4 次口服

2000-2500ml2.5%等渗甘露醇后，静脉注入 20mg山莨菪碱注射液，随后行双源 CT三期扫描，

所得图像进行 MPR、MIP及 VR重建；将小肠分为十二指肠、空肠和回肠三部分，观察其充盈情

况并分别记为 0、1、2、3分，分别表示适度充盈的肠段部分占所评估肠段的 30%以下，30%～

50%，50%～80%和 80%以上。分别选取充盈最佳的肠段，测量肠管外径、肠壁厚度。测量感兴

趣区（面积 2mm
2
左右)肠壁的强化情况。将经内镜或手术确诊的感染性病灶的 CT表现从肠腔、

肠壁、肠系膜、淋巴结、肠系膜血管、其他改变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结果：所有受试者均认为等渗甘露醇口感微甜，易接受，未发现并发症。十二指肠、空肠及回

肠的充盈度分别为 2.79、2.59和 2.69分；小肠 CT造影可清楚地显示小肠炎、阑尾炎、美克

尔憩室、Crohn’s病、肠结核等多种肠道感染性病灶的肠内、肠壁、肠外血管、系膜淋巴结

及腹内脏器情况情况。小肠 CT造影与临床诊断符合率为 95%(76/80)。 

结论：小肠 CT造影是一种安全可靠、便捷操作并能全景展示小肠的方法，并对肠道感染性疾

病具有极高的诊断价值。 

  

 

 
EP-2791 

Volumetric functional MR imaging:imaging biomarker of 

early treatment response in  liver metastasis 

patients after  radioembolization 

 
Xiangyu Zhu

1
,Kamel Ihab

1,2
 

1.Shandong Medical Imaging Research Institute 

2.John Hopkins Hospital 

 

To evaluate the value of quantitative volumetric functional MR imaging in early 

assessment of response to 90Y  radioembolization  in patients with liver 

metastases.  74 metastatic lesions in 14 patients after TARE were included .DWI 

and contrast imaging was performed before and early after treatment. Response by 

anatomic metrics and functional metrics (ADC and AE, VE) were reported in targeted 

and non-targeted lesions. A two-sample paired t test was used to compare the 

changes after TARE. 

The anatomic metrics did not show any significant changes in both targeted and 

non-targeted groups. Targeted lesions demonstrated an increase in mean 

ADC (23.4%; p = 0.01), a decrease in AE and VE (-22.9% and -6.7%, respectively) 1 

month after treatment. 21 responding lesions  by RECIST at 6 months demonstrated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ADC , decrease in AE and VE at 1 month post-treatment. 

Responding lesions did not change significantly by anatomic metr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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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IST, mRECIST, and EASL criteria failed to stratify lesions into responders and 

nonresponders early after TARE in hypo-vascular liver 

metastasis. 

 

 
EP-2792 

脑缺血病人 FLAIR 像血管高信号（FVH）分级与颈内- 

大脑中动脉狭窄程度相关性分析 

 
张竹青

1
,牛蕾

1
,段崇峰

1
,李滢

1
,王雁

2
,王海萍

2
,孙锦平

1
,刘学军

1
 

1.青岛大学附属医院放射科 

2.青岛大学附属医院神经内科 

 

目的：探讨缺血性脑血管病患者 FLAIR像血管高信号（FVH）的表现程度与同侧颈内动脉

（internal carotid artery，ICA）及大脑中动脉（middle cerebral artery，MCA）狭窄

程度的相关性，为临床治疗方案的制定和预后评估提供影像学依据。方法： 收集 2015.1 月

~2017.7月于青岛大学附属医院神经内科就诊的缺血性脑血管病患者 1800例，选取行 MR平扫

及头颈动脉血管 CTA检查且 FLAIR像出现 FVH的患者 202例。。ICA-MCA狭窄程度评价：选取

与 FVH同侧的 ICA全程及 MCA-M1段进行评估，狭窄程度分级采用北美有症状同侧颈内动脉内

膜切除术（NASCET）标准，分为四个等级（0分：无狭窄；1分：轻度狭窄；2分：中度狭

窄；3分：重度狭窄至闭塞）。另进行 ICA-MCA狭窄程度联合评分：将同侧 ICA与 MCA狭窄程

度分级评分相加所得评分总和；FVH表现程度评价：根据横轴位 T2FLAIR图像上出现 FVH 层

数、每层的 FVH的数量对 FVH表现程度进行累计评分：其中每层图像上无 FVH为 0分，显示 1

条（或 1个血管断面）FVH 为 1分；显示 2条（或 1个血管断面）FVH为 2分，以此类推。将

出现 FVH的层数及每层显示的数量相加得出该患者的 FVH（总）评分。将患者的 FVH评分与同

侧 ICA、MCA狭窄程度评分及 ICA-MCA联合评分进行 Spearman等级相关分析。结果：患者 FVH

评分与同侧 ICA狭窄程度呈中等正相关（r=0.482，P＜0.01），与同侧 MCA狭窄程度呈弱正相

关（r=0.289，P＜0.01），与同侧 ICA-MCA联合评分呈强正相关（r=0.701，P＜0.01）。结

论：1.缺血性脑血管病患者 FVH的表现由同侧 ICA和 MCA主干狭窄共同参与所致，狭窄程度越

重，FVH的表现程度就越高；2.同侧 ICA的狭窄较 MCA的狭窄对 FVH的表现程度贡献的比重更

大。 

 

 
EP-2793 

影像学识别艾滋病免疫重建炎症综合征（AIDS-IRIS） 

 
楼海燕,徐敬峰,张景峰,许利军,杨青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310003 

 

IRIS 是在开始 HAART 后的最初几个月里出现的一种高异质性的不良反应，临床表现呈多样

性。虽然现在有较为普遍应用的诊断标准，并且实验室指标 HIV-1 RNA 的迅速下降可能会更

早预测 IRIS 的发生。但从减轻治疗过程中不必要的紧张情绪及减少医疗经济负担支出，影像

学证据提供一种更为直接的诊断信息是非常必要的。 

目的：本研究拟从艾滋病连续性的影像学检查中早期识别 AIDS相关的 IRIS特异性征象，总结

不同类型 IRIS的影像表现并尝试进行分类。方法：分析我院 2010年 12月至 2017年 4月期间

临床高度疑诊及病理或实验室检查确诊的 20例 IRIS的临床及影像学资料，均为男性，2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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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平均年龄 33.43岁。所有患者均有连续的动态随访及转归后的影像学检查资料，包括肺部

CT 和头颅磁共振检查，必要时全腹平扫+增强扫描，归纳共性的影像学特征。结果：20例

IRIS患者中，①病变性质：结核性 9例，隐球菌感染 6例，病原学不明 5例。②部位：单纯

肺部表现(肺-肺门-纵隔）：8例（结核 6），肺-颈部淋巴结/颈部淋巴结-肺部 4例（结核

4），肺-CNS4例（隐球菌 2)，多系统累及 5例(结核 4隐球菌 1）。③影像表现：本组病例

IRIS有两种表现：IRIS-结核和 IRIS-隐球菌，其中多系统累及最多见于结核，表现为淋巴结

进展性肿大、坏死。隐球菌更多见于肺-CNS表现，肺部呈多发实变性结节，短期形态变化

大。肝门部病变以实质性病变为主，坏死少见。④胸腔、腹腔积液的出现与否与病程长短对比

无显著差异。 

结论：IRIS影像学表现最容易被识别出来的还是结核或隐球菌性感染。不管发生于病程中的

哪一个阶段，性质如何，肺部（包括肺门和纵隔淋巴结）总是最先或最后被累及，结核性更易

出现病灶内进展性坏死，脓肿形成是 IRIS-结核特征性表现。隐球菌性 IRIS以实质性病变为

主（多发结节或肿块）。坏死少见，和肿瘤难鉴别。 

  

 

 
EP-2794 

布氏杆菌性脊柱炎的 CT、MRI 表现 

 
张利荣,罗琳,代伟,邱立军 

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原：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014010 

 

目的：探讨布氏杆菌性脊柱炎的 CT及 MRI表现，以提高对该病的影像学诊断水平。方法：收

集整理 16例经临床、实验室检查或病理证实的布氏杆菌性脊柱炎，将其 CT及 MRI表现进行分

析总结。16例均生活在牧区，有牛羊密切接触史。16例血清布氏杆菌凝集试验均为阳性，13

例血细菌培养检出布氏杆菌。16例均行 CT检查，14例行 MRI扫描，其中 4例行 MRI平扫加增

强扫描。ＣT检查使用飞利浦 64排螺旋 CT扫描机，轴位 1mm层厚容积扫描，行 MPR多平面重

组进行矢状位及冠状位图像重组。MRI检查使用飞利浦 3.0Ｔ磁共振扫描机，行矢状位 T2WI、

T2WI压脂、T1WI，轴位 T2WI 扫描。结果：16例共 33个椎体受累，12例为 2个椎体受累，2例

为单个椎体受累，2例为多个椎体受累。2例累及胸椎，3例累及骶椎，15例累及腰椎，共 27

个腰椎体受累，L4椎体受累最多见，其次为 L3椎体。CT检查发现 27个椎体患病，有 6个患病

椎体因病变骨质破坏轻微而 CT检查未能发现。CT病变椎体骨质破坏主要发生在椎体边缘软骨

终板下，表现为小类圆形或斑片状低密度区，早期病变骨质增生硬化不明显，慢性期骨破坏区

周围可见骨质增生硬化，7 例增生的骨质出现部分虫蚀样破坏，椎体边缘呈“花边状”改变；

12例伴有相邻椎间盘破坏，椎间隙变窄；10例出现椎旁脓肿。MRI检查发现 33个椎体患病，

CT未能发现的 6个急性期患病椎体由于存在骨髓水肿，MRI T1WI呈低信号，T2WI及 T2WI压脂

呈高信号，亚急性期及慢性期病变椎体边缘凹凸不平，椎体病变区 T1WI呈低信号，T2WI及

T2WI压脂呈高信号，骨质破坏区由于有肉芽组织增生，增强扫描呈轻度到明显强化。周围骨质

硬化区 T1WI、T2WI均呈低信号。椎旁脓肿 T1WI呈低信号，T2WI呈高信号。结论：布氏杆菌性

脊柱炎的 CT及 MRI表现具有一定特征性，结合流行病学特点及实验室检查能明确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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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795 

红细胞增多症颅脑 CT 疑似蛛网膜下腔出血鉴别诊断分析 

 
代伟,罗琳,张利荣,邱立军 

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原：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014010 

 

目的：探讨红细胞增多症颅脑 CT表现，并与蛛网膜下腔出血鉴别诊断。方法：对 15例红细胞

增多症患者的颅脑ＣT表现进行回顾性分析。本组男 9例，女 6例；年龄 12～65岁。所有病

例均经实验室检查诊断红细胞增多症（多次检查男性红细胞计数＞6.0×10
12
/L，血红蛋白＞

170 g/L，女性红细胞计数＞5.5×10
12
/L，血红蛋白＞160 g/L即认为增多）。其中原发性红

细胞增多症 3例，继发性红细胞增多症 12例，临床上以原发病症状和体征就诊。15例均行头

颅 CT检查，ＣT检查使用飞利浦 64排螺旋 CT扫描机，管电压 120 KV，管电流 150 mA，容积

扫描，5 mm层厚重建。2名副高以上职称医生分别阅片，重点观察脑表面、脑池、脑沟、脑裂

内有无血管高密度影出现，高密度影旁蛛网膜下腔有无脑脊液低密度影出现，测量上矢状窦及

双侧大脑中动脉 CT值，测量面积控制在 2 mm左右，每处测量 3次并取平均值。结果：双侧颅

内动脉及静脉清晰显示，大脑浅表小血管亦显示清晰，脑池、脑沟、脑裂内见多发线状高密度

影出现，类似 CT增强扫描及蛛网膜下腔出血表现，但其旁蛛网膜下腔脑脊液低密度影仍见，

并且与线状高密度影分界清晰，而且所有患者无蛛网膜下腔出血症状及体征，1～2个月后动

态复查上述表现无任何变化，提示线状高密度影为脑表面小血管密度增高，而非蛛网膜下腔出

血。上矢状窦及双侧大脑中动脉血液密度增高，上矢状窦 CT值平均 60.2 Hu，双侧大脑中动

脉 CT值平均 52.3 Hu。1例先天性心脏病继发红细胞增多症者合并出现脑脓肿，MRI-DWI 脓肿

中央呈高信号，增强扫描呈环形强化，周围可见大片水肿。结论：红细胞增多症患者颅内大血

管及小血管密度增高，颅脑 CT表现类似增强扫描及蛛网膜下腔出血，但脑表面、脑池、脑

沟、脑裂内线状高密度血管影旁蛛网膜下腔脑脊液低密度影仍见，并且与血管分界清晰，仔细

观察分析能够与蛛网膜下腔出血鉴别。 

 

 
EP-2796 

艾滋病合并脑部感染性病变的 CT 表现 

 
樊婷婷,刘白鹭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50086 

 

目的：探讨艾滋病病人合并脑部感染性病变的影像学特征和 CT诊断方法。 

方法：对经血清 HIV抗体检查阳性及国家指定的实验室确证实验证实的 HIV/AIDS病人 12例，

进行 Philips 16排 CT扫描，以 OM为基线，层厚为 6mm，扫描后对感兴趣区进行薄层重建，

所有患者另行 CT增强扫描。扫描后将图像推至后处理工作站及 PACS系统，由两名具有 5年以

上工作经验的高年资医师采用双盲法对图像进行分析诊断。并记录所有患者的姓名、年龄、性

别等相关信息，所有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最后对所有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12例 HIV/AIDS病人中，男 8例，女 4例，平均年龄 37岁（21~60岁）。主要临床表现

为头痛、发热、呕吐者 6例；颈部淋巴结肿大、头痛者 3例；发热、记忆力减退者 1例；神志

改变、记忆力减退者 2例。脑部影像学表现主要分为以下 3种：①HIV 脑炎 8例：本组患者中

2例表现为双侧大脑半球白质对称性密度减低，4例为双侧大脑半球不对称性斑片状低密度

影，2例表现为脑沟裂池增宽等脑萎缩改变，所有病例占位效应不明显，8例患者增强扫描后

均无强化。②巨细胞病毒脑炎 2例：本组患者中 1例表现为右侧顶叶结节样病变，1例表现为

左侧基底节区多发结节样病变，增强后病变呈结节样均匀或不均匀性强化。③HIV 合并弓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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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炎 2例：1例左侧大脑半球见大片指压性水肿带，其内见等密度结节，1例为左侧基底节区

等密度结节伴周围低密度区，增强后可见环状强化影，有轻度占位效应。 

结论：CT扫描的临床应用，对艾滋病合并中枢神经系统感染性病变的诊断和治疗有重要的临

床指导意义，但鉴于 CT表现的无特异性，需结合临床及血清免疫学检查。 

 

 

EP-2797 

布氏杆菌脊柱炎的 MRI 诊断 

 
薛明,谢汝明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 100015 

 

目的：探讨布氏杆菌感染引起的脊柱炎的 MRI表现，以提高对该病的认识及诊断水平。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临床及实验室确诊或手术病理证实的 57例布氏杆菌性脊柱炎患者的 MRI 平扫及

增强扫描影像表现。结果：40例行 MRI平扫加增强扫描，17例 MRI平扫，累及骶椎 10例

（17%），腰椎 52例(91％),胸椎 8例(14％),颈椎 3例(5％)，跳跃性发病 4例(7％)。布氏杆

菌脊柱炎可侵犯脊柱任何部位，以腰椎多见，椎体边缘虫蚀样骨质破坏，可伴有骨质增生，椎

体形态多无明显变化，椎间盘炎性改变较轻，椎间隙无或轻度狭窄，椎旁、椎管内硬膜外脓肿

及腰大肌脓肿显示清楚；大部分病例可见腰背部肌肉肿胀及皮下水肿征象。结论：MRI影像表

现在诊断及鉴别诊断布氏杆菌脊柱炎方面具有较高的价值。 

 

 

EP-2798 

多层螺旋 CT 图像后处理技术对于支气管黏液栓的诊断价值 

 
张旭 

山东省胸科医院 250013 

 

目的 探讨多层螺旋 CT后处理技术对于支气管黏液栓的诊断价值，并将通过后处理技术发现的

黏液栓病例同支气管镜检查结果进行对照。 

方法 选择 2016年 3月 1日至 2017年 3月 31日期间至山东省胸科医院住院治疗，经多层螺旋

CT检查并通过图像后处理技术发现的支气管黏液栓患者 20例，所选患者均经过支气管镜检查

并确诊为支气管黏液栓。采用多层螺旋 CT扫描仪，行肺部 CT增强扫描，观察可疑黏液栓病

灶强化情况，并区分与血管关系，将所得图像经图像后处理，由工作站进行多平面重建(MPR)

检测，寻找可疑黏液栓病灶的长轴，重建出平行于其长轴的断面，在最大程度全程显示的断面

上诊断并观察黏液栓。观察相应段支气管的形态、走行，通过后处理图像观察支气管管腔狭窄

情况，通过纤维支气管镜观察支气管的管腔病变部位及情况，并取组织活检。 

结果 MPR图像后处理技术发现支气管黏液栓 20例，常规轴面图像发现 17例；黏液栓 CT常规

表现呈树枝分叉状（Y及 V 形）12例，占 60%，短棒状 7例，占 35%，结节或串珠状 1例，占

5%；黏液栓位于右肺下叶基底段 5例，左肺上叶尖后段、下叶基底段各 4例，右肺上叶后段 3

例，右肺中叶 2例，双肺下叶多段累及 2例；黏液栓平扫 CT值 16-100HU，增强后均无强化；

邻近支气管均有不同程度扩张；患者经支气管镜病理检查确诊为肺结核 8例，曲菌病 4例，肺

炎 4例，肺癌 2例，支气管扩张 2例。 

结论 多层螺旋 CT图像后处理技术对于支气管黏液栓的诊断率高于原始轴面图像，与纤维支气

管镜的检出率接近，同时能观察病灶的情况及邻近结构的关系，为发现相关病变及为临床制定

治疗方案提供更加充分的影像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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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799 

宫内巨细胞病毒感染 MRI 评价与预后评估 

 
徐和平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7 

 

巨细胞病毒属于疱疹病毒，可通过胎盘垂直传播给胎儿，是宫内感染最常见的病原体。发达国

家新生儿感染率为 0.5%-4%，其中 10-15%有症状者，其神经学症状包括认知和运动的损害、感

觉神经性耳聋（SNHL）和脉络膜视网膜炎，这部分患儿超过 2/3表现神经影像异常。 

宫内巨细胞病毒感染所致神经影像异常包括：  

脑室扩大，为先天性 CMV感染的常见表现，但并非特异性表现，需排除染色体异常和各种畸形

综合征等。  

小头畸形，是先天性症状性 CMV感染出现智能发育和运动障碍的特异性指标，其发生率约 

18.5%-27.8%，常常合并其他异常如钙化、侧脑室周围白质白质异常等，很少单独出现。值得

注意的是也有严重的 CMV宫内感染不出现小头畸形。 

3、侧脑室周围白质异常，可能与感染引起脑室炎有关，T2WI呈高信号，往往合并其他的影像

学异常。 

4、钙化，是宫内感染的标志，包括大脑任何部分出现的散在分布的点状钙化灶和侧脑室边缘

片状钙化，与皮层发育异常有关。 

5、脑室周围囊肿(PVPC)和脑室内粘连（IVS）。 

6、皮质发育畸形，孕早期和孕中期发生感染可引起皮质生成和发育异常，包括缺乏与胎龄相

适应的脑沟回结构、多小脑回和胼胝体发育异常等。 

7、小脑发育不良，常与其他异常表现合并存在。 

当出现小头畸形和脑内病变时常提示预后不佳，但当单独出现某一种影像学异常如脑室周围囊

肿、特定区域暂时性 T2WI高信号等可能预后较好。 

  

 

 
EP-2800 

AIDS 合并肺结核的 CT 影像学特点及实验室／病理相关研究 

 
华奇峰,郑建军,金银华,陈国平,孙微,张宏彬 

宁波市第二医院（原:宁波华美医院) 315010 

 

摘要：目的 探讨 CT用于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伴肺结核患者中的诊断价值，并将其与正常免

疫伴肺结核患者 CT影像学相比较，提高人们对其的认识，为临床诊治提供参考。方法 回顾性

分析医院 2014年 1月~2016 年 12月收治的 60例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伴肺结核患者临床影

像学资料及临床表现，为观察组；另选取医院 60例同期正常免疫伴肺结核患者作为对照组。

统计 2组患者手术组织病理学及实验室检查结果、临床表现及预后情况；记录 2组患者病变类

型和分布及范围；观察 2组患者 CT表现情况。结果 观察组患者浅表淋巴结肿大发生率

26.7%(16/60)明显高于对照组 11.7%(7/60)，χ2
=4.35，P=0.03；观察组患者肺外结核发生率

31.7%(19/60)明显高于对照组 8.3%(5/60)，χ2
=10.20，P=0.00；然 2组患者盗汗、胸痛、恶

心及呕吐、腹痛及腹胀、贫血及死亡率相比较，差异不显著，无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

患者病变多位于中下肺，而对照组多位于上肺，观察组患者病变范围分布于 3叶以上者明显多

于对照组，而局限于 1叶肺者明显少于对照组，I、II、IV及 V型者明显多于对照组，差异显

著，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 CT征象钙化、空洞和纤维化及支气管扩张率明显低于

对照组，而纵隔淋巴结肿大和粟粒结节及胸腔积液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 获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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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缺陷综合征患者临床症状较多，且其肺内病灶主要位于其中下肺，并累及 3叶及以下。但

当采用 CT检查提示如患者出现淋巴结肿大或胸腔积液或粟粒结节征象时，则需考虑患者发生

肺结核，从而可实施针对性的诊治，为改善其预后提供帮助。 

 

 
EP-2801 

少见部位包虫病 2 例 

 
吕长磊,黄明刚,张国平 

陕西省人民医院 710068 

 

病例 1 男，33岁，甘肃陇南人。既往有 1年放牧史，1月前患者左侧大腿突然出现囊性包

块，感疼痛，无红肿，无溃烂。上腹部 CT增强示：肝尾状叶见多囊性病变，呈囊中囊表现，

囊壁轻度强化。下肢 CT增强示：左大腿肌间隙见多发囊性病变，囊变部分 CT值约 17HU-

25HU，囊壁均匀，增强后囊壁强化，界清，较大病灶大小约 7.4cm×6.7cm×5.1cm。入院后在

骨外科行手术切除，术中见左股部包块，明显隆起，并可见一窦道，排出灰黄色液体，左股中

上部内后侧肌群可见多发囊性肿物，大小不等，沿肌间隙生长，囊壁较厚，呈葡萄皮样，并可

见大量灰黄色红色液体充填其中。病理：棘球囊肿，符合包虫病。临床综合考虑肝包虫合并下

肢肌肉软组织包虫病。 

病例 2 男，51岁，甘肃白银人。间断腹胀、乏力伴纳差 2年，中上腹及右上腹为主，加重 1

个月。既往史：30多年前因肝包虫病行手术治疗，具体情况不详。患者 2014年 4月、2016年

3月在我院行腹部 CT检查两次。右肾可见多发囊性占位，呈母囊内包含子囊，子囊 CT值约

5HU，母囊 CT值约 25HU，囊壁薄、均匀，局部囊壁伴斑点状、斑片状钙化，界清，母囊大小

约 10.6cm×7.9cm×9.8cm。两次检查对照示部分子囊体积增大。结合病史考虑右肾包虫病。 

讨论：包虫病又称棘球蚴病，是我国北方和西南地区危害人畜的重要寄生虫病，属法定丙类传

染病。细粒棘球绦虫的虫卵经口进入后，在消化道孵出六钩蚴。六钩蚴经门静脉进入血液循

环，可累及全身任何脏器、组织器官，肝脏是常见的寄生部位，肌肉、肾脏包虫少见，常与肝

包虫病并发。多子囊型包虫囊肿 CT表现具有一定特征性，为母囊内含有多个子囊，且子囊密

度总是低于母囊密度。本组两例均合并有肝包虫病史，且均有多子囊型表现，结合患者居住地

可作出诊断。 

 

 

 

EP-2802 

基于 PI-RADS V2 研究 3.0T 磁共振 T2WI、DWI 联合运用动态

增强对前列腺病变的诊断价值 

 
郑育聪,钱丽霞 

山西医学科学院山西大医院 030032 

 

[摘要] 目的 探讨基于 PI-RADS V2 3.0T 磁共振 T2WI、DWI联合运用动态增强对前列腺病

变的诊断价值。 材料与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病理证实的 82例前列腺病变患者 MR图像资料，

其中前列腺癌 34例，良性前列腺增生 39例、前列腺炎 9 例；所有患者均行 T2WI、DWI、动态

增强成像(DCE-MRI)检查，对 T2WI、DWI、T2WI+DWI、T2WI+DWI+DCE 四种检查方案 MRI 资料进

行诊断和评分，并与病理结果对照，分析四种检查方案对前列腺病变诊断的敏感度、特异度及

准确度。 结果 四种检查方案对前列腺病变诊断的敏感度分别为 85.29%（29/34）、9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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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4）、88.24%（30/34）和 94.12%（32/34），特异度分别为 83.33%（40/48）、81.25%

（39/48）、87.50%（42/48）和 85.42%（41/48），准确度分别为 84.15%（69/82）、85.37%

（70/82）、87.80%（72/82）和 89.02%（73/82）。结论 3.0 T磁共振 T2WI+ DWI+DCE可提

高前列腺癌诊断的敏感度及准确度，对前列腺癌有较高的诊断价值，但仍存在一定的漏诊和误

诊，T2WI+DWI的诊断效能略逊于 T2WI+DWI+DCE，但二者无统计学差异（Z=0.707，

P=0.480），可作为前列腺癌 MRI筛查的常规诊断序列。 

  

 

 
EP-2803 

AIDS 并发肺部真菌感染的胸部 CT 表现 

 
李莉,李宏军,任美吉 

北京佑安医院 100069 

 

目的 探讨 AIDS并发肺部真菌感染的胸部 CT表现。 

方法  回顾性分析 30例 AIDS并发肺真菌感染患者的胸部 CT表现，其中曲霉菌感染 12例，

新型隐球菌感染 9例，马尔尼菲青霉菌感染 8例，白色念珠菌感染 1例。 

结果  AIDS并发肺真菌病病变无明确好发部位，双肺各叶均可累及，多为 2个或 2个以上肺

叶受累。双肺弥漫分布或散在分布 26例（86.7%），4例为单肺多叶受累。20例患者可见多发

结节，18例表现为散在分布、大小不等、密度不均结节，2例表现为粟粒样结节，病变大小、

密度、分布较均匀。空洞 20例（66.7%），其中厚壁空洞 11例，巨大空洞 4例，单发空洞 3

例，群聚性空洞 2例。单侧或双侧肺组织片状实变 11例（36.7%），其中双侧 9例，单侧 2

例，病变形态不规则，空气支气管征 4例（13.3%）。双肺磨玻璃样阴影 9例（30.0%）；空气

半月征、胸腔积液、肺门及纵隔淋巴结肿大各 4例（13.3%），肿块和小叶间隔增厚各 3例

（10%）。晕征、支气管血管束增粗各 2例（6.7%）。气胸和心包积液各 1例（3.3%）。各种

病原体主要 CT表现如下：① 肺曲菌病以多发空洞和结节为主要 CT表现。② 肺隐球菌病主要

表现为双肺多发结节/肿块，多分布于双侧胸膜下，与胸膜呈宽基底相贴；多发空洞，且厚壁

空洞多见。③ 肺马尔尼菲青霉菌病主要表现为双肺多发磨玻璃样阴影、片状实变、弥漫性分

布粟粒样结节和多发群集性空洞。④ 肺念珠球菌病主要表现为双肺大片状磨玻璃样阴影，胸

膜下多发结节。 

结论  AIDS并发肺部真菌感染时胸部 CT表现多样，多为 2种或多种病变同时出现，双肺多

发空洞、结节和实变为最常见的 CT表现。肺曲菌球为肺曲菌病特征性表现；肺隐球菌病的结

节病变多位于胸膜下；肺马尔尼菲青霉菌病可见特征性的多发群集性空洞。AIDS晚期患者应

高度警惕并发 2种以上病原体感染的可能性，确诊需要密切结合病史、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

及影像动态随访综合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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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804 

全模型迭代重建技术在肝脏肿瘤体积 CT 测量中的应用研究—

—降低辐射剂量并控制图像质量 

 
边杰,赵倩楠 

大连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116027 

 

目的评估全模型迭代重建（iterative model reconstruction，IMR）技术联合 256层 iCT低

辐射剂量扫描对半自动法测量肝脏肿瘤体积与肝脏增强 CT图像质量的影响。 

材料与方法收集已确诊肝脏转移瘤患者 16例，获得肝脏转移瘤 57个，16例患者随机分为 A、

B组，每组 8例，各行动脉期、门静脉期、门静脉晚期扫描：A组门静脉期：120kv，120mAs；

A组门静脉晚期：80kv，250mAs。B组门静脉期：80kv，250mAs；B组门静脉晚期：120kv，

120mAs。门静脉期与门静脉晚期延迟时间分别为 40s、52.5s。对门静脉期与门静脉晚期原始

数据行 FBP、iDose
4
、IMR重建，分别半自动测量肝脏转移瘤体积，测量图像噪声、信噪比

（SNR）及对比噪声比（CNR）。采用剂量长度乘积（DLP）、CT容积剂量指数（CTDIvol）评价

辐射剂量。 

结果 80kv组 DLP较 120kv组降低 39%（p＜0.001）；80kv 组 CTDIvol低于 120kv组，分别为

4.9mGy、8.1mGy。80kv组与 120kv组肝脏转移瘤体积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BP组、iDose
4
组与

IMR组肝脏转移瘤体积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80kv IMR组图像噪声低于

120kviDose
4
组图像，80kv IMR组 SNR与 CNR均高于 120kviDose

4
组图像（p均＜0.001）。 

结论辐射剂量降低 39%时，不影响半自动测量肝脏肿瘤体积；FBP、iDose
4
、IMR不影响测量肝

脏肿瘤体积。辐射剂量降低 39%时，联合 IMR技术，可降低图像噪声，提高图像信噪比、对比

噪声比。IMR技术联合降低辐射剂量可应用于半自动测量肝脏肿瘤体积，并保证图像质量。 

  

 

 
EP-2805 

布氏杆菌性脊柱关节炎的影像学分析 

 
郭林,王植,苗军 

天津市天津医院 300211 

 

目的 探讨布氏杆菌性脊柱关节炎的影像学表现特点及鉴别诊断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9年-

2016年期间脊柱外科收治经手术病理或临床随访证实为布氏杆菌性脊柱炎及外周关节炎 41例

患者的临床及影像学资料。结果 本组 41例患者，男 23例女 18例，平均年龄 41.3±14.7

岁。发热 31例，无发热 10 例（多为关节炎型和局灶型脊柱炎），布氏杆菌凝集试验阳性 41

例，血沉快 36例，CRP阳性 31例。布氏杆菌脊柱炎 34例，其中局灶型 22例，弥漫型 12

例。病灶位于颈椎 1例，胸椎 3例，胸腰段 6例，腰椎及腰骶椎 24例。布氏杆菌外周关节炎

7例，其中 3例膝，2例髋、1例骶髂关节、1例踝。影像学上局灶型脊柱炎多累及椎体前缘终

板（单椎 7例，多椎 15例）。局灶型骨质破坏较轻、反应性骨质硬化（72.7%）、无死骨、椎

间盘受累较少（36.4%），可有椎旁或椎管内脓肿（31.8%）；弥漫型骨质破坏明显、可有死骨

（16.7%），椎间盘皆累及（100%），反应性骨硬化（100%）、椎旁脓肿常见（100%，其中 6

例椎管内脓肿）。CT发现骨质破坏椎体数量多于 X线（56：41）。MRI和 CT在发现椎体受累

数目、椎间盘感染，椎旁（椎管内）脓肿方面有统计学差异（P＜0.05）。布氏杆菌关节炎骨

质破坏较轻，以滑膜炎、关节囊积液为主要表现（100%），仅 3例出现软骨及骨侵蚀。结论 

布氏杆菌性脊柱关节炎好发于中年，多有发热。病变主要累及脊柱，尤其以下腰段多见，局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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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脊柱炎好发腰椎前缘终板；外周关节炎较罕见，主要累及下肢大关节。影像学检查是诊断布

氏杆菌骨关节炎的重要手段，骨质破坏与反应性骨硬化同时存在是其影像学特点，CT有助于

观察细微骨质破坏，MRI对于早期病变敏感、显示椎间盘累及和椎管脓肿佳。局灶型脊柱炎需

与退变性终板炎相鉴别，而弥漫型则需与脊柱结核、化脓性脊柱炎相区分。布氏杆菌关节炎骨

质破坏程度较脊柱病灶轻，确诊需要影像学结合临床及血清学检查。 

 

 
EP-2806 

特发性肥厚性硬膜炎的 CT 及 MR 表现 

 
徐秋贞

1
,吕燕

1
 

1.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2.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目的：探讨 3例不同表现的肥厚性硬脑膜、硬脊膜炎的临床及影像表现，提高对该疾病的认

识，避免误诊。方法：回顾性收集我院收治的 2例肥厚性硬脑膜炎、1例肥厚性硬脊膜炎患者

的病史、症状、体征、实验室检查、影像学表现及治疗方案，并复习相关文献。结果：2例肥

厚性硬脑膜炎，男性，以头疼伴复视、抽搐，1例肥厚性硬脊膜炎，女性，以束带样背痛为主

诉，3例中有两例影像分别误诊为硬脑膜转移瘤、硬膜下腔出血。CT平扫示硬脑膜增粗，呈高

密度，易误诊为硬膜下出血，MRI表现为硬脑膜、脊膜弥漫或局限增厚，且在 T2WI上低信

号，增强呈明显强化，MRV 显示硬膜窦狭窄，内可疑血栓形成。结论：MRI 增强扫描以硬脑(脊)

膜广泛增厚强化的特征表现有助于对该病的诊断。 

  

 

 

EP-2807 

布氏杆菌性脊柱炎的影像学表现分析 

 
郭会利 

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河南省骨科医院） 471002 

 

摘要：目的 探讨布氏杆菌性脊柱炎的影像学表现特征，以提高对该病的认识水平及诊断率。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收治的 19例经病理或实验室检查确诊的布氏杆菌性脊柱炎患者的影像学

资料，所有患者均行 DR检查，其中 15例加行 CT检查，17例加行 MRI检查，12例加行

SPECT/CT检查。结果 19例中腰椎受累占 89.5%（17/19）,以 L4/L5椎体发病率最高。DR显

示，椎体骨质密度增高，椎体缘骨质增生，相应椎间隙变窄，部分可见骨桥形成。CT显示，

15例均可见椎体边缘类圆形或刀锯样骨质破坏，周围骨质增生硬化，7例见典型的“花边

椎”，3例累及椎小关节。MRI显示，15例椎体边缘明显骨质破坏，呈均匀或不均匀的长 T1

长 T2信号，脂肪抑制序列 T2WI呈不均匀高信号，椎体缘见骨质增生硬化及周围骨髓水肿信

号，椎间盘呈长 T1信号，椎间隙变窄，其中 5例椎旁软组织内可见局限性的脓肿，无钙化及

流注现象，脓肿呈长 T1长 T2信号，边界清晰，脓肿壁厚薄不均，2例椎体仅见骨髓水肿，未

见明显骨质破坏。SPECT/CT 显示，12例 SPECT均可见病变椎体呈弥漫性放射性核素浓聚，融

合后显示椎体缘骨质增生硬化，并可见破坏区显著的放射性核素浓度，椎间盘轻度浓聚。结论 

布氏杆菌性脊柱炎的影像学表现具有一定的特征性，临床上需结合病史、实验室检查及流行病

学特征进行综合诊断，以提高其诊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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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808 

肝脏恶性肿瘤介入治疗后的影像学评价 

 
曲金荣 

河南省肿瘤医院 450008 

 

肝脏恶性肿瘤介入治疗后的影像学表现形式多样，需要结合治疗方法仔细评价影像学多序列征

象，明确有无残留及新发活性病变，MRI较 CT有明显的优势。本研究利用磁共振的多序列及

新序列 CDT-VIBE等技术与传统技术对比，新技术有助于检查新发亚厘米子灶。磁共振技术的

进步对肝癌的活性病变的检出及治疗后复查有明显的提升。 

 

 

EP-2809 

Gd-EOB-DTPA 增强 MRI 评估全肝及各肝段功能 

 
张继云,陆健 

南通市第三人民医院 226006 

 

【摘要】：目的 探讨 Gd-EOB-DTPA 增强 MRI评估乙肝肝硬化患者以 Child-Pugh评分为代

表的肝脏储备功能。方法 自 2015年 1月开始收集乙型肝炎肝功能异常者及无慢性肝病肝功

能正常者，所有患者根据临床需要行 Gd-EOB-DTPA 增强 MRI检查，并获得影像学检查前后一

周的相关实验室检查指标。通过 Gd-EOB-DTPA 增强 MRI检测全肝及各肝段在增强后 3min、

10min、20min肝脏相对强化程度 RE。患者一般信息及相关实验室检查指标的比较:其中性别的

比较应用 Fisher精确检验法，其余各指标的比较应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不同肝功能组间全肝

及各肝段的比较应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同一肝功能组不同肝段间的比较应用建立只考虑主效应

的两因素方差分析模型。结果 最终纳入病例 120例，肝功能正常者及 Child-Pugh A级、B

级、C级患者分别 21、48、40、11例。不同组间患 者性别、身高、体重差异没有统计学意

义（F 身高=0.99，F 体重=0.12，P值均大于 0.05），年龄及总胆红素、白蛋白、凝血酶原时间、

ALT、AST、ALP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F=3.34、39.97、51.60、13.06、31.36、31.83，P值

均小于 0.05），不同组间在各时间点 RE：除 S8段在 RE20min（F=1.70,P=0.17）外各肝段间比较

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小于 0.05）；肝功能正常组及 A级患者组各肝段（S1~S8）

在各时间点的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小于 0.05），B级和 C级患者组段间比较部

分时间点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全肝不同组间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小于

0.05）。结论 肝细胞对 Gd-EOB-DTPA的摄取明显受肝功能的影响，Gd-EOB-DTPA增强 MRI作

为一种有效的肝脏成像技术，有望实现对全肝及各肝段肝脏储备功能的评估。 

 

 

 
EP-2810 

3D-MEDIC-WE 序列在骶髂关节炎关节软骨病变的应用研究 

 
谢海柱

1,2
,孔龙

2
,毛宁

1
,孔龙

2
,董建军

2
 

1.山东省烟台毓璜顶医院 

2.烟台毓璜顶医院 

 

目的：探讨 3D-MEDIC-WE序列是否能够清晰显示骶髂关节炎（SIS）关节软骨，进一步验证

3D-MEDIC-WE序列对 SIS关节软骨病变的诊断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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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收集具有典型 AS临床症状的患者 60例，另选取 20名志愿者作为对照组。对对照组骶

髂关节软骨各序列表现进行主观评价并在 3D-MEDIC-WE上测量 SIJ软骨厚度、骶侧及髂侧的软

骨厚度；对患者组关节软骨在各序列上改变进行主观评价并按照边缘光整程度等建立分值标准

（0~4分）；在 TIRM-T2WI、3D-MEDIC-WE上分别进行 SIJ软骨分级评分。 

结果：对照组 T1WI、T2WI序列不能显示骶髂关节软骨；TIRM-T2WI上软骨呈稍高信号，与关

节面下骨质区分度差；3D-MEDIC-WE序列可以清晰显示骶髂关节软骨，能分辨骶侧、髂侧软骨

及两者间的间隙。正常骶髂关节软骨厚约（2.70±0.41）mm，骶侧软骨厚约（1.21±0.22）

mm，髂侧软骨厚约（0.72±0.31）mm，骶侧软骨比髂侧软骨明显厚（t=10.90，P<0.01）。患

者组 SIJ软骨在 3D-MEDIC-WE序列上软骨表现为信号均匀，边缘光滑 20侧；软骨边缘不光整

19侧；信号不均匀，边缘毛糙 50侧；有不同程度增粗或变窄、扭曲，边缘呈锯齿状 27侧；

中断甚至未显示 4侧。患者组在 3D-MEDIC-WE序列上的软骨侵蚀分数高于 TIRM-T2WI序列

（c
2
=176.644，P<0.01）。 

结论：3D-MEDIC-WE序列可以清晰显示骶髂关节软骨，包括骶侧、髂侧软骨及两者间的间隙；

3D-MEDIC-WE序列对骶髂关节炎关节软骨病变的显示优于其他序列。 

  

 

 
EP-2811 

DWI、DCE-MRI 诊断骶髂关节急性炎症的价值 

 
毛宁

1,2
,孔龙

1
,洪楠

2
,谢海柱

1
,董建军

1
 

1.烟台毓璜顶医院 

2.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目的：探讨 DWI、DCE-MRI评估骶髂关节急性炎症的价值。 

方法：收集具有典型 AS临床症状的可疑患者 42例，另选取 18名志愿者作为对照组。对双侧

骶髂关节进行 MR平扫、动态增强扫描及弥散加权成像（DWI）。根据 TIRM-T2WI序列上骨髓信

号是否增高将患者分为急性炎症组和非急性炎症组。对急性炎症组进行 SPARCC评分。制作时

间-信号曲线（TIC）并对其分型；计算、测量各组骨髓区的增强因子（Fenh）、增强斜率

（Senh）及表观扩散系数（ADC）。并对急性炎症组 SPARCC评分、ADC及 Fenh三者间进行相

关性分析。 

结果：TIRM-T2WI、DWI、DCE-MRI分别检出 35侧、34侧、36侧关节面下急性炎症；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c
2
=0.17，P＞0.05）。急性炎症组 SPARCC评分为 21.06±3.15。急性炎症组病变区

ADC值、Fenh及 Senh均高于非急性炎症组及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分别为 389.512、

62.080、11.097，P均＜0.01）；非炎症组和对照组上述三个参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均＞

0.05）。急性炎症组 TIC表现为快速上升平台型（72.22%）、持续快速上升型（27.78%）；非

急性炎症组及对照 TIC均表现为速升缓降型。急性炎症组的 SPARCC评分与 ADC、SPARCC 评分

与 Fenh以及 ADC与 Fenh均呈正相关（r分别为 0.906、0.928、0.970,P均＜0.01）。 

结论：DWI、DCE-MRI是显示骶髂关节急性炎症的敏感方法，通过计算 ADC值、Fenh及 Senh可

对炎性病变程度进行量化评价，对 SIJ急性炎症的诊断具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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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812 

血吸虫病肝病影像学表现及研究进展  

 
李航,汪明月,鲁植艳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430071 

 

[摘要] 血吸虫病在我国广泛流行，至 2015年我国仍有 3 万余晚期肝纤维化的血吸虫病人。本

文从肝血吸虫病的病理变化、临床表现、影像学表现及影像诊断价值等 4个方面展开论述，重

点综述了肝血吸虫病的典型影像学表现及影像新技术对肝纤维化程度的评估。 

[Abstract] Schistosomal hepatopathy is widespread in China, and there were more 

than 30 000 schistosomiasis patients with serious liver fibrosis in 2015.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pathological manifestations, clinical presentations, imaging 

findings as well as imaging diagnosis value of schistosomal hepatopathy, and 

mainly reviews the progress of the typical imaging manifestations of schistosomal 

hepatopathy and new imaging methods for evaluating the liver fibrosis. 

  

 

 
EP-2813 

克雅氏病影像表现与鉴别诊断 

 
毛宁

1,2
,洪楠

1
,刘强

3
,董建军

2
,谢海柱

2
,王滨

4
 

1.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2.烟台毓璜顶医院 

3.山东省医学影像学研究所 

4.滨州医学院 

 

目的：由于克雅氏病并不常见，且影像上与其它疾病存在重叠，因此为诊断及鉴别诊断带来一

定难度。通过总结克雅氏病影像表现与鉴别诊断，可以提高对本病的认识和诊断水平。 

方法：阅读与克雅氏病影像表现与鉴别诊断相关的中外文图书及文献，并进行总结。 

结果：雅氏病（Creutzfeldt-Jakob disease，CJD）又称皮质-纹状体-脊髓变性、亚急性海绵

状脑病，主要累计大脑皮质和深部灰质。头颅 CT和 MRI检查有助于诊断，MRI可以提供更为

全面清晰的脑组织病变信息，DWI序列可以敏感的显示早期影像变化。典型的影像学表现是

（1）局灶性或弥漫性、对称或非对称性累计大脑皮层、纹状体、基底节区及小脑皮层；（2）

通常不累及中央回；（3）小脑萎缩。不典型的影像学表现是（1）中央回受累；（2）“丘脑

枕征”、“双曲棍球棒征”；（3）DWI示小脑高信号。需要与病毒性脑炎、成人重度缺血缺

氧性脑病、低血糖脑病、线粒体脑病、自身免疫性脑炎、肝豆状核变性、Wernicke 脑病等进

行鉴别。 

结论：本病有进行性痴呆、共济失调及肌阵挛的临床典型三联征表现，影像学表现具体一定的

特征性，应结合临床、实验室检测、影像学表现综合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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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814 

DSCT 扫描对牙源性脓肿下行性纵隔炎的诊断价值 

 
段慧,韩丹,康绍磊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0254826 

 

目的：探讨 DSCT扫描对于牙源性脓肿并下行性纵隔炎（descending necrotizing 

mediastinitis, DNM）的影像学诊断价值 。 

方法：应用 DSCT对 9例牙源性 DNM 患者进行颌面颈胸部联合扫描，其中 6例患者进行平扫及

增强扫描，了解感染扩散部位、范围、途径等影像学特征。结果：9例牙源性 DNM患者（冠周

炎 4例，根尖脓肿 3例，拔牙后脓肿 2例）的 CT 影像表现均为牙槽骨（病变牙齿区）周脓

肿、颈胸部脓肿、非包裹性积液/积气，伴有下行性纵隔内脓肿、胸腔脓肿，增强扫描可以更

直观的显示病变累及范围、血管有无受侵及。其中 4 例出现颈部咽喉的狭窄及移位。所有病

例颈部均为皮下广泛组织蜂窝织炎和（或）深筋膜间隙感染。气管间隙、颈动脉间隙、椎前间

隙是炎症向下扩散的通道。 胸部前上纵隔感染 7例，累及后纵隔脓肿 2例。 依据 CT 影像，

临床可以采取不同清创引流方法，治愈 6例，死亡 3例。结论： CT 扫描对牙源性 DNM 的诊

断具有重要价值，CT能准确显示牙源性脓肿并下行性纵隔感染的病变范围、累及部位，应作

为此病检查的首选影像学检查方法，还可为手术方式的选择提供影像学依据。 

  

 

 
EP-2815 

Gd-EOB-DTPA 增强 T1 mapping 成像评估肝功能的价值 

 
张学琴 

南通市第三人民医院 226006 

 

目的 探讨钆塞酸二钠（Gd-EOB-DTPA）增强 T1mapping磁共振成像对肝功能的评估能力。方

法 前瞻性收集慢性乙型肝炎及乙型肝炎肝硬化患者 126 位，其中慢性乙型肝炎（CH）22例，

肝硬化肝功能为 Child-Pugh A级（LCA）者 52例，Child-Pugh B级（LCB）41例，Child-

Pugh C级（LCC）11例，同时收集无肝炎病史肝功能正常的健康体检者（NLF）23例作为对照

组。所有受试者均采用 Look-Locker 序列分别于增强前及增强后 5min、10min、15min、20min

于近肝门层面获得一层 T1mapping 图像，测量肝脏 T1弛豫时间，计算增强后 T1弛豫时间减低

率。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不同扫描时间点不同组别肝脏 T1弛豫时间及 T1弛豫时间减低

率，并采用 ROC曲线分析 T1弛豫时间及 T1弛豫时间减低率鉴别 NLF-CH-LCA与 LCB-LCC的效

能。结果 除 LCC组外，其余各组肝脏 T1弛豫时间均随着扫描时间的延长而减低。在不同的扫

描时间点，T1弛豫时间均随着肝功能受损程度的加重而延长，T1弛豫时间减低率随着肝功能

受损程度的加重而减低。LCB 与 LCC组 T1弛豫时间、T1弛豫时间减低率在不同的扫描时间点

均与 NLF、CH、LCA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各扫描时间点 T1弛豫时间鉴别 NLF-

CH-LCA与 LCB-LCC的 ROC下面积分别为 0.817、0.952、0.950、0.946、0.949，各扫描时间点

T1弛豫时间减低率鉴别两者的 ROC下面积分别为 0.873、0.876、0.885、0.898。结论 Gd-

EOB-DTPA增强 T1mapping磁共振成像有助于评估肝功能，尤其在鉴别肝功能中重度损伤与肝

功能正常或轻度损伤方面有一定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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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816 

Preliminary application of spectral CT for the 

distinction of pulmonary inflammatory mass and 

carcinoma 

 
DENG KAI,LI MING-YING,WANG GUANG-LI,ZHANG CHENG-QI 

Shandong Provincial Qianfoshan Hospital 250014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spectral CT with multiple 

parameters for the distinction of pulmonary inflammatory mass and carcinoma. 

Methods: 81 patients who were found lung mass by X-ray or CT plain scan at first 

time were scanned by using spectral CT. 70 eligibl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pneumonia group (n=22) and tumor group (n=48), according to the 

pathologic results. CT values at 40 keV, iodine concentration(IC), water 

concentration(WC) and spectral curve slope (λHU) in these two groups were 

measured with gemstone spectral imaging post-processing software. SPSS19.0 

software with ANOVA method was used for statistic analysis in the two groups, and 

P＜0.05 was considere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t. 

Results: In pneumonia group and tumor group, the CT values at 40 keV 

were 139±16.25 and 83.29±17.44, the IC were 1.47±0.17 and 

0.77±0.19; the λHU were 1.65±0.27 and 0.88±0.22, respectively.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se two groups(P<0.05). While WC was foun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P＞0.05), the WC in pneumonia group and 

tumor group were 1021.56±11.68 and 1022.62±8.56,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Spectral CT with multiple parameters was valuable in the distinction 

of pulmonary inflammatory mass and carcinoma. 

 

 
EP-2817 

多层螺旋 CT 测量胃癌肿块体积与术后 

病理淋巴结转移及 N 分期的关系 

 
李杭

1
,蒲红

1
,陈晓丽

2
 

1.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 

2.四川省肿瘤医院 

 

目的 探讨多层螺旋 CT测量胃癌肿块体积（GTV）与术后病理淋巴结转移及 N分期关系。 

材料与方法 收集 360例（A组 202例和 B组 148例）行胃癌根治性切除的患者相关临床病理

资料和术前的 CT影像资料，并按照第七版美国癌症联合会（AJCC）分期方法进行 N分期。以

充盈良好胃壁增厚超过 5mm 视为病变区域，并参考冠状位和失状位重建的图像，在横断位 CT

图像勾画出每一层肿块的面积，再将肿块所有层面的面积累加后乘以扫描层厚计算出 GTV。A

组中分析术前胃癌 GTV大小与术后病理淋巴结转移及 N分期关系，并找出术前预测胃癌淋巴结

转移及区分 N分期的 GTV阈值。再将 A组中获得的 GTV阈值在 B组中进行诊断效能的验证。 

结果 胃癌 GTV大小与术后淋巴结转移（P= 0.350，P < 0.0001）及 N分期（P = 0.525，
P<0.0001）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单因素分析显示胃癌患者有淋巴转移和无淋巴结转移各组间

file:///D:/Program%20Files%20(x86)/Dict/6.3.69.8341/resultui/frame/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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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V大小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01）。多元逻辑回归分析显示 GTV是预测淋巴结转移的

独立危险因素(P=0.03, OR=1.364)。GTV能够区分 N0和 N1-N3期(P<0.0001)、N0-N1和 N2-N3 

期(P<0.0001)、N0-N2和 N3 (P<0.0001)。当以 GTV=12.3 cm
3
作为阈值区分 N0期和 N1-3期，A

组和 B组中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 0.870和 0.852。当以 GTV=16.65 cm
3
作

为阈值区分 N0-N1和 N2-N3，A和 B组 AUC分别为 0.878 和 0.858。当以 GTV=24.6cm
3
作为阈值

区分 N0-N2和 N3，A和 B组 AUC分别为 0.860和 0.872。 

结论 多层螺旋 CT测量胃癌 GTV与术后病理淋巴结转移及 N分期存在正相关性，是预测淋巴结

转移的独立危险因素；胃癌 GTV能够术前较准确的预测淋巴血管受侵及区分 N分期。 

 

 

EP-2818 

结核性多浆膜腔积液的 CT 表现分析 

 
李勇刚,滕跃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15000 

 

目的： 分析结核性多浆膜腔积液的 CT特点。 方法：回顾性分析本院 2011年到 2015年间经

临床证实的 22例结核性多浆膜腔积液的 CT征象。 结果：胸腔积液共 21例，以中量积液为

主（11例，52.4%），心包积液 12例，以少量积液为主（5例，45.5%），仅有 3例患者伴有

肺内结核（13.6%）；腹腔积液 11例（50.0%），其中高密度腹水 7例（63.6%），腹膜增厚 8

例（72.7%），网膜增厚 5例(45.4%)，肠系膜增厚 6例（54.5%），伴腹腔淋巴结肿大 3例

（27.3%）。 结论：结核性多浆膜腔积液仅累及胸腔和心包时主要表现为积液，累及腹腔者常

伴有特征性的 CT改变，如高密度腹水、腹膜增厚、网膜增厚、肠系膜增厚、腹腔淋巴结肿大

等，有助于提高临床诊断。 

  

 

 
EP-2819 

淋巴结结核的影像学分析 

 
李勇刚,黄仁军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15000 

 

目的：分析淋巴结结核的 CT和 MRI表现特点，并与病理学对照，探讨两种检查方法的应用价

值。方法：回顾性分析 2010 年 1月至 2014年 12月间 34例经手术、穿刺病理或临床证实为淋

巴结结核患者的 CT或 MRI影像学资料，分别从生长方式（融合/非融合）、边缘（光滑/欠光

滑）、境界（清晰/欠清晰）、密度及信号、增强后强化程度（轻/中/重）、强化方式（均匀/

不均匀/环形规则/环形不规则）这六个方面对所受累淋巴结进行分析。结果：34例患者中共

累及 223个淋巴结，其中颈部淋巴结 151个，纵膈内淋巴结 62个，肺门淋巴结 4个，肺内淋

巴结 1个，腹腔淋巴结 1个，腹膜后淋巴结 4个。所有受累淋巴结中，呈融合性生长仅 19个

（8.5%），且绝大多数为形态规则（83.9%）、边缘光滑（79.4%）、境界清晰（73.1%）；CT

上发现的 171个病变淋巴结以等密度较多（53.8%）、低密度次之（43.3%），MRI上发现的 66

个病变淋巴结中仅 1个为长 T1长 T2，余 65个均为等 T1长 T2；所观察到的病变淋巴结中，除

127个（57%）密度或信号均匀之外，仅伴钙化的为 28个（12.6%），仅伴部分坏死的 60个

（26.9%），另外有 8个（3.6%）同时伴钙化及坏死；增强扫描的 204个病变淋巴结中，纵膈

内有 2枚（1%）钙化显著者未见明显强化，79枚（38.7%）为均匀强化，伴坏死者内见不强化

的低密度区，而呈环形规则强化者为 23枚（11.3%，均位于颈部），环形不规则强化者为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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枚（8.3%，纵膈内 14枚），可见病变淋巴结内有分隔样强化者 12枚（5.9%，均位于颈部）。

结论：CT与 MRI对于淋巴结结核具有重要诊断价值，两者均能清晰显示病变部位、形态以及

边缘情况，MRI对于病变边缘及周围情况显示较 CT更明确，尤其是增强后，对于包膜及邻近

组织受累情况的显示也更加敏感。 

  

 

 
EP-2820 

肝结核的 CT 及 MR 诊断 

 
李勇刚,蒋诚诚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15000 

 

目的： 探讨肝结核的 CT及 MR表现。 方法：回顾性分析本院 2011年到 2015年间经病理证实

的 6例肝结核的 CT及 MR表现。 结果：肝结核主要分为以下三种亚型：①肝浆膜型 1例，表

现为肝包膜稍增厚及包膜下多发低密度影，增强无明显强化。②肝实质型 4例，其中粟粒型 1

例，CT表现为肝脏弥漫性肿大、密度减低，增强扫描肝实质强化不均匀，可见多发低密度

区。结节型 2例，1例 CT表现为结节状钙化，1例 MR表现为稍长 T1稍长 T2信号影，DWI为

高信号，边缘环形强化，并可见分隔强化。肝囊肿型 1例，表现为囊性灶，周围见环状钙化。

③结核性胆管炎 1例，表现为肝内胆管扩张，胆管内积气及沿胆管壁的钙化均未见。 结论：

影像分型一定程度可以上反应肝结核的感染途径。粟粒性肝结核病灶较小时 CT常难以显示，

肝肿大、CT值降低及强化不均匀，结合结核病史可以提示肝结核的诊断。肝浆膜型结核、结

节型肝结核及结核性胆管炎的 CT及 MR表现有一定的特征性，尤其是伴有钙化时，可提示肝结

核的诊断。 

  

 

 
EP-2821 

AIDS 合并肝脏结核 CT 影像学表现 

 
王惠秋 

重庆市公共卫生医疗救治中心 400036 

 

目的 回顾性分析 AIDS合并肝脏结核增强 CT的表现特点，以提高其诊断的准确性。方法 对重

庆市公共卫生医疗救治中心经病理证实的 8例 AIDS合并肝脏结核患者的增强 CT检查结果进行

回顾性分析，观察病灶的形态、密度、数量、病灶边界、病灶 CT增强后的表现，对重要的 CT

表现进行统计学处理。结果 8例 AIDS合并肝脏结核表现为浆膜型 2例，结节型 3例，混合型

3例，其中单发 3例，多发 5例，形态不规则 6例；CT平扫表现为低密度 7例，钙化 1例，边

界均与正常肝组织分界不清，伴有腹腔其他脏器结核及结核性腹膜炎 5例，8例均伴有腹腔外

结核；CT增强表现为不均匀轻度强化 2例，渐进性强化 2例，边缘轻度强化 4例，病灶内分

隔征 6例。结论 AIDS合并肝脏结核少见，易漏诊误诊，增强 CT能显示肝脏结核的一些特征

性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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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822 

百草枯中毒急性肺损伤 1 例 

 
邱立军,罗琳,张利荣,代伟 

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原：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014010 

 

患者，男，44岁，6天前醉酒后误服百草枯一口后，出现口腔黏膜及舌面多处红斑、溃疡、糜

烂、坏死，当地医院查血肌酐 900 μmol/L，给予血液透析 3次、奥美拉唑、还原型谷胱甘肽

及营养支持治疗，1日前出现喘息、气短，并伴有咳嗽、咳灰黑色粘痰，急来我院就诊，急诊

以“百草枯中毒收入院”，病程中精神、睡眠差，未进食，尿少，未解大便。查体体温

38.5℃，心率 112次/分，呼吸急促，30次/分。双肺呼吸音粗，双肺底闻及湿啰音，无胸膜

摩擦音。血气分析：PH 7.51，PCO2 29 mmHg，PO2 20 mmHg，HCO3- 23.1 mol/L，BE 1.0 

mol/L，SO2 40%，白细胞 10.9×10
9
/L，超敏 C-反应蛋白 284 mg/L，中性粒细胞百分率

88.2%，肌酐 608.3 μmol/L。患者百草枯中毒诊断明确，肝、肾、肺受损。CT表现：双肺支

气管血管束增粗，小叶间隔增厚，双肺弥漫磨玻璃样密度增高，后部较前部逐渐加重、密度逐

渐增高，气管支气管通畅，磨玻璃影内可见支气管气像，纵隔内未见肿大淋巴结，未见胸腔积

液，心脏不大。 

百草枯中毒引起的肺损害由磨玻璃影或实变逐渐发展到纤维化，CT表现与病理过程有很好的

一致性；CT能很好显示此过程，对评判患者中毒程度、预后评估等有重要参考价值。 

 

 
EP-2823 

肺实质内恶性间皮瘤一例 

 
李娜

1
,李健

1
,张静坤

2
,王敏君

1
,曾献军

1
 

1.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江西省中医院 

 

目的 报道 1例肺实质内恶性间皮瘤的临床病理特征、影像表现，以提高早期诊断诊断率。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例经手术病理证实的肺实质内肉瘤样间皮瘤，并结合文献，探讨其临床病

理特征、影像表现及鉴别诊断。 

结果 患者，女，52岁。咳嗽、咳痰、发现肺部占位 1 月余。CT显示右肺中叶肿块影，密度

不均匀，边界尚清，增强扫描病灶实性部分呈中度强化，中央可见无强化坏死灶影。病理诊断

为右肺中叶促结缔组织增生性间皮瘤。 

结论  肺实质内恶性间皮瘤十分罕见，其临床及影像表现缺乏特征性，极容易误诊，确诊仍

然需依赖病理诊断。 

  

 

 

EP-2824 

对支气管内膜结核的影像学研究 

 
王勇胜 

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256603 

 

支气管内膜结核（EBTB）是肺结核的一种特殊类型，缺乏典型的临床症状，极易漏诊或误诊，

常因延误治疗而出现较严重的并发症。多层螺旋 CT（MSCT）结合三维重组技术可清晰直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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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受累支气管的局部征象及肺部病变，是纤维支气管镜的有力补充。就 EBTB 的临床特征、

病理分型、影像学表现及鉴别诊断等进行综述。 

  

 

 
EP-2825 

血液相关疾病患者肺部真菌感染影像学特点的相关性研究 

 
常帅 

山东省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256603 

 

 摘要:目的 分析、研究血液病患者肺部真菌感染影像学表现，提高诊断水平。方法 选 36例

经纤维支气管镜镜检并病理证实为真菌的血液病患者，均行 MSCT 扫描并切薄，切薄层厚 1 mm,

层间距 0. 8 mm，并分析不同类别真菌(酵母样菌、酵母菌、霉菌等)肺部病灶 MSCT上的部

位、形态、分布、边缘等特异及共有特征。结果 多发病灶 34例，单发病灶 2例。MSCT上表

现有斑片、结节、实变、小树芽、空洞、磨玻璃密度等，不同类别真菌肺部感染在 MSCT 表现

中共有特征为:多病灶、多形态改变，晕征、实变及空洞多见，并各自具有特异性。结论肺部

真菌感染 MSCT表现为多样性，通过分析并研究不同类别真菌肺部感染 MSCT的共有及特异表

现，有助于提高侵袭性肺部真菌感染的诊断水平。 

 

 
EP-2826 

肠易激综合征基于局部一致性的静息态脑功能成像研究 

 
秦梦

1,2
,张庆

1,2
,黄劲柏

1,2
 

1.荆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2.长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应用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成像（RS-fMRI）分析肠易激综合征（IBS）患者脑区局部一致性

的异常。 方法  纳入荆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消化内科自 2015年 7月至 2016年 6月收治的

23例 IBS患者及年龄、性别比例、受教育程度相匹配的 23例健康志愿者(对照组)为研究对

象，采用 3.0T磁共振于静息状态下行 fMRI扫描，将获得的静息态数据进行基于局部一致性

（ReHo）的分析比较。  结果 与正常对照组比较，IBS 患者组 ReHo值升高的脑区有左侧

枕叶，ReHo值降低的脑区有右侧岛叶、右侧颞上回、双侧额中回（P<0.001）  结论 研究

显示静息状态下 IBS患者多个脑区的活动存在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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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827 

人感染 H7N9 禽流感与甲型 H1N1 肺炎的在 

疾病早期的鉴别诊断 

 
杨晨,周莉,程冰雪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30006 

 

 目的：探讨人感染 H7N9禽流感与甲型 H1N1肺炎在发病初期的不同点，为临床早期干预治疗

提供帮助。方法：回顾性分析 22例 H1N1（H1N1组）和 18例 H7N9（H7N9组）肺炎患者的流行

病史、发病年龄、基础疾病、临床表现和 CT影像学资料。结果：H1N1组中位年龄 23岁，基

础疾病占比 78%；H7N9组中位年龄 59.5岁，基础疾病占比 23%。在发病之初即伴有呼吸困难

和气促，H1N1组为 9%，H7N9 组为 50%（P ﹤0. 05)。在 CT肺内征象上，H7N9组患者磨玻璃

密度影和肺实变密度影的共同出现率、小叶间隔增厚、胸膜增厚和薄壁空洞的表现高于 H1N1

组（P ﹤0. 05)，其中胸膜增厚和薄壁空洞在 H1N1组中未见发现，这在之前相关文献中未见

提及。结论：与 H1N1肺炎相比，H7N9禽流感肺炎发病年龄偏大、基础疾病偏多，CT检查能客

观反映二者的影像特征，对于指导临床治疗有一定的意义。 

  

 

 

EP-2828 

不同程度慢性高原病大脑灰白质的扩散加权成像研究 

 
孙艳秋,张永海 

青海省人民医院 810007 

 

目的：采用 3.0 T磁共振扩散加权成像技术，探究在高海拔低氧环境下不同程度慢性高原病患

者大脑白质区及深部灰质核团微结构的变化。 

方法：选取临床已确诊为慢性高原病的患者，并按病情分为轻度、中度、重度三组，每组各

10例，选取 10例高海拔地区正常成年人作为对照组，均行常规头部序列及 DWI扫描，经后处

理重构出 ADC图，并在测量软件的轴位图上镜像对称地选取并测量半卵圆中心、额叶及枕叶白

质、内囊结构、豆状核、尾状核、丘脑、胼胝体膝部及压部区的 ADC值，对各组间同一部位

ADC值进行分析比较。 

结果：三种 CMS组与正常对照组相比，大脑半球的深部灰质核团及白质纤维区域的 ADC值的差

异性随着病情加重而逐渐明显。三种 CMS组及正常对照组的左右两侧大脑半球参数值相比，正

常对照组的右侧额叶白质、枕叶的 ADC值较左侧高（P < 0.05）；轻度 CMS组右侧半卵圆中心

ADC值较左侧高（P < 0.05）；重度组右侧半卵圆中心及枕叶白质 ADC值较左侧高（P < 

0.05）。 

结论：不同程度 CMS患者部分结构 ADC值的差异提示在长期高原低压缺氧环境会引起患者脑组

织微结构发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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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829 

应用 1H-MRS 探讨中高海拔地区健康藏族人群的 

脑代谢储备能力变化 

 
孙艳秋,张永海 

青海省人民医院 810007 

 

目的 研究分别在中、高海拔地区健康藏族人群脑代谢储备能力的强弱变化。 

方法 分别收集世居于中度海拔地区的健康藏族志愿者 16例，高度海拔地区志愿者 19 例；所

有志愿者均为女性；对所有检查者行常规 MRI 扫描。采用 PRESS技术，SVS-SE-30进行信号

采集，将感兴趣区定位于后扣带回,选择 NAA，MI，Cho，Cr的代谢物峰作为研究指标；利用

Spectrum波谱分析软件，生成感兴趣区的各代谢物谱线。最后采用 spss17.0 统计软件进行

统计分析。 

结果 中、高海拔组健康藏族人群后扣带回的 NAA/Cr、MI/Cr 相对浓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

7.389 ,P=0.000；t=-4.561,P=0.000）;中、高海拔组 Cho/Cr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

1.116 ,P=0.272）;两组波谱线中 Lac/Cr均未显示。 

结论 在中高海拔范围内，随着海拔增高，缺氧加重，脑代谢储备能力增强。 

 

 

EP-2830 

运用 3.0TMR 高分辨增强扫描对缺血性脑卒中患者 

的颅内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研究 

 
李瑞,钱丽霞 

山西大医院 030001 

 

背景和目的：以往冠状动脉和颅外颈动脉的研究已经表明，异常斑块强化是炎症、新血管形成

和斑块不稳定的标志；颅内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强化作为斑块炎性反应的标志及缺血性卒中的危

险因素，近来一直使用高分辨率磁共振成像进行研究。本研究目的是使用高分辨 MR成像确定

颅内梗塞区域血管是否存在增强的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同时分析斑块强化特征及强化程度随时

间的变化趋势。 

材料和方法：回顾性分析了 50例 2015年 10月到 2017年 6月入住我院神经内科的缺血性卒中

患者的临床资料及梗塞区域斑块的位置、形态及强化特征；以垂体增强度为参考标准，来判断

斑块的增强度，以此分为三组：明显强化、轻度强化和无强化，根据头颅 MR平扫（DWI高信

号）至高分辨 MR检查时间间隔分为早期组（小于 4周）、中期组（4-12周）和晚期组（大于

12周），分析斑块强化随时间变化趋势。根据 SPSS 20．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采用斯皮

尔曼相关系数分析斑块强化度与垂体强化度的相关性，采用多组秩和检验分析三个时间组间斑

块的强化程度。 

结果：50例患者中，有 44 例患者呈偏心性斑块，6例患者呈向心性强化；有 41例位于大脑中

动脉 M1段，9例位于基底动脉；23例早期组、12例中期组和 15例晚期组，早期组患者中，

明显强化 20例，轻度强化 3例，中期组明显、轻度及无强化的例数分别为：7、3、2，晚期组

分别为 5、7、3；三组间强化程度的差别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随时间不断增加，强

化程度有减弱趋势。 

结论：在缺血后 4周内研究的患者中，卒中区域斑块均强化，且大多数呈明显强化；相对于早

期卒中强化表现，中期及晚期斑块强化减弱或消失。结果表明颅内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强化与急

性缺血脑卒中发生有密切联系，颅内斑块强化可能是斑块炎症的标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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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831 

膝关节骨折髓内钉固定取出术后继发布氏杆菌病 1 例 

 
王莉莉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730000 

 

目的：实验室检查提示布氏杆菌病感染患者一例，分析患者膝关节骨折髓内钉取出术后膝关节

影像表现异常是否符合膝关节布氏杆菌感染。方法：查阅国内外 20余篇膝关节布氏杆菌感染

论文，对此例影像征象以及患者临床表现进行分析，并且对患者的临床治疗进行随访。结果：

患者经保守治疗后症状反复出现，行走困难，为缓解症状经手术切除膝关节部分炎性反应的滑

膜，术后病理支持膝关节布氏杆菌感染。结论：布鲁氏杆菌病是一种全身任何器官或系统均可

受累的感染性疾病，任何骨关节都有可能累及。但此感染于膝关节内固定术后是比较少见的一

种情况。 

 

 
EP-2832 

Tumor volume at MDCT association with lymphovascular 

invasion and T-stages in resectable gastric 

adenocarcinoma: study in large surgical specimens 

 
Li Hang

1
,Xiao-li Chen

2
 

1.Affiliated Hospital of Medical School，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Sichuan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and Sichuan Provincial People's Hospital 

2.Affiliated Cancer Hospital of Medical School，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Sichuan Cancer Hospital and Institute & Cancer， The Second People's Hospital of 

Sichuan Province 

 

Purpose: To determine whether gross tumor volume (GTV) of resectable gastric 

adenocarcinoma on MDCT could predict presence of lymphovascular invasion (LVI) and 

T-stages. 

Materials & Methods: 360 consecutive patients with gastric adenocarcinoma who 

underwent gastrectomy in 1 week after contrast-enhanced MDCT were retrospectively 

identified. GTV was evaluated on MDCT images. Univariate and multivariate analyses 

were performed to determine whether GTV could predict LVI. Mann-Whitney U test was 

performed to compare GTV among T-stages. Cutoffs of GTV were first investigated in 

212 patients and then validated in an independent 148 patients using area under 

the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AUC) analysis for predicting LVI and 

T-stages. 

Results: GTV increased with the presence of LVI (r=0.426, P<0.0001) and increasing 
of T stage (r=0.656, P<0.0001). Univariate analysis showed GTV could predict LVI 
(P<0.0001). Multivariate analyses indicated GTV as an independent risk factor of 

LVI (P=0.026, odds ratio=2.284). The Mann-Whitney U test showed GTV could not 

distinguish T1 from T2 (P=0.117) and T3 from T4a (P=0.100), but it could 

distinguish T2 from T3, T1 from T2-T4a, T1-T2 from T3-T4a and T1-T3 from T4a 

(P=0.000). In the development cohort, GTV could predict the LVI (cutoff,15.92cm
3
; 

AUC,0.760), and distinguish T2 from T3 (cutoff,10.09cm
3
; AUC,0.828), T1 from 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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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4a (cutoff,8.20cm
3
; AUC,0.860), T1-T2 from T3-T4a (cutoff,15.88 cm

3
; AUC,0.883), 

and T1-T3 from T4a (cutoff,21.53cm
3
; AUC,0.834). In the validation cohort, GTV 

could predict presence of LVI (AUC,0.742), and distinguish T2 from T3 (AUC,0.861), 

T1 from T2-T4a (AUC,0.859), T1-T2 from T3-T4a (AUC,0.875), and T1-T3 from T4a 

(AUC,0.773). 

Conclusion: GTV of resectable gastric adenocarcinoma at MDCT demonstrated 

capability in predicting LVI and distinguishing T-stages. 

 

 
EP-2833 

自身免疫性胰腺炎的 CT 和 MRI 表现及鉴别分析 

 
乔国庆,解丙坤,郑清水,许万博,邢腾龙,李洪雷 

山东省德州市人民医院 253014 

 

目的 探讨自身免疫性胰腺炎 CT、MRI的表现。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组织学和（或）经类固醇激

素治疗证实的 16例患者的临床及 CT、MRI资料，CT检查 5例,MRI检查 13例，CT和 MRI 联合

检查 3例。结果 11例表现为胰腺弥漫性肿大，4例为胰腺局限性肿大，1例胰尾部局限肿大病

周围渗出水肿，其中 4例胰腺病变区周围见包膜样结构，动态增强后 15例呈延迟强化，1例

持续轻度强化，13例合并胆系狭窄与扩张，1例合并肝门区淋巴结肿大，4例合并胰腺及胆胰

管外侵犯。结论 AIP的 CT、MRI影像表现具有特征性，掌握好其常见影像征象，有利于该病的

诊断与鉴别诊断。 

 

 
EP-2834 

基于 CT 的改良 R.E.N.A.L.评分对肾肿瘤肾 

部分切除术的应用价值研究 

 
程绍玲,姚柳青 

大连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116023 

 

基于 CT的改良 R.E.N.A.L.评分对肾肿瘤肾部分切除术的应用价值研究 

目的：通过术前肾脏 CT增强图像综合评估肾脏肿瘤的解剖特征，以探讨改良 R.E.N.A.L.评分

系统对肾肿瘤肾部分切除术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3 年 9 月~2016年 9月因肾肿瘤（直径＜7cm）行肾部分切除术患

者的临床及影像学资料共 106例。所有患者均于术前 10天内行肾脏 CT增强扫描，依据

R.E.N.A.L.评分来将手术难度系数由低到高分为三组：低度组（A）、中度组（B）、高度组

(C）。然后通过调整肿瘤最大径的评分界值，同时增加肾周脂肪厚度和肾动脉支数这两评分项

目等方法对 R.E.N.A.L.评分系统适当改良，按改良评分高低对所有患者的手术难度进行分

组：低度组（D)、中度组（E）、高度组（F）。 

结果：R.E.N.A.L.评分系统手术难度分组结果为 A组 42例、B组 53例、C组 11例，改良评分

系统分组结果为 D组 31例、E组 60例、F组 15例。对于术前手术方式的选择分析，结果显示

改良前后两种评分系统均与手术方式具有明显相关性，P<0.05；且比较不同手术方式两种评分

系统的总分均值，发现开放性肾部分切除术患者的评分明显高于行腹腔镜下肾部分切除术的患

者。有关两种评分系统与围手术期各因素的相关性研究显示，R.E.N.A.L.评分中 A、B、C三组

间的手术历时和热缺血时间存在明显统计学差异，三组间两两比较显示两组间的手术历时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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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学上的差异（P>0.05），而改良评分中 D、E、F三组间的手术历时和热缺血时间差异均具有

显著统计学差异（P值分别为 0.000、0.001），并且 D组和 E组、D组和 F组、E组和 F组的

手术历时和热缺血时间两两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基于 CT的改良 R.E.N.A.L.评分系统对肾肿瘤肾部分切除术难易程度的评估，能更符合

临床肾肿瘤肾部分切除手术的特点，从而降低手术风险，改善预后。 

  

 

 

EP-2835 

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合并鼻咽癌 12 例的影像、临床 

及病理分析 

 
张志平 

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 510060 

 

【摘要】目的 分析 AIDS（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合并鼻咽癌的影像学、临床表现及病理

组织学类型特征。方法 对 12例 AIDS合并鼻咽癌患者行 CT与/或 MRI平扫及增强扫描，所

有病例均行 CD4
+
T淋巴细胞计数检测，回顾性分析所收集病例的影像及临床资料。结果 AIDS

合并鼻咽癌 12例绝大部分为未分化型非角化性癌，共 9 例，2例为低分化鳞状细胞癌。病灶

发生于咽隐窝处共 4例，累及双侧为 2例，发生于侧壁及顶后壁共 11例，双侧壁同时受累共

5例。鼻咽部周围及邻近结构侵犯，其中 2例病变侵及副鼻窦，2例病变累及眼眶，侵犯咽旁

间隙为 6例，头长肌受累 7例，累及翼腭窝 5例，侵及翼突内外板骨质 7例，海绵窦 2例，颅

底骨质被侵犯 6例。颈部淋巴结转移 10例。所有患者中 CD4
+
T淋巴细胞计数低于 400×10

6
/L

有 9例，低于 100×10
6
/L有 3例。结论 AIDS合并鼻咽癌病灶主要发生于鼻咽侧壁和顶后

壁。及时、准确判别 AIDS合并鼻咽癌患者颈部肿大淋巴结原因对该疾病诊断、治疗意义重

大。CD4
+
T淋巴细胞计数减低在 AIDS合并鼻咽癌患者中至少可以作为一个要考虑到的影响因

素。 

    

  

 

 
EP-2836 

对比剂因素对肝脏 CT 增强扫描的影响 

 
丁金立,夏振营,李宏军 

北京佑安医院 100069 

 

 

目的：探索对比剂因素对肝脏 CT增强扫描的影响。 

背景与方法：静脉注射对比剂时，对比剂进入肝脏有两种途径，第一种为对比剂经腹主动脉、

肝固有动脉进入肝脏，此时肝脏动脉分支及富血供病灶显影，此时期较早，称为肝动脉期；第

二种为对比剂经进入腹腔脏器，经肠系膜上静脉和脾静脉汇合而成的门静脉而进入肝脏，此时

门静脉及其肝内分支显影，肝实质强化，此时期较晚，称为门静脉期。对比剂入肝后对肝脏病

灶显示及诊断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对比剂因素对肝脏 CT增强扫描的具有显著影响。本研究

的对象为我院 2015至 2016 年行肝脏 CT增强扫描的病例 1000例，对比剂采用典比乐 370和典

迈伦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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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与结论：研究表明，对比剂浓度增加，腹主动脉、肝实质增强的峰值增加，时间窗未有明

显改变；注射速率越快，腹主动脉增强到达峰值的施加越早，峰值也越高，但是对肝脏静脉影

响不明显；对比剂温度控制在体温（35-37摄氏度）左右，一定程度上可增加患者耐受度。 

 

 
EP-2837 

Radiologic Manifestations of Fasciola gigantica with 

29 cases’ report 

 
Li Xinxiang

1
,Dong Jiangning

1
,Zhang Chengzhi

2
,Tang Yonghua

3
 

1.Anhui Provincial Cancer Hospital 

2.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Dali University 

3.Ruijin Hospital，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Aim: To analyse imaging findings of Fasciola gigantica infection on computed 

tomography (CT),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and ultrasonography (US). 

Materials and Methods: 29 patients with Fasciola gigantica were admitted to 

Affiliated Hosipital of Dali University (n=18) and Dali Prefecture People’s 

Hospital (n=11) from November in 2011 to April in 2012. All patients were examined 

by CT routine scan and US, and twenty-four of them were detected by MR imaging and 

MR cholangiopancreatography. Serologic methods using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 in 27 patients, and stool examination in all patients, hepatic 

tissue biopsy in three patients were done. CT and US as follow-up examination had 

been carried out in most of them for three years.  

Results: Multiple and scattered hypodense lesions in liver were seen in all 

patients on CT. Four types hepatic lesions were observed on MRI as follows: 

tunnel-like lesions, abscesses, enhancement lesions, and iso- or slightly 

hypointense areas on T1-weighted images, iso- or slightly hypointense areas on T2-

weighted images. These hepatic lesions were hypoechoic on US. Pathological images 

showed coagulation necrosis of liver lesions. Multiple calcification were 

disclosed in 19 patients at follow-up period.  

Conclusion: The imaging findings of CT, MRI, and US is helpful for the diagnosis 

of acute and chronic stage of Fasciola gigantica in liver. 

 

 

EP-2838 

Application of BOLD MRI for the Evaluation of Renal 

Effect Related to the administration route of 

iodixanol in Rabbit Model 

 
Wang Zhiqiang

1,2
,Ren Ke

1
 

1.First Hospital of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2.Affiliated Hospital of Beihua University 

 

Background: To determine which administration route of iodixanol is associated 

with a highest risk of acute kidney injury (AKI) on the renal oxygenation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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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rmined by blood oxygenation level dependent (BOL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in a rabbit model . 

Methods: BOLD-MRI was performed using three different administration route of 

320mg I/mL iodixanol (auricular vein, femoral artery, renal artery) on a 3.0T 

scanner at baseline and at 1 h, 24 h, 48 h, and 72 h postinjection of solutions. 

The changes in R2* were evaluated. 

Results: The administration route of renal artery has the greatest impact on R2* 

and the femoral artery has the least influence. Iodixanol increased the R2* values 

of the renal cortex, outer medulla, and inner medulla to the maximum levels at 24 

h especially in the outer medulla. 

Conclusions: The administration route of renal artery had the greatest influence 

on renal outer medulla oxygenation level at 24 h and femoral artery injection was 

least affected. This renal dysfunction could be assessed noninvasively by BOLD-MRI. 

 

 
EP-2839 

SWI 在家兔肝脏纤维化模型分期的初步探讨 

 
邹立秋 

深圳市南山区人民医院 518053 

 

目的 探讨磁敏感加权成像（SWI）序列评估肝脏纤维化分期的可行性。 方法  通过皮下注射

50%CCl4建立兔肝纤维化模型。肝纤维化模型（n=32）及兔对照组（n=16））行 MR常规扫描及

SWI检查，以病理学肝纤维化分期为基础将其分为 S0组（无肝纤维化）、S1-S2组（轻中度肝

纤维化）、S3-S4组（重度肝纤维化/肝硬化），比较各组 SWI图像 SI 肝脏及 SIR 肝/肌的变化情

况。结果：S0组、S1-S2组、S3-S4组的 SI 肝脏分别是 378.47±45.33、374.11±19.20、

317.00±33.93，S0组、S1-S2组、S3-S4组的 SIR 肝/肌分别是 0.97±0.02、0.88±0.09、

0.65±0.14。S0组和 S1-S2 组的 SI 肝脏均高于 S3-S4组（P均<0.0001），S0组与 S1-S2 组的

SI 肝脏之间无统计学差异（P=0.723）。S0组与 S1-S2组、S0组与 S3-S4组、S1-S2组与 S3-S4

组的 SIR 肝/肌之间均有统计学差异（P=0.010，P<0.0001，P<0.0001）。结论：SWI技术可以整

体、客观地评价肝脏纤维化的严重程度，并且选择 SIR 肝/肌作为研究指标能更好的反映肝脏纤

维化程度。 

  

 

 

EP-2840 

256 排 CT 低剂量、低对比剂一站式 

扫描胸痛三联症的临床应用 

 
徐秋贞,徐秋贞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210009 

 

 

目的：运用 256 排 CT 的技术优势实现低辐射剂量、低对比剂的一站式扫描胸痛三

联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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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18 例急性胸痛患者（A 组）进行 256 排 MSCT 检查（Revolution CT，），心

率（58-152bmp），BMI（18.2-27.7），经高压注射器外周静脉注射非离子碘对比

剂 60-75ml，分两步进行扫描，首先肺动脉使用螺旋非心电门控扫描，接着紧冠脉

及胸主动脉心电门控轴位扫描。同期选取 18 例单纯冠脉成像（B 组），18 例单纯

肺动脉成像（C 组），18 例单纯主动脉成像（D 组）进行血管内造影剂浓度、噪

声、信噪比、辐射剂量、BMI 等客观评价。 

结果：A 组与 B、C、D 组血管内造影剂浓度、噪声、信噪比、BMI 均无统计学差

异，A 组有效总辐射剂量 123.5msv＜B+C+D（ 157msv），注射对比剂量 A 组

67±4.6ml，B 组 64.7±1.17ml，C 组 53.1±12.5ml，D 组 65.6±9.1ml。 

结论：256 排 CT 对胸痛三联症患者一站式低辐射剂量、低对比剂量扫描，可以同

时获得常规单独冠脉、主动脉、大动脉扫面的图像质量，对临床有非常重要价值。 

 

 

EP-2841 

艾滋病合并 MAC 感染的胸部影像 

 
官宛华,刘晋新 

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 510440 

 

目的 探讨艾滋病（AIDS）合并鸟-胞内分枝杆菌（MAC）感染的胸部影像表现及特征。方法 搜

集非结核分枝杆菌培养阳性，经菌种鉴定为 MAC的 AIDS患者 31例，回顾性分析其影像表现及

临床资料。31例患者中 30 例行胸部 CT及 X线检查，1例仅行胸部 X线检查。结果 31例 AIDS

合并 MAC感染患者中，3例肺部未见病变，28例为 MAC肺部感染。AIDS合并 MAC肺部感染的

影像表现类似肺结核改变，常见的 CT征象有斑片影 21例，其中大片实变 3例；支气管扩张

18例，结节 18例，双肺弥漫粟粒 10例，空洞 10例，胸腔积液 10例，纵隔淋巴结肿大 15

例，以中度肿大为主，7例肺门淋巴结大，双肺门多见。结论  AIDS合并 MAC感染的胸部影

像表现多样、不典型，以斑片影、小结节及支气管扩张多见。 

  

 

 
EP-2842 

The pulmonary complications associated with EV71-

infected hand-foot-mouth disease 

 
Li Huanguo,Lao Qun 

Hangzhou Children's Hospital 10237016 

 

Hand-foot-mouth disease (HFMD) was an acute intestinal infectious disease, which 

mainly occurred in the children, especially under 5 years old.EV71 and CVA16 were 

the most common, especially EV71, which was also the most common pathogen causing 

severe HFMD.Most patients had a good prognosis, but a few patients complicated by 

encephalitis, pulmonary edema, and hemorrhage, myocarditis and other complications, 

which may cause bad prognosis and even death.Nowdays, the pathogenesis of central 

nervous system (CNS) damage associated with EV71-infected HFMD was because EV71 

had the characteristic of neurotropic nature, which was accepted widely. And 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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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vious studies had discussed imaging manifestation of CNS damage during 

treatment and follow-up. However, although many previous studies had been 

performed, including fatal cases report, imaging analysis, animal model 

studies,and so on, the pathogenesis and other aspects of pulmonary damage 

associated with EV71-infected HFMD was not clear completely. 

In this paper, the clinical manifestation, pathogenesis, pathology and imaging 

changes of pulmonary inflammation, edema and hemorrhage associated EV71- induced 

HFMD were reviewed to further understand and improve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pulmonary complications. 

 

 
EP-2843 

T2*-weighted imaging of the liver versus the spleen 

to assess hepatitis B-related cirrhosis and its 

Child-Pugh class 

 
li jie

1
,Chen Tian-wu

2
,Ming Bing

1
 

1.Peoples' Hospital of Deyang 

2.Affiliated Hospital of North Sichuan Medical College 

 

Objective: To determine whether T2
*
 value of liver or that of spleen is better 

associated with the presence and Child-Pugh class of hepatitis 

B related cirrhosis. 

Materials and Methods: Fifty-nine cirrhotic patients with hepatitis B and 21 

healthy participants were enrolled in this study and underwent 3.0-T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with T2
*
-weighted sequence. Mean T2

*
 values of liver and spleen 

were calculated. Statistical analysis was performed to compare the 

association of T2
*
 value of liver and that of spleen with cirrhosis and its 

Child-Pugh class. 

Results: T2
*
 values of liver and spleen might be indicators to discriminate 

cirrhotic patients from healthy individuals (all P < 0.05) with areas under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AUCs) of 0.755 versus 0.719. 

T2
*
 values of liver and spleen decreased with increasing Child-Pugh class of 

cirrhosis (r = -0.507 vs. -0.435, all P < 0.05). T2
* 
value of liver could 

distinguish Child-Pugh class A from C and A-B from C (P = 0.016 and 0.011) with 

AUCs of 0.735 and 0.710, respectively; and that of spleen could distinguish class 

A-B from C (P = 0.046) with an AUC of 0.664. 

Conclusion: T2
*
 value of liver is better associated with cirrhosis and its 

Child-Pugh class than are those of the spleen.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2185 

 

EP-2844 

重症麻疹合并重症肺炎 1 例 

 
翁婷,劳群 

杭州市儿童医院 310014 

 

患儿，女性，1岁 1个月。发热 1周，皮疹 4天，声嘶 3天 。 

查体：全身可见散在新旧交替红色斑丘疹，双侧颈部可触及淋巴结肿大，约 1.5cm*3.0cm 大

小，质中，活动可，面色欠红润；眼距宽，眼裂窄，鼻梁低平；左眼眼结膜可见分泌物，口唇

轻度皲裂，呼吸费力，可见轻度吸气性三凹征咽充血，未见疱疹，双侧扁桃体Ⅱ度肿大，咽后

壁见粘涕，两肺呼吸音粗，可闻及明显吸气性喉鸣音。 

实验室检查：麻疹病毒 IgM 抗体 阳性；革兰氏阳性球菌 +++；痰培养：金黄色葡萄球菌 

+++；本菌为 MRSA；药敏提示万古霉素敏感。咽喉部分泌物培养： 金黄色葡萄球菌 ++；本菌

为 MRSA；药敏提示万古霉素敏感。 

既往：出生后高胆红素血症病史。 

麻疹并发肺炎多在呼吸道粘膜广泛性损伤的基础上继发的细菌感染，因此既有间质性炎症，又

有细菌性炎症浸润，形成混合性感染。该患儿 X线平片显示两肺纹理增多增粗模糊，右肺中上

野片状密度增高影。患儿年幼，炎症渗出物不易通过未发育完善的肺泡间孔扩散，行成多灶

性、节段性改变，炎症局限于右肺中上野，结合临床生化麻疹病毒 IgM抗体 阳性及痰培养革

兰氏阳性球菌 +++；痰培养：金黄色葡萄球菌 +++，符合麻疹并发肺炎的影像学表现，加强抗

感染治疗有效。 

 

  

 

 
EP-2845 

艾滋病合并巨细胞病毒脑炎的临床及影像研究 

 
张紫欣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 100050 

 

【摘要】 目的：探讨艾滋病（AIDS）合并巨细胞病毒（CMV）脑炎的 MRI影像特征，为临床诊

断提供参考。方法：回顾性分析经手术病理或脑脊液 CMV-DNA检测确诊的 AIDS合并 CMV 脑炎

患者 11例，所有患者均行头颅 MRI增强扫描。观察病变临床表现和影像学特征，如病灶部

位、形态、信号及强化方式等。结果：1.临床表现：患者以神经精神症状（54.54%）或发热

（45.46%）就诊者多见；外周血 CD4+T淋巴细胞计数<50cells/μl者占 90.9%。2.MRI影像特

征：病变多发（90.9%），累及基底节区核团者占 65.22%，（尾状核 30.43%，豆状核

13.04%，丘脑 8.69%），累及脑灰质者占 34.78%，（颞叶 21.74%、额叶 13.04%、枕叶

8.69%）；颅内病灶表现为 T1WI低信号、T2WI及 FS-T2高信号，DWI稍高信号，ADC为等/稍

低信号，增强扫描呈极轻度-无强化，并可见小血管穿行。3.病理表现：病变组织见巨细胞核

内包涵体，周围伴非特异性炎症。结论：MRI对于 AIDS合并 CMV脑炎患者颅内病灶显示较

好，FS-T2和 DWI是观察病变最佳序列，增强扫描具有一定特异性。通过对于 MRI表现特征的

认识，有利于临床早期明确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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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846 

肺孤立性炎性病变与周围型肺癌的对比增强 CT 鉴别诊断 

 
褚志刚,盛波,刘梦奇,李琦,吕发金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目的：澄清肺孤立性炎性病灶与周围型肺癌对比增强 CT表现的差异性，从而提高诊断的准确

性。 

材料：回顾性收集 64例肺部孤立性炎性结节或肿块以及 132例周围型肺癌的对比增强 CT资

料，分别总结其 CT表现特点并进行比较，明确二者之间的差异性。 

结果：与周围型肺癌相比，肺孤立性炎性病变的病灶通常更贴近胸膜，即炎性病变与周围型肺

癌相比其与胸膜间的距离更小(P＜0.0001)。绝大多数（82.8%）炎性病灶的形状为斑片状或椭

圆形，而周围型肺癌主要表现为分叶状（82.6%）。几乎所有（93.8%）的炎性病灶边缘都是模

糊不清的，而大多数（72.7%）肿瘤边缘可见毛刺征。炎性病灶强化的 CT值明显较周围型肺癌

高(P＜0.0001)。大多数（59.3%）肺炎性病灶内可见边界清楚的坏死区，而肿瘤病灶

（49.2%）常常表现为不均质强化，且仅有少数病例（24.6%）内可见边界不清的坏死区或空洞

形成。98.4%的肺炎性病灶周围是不清晰的，主要为散在小斑片影，而 72.7%的肺癌周围是不

清楚的，主要是束带状模糊影像。炎性病变中，病灶邻近胸膜增厚出现的几率明显较肺癌高

（95.3% vs. 21.1%，P＜0.0001），而肺癌中胸膜凹陷征更常见。此外，肺门及纵隔淋巴结肿

大在肺癌病人中较为常见。 

结论：肺孤立性炎性病变与周围型肺癌的对比增强 CT表现在很多方面都具有明显的差异，全

面地理解二者之间的差异有助于病变的准确诊断，对后续合理处理具有较大的指导意义。 

 

 
EP-2847 

卡氏肺孢子菌肺炎的高分辨率 CT 表现 

 
邹雪雪,曹新山 

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256603 

 

 

目的：探讨卡氏肺孢子菌肺炎的高分辨率 CT（HRCT）影像学表现及临床意义。方法：回顾性

分析经临床和实验室证实的 23例免疫缺陷患者卡氏肺孢子菌肺炎的 HRCT影像学表现。结果：

23例患者中艾滋病患者 7例，1例心脏移植患者，余为白血病患者。卡氏肺孢子菌肺炎 HRCT

表现为磨玻璃样影 23例、炎性实变 19例，肺间质性改变 18例、肺气囊变 17例，胸膜下弧形

线 14例、蜂窝肺 9例，双肺门或（和）纵膈淋巴结肿大 6例，分别占 100%、82.6%、78.3%、

78.3%、73.9%、60.9%、39.1%、26.1%。结论：HRCT能更好的显示卡氏肺孢子菌肺炎的影像学

特征。免疫力低的患者出现肺部的弥漫性渗出改变、间质性改变、新发肺气囊等表现，试验性

应用复方新诺明治疗有效，可以考虑卡氏肺孢子菌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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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848 

Intravoxel Incoherent Motion and Blood oxygen level-

dependent of Early Iodinated Contrast-Induced Acute 

Kidney Injury Induced in a Rabbit Model 

 
Wang Yongfang,Ren K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110001 

 

Purpose: To assess if parameters in intravoxel incoherent motion (IVIM) and Blood 

oxygen level-dependent (BOL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can be used to 

evaluate early Iodinated Contrast-Induced Acute Kidney Injury(CIAKI) in 

a Rabbit model in vivo. 
Materials and Methods: Seventy-two new zealand white rabbits weighing 2.5–3.0 

kg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four groups.Three groups received iohexol (1.0, 

2.5, and 5.0 [gI/kg]) and one group received normal saline [1-2]. All the 

subjects underwent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 prior and post to 

the administration of  iohexol or saline.Intravoxel incoherent motion(IVIM) and 

Blood oxygen level-dependent(BOLD) MRI were performed longitudinally at 24 h 

prior to and 1 h,24 h, 48 h, 72 h and 96 h postinjection of iohexol [3]. The 

parameters D, f, D* and ADC were acquired from IVIM and R2* values 

were obtained from BOLD images. All the layers of renal tissues and the 

corresponding T2*-weighted image were segmented into four regions, including 

cortex (CO), outer stripe of the outer medulla (OSOM), inner stripe of the outer 

medulla (ISOM), and inner medulla (IM) [4].The expression of hypoxia inducible 

factor (HIF-1α) in renal tissue was detected by immunohistochemistry [5].Renal 

injury was confirmed using serum creatinine (Scr) measurement. Shapiro-Wilk 

normality test was used to obtain non-normal distributions. Repeated 

measure One-way analysis of variance with Bonferroni post-hoc test, t test, and 

Mann-Whitney test were used for all data analyses. 

Results: Only a single injection of iodine containing iohexol (5gI/kg) induces 

CIAKI in rabbits. BOLD and IVIM-fMRI demonstrated distinct signals in all of the 

four renal regions for each group, and inner stripes of the renal outer 

medulla showed the most pronounced modifications. For fMRI measurements, an 

increased R2* value and strong attenuation of D and ADC were observed at 24-48 

h after iohexol injection (p<0.05). As perfusion measurement, a significant 

decrease was shown for D* and f in 1–48 h（p<0.05）and an increase in 72–96 

h. Compared with baseline levels, distinct elevation of R2* value were observed 

in all the anatomical compartments at 1 hour (p<0.05), to the maximum levels at 

24 h（p<0.05）in the CIAKI group, this observed trends were consistent with the 

expression of hypoxia inducible factor HIF-1α. HIF-1α score was precipitously 

increased at 24 hour in all the anatomical layers and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baseline. Subsequently, HIF-1α score declined toward baseline level. A 

high incidence of vacuole formation occurred in all the subjects after the 

injection of iohexol, especially in the high-dose groups (2.5, 5.0 [gI/kg]). 

The maximum modifications of vacuoles, tubular epithelial cells became 

swollen and were being broken down appeared at 24 h. Typically, se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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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inine levels peak 2–3 days after contrast medium exposure,whereas at other 

time points the difference did not reac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05 vs. 

baseline).Thus,the serum creatinine rise in the high-dose group means that CIAKI 

occur. 

Conclusion:A dose-dependent reduction in renal function was observed after 

intravascular injection of the iohexol.The MRI techniques（IVIM and BOLD）may be 

used as noninvasive tools to perform a time course study of the pathogenesis 

associated with CIAKI. 

  

 

 
EP-2849 

基于 Reho 及 ALFF 的神经精神性狼疮的脑静息 

态功能磁共振成像研究 

 
张瑶 

荆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434000 

 

 

目的  采用基于局部一致性(ＲeHo)及低频振幅（ALFF）的功能磁共振成像( f MＲI)分析法

探讨神经精神性狼疮(NPSLE)患者静息状态下的脑功能活动特点。 

方法  22 例 NPSLE患者为病例组（NPSLE组），22 名健康志愿者为正常对照组( HC组)，经

1999年 ACR的 NPSLE分类标准进行临床确诊后，行静息态 fMRI( rs-f MＲI) 数据采集。对所

有图像预处理，计算两组受试者全脑ＲeHo及 ALFF值，经统计学处理后获得 NPSLE患者组Ｒe 

Ho值及 ALFF值有意义的脑区。 

结果  1、左颞下回、顶下小叶、左内侧额上回、双侧中央后回在 NPSLE组值显著低于 HC组

（P〈0.05）；2、顶下小叶、右背外侧额上回、右额中回在 NPSLE组值显著低于 HC组（P

〈0.05）。 

结论  NPSLE组均有显著自主神经活动改变，对于 NPSLE患者的早期诊断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神经精神性狼疮 局部一致性 低频振幅 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成像 

  

 

 
EP-2850 

小肠淋巴管扩张症 2 例影像表现并文献复习 

 
潘海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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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群

1
,费正华

3
,杨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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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李群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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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杭州市儿童医院 

2.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3.湖州市妇幼保健院 

 

目的  探讨儿童小肠淋巴管扩张症（ intestinal lymphangiectasia，IL）的 CT及 MR影像

表现特点，提高影像诊断水平。方法  回顾分析 2例经消化内镜及病理证实的 IL患儿的临床

及影像资料，并复习相关文献。本组 2例均行腹部 CT平扫+增强检查及腹部 MR扫描，其中一

例行腹部 MR增强扫描。结果  腹部 CT平扫+增强表现为部分小肠局部肠壁增厚，增强后明显

强化；肠系膜上动脉及其分支被条片状水样低密度影包裹，无强化；动脉及周围肠管无明显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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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移位。腹部 MR表现为局部小肠呈不规则团块状异常信号影，T1WI呈明显高信号，T2WI呈

等信号；病变区 T2WI信号较均匀，T1WI可见较多细管状低信号影；后腹膜区、肠系膜上动脉

及其分支周围呈团块状 T1WI 低信号、T2WI高信号影，边界尚清，将肠系膜上动脉包埋，血管

未见明显受压、变扁；重 T2成像显示两侧腰干及其外周肠系膜区淋巴管广泛扩张，呈网状改

变。结论  IL在重 T2序列后重建图像上表现为后腹膜区淋巴管广泛网状扩张，有一定特征

性，结合腹部 CT或 MRI增强检查，可用于无创诊断小肠淋巴管扩张症。 

 

 

EP-2851 

经淋巴结行 MR 淋巴管成像的初步实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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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杭州市儿童医院 

2.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3.湖州市妇幼保健院 

 

目的：初步探讨经淋巴结 MR淋巴管成像的可行性。 方法： 新西兰大白兔 8只，每只兔充分

麻醉后直视下找到两侧腘窝最大的淋巴结分别注射 0.2ml～0.3ml钆双胺，扫描冠状位三维扰

相梯度回波序列（fast low angle shot，fl3d-cor），此后每隔 5分钟重复一次扫描；分别

评价腰淋巴干及胸导管的显示情况。 结果： 8例腰淋巴干全程均明显强化，均表现为下端与

结节状的淋巴结相连，其中 5例显示与其上端膨大的乳糜池相连；管径不均匀，约 1mm～

2mm；而且信号强度改变较明显。7例可见部分胸导管强化，其中 4例显示范围大于 3个椎体

高度，另 3例不足 3个椎体高度。强化的淋巴结及腰淋巴干、乳糜池等结构强化非常明显，通

过后重建图像可明确显示它们互相连通。 结论：两侧腘窝淋巴结注射钆双胺 MRL能较好显示

腰干淋巴管，而胸导管只能节段显示，还需进一步探索以提高胸导管显示情况。 

  

 

 
EP-2852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Chest X-ray 

Classifications and the Pathogens of Hand-Foot-Mouth 

Disease 

 
Li Huanguo,Lao Qum,Pan Hai-peng,Pan Xiao-gen,Hai-yan Lv 

Hangzhou Children&#39;s Hospital 10237016 

 

Objective To study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chest X-ray classifications and 

different pathogens in patients with hand-foot-mouth disease. Methods the 

images and the results of laboratory examination of patients with HFMD and 

positive chest X-ray were analyzed retrospectively. Results There were 83 cases 

(21.013%) with positive chest X-ray in this group, including 19 cases of type 1, 

19 cases of type 2, 28 cases of type 3, 13 cases of type 4, 4 cases of type 5. The 

distribution of pathogens had significantly statistical difference between mild 

and severe HFMD group, critical HFMD group respectively (mild HFMD group VS severe 

HFMD group, χ2
 = 78.523, P = 0.000; mild HFMD group VS critical HFMD group, 

χ2
 = 30.222, P = 0.000). The distribution of pathogens in different the chest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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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y classifications had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P>0.05), but the proportion of 
the EV71 was more than that of CVA16 in type 1and 2 chest X-ray ( P = 0.029 and 

0.001). Conclusions There was some relativity between clinical grade and 

pathogens. The severe and critical HFMD were caused mainly by EV71, and the mild 

HFMD was caused mainly by other pathogens except EV71.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chest X-ray classification and pathogens, but in the same 

chest X-ray classification, the distribution of pathogens was not identical. For 

the limitations of this study, we will do more research in the future work. 

  

 

 
EP-2853 

原发中枢神经系统淋巴瘤样肉芽肿的影像学表现 

 
樊响,杨延辉,任彦军,卢洁,李坤成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100053 

 

目的  淋巴瘤样肉芽肿(lymphomatoid granulomatosis, LyG)是一种少见的以血管为中心、

血管破坏性的淋巴细胞增生性疾病。原发于中枢神经系统（CNS）的 LyG罕见。本文通过探讨

其影像学表现，以期提高对该病的认识。 方法  回顾分析我院确诊的 3例原发于 CNS的

LyG的临床及影像学表现，并复习相关文献。结果 （1）女性，28岁，主因发作性抽搐 3年

半入院，查体示右侧上、下肢腱反射较左侧稍活跃。头 MRI显示左额颞叶及侧脑室旁多发片状

异常信号，增强后呈多发小结节状、小环状强化。病理为淋巴瘤样肉芽肿。（2）女性，25

岁，主因头痛、头晕伴恶心 10余天入院。查体未见阳性体征。头 MRI显示左侧侧脑室颞、枕

角旁片状异常信号，增强后呈片状较均匀明显强化。病理为淋巴瘤样肉芽肿，WHOⅡ级。（3）

男性，57 岁，主因记忆力减退 3月余就诊，地点定向障碍，自知力、计算力和理解力下降。

头 MRI 显示双额叶白质异常信号，增强后右额叶病变结节状强化、左额叶病变呈不规则环形

强化。左额叶病灶切除后病理：（左额叶）淋巴组织增生性病变，部分呈淋巴瘤样肉芽肿结

构，部分呈淋巴瘤样结构（B细胞）。讨论  Liebow等于 1972年最先报道该病。目前发病机

制不明，系统性 LyG与 EB病毒感染有关，原发于 CNS的 LyG与 EB病毒的关系尚不明确。原发

于 CNS的 LyG影像学表现可分为弥漫浸润性（如病例 1、2）和肿块样病变（如病例 3）两大

类。弥漫浸润性病变表现为脑内多发异常信号，增强后点状或线状强化。肿块样病灶表现为实

性团块，可演化为不规则环状强化病灶。前者被认为是该病较为特异的表现，这与病理上血管

中心性、血管破坏性的改变相关。该病还应与 CNS其他病鉴别，包括转移瘤、感染性肉芽肿、

多发性硬化、原发中枢神经系统血管炎、胶质瘤和淋巴瘤等，应将 LyG纳入 CNS多发强化病变

的鉴别诊断范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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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854 

CT and MRI Characteristics of Inflammation of the 

Central Nervous System in Children with Hand-foot-

mouth Disease 

 
lao qun 

Hangzhou Children&#39;s Hospital 310014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sis the imaging characteristics of inflammation of the central 

nervous system (CNS) in patients with HFMD and reviewed correlative papers to 

improve the recognition and diagnosis accuracy in neurologic complications. 

Methods: 15 patients’ CNS images were analysis retrospectively, which included CT 

and MRI. And some correlative papers were reviewed. 

Results: CT imaging findings: There were 5 cases performed using CT. 2 patients’ 

basal ganglion and 1patient’ centrum ovale were seen slightly hypodense shadow 

with hazy border; 1 lesion was seen at right frontal and temporal lobe, which 

showed large sheet slightly hypodense shadow with hazy border and mass effect 

( sulci surrounding the lesion and the right lateral ventricle became narrowing or 

disappearance, and unclear grey matter margin); 3 cases’ brainstem were found 

slightly hypodense shadows with hazy border. Those lesions were small, so there 

were no mass effect. MRI imaging findings: There were 11 cases performed using MRI. 

8 patients’ brainstem were seen abnormal signals, which were showed normal signal 

(2 patients), low or slightly low signals on T1WI, high or slightly high signals 

on T2WI, high signals on FLARI and DWI; 3 patients’ basal ganglion, 1 patients’ 

centrum ovale, and 1 patients’ corona radiate were found point or slice low or 

slightly low signals on T1WI, high or slightly high signals on T2WI, high signals 

on FLARI and DWI; 2 patient were seen long strip shape long low signal on T1WI, 

high signal on T2WI, high signal on FLARI at cervical spinal cord, which extended 

to medulla; and 1 patient’s frontal and temporal lobe was seen abnormal signal, 

which was showed large sheet low signal on T1WI, high signal on T2WI and FLARI and 

mass effect. 

Conclusions: The inflammation of the CNS in Children with HFMD occurred at dorsal 

pons and medulla oblongata, which showed long T1, long T2, FLARI and DWI high 

signal, so if the disease was caused by EV71 and CNS symptoms appeared, the 

clinical doctors would better have the patient be detected by MRI, and if 

necessary, performed using enhancement MRI. The lesion locations were common at 

brain tissue, but it also can occurred at cervical spinal cord, if necessary, 

cervical spinal cord should be detected. If MRI can not be performed, CT scanning 

would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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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855 

Myelencephalitis Associated with Hand-foot-mouth 

Disease 

 
lao qun 

Hangzhou Children&amp;#39;s Hospital 310014 

 

Abstract Hand-foot-mouth disease (HFMD) is a kind of acute infectious diseases 

mainly caused by CoxAl6, EV71 and commonly happened in preschool children. The 

main symptoms were fever, rashes on hands, feet, mouth and hips of skin, herpetic 

pharyngitis, and so on. The severe and critical HFMD were mainly caused by EV71, 

which could easily cause complication in central nervous system(CNS)，such as 

brainstem encephalitis, meningitis, encephalitis, myelitis and so on. And 

brainstem encephalitis, neurogenic pulmoneray edema and circulatory disorders were 

main cause of death. In this artical, 7 cases’ head and cervix MRI and CT images 

were summarized to improve our knowledge of the imagingand pathology 

manifestations of CNS complication of HFMD. 

  

 

 
EP-2856 

H7N9 禽流感肺炎一例 

 
罗琳,赵瑞雪,邱立军 

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原：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014010 

 

患者，男，52岁，有接触禽类史，受凉后出现发热，伴有气短、咳嗽、无痰，体温 38.0℃，

就诊于当地诊所给予“头孢”等药物治疗，效果欠佳。仍感觉发热，伴腹痛、腹泻，体温最高

达 39.5℃，遂来我院进一步治疗。实验室检查：血常规示：WBC:4.41*10
9
/L，NEUT%：87.1%，

CRP：71.66mg/L；降钙素源检测：0.25ug/l；查体：双肺呼吸音粗，右肺可闻及散在湿啰音；

胸片回报：双肺炎症；胸部 CT：右肺上叶、中叶及左肺上叶可见弥漫性磨玻璃样密度增高

影，以肺野中央为著，其内可见支气管气相，伴小叶间隔增厚，局部可见“铺路石”征。 

  

 

 
EP-2857 

儿童手足口病脑炎一例 

 
罗琳,渠倬然,翟金泉 

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原：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014010 

 

患儿，女，4岁，数天前无明显诱因突然出现发热，最高体温 39.0℃，呕吐 2-3次，为非喷射

性胃内容物。患儿口腔黏膜红肿，手、足及臀部可见皮疹，有轻微下肢无力，.2日后上述症

状逐渐加重，咽部、双手、双足可见大量疱疹，出现行走不稳，拿物颤抖，急诊入院治疗。病

程中患儿恶心、呕吐，无咳嗽、咳痰，无腹泻等不适症状。发病以来，患儿精神、饮食、睡眠

差，大小便正常。实验室检查：超敏 C-反应蛋白 4.42mg/L ;  WBC24.44 X 10
9  

/L;  淋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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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百分比 16.5%；中性粒细胞百分比 76.5%；糖、氯化物及蛋白均正常;  α-羟丁酸脱氢酶

341U/L；碱性磷酸酶 228U/L；肌酸激酶同工酶 228U/L；肌酸激酶 108U/L；乳酸脱氢酶

417U/L。院内会诊考虑重症手足口病（2-3期）伴神经系统及心肌损害。.头颅 MRI检查可

见：延髓背侧、四脑室旁白质异常信号，T1WI呈稍低，T2WI呈稍高信号，T2-FLAIR序列呈明

显高信号，DWI序列可见轻度高信号，ADC值减低不明显。诊断：重症手足口病脑炎。 

  

 

 

EP-2858 

小儿肠重复畸形 1 例报道并文献复习 

 
朴雪瑞 

杭州市儿童医院 310000 

 

病史：患儿，男性，8个月，因“发现右侧腹部包块半月余”就诊，患儿半月前无明显诱因出

现血便，呈暗红色，量不多，无恶心呕吐；在当地医院就诊，入院后 B超提示：中下腹部包

块。遂到我院，门诊查 B超提示右下腹部囊性肿块：肠重复畸形？肠管憩室，以“腹部肿物”

收入院。 

下腹部 CT平扫+增强示右下腹盆腔内可见一囊性占位影，各期扫描囊性占位位置及形态相对固

定，增强后未见明显供血动脉，囊内未见明显强化，囊壁轻度并延迟强化，囊壁较厚，左侧边

界清，突向邻近肠腔内，右侧边界不清，部分内缘光整，外缘局部紧贴肠壁，与回肠关系密

切。经过讨论右下腹盆腔内厚壁囊性占位：小肠重复畸形首先考虑(回肠段可能）。   消化

道重复畸形是指附着于消化道系膜的、具有与消化道相同特性的球形或管形空腔肿物，是一种

较少见的先天畸形， ATD 可以发生于口至直肠的任何部位，常发生于腹腔，其中以小肠与回

盲部多见，可以单发也可多发。 

患者常以腹痛、腹胀、呕吐、便血等原因入院。手术切除重复肠管是其唯一治疗方法，由于肠

重复畸形常会引起严重并发症，且有癌变可能，所以一经确诊应及早手术治疗。但此病诊断困

难，无特异性检查方法，术前诊断率低，误诊率高。 

CT 平扫可见圆形、管状型或不规则形囊状低密度影，壁较厚，病变常常与相邻管腔不相通，

增强扫描后囊壁可见强化，可呈典型的双环“晕轮征”，内为囊壁水肿黏膜和黏液形成的低密

度环，外为肌层形成的高密度环，有文献报道，对比剂灌肠后行 CT 增强扫描可见明显提高此

病的特异度和敏感度，结合 MPR 、CPR 等后处理技术可更直观显示病变及对重复肠畸形的长

度进行测量。 

最常与肠重复畸形鉴别的疾病有肠系膜囊肿、腹腔脓肿、 Meckelcs 憩室等。此外，肠重复畸

形还要与肠系膜淋巴管瘤、较大的卵巢囊肿、胆总管囊肿等囊性病变相鉴别。 

 

 

EP-2859 

多层螺旋 CT 三维重建在获得性骨肥大综合征胸前壁多骨受累

病变显示的价值 

 
张清,范鸿禹,赵世龙 

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16001 

 

目的 探讨多层螺旋 CT三维重建在获得性骨肥大(SAPHO)综合征胸前壁多骨受累时病变显示的

应用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 23例 SAPHO综合征的 CT图像并采用 MPR及 VR、MIP等重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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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体显示病变范围，其中男 12例、女 11例，年龄为 32—65岁。平均 52岁。结果 21例

SAPHO综合征的 CT图像均表现为胸骨、第一前肋、锁骨等多骨的骨质增生硬化伴有骨质破

坏，部分病例胸锁关节和胸肋之间间隙狭窄甚至骨性融合，2例显示病变仅累及胸骨柄体交界

区域。病变中 9例显示胸骨柄上缘呈“海鸥翅”样改变，8例出现胸肋关节受累而表现的“牛

头征”。CT的二维 MPR可以通过冠状位、矢状位直观显示胸锁关节、胸骨角、胸肋关节改

变，冠状位 MPR可显示上下、左右区域多骨病变，而 VR、MIP等重建方式可立体直观总览病变

累及部位及范围。其中 8例呈对称性，2例为偏侧性(均为右侧)。结论 典型的 SAPHO综合征

主要影像特征是胸前壁多骨受累，骨病变以胸骨、肋骨和锁骨肥大、硬化剂关节间隙改变为

主，CT二维及三维重建对于显示胸前壁多骨病变具有良好的应用价值。 

 

 
EP-2860 

艾滋病合并卡波西肉瘤的 CT 表现分析 

 
黄德扬 

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 510060 

 

目的 探讨艾滋病合并卡波西肉瘤患者的 CT影像学表现。方法 回顾性分析,12例艾滋病合

并卡波西肉瘤患者的 CT影像学表现。结果 CT显示肺内结节灶 9例，累及胸膜及胸腔积液 6

例、纵隔淋巴结肿大 8例，1例可见骨破坏，1例肝内见多发占位。结论艾滋病合并卡波西肉

瘤累及肺部常见影像表现为肺内可见沿肺支气管血管周围分布的多发结节灶，可同时合并胸腔

积液，纵隔淋巴结及腋窝淋巴结肿大；累及肝脏可见肝内多发低密度占位病变。 

  

 

 
EP-2861 

Integrin Imaging with SPIO@SiO2-ICG-RGD in the Early 

Stage of Mouse Hepatic Fibrosis Triggered by 

Synergistic Magnetic Resonance and Near-Infrared 

Imaging 

 
li yunfang

1
,Shang Wenting

2
,Li Hongjun

1
,Tian Jie

2
 

1.Beijing YouAn Hos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2.Key Laboratory of Molecular Imaging， Institute of Automation，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Abstract  

Purpose: To evaluate the potential utility of a dual nanoprobe SPIO@SiO2-ICG-RGD 

targeting integrin αvβ3 by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Near-Infrared Imaging 

(NIR) for diagnosing early stage hepatic fibrosis in a mouse model. 

Materials and Methods: All animal experiments were conducted in compliance with 

the protocol approved by the Institutional Animal Care and Use Committee. 

SPIO@SiO2-ICG-RGD was synthesized and the characterization was measured. A 

transverse study by MRI/NIR was performed to diagnose early stage hepatic fibrosis 

in a mouse model induced by carbon tetrachloride (CCl4) intraperitoneal injection. 

The mean liver-to-background ratio (LBR) of MRI/NIR was analyzed for compar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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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ween hepatic fibrosis (n=10) and control groups (n=10) respectively. Results of 

MRI/NIR were compared with those of the in vitro analysis. The data were analyzed 
by using a Student’s t-test and paired t-test. 
Results: The biodistribution trend of SPIO@SiO2-ICG-RGD in the liver are the same 

in proportion to the MRI/NIR of fibrosis; the trend wa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the hepatic fibrosis and control groups of SPIO@SiO2-ICG-RGD metabolism (P 
< 0.005). The best test time of SPIO@SiO2-ICG-RGD in MRI/NIR was 2.5 h at NIR and 

3 h at MR post-IV. The values of LBR at SPIO@SiO2-ICG-RGD in MRI/NIR were acquired 

(MRI: SIliver-to-SImuscle ratios (SI) 0.3261; 95% CI: 0.2954, 0.3568; NIR: target to 

background ratio (TBR) 2.059; 95% CI: 2.022, 2.096) and confirmed in another 

method. Characterization of SPIO@SiO2-ICG-RGD was assessed and results of in vitro 
imaging demonstrated the positive expression of integrin αvβ3 on the activated 

hepatic stellate cells. 

Conclusion: Early stage hepatic fibrosis can successfully, non-invasively 

diagnosed in MRI/NIR by SPIO@SiO2-ICG-RGD. 

 

 
EP-2862 

不同浓度对比剂在多排螺旋 CT 肝动脉血管成像中的对比研究 

 
夏振营,吴丹,孙汉臣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100069 

 

目的 

应用 64排螺旋 CT血管成像技术，通过运用碘美普尔 400（400mgI/mL）和碘普罗胺 370

（370mgI/mL）两种不同浓度对比剂对肝动脉进行成像，根据肝动脉各级分支的显示率及质量

评分，评价不同浓度对比剂的不同显示效果，为外科手术、介入治疗及肝移植等提供有价值的

血管解剖信息。 

材料与方法 

本研究以 2016年 1月-2月份到我院行腹部螺旋 CT检查的 348例患者为研究对象。所有数据

用 SPSS12.0进行统计学分析，其中计量资料采取 表示，研究组和对照组腹主动脉不同水

平 CT值比较及图像质量评分比较的统计方法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研究组和对照组肝动脉不

同级别显示率的比较采用卡方检验，显著性水平均为α=0.05。 

结果 

两组患者在肝门水平、腹腔干水平及肾动脉水平的平均 CT值存在差异，研究组上述各水平动

脉内平均 CT 值均较对照组高。 两组肝动脉各级分支显示率上，二者不存在差异。两组间的

图像质量评分存在统计学差异，即研究组的肝动脉显影较对照组更加清晰且边缘更锐利。VR

和 MIP两种不同重建方法对研究组肝动脉各分支显示率不存在差异。 

结论 

对比剂注射流率不变（3mL/s），碘普罗胺 370（370mg I/mL）按照 1.5mL/kg给予，碘美普尔

400（400mg I/mL）按照 1.2mL/kg 给予，在减少对比剂用量的情况下，同样能得到满足临床诊

断要求的高质量的肝动脉血管造影图像，且动脉期腹主动脉不同水平的 CT值较对照组高，肝

动脉血管图像显示更为光滑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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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863 

MDCT 诊断感染性心内膜炎的价值：与经食管超声心动（TEE）

和手术对照研究 

 
刘晶哲,靳永强,李洪银,刘东,刘志博 

北京华信医院/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00016 

 

目的：对照经食管超声心动和手术结果，研究 MDCT对感染性心内膜炎的诊断价值。材料与方

法： 回顾性分析 2010-2017 年 26例确诊为感染性心内膜炎患者的影像资料，所有患者在一周

内均完成经食管超声心动图（TEE）和 MDCT检查，其中 19例行手术治疗。结果：26例患者

中，25例在 TEE中有阳性发现，包括瓣膜赘生物（n=17），脓肿（n=7），和假性动脉瘤或瘘

（n=6）。MDCT诊断正确 23 例，包括瓣膜赘生物（n=12），脓肿（n=9）和假性动脉瘤和瘘

（n=9）。一致性检验（Kappa 检查）结果表明：MDCT与 TEE诊断瓣膜赘生物的一致性良好 k

值=0.62，诊断脓肿的一致性很好 k值=0.82，诊断假性动脉瘤和瘘的一致性良好 k值=0.72。

与手术结果对照，TEE与手术诊断赘生物的一致性良好 k值=0.64，诊断脓肿的一致性较好 k

值=0.68，诊断假性动脉瘤和瘘的一致性 k值=0.58。联合 MDCT可以提高诊断脓肿和假性动脉

瘤的一致性，MDCT联合 TEE 与手术诊断脓肿和假性动脉瘤的一致性非常好，k值均等于

0.89 。另外 2例患者 MDCT 检查发现感染性肺栓塞。结论：MDCT对感染性心内膜炎的诊断有

很大价值，联合 MDCT和 TEE 可以提高感染性心内膜炎的诊断准确性。 

 

 
EP-2864 

  一例被误诊为中央型肺癌的肺结核 

 
柴清华,杨瑞,刘继伟 

河南省胸科医院 450008 

 

患者 女 30岁因发热 咳嗽 咳痰 4月，加重 1天入院。DR示两肺纹理紊乱，左肺门增大结构

不清。CT示左肺门延伸至纵隔肿块，伴多发坏死，左主支气管受侵狭窄并见结节影突向管

腔，左上肺阻塞性炎症改变；纵隔多发淋巴结增大，考虑肺癌（中央型）可能可能性大，左上

肺尖后段叶裂下结节影性质待定；建议纤维支气管镜进一步检查。支气管镜显示：左主支气管

中上段左前壁可见不规则肿物隆起，右后壁粘膜溃烂、凹陷（上布坏死黑白苔）伴周围粘膜不

规则增厚、隆起，致管腔狭窄，支气管镜活检病理诊断：（左主）肉芽肿性炎，考虑结核。

PPD实验强阳性。T-SPOT回报：ESAT-6（-），CFP10（+）。分枝杆菌培养（+），结核分枝杆

菌抗原检测（+），菌型鉴定（结核分枝）。癌胚抗原（-）。临床给予抗痨，保肝及对症治

疗，并数次支气管镜下冷冻及灌注治疗，治疗至今 3个多月左肺病变明显吸收。讨论：肺结核

是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传染性疾病，我国也是世界上结核疫情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并且随着我

国流动人口的迁徙，社会环境的复杂性，抗生素的滥用，以及结核病人不能正规、持续的治

疗，耐药肺结核发生率增高，肺结核的影像表现逐渐复杂、多变、多样，很容易造成误诊、漏

诊。此患者的临床资料及影像表现都不能排除中央型肺癌的诊断，仅年龄上稍有异议，但癌症

发病年龄越来越趋近年轻化，不易鉴别，仍需要病理得出最终结论。这就需要我们影像科提高

警惕，密切结合临床及其他功能科室，以便我们诊断准确率的提高，从而能够更好的为患者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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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865 

Application of individually optimized protocol 

adapted to body weight with lower-iodine 

concentration iodixanol-270 in coronary 320-row CT 

angiography 

 
Dai Shun,Dai Gong-hua,Chen Chuan-zhi,Qiao Chen,Zhou Huang,Cao Peng,Zhang Lei 

Shanghai East Hospital， Tongji University 200120 

 

Purpose: To evaluate the feasibility of using individually optimized protocol 

adapted to body weight with lower-iodine concentration iodixanol-270 in coronary 

320-row CT angiography. 

Materials and Methods: Prospective data was collected on 172 consecutive patients 

referred for CCTA. Patients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four groups, based on body 

weight with different contrast injection protocol. Group 1: 4 0≦BW<50, received 

45mL of CM at 4.0mL/s. Group 2: 50≦BW<65, received 50mL of CM at 4.5mL/s. Group 3: 

65≦BW<85, received 55mL of CM at 5.0mL/s.Group 2: 85≦BW<100, received 60mL of CM 

at 5.5mL/s. The mean attenuation values of theascending aorta(AO) above coronary 

ostia, the left main artery(LMA), the right coronary artery(RCA), and the 

posterior descending artery(PDA) were calculated in four groups. Iodine intake was 

also measured in four groups. 

Results: The mean iodine intake of four Groups is 12.2g,13.5g,14.9g, and 16.2g. 

All coronary segments attenuation hada tendency to decrease with the weight class 

increase.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mean arterial attenuation values 

between group 2 and group 3, for AO (430.1±63.4 vs. 395.6±45.6, p<0.01), LM 

(417.9±68.3 vs. 398.1±48.0, p<0.05), RCA (411.7±75.7 vs. 371.0±69.6, p<0.01), 

and PDA (355.1±77.2vs. 325.0±69.3, p=0.01). In addition, the standard deviation 

was the lowest one and the mean arterial attenuations is also approximately 350 HU 

in group 3. 

Conclusion: Individually tailored CM injection protocols with lower-iodine 

concentration iodixanol-270 for coronary CT angiography with 320-row CT scanner 

yield diagnostic attenuation between different weight groups in Chinese. Iodine 

intake could be reduced for the majority of patients utilizing individualized CM 

bolus application. 

  

 

 
EP-2866 

肝脏弥漫性炎性病变的 CT 影像表现 

 
宋文艳 

北京佑安医院 100069 

 

目的 探讨肝脏弥漫性炎性病变的 CT影像表现。方法 对我院 2009年 1年 5月至 2016 年 12月

间，经临床及病理证实的 37例肝脏弥漫性炎性病变患者的 CT影像及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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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结果 急性重型肝炎 1例，CT平扫肝实质密度弥漫性减低，增强不均匀强化，病理表现为

肝脏弥漫性坏死；亚急性重型肝炎 4例，平扫肝内见斑片状密度减低区，增强静脉期及延迟期

反转强化，病理表现为亚大块坏死；酒精性肝炎 9例，CT 平扫肝实质密度局灶性或弥漫性减

低，增强强化不明显，病理表现为肝细胞呈大小不等的气球样变；自身免疫性肝炎 5例，CT

平扫肝实质密度均匀，各叶比例失调，肝裂增宽，增强肝实质未见异常强化，侧支循环形成，

肝门周围可见肿大的淋巴结；药物性肝炎 18例，CT影像表现分为 3组。1）弥漫性肝脏损害 2

例：平扫肝脏密度均匀性减低，增强扫描肝实质轻度均匀强化。病理表现为肝细胞脂肪变性；

混合炎性细胞浸润，点状坏死，毛细胆管淤胆。2）灶性肝脏损害 6例：肝内大片或多发小片

状坏死灶 5例。平扫肝脏密度不均匀，病变区为低密度改变；增强后病变区强化，特别是静脉

期与平扫图像比较呈反转表现。3）肝内弥漫的结节样再生 2例。CT平扫可见肝内弥漫分布的

稍高密度结节灶，增强后动脉期病灶强化，静脉期及延迟期近似于肝实质密度。4）肝小静脉

闭塞 4例：肝脏肿大，增强静脉期肝内见羽毛状强化，病理表现为肝小静脉内膜增厚，官腔狭

窄。5）肝硬化表现 4例：平扫肝脏表面呈结节状，各叶比例失调，肝裂增宽。增强后肝脏强

化一致，同时伴有脾大、腹水、侧支循环。病理为纤维组织增生，点状坏死和毛细胆管淤胆。

结论 肝脏弥漫性炎性病变的 CT影像表现具有一定的特征性，对临床诊断具有重要的参考价

值。 

  

 

 
EP-2867 

苏北寄宿高中肺结核爆发初期筛查阶段的影像学 

表现及感染情况分析 

 
周莹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222002 

 

目的 描述苏北某县寄宿式高中爆发肺结核感染后初始筛查阶段的临床及影像学表现，评估 CT

对青少年肺结核感染初期的诊断价值。方法 以苏北某县高中一年级 20个班在校学生作为研究

对象，应用结核菌素皮肤试验（TST）结合胸部 X线或 CT检查识别肺结核爆发初期的感染者，

采用配对 c
2
或 Fisher精确检验分析胸部 X线及 CT检查对青少年肺结核感染初期的诊断价值。

结果 1009人进行了 TST检查，阳性反应 239(23.7%)人，阴性反应 770（76.3%）人。860 人

（85.2%）进行了胸部 X线检查，163人（16.2%）进行了胸部 CT检查，临床诊断为活动性肺

结核 48人，疑似肺结核 15 人，潜伏结核感染（LTBI）179 人，无肺结核 767人。73人

（7.2%）依次进行了 TST、胸部 X线和 CT检查，TST、X线胸片、CT灵敏度为 95.7%、52.2%、

95.7%，特异度为 56.9%、98.0%、100.0%，阳性预测值为 50.0%、92.3%、100.0%，阴性预测值

为 100.0%、81.7%、98.0%。59.3%活动性肺结核病灶位于上叶，以微结节和树芽征最常见，分

别占 93.8%和 77.1%。X线及 CT对临床诊断疑似或活动性结核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值=0.001（c

2
=11.275）。结论 寄宿式高中爆发型肺结核感染者初期多无典型肺结核症状且痰

菌检查常为阴性，CT可在肺结核爆发感染初期筛查阶段提高肺结核的检出率，并能帮助评估

肺结核治疗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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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868 

青少年早期无症状活动性肺结核 CT 征象分析 

 
周莹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222002 

 

目的：分析青少年肺结核爆发感染早期无症状肺结核的 CT征象，以提高对本病的认识。方

法：回顾性分析苏北某县寄宿式高中爆发肺结核感染后，参加肺结核筛查并经临床诊断为活动

性肺结核的 47例患者的临床、胸部 X线及 CT表现，所有患者均无典型结核中毒症状，7例结

核感染 T细胞试验阳性，5 例经支气管镜检查证实，2例行颈部淋巴结活检为干酪性肉芽肿性

病变。1例经过痰培养找到结核分支杆菌，46例痰检阴性的患者均经抗结核治疗证实为活动性

肺结核。观察肺部有无异常病变、病变部位、范围。规范结核治疗 9-12个月，治疗期间 CT复

查 2-6次，分析治疗后 CT表现并与治疗前对照。结果：47例早期无症状活动性肺结核中男性

发病率高于女性，27例胸部 X线未发现异常病变，20例胸部 X线有异常病变，X线和 CT对早

期活动性肺结核检出率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46例胸部 CT表现为肺实质病变，1

例表现为胸腔积液，共计 58个肺叶 60个肺段存在病变，35例病变位于上叶，22例病变位于

下叶，1例病变位于中叶，其中 CT表现为树芽征占 68.1%，微结节占 89.3%，实变 21.3%，抗

结核治疗后病灶不同程度吸收好转。结论：CT是诊断早期无症状活动性肺结核的最佳检查手

段，青少年有肺结核接触史者胸部 CT检查显示肺内微结节或树芽征时要首先考虑活动性肺结

核。 

  

 

 
EP-2869 

新生儿肺透明膜病的床旁 X 线影像分析探讨 

 
索巍,李海学,郭春惠,赵瑞峰 

山西晋城煤业集团总医院 048006 

 

摘要：目的 探讨新生儿肺透明膜病（HMD）的床旁 X线表现，提高本病的诊断水平，为临床治

疗提供准确的影像学参考。材料和方法 收集 2014年 1月至 2017年 2月间经我院确诊为 HMD

的 45例患儿的临床资料，并对其中临床资料完整 38例患儿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  首次床

旁 X线胸片检查，38例患儿中有 14例表现为肺部广泛细颗粒影；12例显示肺野透亮度减低并

出现支气管充气征；9例显示为两肺野透亮度进一步减低，心缘、膈面模糊不清，支气管充气

征更加显著，其中 1例患儿合并气漏；3例患儿一侧肺野或双侧肺野透亮度近乎消失，呈大片

状或均匀分布的致密影，即“白肺”改变，其中 1例患儿合并膈疝、肺疝。所有患儿均短期随

访，动态观察，摄片时间间隔为 12--24小时。结论 新生儿床旁 X线检查技术是 HMD检查的首

选方法，通过短期随访、动态观察能够为临床治疗提供及时有效的影像学资料，正确认识新生

儿肺透明膜病（HMD）的影像学表现，具有重要的诊断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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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870 

复张性肺水肿的临床及 X 线特征分析 

 
吴二丰 

山西晋城煤业集团总医院 048006 

 

[摘要] 目的 明确 X线胸片检查在复张性肺水肿诊断中的价值，提高该病诊断水平。 方

法 回顾分析经我院诊断的 6例复张性肺水肿的临床及 X线特征。 结果 6例复张性肺水肿

患侧肺萎陷时间超过 3天，5例萎陷程度超过 80%。1例无明显症状， 5例有不同程度咳嗽、

咳痰及呼吸困难，1例咳大量粉红色泡沫痰并伴休克症状。X线胸片表现为患侧肺野透亮度减

低，肺纹理增多、模糊，并可见多发淡薄斑片状高密度影。 结论 X线胸片对该病诊断、治

疗效果评价及随访有重要价值。 

  

 

 
EP-2871 

长骨良性纤维组织细胞瘤的 X 线特征及鉴别诊断 

 
吴二丰 

山西晋城煤业集团总医院 048006 

 

目的 分析长骨良性纤维组织细胞瘤（BFH）的 X线特征，提高该病的诊断及鉴别诊断能力。 

方法 回顾分析 7例经病理证实的长骨良性纤维组织细胞瘤的临床资料和 X线平片表现。 结

果 7例均为单发病灶，4例位于干骺端，2例位于骨端关节面下，1例位于骨干，1例并发病

理骨折；7例 X线平片均表现为类圆形或椭圆形的囊状单房或多房骨质破坏，轻度膨胀；7例

均可见完整或不完整的薄层硬化边，部分病灶内可见骨嵴，均未见骨膜反应及软组织肿块。 

结论 X线对长骨良性纤维组织细胞瘤的诊断及鉴别诊断有重要价值。 

  

 

 
EP-2872 

MRI 动态增强扫描及扩散加权成像对肺结核球的诊断价值 

 
漆婉玲,何玉麟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30006 

 

目的 探讨 MRI动态增强扫描及扩散加权成像在肺结核球诊断中的应用价值，为临床治疗提供

准确依据。材料与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18例经手术、穿刺活检或治疗性诊断确诊的肺结核

球的临床及 MRI资料，MRI 检查包括平扫、扩散加权成像及动态增强扫描，常规平扫包括

T1WI、T2WI及脂肪抑制序列，动态增强于注入对比剂后 15s、30s、60s、5min、30min进行屏

气扫描。结果 18例肺结核球中男 13例、女 5例，中位年龄约 49岁；单发 15例、多发 3

例，前者位于上叶尖后段 9例、下叶背段 4例、上叶前段 1例及中叶 1例，后者位于上叶尖后

段及下叶背段 2例、下叶随机分布 1例，病灶平均直径(1.7±0.55)cm；其中伴空洞 5 例（裂

隙样 2例，类圆形 3例），卫星灶 3例，毛刺征 4例，无明显分叶征，以及 5例胸膜与结核球

之间见纤维条状相连。MRI 平扫：肺结核球在 T1WI抑脂序列上呈高信号 10例、稍高信号 2例

及周边高中央低信号 6例，在 T2WI抑脂序列上呈高信号 4例、稍高信号 9例及周边高中央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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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 5例，在 DWI序列上呈高信号 5例、低信号 5例及周边高中央低信号 8例；MRI动态增强

扫描：11例结核球早期呈轻度薄环形强化，并随着延迟时间加长，环形强化越明显，4例早期

呈较明显薄环形强化并延迟持续强化，2例早期无强化、延迟期呈明显薄环形强化，1例持续

轻度较均匀强化。结论 MRI 对肺结核球的诊断具有重要价值，尤其是 T1WI抑脂序列及动态

增强扫描，易显示肺结核球特征性的薄环形强化，且能一定程度上反应病理改变。 

 

 
EP-2873 

艾滋病合并卡氏肺孢子虫肺炎 7 例影像学分析 

 
任砚,沈苏军,袁功玲,朱怡 

苏州市第五人民医院 215007 

 

目的 通过对 7例艾滋病（AIDS）合并肺孢子虫肺炎（Pneumocystis Carinii Pneumonia, 

PCP）的 CT表现的特点进行分析，提高对 PCP的影像学诊断水平。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5至

2016年间在本院经痰聚合酶链反应（PCR）或纤维支气管镜刷检确诊的 7例艾滋病合并卡氏肺

孢子虫肺炎患者 CT（7例）胸部检查资料。结果 典型表现为双侧肺门周围以及中、下肺野弥

漫性网状阴影，部分渗出性病变可以相互融合，呈斑片样或磨玻璃样改变。 少见表现有肺囊

性改变、肺实变、肺门淋巴结增大、胸腔积液及气胸等。结论 艾滋病并发卡氏肺孢子虫肺炎

的特异性诊断是找到病原体且 HIV抗体阳性，结合影像学特征性表现，排除其他免疫低下所致

的细菌性感染或肿瘤，诊断 AIDS合并 PCP成立。 

 

 
EP-2874 

肺结核球与周围型小肺癌的 MRI 诊断及鉴别诊断价值 

 
漆婉玲,何玉麟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30006 

 

目的 探讨肺结核球及周围型小肺癌的 MRI诊断及鉴别诊断价值。材料与方法 选取我院收治

的 15例肺结核球以及 9例周围型小肺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对这两组患者的 MRI影像资料进

行分析，比较两组病灶 MRI 位置、形态、信号特点及强化特征等的区别。结果 15例肺结核

球均为单发，位于上叶尖后段 9例、下叶背段 4例、上叶前段 1例及中叶 1例，其中伴空洞 5

例，卫星灶 3例，毛刺征 4例，无明显分叶征，以及 3例胸膜与结核球之间见纤维条状相连；

9例周围型小肺癌位于肺尖 4例、上叶后段 2例、下叶背段 2例及下叶后基底段 1例，伴空泡

征 2例，分叶征 6例，毛刺征 3例及胸膜凹陷征 4例。MRI 平扫：肺结核球在 T1WI抑脂序列

上呈高信号 7例、稍高信号 2例及周边高中央低信号 6例，在 T2WI抑脂序列上呈高信号 4

例、稍高信号 7例及周边高中央低信号 4例，在 DWI序列上呈高信号 5例、低信号 4例及周边

高中央低信号 6例；周围型小肺癌在 T1WI抑脂序列上呈稍高信号 7例、高信号 2例，在 T2WI

抑脂序列上呈高信号 6例、稍高信号 1例及高低混杂信号 2例，在 DWI序列上呈高信号 6例、

稍高信号 2例及高低混杂信号 1例。MRI动态增强扫描：14例结核球呈薄环形强化，1例呈轻

度较均匀强化；9例周围型小肺癌动脉期或/及肺实质期明显强化，无环形强化。结论 MRI平

扫、DWI及动态增强扫描在肺结核球与周围型小肺癌 MRI诊断及鉴别诊断中具有重要价值，具

有一定的特征性。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2202 

 

EP-2875 

肝脏增强 CT 检查中生理盐水冲刷技术降低 

对比剂用量的可行性研究 

 
夏振营,尹悦 ,于建安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100069 

 

 

目的： 

研究对比剂注射注射完毕后生理盐水推进的效果及在肝脏 CT检查中降低对比剂用量的可行

性。  

材料和方法： 

65例患者随机分为三组：A组：100 ml对比剂（400mg/ ml）（N＝20）；B组，100 ml对比

剂推加 30毫升生理盐水（N＝22）；C组，70 ml对比剂推加 30毫升生理盐水（N＝23）。比

较三组主动脉平均峰值增强值和平均峰值增强时间，比较三组门静脉期门静脉增加的 CT 值，

及肝实质增加的 CT值。 

结果： 

三组主动脉平均峰值增强值和平均峰值增强时间无显著性差异。B组门静脉平均峰值较 A组增

加 20Hu（P＜0.05）；A组和 C组间无显著差异。B组肝实质平均 CT值比 A组增加 8Hu，p＜

0.05，A、C组无显著性差异。 

结论： 

对比剂注射完毕后生理盐水冲刷血管,能够增加门静脉和肝实质的增强 CT值,并允许减少对比

剂的用量，而没有明显改变肝脏动脉期的扫描时间。 

 

 
EP-2876 

Contribution of Texture Features from Computed 

Tomography in Differentiating Preinvasive Lesions 

from Invasive Pulmonary Adenocarcinomas 

 
Luo Ting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110001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value of texture analysis in differentiating 

preinvasive pulmonary lesions from invasive pulmonary adenocarcinomas, using 

radiomics features extracted from thin-section of computed tomography (CT) of 

subsolid nodules. 

Materials and Methods: This retrospective study was performed with IRB approval 

and a waiver of the requirement for patients’ informed consent. From 2014 to 2016, 

87 patients ( 22 male, 65 female, mean age 50.45±7.60) of 100 subsolid nodules 

(44 preinvasive lesions, 56 invasive pulmonary adencarcinomas) underwent surgery 

or biopsy proved pathology results. Texture features were extracted from thin-

section of chest portal venous-phase CT. Two experienced chest radiologists 

defined the 3D region of interests (ROIs) of the lesion. 396 texture features were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from A.K. (Analysis-Kinetics ,GE Healthcare). K-W test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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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d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s of the texture featur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n 

primary cohort, and a feature reduction step was performed to remove features that 

were highly correlated with others (|r|>0.5, find correlation function in R 

software).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was constructed to determine the diagnostic 

accuracy between imaging diagnosis and pathology results. 21 random patients of 

validation cohort were substituted into the model. Confusion matrix and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ROC) curve were applied to assess the diagnostic 

efficiency of model. 

Results: K-W test showed that 183 texture parameters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1). Auto-correlation analysis by binary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reduced 183 parameters to 12. In the result of confusion 

matrix, the diagnosis accuracy of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from validate cohort 

was 81.0%. ROC curve showed that area under the curve (AUC) was 0.833. 

Conclusions: Texture analysis of subsolid nodules has the potential to improve the 

differentiation of preinvasive pulmonary lesions from invasive pulmonary 

adenocarcinomas. 

  

 

 
EP-2877 

艾滋病合并肺结核患者的胸部 CT 影像学表现特点分析 

 
王杏,李宏军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100069 

 

【摘要】目的：探讨艾滋病合并肺结核患者的胸部特征影像学表现。材料与方法：回顾性分析

50例艾滋病合并肺结核患者的胸部 CT影像学表现。结果：50例艾滋病合并肺结核患者肺内病

变双肺或单肺多叶、段分布，多种性质混合呈现，大多为结节及粟粒状结节病灶（52%、

36%），12例合并肺门或纵隔或腋窝淋巴结结核，5例合并卡式肺孢子虫肺炎，2例合并真菌

感染，1例合并结核性胸膜炎。结论：艾滋病合并肺结核患者肺内病变多种形态、多种性质共

同存在，结节及粟粒状结节较为常见，可合并其它机会性感染疾病。 

  

 

 
EP-2878 

肺曲菌病 1 例 

 
王淑婷,任克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0001 

 

患者 男性，43岁，一年前无明显诱因出现咳痰带血，不伴胸背部疼痛，不伴发热乏力盗汗。

2月前，患者咳痰带血症状加重就诊。病来无畏寒发热，无午后盗汗，饮食睡眠可，二便如

常，体重无明显变化。颈软，气管居中，叩诊清音，双肺呼吸音清，未闻及干湿啰音。既往酒

精性肝炎病史 1个月。 

肺部增强 CT示：右肺尖可见薄壁空洞，增强扫描未见明显强化。空洞内见长圆形结节，约

3.0×1.9cm,CT 值 11HU，增强后结节无强化；病变周围少量斑片影，双肺下叶背段胸膜下可见

少量磨玻璃密度影。双肺门不大，纵隔居中，未见肿大淋巴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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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所见：右肺上叶肿物一枚 4.3×3.2×1.5 厘米，切面囊性，囊壁厚 0.3×0.4 厘米，质

中，内含灰黄色豆渣样物。 

病理所见：炎性细胞浸润伴局部肺泡上皮轻度异型增生，囊内为真菌菌团。诊断为右肺曲菌

病。 

讨论：曲菌病根据感染方式可分为三种：寄生性、侵袭性、及变态反应性。其中寄生性通常继

发于空洞型肺结核、支气管扩张、肺脓肿、肺癌和先天性肺囊肿等空洞内。在肺结核治疗过程

中，由于广谱抗生素的长期应用以及激素的滥用，曲菌极易寄生于肺结核空洞内。空洞内的出

血坏死物、纤维蛋白、大量菌丝、脱落的黏膜上皮细胞以及炎症坏死细胞等混杂在一起形成曲

菌球[1]。 

肺曲菌病临床症状为反复咯血（ 50%-95%），反复咳嗽、咳痰等。对于存在肺结核等肺部原发

疾病的患者或曾接受过大量抗生素和激素等免疫抑制剂治疗的患者，当在 CT图像上肺部尖后

段发现薄壁空洞或空腔，内见孤立球形病灶，边缘锐利，间或伴有新月形空气征时，应考虑肺

曲菌病的可能[2,3]。 

  

 

 
EP-2879 

非典型肺结核的 CT 表现及误诊分析 

 
吉涛 

天津市泰达医院 300457 

 

目的 对非典型肺结核的 CT 特点做深入研讨，并分析其误诊原因，以提高非典型肺结核的诊断

率提供相关数据参考。方法 采用回顾性分析，通过调查在 2016年 6月至 2017年 6月间，经

各种方法确诊的 63例非典型肺结核病人，分析其特征及 CT特点，并总结误诊原因。结果 在

这 63例非典型肺结核患者中，出现 19例（30.2%）实变型， 15例（23.8%）结节肿块型， 8

例（12.7%）空洞型，其他 21例（33.3%）。患者首次就诊误诊数 15例，总误诊率 36.5%。结

论 非典型肺结核缺乏典型性，诊断需要结合临床特点和其他辅助检查，提高临床诊断率。 

  

 

 

EP-2880 

不同影像方法对急性肺血栓栓塞症的诊断价值 

 
王敏君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30006 

 

目的 探讨不同影像学方法对急性肺血栓栓塞症(Pulmonary hromboembolism ,PTE)的诊断价

值。方法 收集 2006-2009 年经临床检查确诊为 PTE的患者 123例,采用螺旋 CT肺动脉造影及

下肢静脉造影(computed tomography pulmonary artery angiography + computed 

tomography venography ，CTPA+CTV)、超声、放射性核素扫描、肺动脉造影等两种以上方法

诊断,分析不同诊断方法对 PTE诊断敏感度、特异度,以肺动脉造影为金标准，分析累及段以上

支数准确性。结果 123例患者中,123例行 CTPA+CTV, 敏感度 98.3%，特异度 95.4%，累及段

以上支数准确比 98.2%。肺动脉造影与多排螺旋 CT（multislice spiral computed 

tomography，MSCT）经统计学处理，无统计学差异（＞0.05）；核素扫描 38例, 敏感度

36.7%，特异度 94.1%，累及段以上支数准确比 75.0%；心脏彩超检查 57例, 敏感度 73.9%，

特异度 82.3%，累及段以上支数准确比 33.9%。结论 CTPA+CTV 已成为肺栓塞主要的成像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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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CTPA成像将逐步取代肺动脉造影，成为诊断肺动脉栓塞及评价治疗效果另一个“金标

准”。 

 

 

EP-2881 

多层螺旋 CT 在诊断支气管结核中的价值分析 

 
周碧霞,袁功玲,朱怡 

苏州市第五人民医院 215007 

 

目的：探讨多层螺旋 CT成像在支气管结核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回顾性分析经气管镜检查明确诊断为支气管结核病人的临床及多层螺旋 CT资料，通过

CT横断及三维重建观察并记录病变的位置、数目、范围、管壁及管腔情况、肺实质病灶、淋

巴结及胸膜情况等，总结影像学特征。 

结果：50例患者共 85处支气管增厚，主要为双上叶及双下叶背段，其次为基底段，病变累及

右上叶病变者 32例，左上叶病变 30例，右下叶背段 20例，左下叶背段 16例，右下叶基底段

10例，左下叶基底段 11例，其中多处病变 36例。病变主要表现为管壁不规则增厚及管腔狭

窄，65例可见支气管播散，25例合并肺不张， 15例有肺门、纵隔淋巴结钙化，5例合并胸腔

积液。结论：多层螺旋 CT扫描及三维重建能同时显示支气管结核患者管壁增厚的改变及支气

管外结核病变。气管支气管结核是指发生在气管、支气管的黏膜、黏膜下、平滑肌、软骨及外

膜的结核病。我国目前未见全国性关于气管、支气管结核流行病学调查资料。国外报道学者报

道，活动性肺结核患者 10％～40％合并气管支气管结核，其中菌阳患者 6O-70％、菌阴患者

25％-30% 。管壁增厚是支气管结核中主要类型之一。目前气管结核诊断主要依据电子支气管

镜，能直观显示病变的类型、颜色、及范围，并可直接灌洗、刷片及活检，取得细菌学及病理

学诊断依据，但是电子支气管镜作为一种侵入性检查，患者存在较大的顾虑，无法接收气管镜

检查，往往导致部分气管支气管结核患者漏诊。多层螺旋 CT成像及三维重建，基本能发现 1-

4级气管内的病变，如管壁增厚、狭窄，见支气管播散及肺不张等表现。临床医生见上述影像

学表现时，再依据痰找抗酸杆菌阳性的结果，需高度怀疑合并支气管结核可能，尽力动员患者

行支气管检查进一步明确及调整治疗方案。 

  

 

 
EP-2882 

成人不完全型环状胰腺 CT 表现：附 2 例报告及文献复习 

 
胡朝,邓军,李晓,黄小宁,李五根,彭碧波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30006 

 

目的 探讨成人不完全型环状胰腺的 CT表现，提高对本病的认识。资料与方法 复习文献并结

合 2例成人不完全型环状胰腺的临床及影像资料，分析不完全型环状胰腺组织的 CT形态特

征，以及继发的十二指肠狭窄、梗阻征象。结果 上消化道造影显示十二指肠降部呈外压性狭

窄，钡剂通过缓慢。十二指肠镜检查示局部管腔狭窄，狭窄近端肠管扩张，肠黏膜糜烂伴小溃

疡形成，肠镜不能通过。CT 检查显示成人不完全型环状胰腺组织部分包绕邻近十二指肠，十

二指肠节段性狭窄，其上方肠管梗阻扩张。结论 胰腺组织呈“鳄鱼嘴”样形态包绕十二指肠

是成人不完全型环状胰腺的典型 CT表现，CT检查可同时显示局部十二指肠狭窄、梗阻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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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883 

Comparison and correlation of imaging and clinical 

severity in non-HIV patients with cryptococcal 

infection of central nervous system  

 
li xueqin 

Youan hospital 100069 

 

Abstract  

Objective To comparison of imaging distribution and clinical data and correlation 

with different clinical severity in non-HIV patients with cryptococcal infection 

of central nervous system between with and without identifiable underlying disease. 

Materials and methods A total of 65 patients with CNS cryptococcal 

infection between Aug. 2014 and Oct. 2016 was recruited in this study including 

42 males and 23 females, with mean ages of 48±15 years ranging from 14 to 71 

years. All of the patients had available imaging data. Clinical data, such as 

presence of fever, headache, predisposing factors, blood routine 

examination ,cerebral spinal fluids and cranial pressure were collected. 

Comparison and correlation of MRI imaging and clinical data in both groups are 

investigated.  

Result In all 65 patients with cryptococcal infection of CNS, 41 cases(41/65, 

63.1%) had normal immunity and 24 cases(24/65,36.9%) had identifiable underlying 

disease. Fever, the percent of neutrophil in WBC, the cell number of CSF is much 

more common and higher in patients with underlying disease(all p<0.05). Compared 

to the patients with normal immunity, the lesions in patients with identifiable 

underlying disease more commonly distributed in the basal ganglia and the most 

common lesions are Virchow-Robin spaces(P<005). Meningitis/encephalitis are the 

main findings of the two groups and equally seen in these two groups(p>0.05). The 

number of involved brain areas in patients with identifiable underlying disease 

are well correlated with the number of cells and pressure of CSF(r=-

0.472, p=0.031; r=0.779, p=0.039). 

Conclusion The lesions of CM in patients with identifiable underlying disease 

more commonly distributed in the basal ganglia and the most common lesions are 

Virchow-Robin spaces. With the increased number of the involved brain areas in 

patients with identifiable underlying disease, the body will have less ability to 

defense and result in higher intracranial pres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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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884 

MRI 在颅内结核病治疗随访中的应用价值 

 
丁爽,陈宏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830054 

 

目的：探讨颅内结核病治疗中的 MRI影像学变化特点及治疗后结核病灶的演变过程。方法：收

集颅内结核患者 30例，脑实质结核 20例，脑膜结核并脑实质结核 10例，动态观察治疗前后

结核病灶的 MRI影像学特点及演变过程。根据文献将脑实质结核病灶分为粟粒型、结节型及结

核瘤型，采用卡方检验比较不同类型结核病灶的消失率。结果：30例颅内结核患者在脑实质

内共有 663个结核病灶，粟粒型病灶 239个（36.0%）；结节型病灶 326个（49.2%），其中

61.0%呈环形强化，39.0%呈实性强化；结核瘤病灶 98个（14.8%），其中环形强化结节 56

个，实性强化结节 42个。10例混合型颅内结核表现为基底池脑膜及部分脑叶脑膜明显强化。

治疗后 1个月内粟粒型、结节型病灶消失率分别为 41.0%（98/239）、15.3%（50/326），治

疗后 3个月内病灶消失率分别为 79.9%（191/239）、38.0%（124/326），治疗后 6个月内病

灶消失率分别为 97.1%（232/239）、52.5%（171/326）。治疗不同时间段的粟粒型病灶消失

率均高于结节型（x2
值分别为 46.14、96.16、131.86，P<0.05）；治疗后 1个月、治疗后 3个

月及治疗后 6个月内实性强化结节型病灶的消失率分别为 21.3%（27/127）、53.5%

（68/127）、70.1%（89/127），环形强化结节型病灶的消失率分别为 12.2%（24/197）、

28.4%（56/197）、41.6%（82/197），两者比较存在统计学差异（x2
值分别为 5.34、20.32、

24.67，P值均<0.05）。治疗中 3例出现新发病灶。结论：颅内结核不同 MRI影像学分型的药

物疗效不同。因此，通过 MRI动态随访准确把握脑实质结核在抗结核治疗过程中的变化特点，

可为脑实质结核治疗方案的制定、预测及评估药物疗效提高影像学依据。 

 

 
EP-2885 

不同类型肺结节生长曲线分析 

 
郭芳芳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300052 

 

背景与目的 计算机断层扫描（CT）随访评估肺内结节的生长特性是临床判断结节良恶性的常

用方法。不同生物学行为的肺结节可能具有不同的生长速度和生长模式。本研究的目的是绘制

不同类型肺结节的体积生长曲线，了解其生长方式，为判断结节性质并制定肺结节随访方案提

供依据。方法 应用三维分析软件对 111例接受 2次及以上 CT检查的肺结节（实性结节 54

例、亚实性结节 57例）的影像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35例恶性及 5例良性结节经病理或组

织学确认，其余 71例经两年随访无显著生长，经专家会诊确认为肺癌低危结节。所有结节按

密度及性质分组：实性良性/低危结节、实性恶性结节、亚实性良性/低危结节、亚实性恶性结

节。以随访间隔时间（d）为 X轴，以随访结节的三维体积（mm3）和三维体积对数为 Y 轴，绘

制体积线性及指数性生长曲线，由研究者主观观察曲线的形态。应用卡方检验比较不同性质肺

结节的生长曲线的差异。结果 实性恶性结节中 12例（66.7%）生长曲线快速上升， 3例

（16.7%）先平缓-后上升， 2例（11.1%）缓慢上升， 1 例（5.56%）平直。亚实性恶性结节

中 8例（47.1%）呈快速上升型， 4例（23.5%）缓慢上升， 3例（17.6%）平直， 2例

（11.8%）为先下降-后上升型。实性良性/低危结节中 5 例（ 13.9%）呈下降型， 17例

（ 47.2%）平直， 8例（ 21.6%）缓慢上升， 6例（ 16.7%）呈波浪型。亚实性良性/低危结

节中 4例（ 10%）呈下降型， 21例（ 52.5%）平直， 9 例（ 22.5%）缓慢上升， 6例

（ 15%）呈波浪型。良性/低危结节与恶性结节生长曲线分布存在显著性差异（χ2=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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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1）。结论 肺癌生长曲线具有异质性，快速上升是恶性肺结节的特征性生长曲线，但部

分可在一定时期内表现为平直、缓慢上升甚至下降。缓慢生长不能排除肺癌可能，尤其是亚实

性结节。 

  

 

 

EP-2886 

MRI 在先天性肛门直肠畸形中的应用研究 

 
郭翠萍 

杭州市儿童医院 310014 

 

【摘要】 目的  探讨磁共振成像在先天性肛门直肠畸形中评估肛周肌群及伴发畸形的应用价

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 37 例确诊为先天性肛门直肠畸形患儿的 MRI表现，男 28例，女 9

例，年龄 1月 18天～12月，所有患儿均行盆底 MRI扫描，其中 28例另行腰骶 MRI扫描。结

果 37例先天性肛门直肠畸形患儿中，9例肛提肌肌腹纤细，6例两侧不对称； 12例肛门括约

肌腹细小，5例两侧不对称，6例形态不规则。伴发异位肾及融合肾 1例,骶尾椎异常 8例，终

丝脂肪附着 4例，圆锥低位 3例，脊髓栓系 1例，圆锥末端囊肿 2例，中央管扩张 3例。手术

证实 17例伴有瘘管，其中尿道瘘 10例，膀胱瘘 3例，会阴瘘 2例，阴道瘘 2例，MRI 显示瘘

管 9例，其余显示不明确。结论 MRI可清晰显示肛周肌群的发育情况及伴发畸形，且安全无辐

射，在先天性肛门直肠畸形中具有很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EP-2887 

在儿童鼻窦炎检查中低剂量 CT 扫描的应用价值 

 
王瑞 

杭州市儿童医院 310014 

 

目的 探讨在儿童鼻窦炎检查中低剂量 CT扫描的应用价值；方法 我院收治的 60例患者被随

机分为低剂量组和常规组，每组各 30例。分别行低剂量 CT扫描(100kV、40mA)与常规剂量 CT

扫描(100kV、100mA)。结果 低剂量组患儿 CT扫描后在 DLP（mGy-cm）和 CTDIw（mGy）上低

于常规组患儿的剂量值，剂量下降比率约为 53.40%，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两

组患儿的图像质量无明显差异。结论 在儿童鼻窦炎检查中应用低剂量 CT扫描显著降低了辐

射剂量，且图像质量无明显下降，具有较大的临床应用价值。 

 

 
EP-2888 

探讨各型神经梅毒影像学诊断 

 
陈旺强 

温州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25000 

 

目的：探讨各型神经梅毒影像学诊断。方法回顾性分析 29例神经梅毒患者的实验室及影像学

资料。结果 29例均为有临床症状或有影像改变的病例，其中脑膜炎型 6例，脑膜血管型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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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麻痹性痴呆型 7例，树胶肿 12例，脊髓痨型 1例。脑脊液检查中，白细胞增高 23例，单

核细胞增高 22例，脑脊液蛋白增高 23例，葡萄糖定量降低 12例，氯化钠降低 3例；血清检

查中，血清甲苯胺红试验（TRUST）及梅毒螺旋体明胶凝集试验（TPPA）均为阳性，脑脊液

RPR：快速环状卡片试验阳性 28例。 MRI检查，脑膜炎型均未见异常；脑膜血管型中小脑、

半卵圆中心、基底核区、额叶、丘脑、脑干多发性梗死灶 6例；麻痹型痴呆型额颞叶萎缩、脑

室扩大 7例（其中合并胼胝体、丘脑、颞叶内侧、额颞叶异常信号 4例）；树胶肿 12例，典

型树胶肿 4例，单发树胶肿 5例，多发树胶肿 7例，3例脑膜血管型合并树胶肿；1例脊髓痨

型脊髓肿胀，脊髓后缘结节状强化。结论梅毒影像上被称为百变君，但是尚有一定的特点，熟

悉其影像表现，结合病史、临床症状等综合分析，可以很好的提高梅毒影像的诊断，结合实验

室检查最终确立是否为神经梅毒。 

  

 

 
EP-2889 

MSCT 肝脏三维重建在肝包虫手术治疗中的应用价值 

 
常飞霞,王彦宏,邓栋 

敦煌市医院 736200 

 

目的：探讨 MSCT肝脏三维重建在肝包虫手术治疗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回顾性收集手术治疗并且影像资料齐全的的肝包虫患者 23例 34个病灶，术前均行螺旋

CT三期增强扫描，并且进行血管三维重建（VR、MPR、MIP），分析影像表现、病灶分布部

位、与肝动脉、肝静脉及门静脉的关系并与临床诊治及手术结果进行对照。 

结果：肝脏多期扫描及三维重建患者肝包虫诊断与病理结果符合率为 100%，病灶部位符合率

100%，血管三维重建累及肝动脉一级血管的 10例，门静脉一级血管的 14例，下腔静脉 4例，

肝动脉二级血管 19例，门静脉二级血管的 24例，肝静脉 26例，与手术结果符合。手术方

案：内囊摘除术 13例、外囊切除术 21例（切开外囊 14、不切开外囊 7例）手术均顺利，术

中出血少，随访（3-36月）复发 1例。 

结论：MSCT肝脏三维重建对肝包虫患者诊断、术前手术方案制定等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EP-2890 

MRI 钆贝葡胺（Gd-BOPTA）增强肝胆期在肝细胞癌 

（≤30 mm）的诊断价值 

 
贾翠宇,赵大伟,许少华,齐石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100069 

 

【摘要】目的 评估 MRI钆贝葡胺（Gd-BOPTA）增强扫描肝胆期在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的诊断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 33例 HCC（≤30 mm）的肝胆期表现，对肝

胆期表现低信号与 DWI高信号和 HCC典型表现的组间比较进行统计学分析，并对上述表现与病

理分级进行 Spearman秩相关分析。结果 33例患者行平扫+多期动态增强、DWI和肝胆期扫

描。17例表现 HCC典型动态强化方式，占 51.5 %（17/33）。DWI（b值= 800 s/mm
2
）表现高

信号 27例，占 81.8 %（27/33）。肝胆期低信号 31例，占 93.9 %（31/33）。肝胆期低信号

与 DWI高信号比较，P = 0.258，肝胆期低信号与 HCC典型表现比较，P﹤0.001，DWI高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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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典型表现比较，P﹤0.05，肝胆期低信号和 DWI高信号诊断符合率均优于典型表现，但二者

比较无统计学差异。本组包括高分化 HCC 9例，中分化 HCC 15例，低分化 HCC 9例。三种表

现与 HCC病理分化程度的相关系数为 r = 0.06，P = 0.619。即典型表现、DWI高信号及肝胆

期低信号与 HCC病理分级之间无相关性。结论 肝胆期低信号和 DWI高信号对 HCC诊断符合率

均高于 Gd-BOPTA动态增强的典型表现，二者均可提高 HCC诊断的准确性。 

  

 

 

EP-2891 

非结核肉芽肿性肺疾病的胸部 CT 征象分析 

 
朱巧,李美娇,王晓华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00191 

 

  目的：分析肉芽肿性肺疾病患者的临床资料，总结病因、临床表现、影像学特征、实验室

结果。 

  方法：回顾性分析 55例经病理证实的非结核肉芽肿性肺疾病的临床资料及 CT表现。 

  结果：肺隐球菌病 8例（14.5%），肺曲霉病 2例（3.6%），其他肺真菌感染 4例

（7.3%），肺放线菌病 3例（5.5%），非结核分支杆菌感染 1例（1.8%），肺结节病 27 例

（49.1%），肉芽肿性多血管炎 3例（5.5%），变应性肉芽肿性脉管炎 1例（1.8%），硅沉着

症 1例（1.8%），原因不明肉芽肿 5例（9.1%）。最常见的症状是咳嗽（70.9%）、咳痰

（54.5%），部分患者可有发热、呼吸困难、体重减轻等表现。病灶分布以双侧多发最为多见

（92.6%），形态上具有多样性，以结节为主，也可为肿块、实变或磨玻璃密度影。胸部 CT影

像可见部分病变合并空洞、毛刺、胸膜牵拉、线状影、纤维化、胸内淋巴结肿大及胸膜改变。

半乳甘露聚糖试验、乳胶凝集试验、抗中性粒细胞胞浆抗体检测分别有利于曲霉、隐球菌感染

以及肉芽肿性多血管炎、变应性肉芽肿性血管炎等疾病的诊断。 

  结论：肉芽肿性肺疾病作为病因复杂的一组疾病，确诊需综合评价，结合临床表现、影像

学征象、微生物培养、实验室检查、组织病理及特殊染色对鉴别诊断意义较大。 

 

 
EP-2892 

Preparation and in vitro studies of GPC3-specific 

upconversion nanoprobes for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Wang Sudan,Zhang Qi 

Beijing You'an Hospital 100054 

 

Purpose: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construct an antiGPC3-NaGdF4:Yb,Tm@NaGdF4 

upconversion nanoparticles (UCNPs)for early detection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Methods: GPC3 monoclonal antibody was conjugated with UCNPs to 

synthesize UCNP-anti-GPC3. T1 relaxivity of UCNP-anti-GPC3,UCNPs and Gd-BOPTA 

was measured with 7.0T animal MR  scanner.HepG2 cells(huma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cell model with high expression of GPC3)were used along 

with RAW264.7(macrophage from mice) and HL-7702(normal hepatocytes) as 

controls.HepG2 were incubated with UCNP-anti-GPC3 and UCNPs to verify the 

targeting of the specific probe.Cytotoxicity of UCNPs was evaluated through cell 

file:///C:/Users/lenovo/AppData/Local/Youdao/Dict/Application/6.3.69.8341/resultui/frame/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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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bility and flow cytometry.A histological analysis of 

organs (heart,liver,spleen,lung and kidney) of nude mice was performed to 

determine whether or not UCNPs caused tissue damage or inflammation.Serum 

biochemistry tests of mice were used for the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of important 

indicators for hepatic function. 

Results:UCNP-anti-GPC3 with an average size of 17.8±1.6 nm showed good 

biological compatibility.By linear regression fitting,the relaxivity is slightly 

lower than Gd-BOPTA.Incubating HepG2 with UCNP-anti-GPC3 and UCNPs at different 

Gd concentration gradients,the former exhibited a remarkable gradually brighter 

signal intensity than the latter.Thes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UCNP-anti-

GPC3 could be more efficiently taken up by HepG2.The HepG2 and RAW264.7 

incubated with UCNP-anti-GPC3 or UCNPs were able to shorten the T1 

value,meanwhile,T1 value of HepG2 with UCNP-anti-GPC3 was obviously lower than 

the T1 value of RAW264.7.The cytotoxicity test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is 

specific probe possed a relatively safe profile.The histological analysis and 

serum biochemistry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as no apparent histopathological 

damage to the organs and no apparent side effects on hepatic function.   

Conclusion: UCNP-anti-GPC3 can be utilized as 

a novel targeting MR contrast agent for early detection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and escape the phagocytosis. 

  

 

 
EP-2893 

堪萨斯分枝杆菌肺病的 CT 特点及快速鉴别评分系统 

 
杨晴媛

1
,邢志珩

1
,丁仁厚

1
,夏爽

2
 

1.天津市海河医院 

2.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目的 分析堪萨斯分枝杆菌肺病的 CT表现特点以及与其他非结核分枝杆菌肺病的鉴别要点，

并建立快速鉴别评分系统。 

方法 回顾性分析 90例非结核分枝杆菌肺病患者的临床及影像学资料。分析不同菌种的 CT征

象及预后情况，比较堪萨斯分枝杆菌与胞内、脓肿分枝杆菌 CT特征差异性，进而建立快速鉴

别评分系统。 

结果 堪萨斯分枝杆菌与胞内、脓肿分枝杆菌空洞征象差异性具有统计学意义（卡方

=7.650,8.627,P=0.006,0.004）；胞内分枝杆菌与堪萨斯、脓肿分枝杆菌肺内钙化征象差异性

具有统计学意义（卡方=4.961,8.753,P=0.026,0.003）；堪萨斯分枝杆菌与脓肿分枝杆菌结节

征象差异性具有统计学意义（卡方=5.804,P=0.035）。建立快速鉴别评分系统：存在空洞 1

分，不存在 0分；存在结节 1分，不存在 0分；存在肺内钙化灶 0分，不存在 1分。胞内、脓

肿、堪萨斯分枝杆菌评分的 95%置信区间分别为（1.173,1.675）、（1.315,1.924）、

（1.992,2.564）。堪萨斯分枝杆菌与胞内、脓肿分枝杆菌的评分差异性具有统计学意义（H

值=16.659,P=0.001）。当评分≥2时提示感染堪萨斯分枝杆菌的可能性。堪萨斯分枝杆菌肺

病与其他菌种肺病预后差异性具有统计学意义（H值=16.971,P=0.018）。 

结论 与胞内分枝杆菌、脓肿分枝杆菌相比较堪萨斯分枝杆菌肺病 CT表现特点为易出现空

洞、多发结节、肺内少钙化灶。应用快速鉴别评分系统可简便鉴别堪萨斯分枝杆菌与胞内分枝

杆菌、脓肿分枝杆菌。与其他非结核分枝杆菌肺病相比堪萨斯分枝杆菌肺病预后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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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894 

非活动性肺结核合并肺曲霉菌感染的临床影像分析 

 
陆普选 

广东医科大学 深圳市慢性病防治中心 518020 

 

目的探讨非活动性肺结核合并肺曲霉菌感染的影像表现，为临床早期诊断提供依据。方法根据

入选标准收集 20例病例，回顾性分析病例的临床影像资料。结果肺结核病史最短 9个月，最

长 31年，平均时间 10.6年，临床表现以咳嗽、咳痰、咳血为主。曲霉菌球 13例, 慢性坏死

性肺曲霉病  4例, 慢性空洞型曲霉菌病 2例, 侵袭性肺曲霉病 1例，发病部位与肺结核一

致，影像表现为单发或双发团块或团片影，病灶密度不均，内可见斑点状、新月形气体影，周

边可见陈旧性结核病灶。结论非活动性肺结核合并肺曲霉菌感染，60%在肺结核感染 4 年后出

现曲霉菌感染，以肺曲霉菌球较多，影像检查 X线的价值有限，CT有一定诊断价值，结合病

史及实验室检查有助诊断肺曲霉菌感染。 

  

 

  

 

 
EP-2895 

医疗器械临床试验用于感染性疾病受试者中 

伦理审的关键问题 

 
陆普选 

广东医科大学 深圳市慢性病防治中心 518020 

 

 

摘要：为了保护医疗器械临床试验过程中受试者权益并保障其安全，保证医疗器械临床试验过

程规范，使其结果真实、可靠、科学和可追溯性。医疗器械临床试验方案和知情同意书的伦理

审查应严格遵循伦理原则、依法原则和科学原则。如何界定伦理委员会秉承伦理原则和科学原

则，如何把握多中心医疗器械临床试验伦理审查的一致性和及时性，如何依据伦理、科学和依

法三原则，严格审查医疗器械试验方案、知情同意书等是医疗器械临床试验伦理审查中值得关

注的关键问题。 

  

  

 

 
EP-2896 

精准感染影像诊疗因果病理机制理解和逻辑决策 

 
陈惟

1
,王小义

2
 

1.同济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同济医院放射科 

2.青海省第四人民医院放射科 

 

基于 DNA的 微生物区系研究在曾被大家一直认为无菌的健康产妇子宫内环境（胎盘， 羊水和

胎粪）中检测出了细菌（Aagaard, 2014; Digiulio , 2010; Gosalbes, 2013)。现代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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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 微生物很少孤立存在， 常以复杂，相互作用及共生等多种形式生存。人体其实相当于

一个大的微生物生态系统， 里面有数万亿微生物细胞（细菌，古菌，涵盖真菌的真核生物， 

多种噬菌体等）（Susan，2016 )。 尽管在分类学及与健康之间的相关性方面存在个体差异，

但人体内的微生物有相对一致的在宿主免疫应答的成熟和继续训练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

（Fulde, 2014), 影响宿主细胞增殖（ljssennagger, 2015）和血管形成（Reinhardt, 

2012），维生素(Yatsunenko, 2012) 、神经递质（Yano,2015)和靶点等多种化合物生物合

成， 代谢胆盐（Devlin, 2015），对特定药物产生反应或修饰药物， 以及消除外源毒素

（Haiser, 2013）等方面的活性和功能能力。因此，在感染影像诊疗中， 认识疾病潜在因果

关系及相关微生物区系介导的疾病机制， 逻辑分析影像现象与疾病的关系对临床精准诊疗意

义重大。本文通过对青海省第四人民医院放射科提供的疑难病例会诊和分析讨论，从具体临床

实践中阐明如何从现代成像技术获取的疾病影像征像、病史体征、实验室生化检查结果等证据

中逻辑分析疾病因果病理机制，作出精准临床决策来指导医生们治愈疾病，帮助和安慰患者。 

  

 

 
EP-2897 

几例误行手术的肺感染性疾病的病例分析 

 
刘周

1
,罗德红

1,2
,康文焱

1
,刘礼健

1
,汪丽娅

1
 

1.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深圳医院 

2.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目的：回顾性分析术前误诊为肺癌的肺部感染性疾病的病例的影像学特征及临床资料，找出误

诊的原因，重视所忽视的感染征象，降低误诊率。 

材料和方法：收集我院 2017-3至今行肺切除术的患者，术前诊断为肺癌，术后病理为肺部感

染性疾病的病例，回顾性分析这些病例的影像特点。 

结果：我院 2017-3至今共行 39例肺切除术，术前均诊断为肺癌，其中有 4例（男女各 2例，

平均年龄 65岁）术后病理证实为肺感染性疾病（4/39），包括 3例慢性肉芽肿性炎症（倾向

结核），1例机化性肺炎伴小脓肿形成。该 4例患者临床症状、体征以及实验室检查均无特

殊。影像学检查中各病例均出现倾向肺癌和肺感染性疾病的混合征象，倾向肺癌的征象包括：

1）病变呈分叶状（3例）；2）病灶边缘出现毛刺（3例）；2）强化大于 20Hu（3例）；3）

含气支气管征（2例）；4）胸膜凹陷征（1例）；5）椎体多发类似转移的异常信号（1

例）；纵隔淋巴结肿大（1 例）。而倾向感染病变的征象包括：1）横断位显示为结节或肿

物，冠状位或矢状位重建病灶呈条片状（3例）；2）病灶边缘欠清晰（3例），周围肺野可见

索条影（1例）、淡片影（1例）或小结节影（1例）；3）病灶内支气管走形自然（2 例）、

粗大钙化（2例）伴有纵隔淋巴结钙化及肺内钙化灶（1例）。 

结论：有些肺感染性疾病与肺癌的鉴别很困难，需重视影像学提供的有价值的征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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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898 

Pulmonary fungal infection in immunocompetent vs 

immunocompromised patients - a retrospective study 

 
Zhu Qiao,Li Meijiao,Wang Xiaohua 

Peking University Third Hospital 100191 

 

Objectives: To determine the prevalence of pulmonary fungal infections in 

immunocompetent (ICT) and immunocompromised (ICP) patients with a purpose of 

identifying risk factors and compare radi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that allow a 

better characterization of these patients.  

Methods: A retrospective study of all patients diagnosed with pulmonary fungal 

infections, during a period from June 2010 to June 2017 at Peking University Third 

Hospital., at Coimbra University Hospital. The following data was assessed: 

Epidemiology, laboratory and radiological features, microbiology, treatment and 

risk factors. 

Results: The medical sample consisted of 71 patients, 32 ICT and 39 ICP. There 

was a female predominance (57.5%) in the first group and male (69.0%) in the 

latter. The average age ranged between 56.5±17 years in ICT and 66.3±16 in ICP. 

We observed a high frequency of Aspergillus fumigatus in both groups (48.4% in 

ICT and 61.2% in ICP). The presence of other non-fungal infectious agents affected 

17% ICT and 35% ICP. Regarding the radiological findings, the majority of patients 

showed bilateral parenchymal infiltrates (79%), including consolidations, masses 

or nodules, ground glass opacities. Some of the patients present with cavity, 

interlobular septal thickening, bronchiectasis, halo-sign, tree-in-bud sign, 

intrathoracic lymphadenopathy and pleural effusion. The main diagnoses in ICP were 

hematologic malignancies (35%), while structural abnormalities (bronchiectasis) 

and COPD were observed in ICT patients in 12% of cases each. 

Conclusions: There is similar prevalence of pulmonary fungal infection in 

immunocompetent patients; non fungal infectious agents are invariably present in 

this fungal infection in both groups; of the patients with lung pathology, the 

most affected had COPD or bronchiectasis. 

 

 

EP-2899 

The Modeling of HBV-related Hepatic Fibrosis 

diagnosis and Research of Molecular Imaging Biomarker  

 
zhang yanyan,Li Yunfang 

Beijing You'an Hos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100054 

 

Viral hepatitis is the seventh largest cause of death, the mortality rate of viral 

hepatitis related had increased by 63% in 23 years.Early liver fibrosis is the 

only reversible and treatable stage in the whole hepatitis b course.But，if the 

damage factors cannot remove, fibrosis will continue for a long time, at last, it 

will lead to cirrhosis and liver failure, and cause a series of com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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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ractory ascites，upper gastrointestinal hemorrhage，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and so on.Histopathological biopsy is the "gold standard" in diagnosis of liver 

fibrosis stage, but it has some limitations, so MR imaging has become the 

research focus of the early diagnosis. MRI can reflect the dynamic change of 

liver fibrous in different levels, and have certain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for different stages and different pathological change. 

 

 

EP-2900 

Recent advances in magnetic nanoparticle-based 

molecular probes for imaging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张琦,李宏军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100069 

 

 

  

Despite significant advances in the discovery of the molecular mechanisms of 

hepatocarcinogenesis and multimode treatments ,HCC remains the most lethal form 

of cancer MRI plays a critical role in HCC screening and diagnosis. The great 

potential of magnetic nano-probes is intensively further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of MRI. Based on recent achievements, here the concepts of magnetic 

nanoparticle-based MRI contrast agents and HCC-specific imaging probes are 

critically summarized. Advances in their synthesis, biocompatible chemical and 

biofunctional surface modifications, and current strategies for further 

developing them intomultimodality imaging probes are discussed. .To stimulate 

progress in the field, future strategies and relevant challenges that still need 

to be resolved in the field conclude this review. 

 

 

 
EP-2901 

酷似中枢神经系统肿瘤的感染性病变 

 
汪丽娅

1
,刘周

2
,杨晨

2
,程冰雪

2
,刘礼健

2
,周莉

2
,张玉忠

1
 

1.深圳市龙华区人民医院 

2.南昌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以空间占位性病变为主要表现的中枢神经系统感染病例并不少见，特别是在发展中国

家。感染性病源生物进入中枢神经系统是通过血源性途径，病原菌进入脑实质，引起相应脑组

织的破坏。有的可以形成肿块，且生长成类似肿瘤生长的肿块。导致临床上有时很难对其进行

鉴别，无法准确地达到无创伤性诊断，影响治疗方案的选择，延误病情。本研究旨在加深对这

些酷似中枢神经系统肿瘤的感染性病变的组织损伤、宿主反应的发病基础、以及影像学特征的

认识，提高其诊断的准确性，确保患者得以最佳的治疗方式，达到最佳的治疗效果。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2216 

 

方法：本文回顾性分析了一批以颅内占位性病变为特征的感染性病变的影像学数据，其中包

括：结核性（n=5）、化脓性（n=3）、和寄生虫感染（n=18）：曼氏裂头钩蚴病（n=8）、脑

囊虫（n=7）、血吸虫（n=3）。 

结果：感染性病原体和肿瘤细胞的发病机制和病理表现有其相似之处是形成其影像表现类似的

基础。虽然肿瘤样病变在影像上最常见的表现依据是病灶的强化、周围水肿、和占位效应，但

非肿瘤性病变，某些感染性病变也可以有类似肿瘤样的影像学特征，尤其是机遇性感染和新发

病原体的不断扩大增加了其诊断的难度。磁共振检查对这类酷似中枢神经系统肿瘤的感染性病

变具有一定的特征性，其中以嗜酸性肉芽肿为主要表现的小环状、串珠状、扭曲条索状或匐行

管状强化，这些强化灶缠绕在一起，类似“绳结”。 

结论：对于某些酷似中枢神经系统肿瘤的感染性病变，磁共振的影像学特征可以对其鉴别诊断

提供有价值的影像学依据，利于其准确诊断及采取合理的治疗方案。 

 

 

 

EP-2902 

贵州少数民族地区高龄患者 H7N9 

禽流感病毒性肺炎的影像特点 

 
粟周海,杨章华,王绍红 

贵州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556000 

 

【摘 要】目的  探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高龄患者 H7N9 禽流感病毒性肺炎的影像特点。方

法 收集经确诊并在我院诊治 75岁高龄人感染 H7N9禽流感病例,对其胸部 X线与 CT表现特点

进行分析并总结。结果  双下肺受累，呈斑片状、大片影、磨玻璃样模糊影，伴有支气管充

气征，进展期出现磨玻璃密度影增多、范围增宽、密度增高，多个肺叶的团絮状阴影及磨玻璃

样影伴有肺不张，合并双侧胸膜炎及少量胸腔积液、心包积液。结论  双肺多发斑片状、大

片、团絮状、磨玻璃样渗出病变，短期内迅速进展加重为贵州少数民族地区高龄患者 H7N9禽

流感病毒性肺炎的影像特点。现结合我院收治 75岁 H7N9 高龄患者的胸部影像学改变、变化特

征结合文献复习进行探讨，旨在加深本病的印象和提高对本病的认识。 

  

 

 
EP-2903 

运用 LI-RADS 分类标准解读乙肝肝硬化 

背景下的不典型小肝癌 

 
缪小芬,陆健,张学琴 

南通市第三人民医院 226006 

 

【摘要】目的：探讨肝脏影像报告及数据系统（Liver imaging reporting and data 

system，LI-RADS）（2014 版）对乙肝肝硬化背景下不典型小肝细胞肝癌（small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SHCC）的诊断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 92例共 99个经病理证实

的乙肝肝硬化合并 SHCC患者的病例资料，从中筛选出不典型强化方式的 19例共 21个病灶进

行分析；所有患者均行 MRI 平扫联合增强检查。两名阅片者分别对病灶强化方式进行分类，剔

除典型强化类型（动脉期高强化、门静脉期及延迟期“廓清” 表现），将不典型强化分为三

类：①Ⅰ型 动脉期高强化、门静脉期及延迟期呈等信号强化。②Ⅱ型 动脉期低强化、门静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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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及延迟期信号强度逐渐增高。③Ⅲ型各期均呈低强化。再根据 LI-RADS分类标准的主要征象

（动脉期高强化、“廓清” 表现、“包膜”表现）及次要征象（T2WI稍高信号、DWI 高信

号、含脂结节、肝胆期低信号等）进行分类。结果：19例共 21个不典型小肝癌病灶属于Ⅰ型

强化方式 9个，LI-RADS分级中 2个为 LR-3，4个为 LR-4,3个为 LR-5；属于Ⅱ型强化方式 4

个，LI-RADS分级中 1个为 LR-3，3个为 LR-4；属于Ⅲ型强化方式 8个，LI-RADS分级中 5个

为 LR-3,3个为 LR-4。结论： 应用 LI-RADS MRI分类标准有利于提高不典型小肝癌诊断报告

的准确性。 

 

 
EP-2904 

11 例中枢神经系统血管炎的临床及 MRI 特点分析 

 
张惠娟 

福建省立医院南院（福建省立金山医院） 350001 

 

目的：总结原发性中枢神经系统血管炎临床、MRI成像特点。 

方法：收集和整理 2011.2-2017.2月福建省立医院收治的原发性中枢神经系统血管炎患者资

料，对其临床症状，脑脊液检查及 MRI病变及部位进行总结分析。 

结果：共收集 11例患者，其中男性 4例，女性 7例，头晕 3例，局灶性感觉运动异常 6例，

钝性头痛 2例，面部疼痛 1例，视物模糊 1例，行走不稳 1例，腰穿异常 6例。MRI变现为双

侧病灶 7例，单侧病灶 3例，其中受累部位分别为额叶 11例，顶叶 6例，颞叶 4例合并皮质

下白质受累 6例，合并脑膜/脊膜受累 4例，合并基底节及半卵圆中心受累 2例，合并脊髓受

累 1例；皮质萎缩伴脑室扩大 4例，病灶及脑脊膜强化 7例，8例患者行 DCE增强扫描及 SWI

扫描（磁敏感加权序列），其中病灶表现低信号 5例。 

结论：原发性中枢神经系统血管炎临床变现及影像学多种多样，MR增强扫描显示病灶合并脑

膜和（脊膜强化）以及 SWI 显示低信号是其重要影像学特点。 

 

 
EP-2905 

肝脏感染的多方式成像 

 
姚晨阳

2,1
,张晓琴

1
,杨属

1
,王宇辰

2,1
 

1.内蒙古自治区医院 

2.内蒙古医科大学 

 

影像学在感染性肝病的诊断、定性和治疗中起着重要作用。在临床实践中，影像学的主要贡献

在于发现早期疾病，排除其他具有相似表现的疾病，当出现典型表现时，可明确诊断，并指导

恰当的抗菌、介入或外科治疗。本文介绍了细菌、病毒、寄生虫和真菌性肝脏感染最常见的影

像学特征，并回顾了关键的影像学和临床表现，从而缩小鉴别诊断的范围和避免图像判读中的

误区。超声（US）、计算机断层扫描（CT）和磁共振成像（MR），能够准确诊断大多数肝脏感

染，在某些情况下，上述检查还可以提供特定的征象来识别潜在的病原体，排除其他具有相似

影像学表现的疾病。在细菌和寄生虫感染中，特定的影像学特征可除外肿瘤，偶尔也能识别出

潜在的病原体。必要时，US 和 CT还可引导肝脏经皮穿刺和引流。在病毒感染中，影像学对排

除具有相似临床表现和实验室检查的疾病至关重要。播散性真菌感染需要早期的影像学检查，

因为如果不能及时治疗，预后不良。熟悉肝脏感染的流行病学特征、发病机制、临床表现、影

像学特征有助于影像诊断和指导患者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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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906 

颈部淋巴结核的 MRI 诊断 

 
毛小明 

深圳市盐田区人民医院 518081 

 

目的：分析颈部淋巴结结核 MRI表现特点，探讨 MRI对淋巴结结核诊断价值。方法：回顾性分

析我院 2012年~2017年 1月经病理证实颈部淋巴结结核 31例，其中男 18例，女 13例，年龄

在 15~61岁。31例均行 MRI 平扫及增强扫描。 

结果：颈部淋巴结结核累及双侧颈部 17例，单侧颈部 14例。主要发生在双侧颈动脉鞘区及双

侧胸锁乳突肌内外侧。MRI 平扫：淋巴结结核由多个淋巴结融合成不规则形、大小不等软组织

包块，其可由多种结构组成，其中干酪样坏死部分 T2WI及 T2压脂像均呈不均匀等或稍高混杂

信号；钙化呈黑色低信号或无信号。弥散加权成像（DWI）实性部分呈高信号，坏死区呈等或

稍高信号；增强扫描以环形强化为主，部分以多种强化方式并存。 

结论：根据淋巴结结核病理特征，MRI平扫及增强具有特征性表现，对淋巴结核的诊断及鉴别

诊断具有较高的临床价值。 

  

 

 
EP-2907 

How do the heart rate and the body weight affect the 

arterial enhancement in coronary dual-source CT 

angiography? 

 
Chen Chuanzhi,Wang Yibin,Liang Songtao,Dai Shun,He Miao 

Shanghai East Hospital 200120 

 

Objects: To study how the heart rate (HR) and body weight (BW) affect the arterial 

enhancement in coronary CT angiography. 

Methods: A total of 116 patients with normal ejection fraction (EF) (>60%) were 

prospectively enrolled and were assigned to four groups by HR, (Group1: HR from 50 

to 59; Group2: HR from 60 to 69; Group3: HR from 70 to 79; Group4: HR from 80 to 

89). The dose of contrast media (CM) was tailored to BW, followed by a chaser 

bolus of 30 ml saline at the same rate 5ml/s. Arterial mean attenuations (mean ± 

SD), including aortic root (Ao), the left main (LM), right coronary artery (RCA) 

and posterior descending artery (PDA), were calculated in four groups, 

respectively. Correlations between BW, HR and arterial attenuations were evaluated 

in all patients, correlations between BW and arterial attenuations were evaluated 

in four groups. 

Results: In all patients, all arterial attenuations were inversely correlated with 

HR (Ao: r =-0.304; LM: r =-0.215; RCA: r=-0.313; PDA: r=-0.167). The attenuations 

of Ao, LM and RCA were inversely correlated with BW; the attenuation of PDA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BW (Ao: r =-0.211; LM: r =-0.217; RCA: r =-0.178; PDA: 

r = 0.249). The attenuations of Ao, LM and RCA were inversely correlated with BW 

in group 1 (Ao: r=-0.37; LM: r=-0.339; RCA: r=-0.463) and in group 2 (Ao: r=-0.256; 

LM: r=-0.376; RCA: r=-0.345);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s with BW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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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 3 (Ao: r=-0.075; LM: r=-0.031; RCA: r=0.010) and in group 4 (Ao: r=-0.150; 

LM: r=-0.047;RCA: r=0.074). 

Conclusion: BW is the key factor on arterial attenuation, when the patients with 

low heart rate (in this study, 50-69bpm); BW and HR both have effect on the 

attenuation of coronary artery with CTA, when the patients with high heart rate 

(in this study, 70-89bpm). 

 

 

 
EP-2908 

MRI 在诊断产前胎盘植入中的价值研究 

 
孟静文 

山西医学科学院 山西大医院 030000 

 

[摘要]目的：评价 MRI对产前胎盘植入深度（分型）的诊断价值及 MRI各征像的诊断效能。方

法：回顾 99例可疑胎盘植入患者的影像及临床资料，以病理结果及临床术中诊断作为金标

准，利用统计学方法，比较 MRI产前胎盘植入深度（分型）的差异，分析并总结胎盘植入 MR

各征像的诊断效能 。结果:MRI诊断产前胎盘植入的符合率分别为 74.7%，诊断粘连型、植入

性、穿透型胎盘植入的符合率分别为 73.6%、90.9%、93.9%；胎盘植入的 MRI各征象中：子宫

基质层低信号消失（p=0.000）、胎盘内多发迂曲流空信号影（p=0.006）、子宫肌层局限性变

薄、中断（p=0.018）、胎盘局限性膨隆（p=0.019）、子宫下段肿胀（p=0.020），植入组与

非植入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MRI具有较高特异性，诊断浅层胎盘植入困

难。子宫基质层低信号消失、胎盘内多发迂曲流空信号影、子宫肌层局限性变薄、中断、胎盘

局限性膨隆、子宫下段肿胀为具有诊断价值的征象，其中子宫基质层低信号消失诊断价值较

高，联合各征象可提高诊断的准确性。 

  

 

 
EP-2909 

甲型 H1N1 流感肺炎的胸部影像表现 

 
陈洋 

海南省人民医院 570311 

 

目的 初步探讨甲型 H1N1流感肺炎胸部 X线及 CT表现特点。 

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临床及病毒核酸检测确诊的甲型 H1N1流感肺炎 9例患者的胸部影像资料，

病初均摄胸部 X线平片，7 例连续复查床边胸片，5例同期行胸部 CT检查，3例复查胸部 CT。 

结果 甲型 H1N1流感肺炎根据病程、病灶分布的部位及范围分为如下 4种类型：(1)支气管炎

型：2例，病变主要累及肺间质；(2)单纯局限型：1例，病灶仅限于单个肺叶或肺段；(3)多

灶型：3例，病变累及多个肺叶或肺段，呈散在分布；(4)广泛弥漫型：3例，病变累及双肺多

个肺叶，广泛性分布。并发脑炎 1例，双侧胸膜炎 4例，气胸 1例，心包炎 1例，鼻窦炎 1

例。 

结论 甲型 H1N1流感肺炎的胸部 X线及 CT表现多种多样，以片状影及磨玻璃密度影为主，可

合并肺间质性浸润，可并发胸膜炎、气胸、心包炎，具有一定特征性，与病程进展有一定关

系，可作为病情观察的指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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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910 

A COMPARISON OF VARIOUS CLASSIFICATION ARCHITECTURES 

FOR TUBERCULOSIS PATHOLOGY LOCALIZATION IN CHEST X-

RAYS 

 
Lu Puxuan 

The Shenzhen No. 3 People’s Hospital， Guangdong Medical College， Shenzhen 518020， China 

518112 

 

 

Abstract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Medicine (NLM) is developing a software system to screen 

for tuberculosis (TB) in chest X-rays (CXR). The system has been deployed in Kenya 

and it is used for screening HIV patients for potential TB co-infections. The 

system classifies CXRs as normal or abnormal using texture and shape information 

of the input images. In this paper, we describe the next stage of our system that 

will help with localizing TB pathologies in lung fields. The proposed methodology 

uses a deep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CNN) to train and predict small tiles 

extracted from manually annotated regions of interest. These regions have been 

labeled by two expert radiologists as TB infections. Finally, in this paper, we 

also show that our previous handcrafted texture features produce comparable 

results to the CNN implementation.  

  

 

  

 

 
EP-2911 

基于人工智能的肺结核精准影像诊断 

 
陆普选 

广东医科大学 深圳市慢性病防治中心 518020 

 

研究背景 中国医学影像市场规模：临床诊断的 70%依靠医学影像；2015年全年影像检查人次

14.4亿，占医院总收入在 20%左右，仅次于药品。医学影像诊断年增长速度超过 30%，远高于

药品。中国医学影像市场现状：据统计，近 20年来中国年度误诊率在 26%-31%之间。其中，

最容易被误诊的就是癌症。放射科医生数量增长远不及医学影像数据增长。中国医学影像市场

需求：误诊率较高；基层医生专业能力有很大提升空间；医疗资源分配不均衡，分级诊疗和远

程诊疗是大势所趋。 

解决方法 技术原理：1）深度学习；2）迁移学习；3）模糊逻辑；4）非监督的聚众学习；5）

卷积神经网络。人工智能可以正确和快速的分析，学习，推理，询证，可读懂图像的内容，识

别异常，更高效，正确地做出专业疾病判断。 

临床案例：1）智能肺癌诊断；2）智能结核诊断；3）智能矽肺诊断。 

未来方向  1）多种人工智能技术的整合，提高诊断准确率和降低假阳性；2）医疗大数据的

应用，减少假阳性和增加敏感性；3）远程功能，完成对数字 X射线图像远程自动检测；4）可

扩展到多种疾病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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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医学影像技术发展，必将更少依赖人工经验判断，通过先进的人工智能算法，超高效、精

确地帮助医生完成疾病诊断。 

 

 

 
EP-2912 

阿苯达唑脂质体治疗脑泡型包虫病 MR 质子波谱研究初探 

 
杜小旦,尤永笑,姜春晖,马娟,王俭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830054 

 

目的：探讨阿苯达唑脂质体治疗脑泡型包虫病（CAE）的
1
H-MRS特点。材料和方法：9 例经病

理诊断(4例)和临床诊断(5 例)为 CAE患者(共 20个病灶)，应用 3.0T双梯度超导 MR仪，进行

常规 MR和 2D多体素 MR质子波谱检查，测定 CAE患者正规服药一年前后同一病灶脑实质区的

胆碱(Cho)、N-乙酰天冬氨酸(NAA)、肌酸(cr)、脂质+乳酸(Lip+Lac)、肌醇(mI)等代谢物的浓

度，并计算 NAA/Cr、NAA/Cho、NAA/Cho+Cr、Lip+Lac/Cr值，对各组数据采用 Wilcoxon符号

秩和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CAE患者正规服药一年前后常规磁共振检查（cMRI）显示病

灶体积略增大，病灶在 T2WI 上信号升高；
1
H-MRS有变化，服药一年前后同一病灶实质区的

NAA/Cho、NAA/Cr、NAA/Cho+Cr、Lip+Lac/Cr值的中位数和四分位数范围分别为 2.285

（1.388-3.655）、3.620（2.173-5.165）、0.651（0.552-0.938）、29.182（15.219-

41.609）和 5.120（1.853-12.00）、6.120（3.690-9.733）、0.900（0.651-1.218）、

26.427（16.536-49.904）。研究结果显示治疗前后
1
H-MRS表现：NAA峰较治疗前升高，

NAA/Cho、NAA/Cr、NAA/Cho+Cr值不同程度升高，治疗前后两次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1），而 Lip+Lac/Cr 值，治疗前后两次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当常规 MRI检查，病灶影像变化不大时，
1
H-MRS可以反映阿苯达唑脂质体脑泡型包虫病

治疗前后的细微变化，为治疗 CAE病变观察提供有价值的影像信息。 

  

 

 
EP-2913 

NSCs promote hippocampal neurogenesis, metabolic 

changes and synaptogenesis in APP/PS1 transgenic mice. 

 
Zhang wei,Xu Jian-rong 

Department of Medical Imaging， Renji Hospital， Medical School of Jiaotong University 200127 

 

Adult neurogenesis and synaptic remodeling persist as a unique form of structural 

and functional plasticity in the hippocampal dentate gyrus (DG) and subventricular 

zone (SVZ) of the lateral ventricles due to the existence of neural stem cells 

(NSCs). Transplantation of NSCs may represent a promising approach for the 

recovery of neural circuits. Here, we aimed to examine effects of highly neuronal 

differentiation of NSCs transplantation on hippocampal neurogenesis, metabolic 

changes and synaptic formation in APP/PS1 mice. 12-month-old APP/PS1 mice were 

used for behavioral tests, immunohistochemistry, western blot,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y and proton magnetic resonance spectroscopy (1H-MR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N-acetylaspartate (NAA) and Glutamate (Glu) levels w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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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reased in the Tg-NSC mice compared with the Tg-PBS and Tg-AD mice 10 weeks 

after NSCs transplantation. NSC-induced an increase in expression of synaptophysin 

and postsynaptic protein-95, and the number of neurons with normal synapses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Tg-NSC mice. More doublecortin-, BrdU/NeuN- and Nestin-

positive neurons were observed in the hippocampal DG and SVZ of the Tg-NSC mice. 

This is the first demonstration that engrafted NSCs with a high differentiation 

rate to neurons can enhance neurogenesis in a mouse model of AD and can be 

detected by 1H-MRS in vivo. It is suggested that engraft of NSCs can 
restore memory and promote endogenous neurogenesis and synaptic remodeling, 

moreover, 1H-MRS can detect metabolite changes in AD mice in vivo. The observed 
changes in NAA/creatine (Cr) and glutamate (Glu)/Cr may be correlated with newborn 

neurons and new synapse formation. 

  

 

 
EP-2914 

定量 CT 评估含替诺福韦的高效抗反转录病毒治疗方案对

HIV/AIDS 男性患者骨密度的影响 

 
周粟,施裕新,袁敏,单飞,顾宇国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201508 

 

目的 探讨上海地区 HIV/AIDS 男性患者接受含替诺福韦（TDF）的高效抗反转录病毒治疗

（HAART）方案后骨密度变化规律,以利于提示临床积极干预。方法 募集 HIV/AIDS男性患者

443例，按入组患者接受 HAART时间长短分组：对照组（未治疗组）、治疗时间<3月组、治疗

时间 3～6月组、治疗时间 6～12月组、治疗时间 12～24 月组、治疗时间>24月组；分析各组

一般临床资料特点及骨密度情况。结果 (1)治疗时间 3～6月组骨密度值、治疗时间 6～12月

组骨密度值、治疗时间 12～24月组骨密度值小于对照组（未治疗组）骨密度值（p=0.023, 

p=0.000, p=0.005）。治疗组（由各不同治疗时间组组成）骨密度值明显小于对照组骨密度值

（t=3.758, p=0.0002）；(2) 治疗时间 3～6月组、治疗时间 6～12月组、治疗时间 12～24

组骨质疏松/骨量减少发生率（27.91%，27.85%，35.19%）均高于对照组（12.07%）

（P<0.05）。治疗组骨质疏松/骨量减少发生率（24.46%）明显高于未治疗组骨质疏松/骨量减

少发生率（12.07%）（c2 =7.87，P = 0.005）。(3) 年龄、体重、HAART时间是 HIV/AIDS 患

者接受 HAART后（含 TDF方案）发生骨质疏松/骨量减少的重要危险因素。结论 上海地区

HIV/AIDS男性患者接受 HAART（含 TDF方案）后（3～24月）骨密度降低，高峰期发生在

HAART后的 6～12月内，之后骨密度缓慢减低并逐渐稳定后回升，24月后逐步恢复接近 HAART

前水平；接受 HAART（含 TDF 方案）后 HIV/AIDS男性患者骨质疏松/骨量减少发生率明显增

高；年龄、体重及 HAART时间是 HIV/AIDS男性患者接受 HAART（含 TDF方案）后发生骨质疏

松/骨量减少的危险因素；QCT能比较精确监测 HIV/AIDS 患者 HAART后骨密度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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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915 

肺包虫囊肿的影像学诊断 

 
张晓雍 

新余市中医院 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新余中医院 338025 

 

目的：分析肺包虫囊肿的超声和 CT表现，提高对肺包虫囊肿的诊断和鉴别诊断水平。 

方法：回顾性分析 2014.12－2016.10医疗援外期间突尼斯共和国西迪·布济德大区医院（省

级）经临床和手术证实的肺包虫囊肿的病例和影像学资料 43例，其中同时做超声和 CT检查者

25例。分析其超声和 CT表现与特征，主要观察病变的位置、大小形态，密度或回声、边缘边

界、内容物、囊壁情况，病变与周围组织、支气管和血管、纵隔的关系。 

结果：右下肺包虫囊肿 28例，病灶最大者为 120*110*80*mm,几近占据右侧胸腔，小者直径少

于 10mm。左下肺 9例，右中叶 2例，左中肺 1 例，右肺中、下叶多发 2例，右、左下叶肺多

发 1例；单纯囊肿壁清 32例，囊壁钙化 6例，囊肿伴感染 2例，囊肿破裂 2例。 

结论：超声和 CT均可显示发现肺部的肺包虫囊肿病变，可显示病灶的一些特征征象；超声对

囊内容物细节观察更清晰，但与操作者的观察水平有一定的关系，有时小的病灶因受肺内气体

的影像显示不清；CT对囊壁的钙化显示更清楚，对病灶周围肺部情况显示比超声更清楚；超

声和 CT结合检查对提高肺部包虫囊肿的诊断和鉴别诊断能力具有重价值。 

  

 

 
EP-2916 

磁共振 DWI 技术在肝脏占位性病变中的应用 

 
任美吉 

北京佑安医院 100069 

 

扩散加权成像技术（DWI）是利用水分子的扩散运动特性进行成像的技术，使 MRI对人体的研

究深入到分子水平，反映人体组织的微观几何结构以及细胞内外水分子的运动等变化。随着

DWI的表面扩散系数(ADC)值的变化规律及扩散成像的量化分析、背景抑制磁共振弥散加权成

像(DWIBS)等技术开发应用，该技术在肝脏占位性病变的诊断与鉴别诊断中的应用与研究越来

越受到重视。现就 DWI技术在肝脏占位性病变诊断与鉴别诊断中的相关研究予以综述。 

 

 
EP-2917 

Progress in the study of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HIV associated neurocognitive 

disorders 

 
Lu Puxuan 

Shenzhen Center for Chronic Disease Control 518020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whether there is an abnormality in the resting state 

brain network connection between HIV infected patients with normal cognitive 

function and normal sub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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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According to the inclusion criteria, 27 normal subjects and 25 patients 

with HIV infection were collected .There were no differences in age, gender, 

Montreal cognitive assessment, education level, technical application of resting 

state brain as seed points to both sides of the brain District, analysis of two 

groups of every seed point whether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connection with the 

whole brain network.. The resting brain function technique was used as the seed 

point in the bilateral brain regions. 

Results: When the voxel P was 0.005 and the cluster P was 0.05,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8 brain regions of the 19 seed points. The HIV infec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e normal group in the left medial frontal, bilateral hippocampus, 

bilateral anterior cingulate gyrus, left parietal lobe, left thalamus and left 

fusiform gyrus; was lower than the normal group in the bilateral visual cortex of 

the occipital and left insula and the whole brain. Compared with the normal group, 

the HIV infected group with the right motor cortex, the left end of the seed 

points and the whole brain network connectivity increased and decreased. 

Conclusion: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resting state brain network 

connectivity between HIV infected patients with normal cognitive function and 

normal subjects. The main results were as follows: the bilateral hippocampus, 

anterior cingulate gyrus and bilateral occipital lobes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normal group; the brain network of bilateral occipital visual cortex and left 

posterior lobe of cerebellum was lower than that of normal group. Regardless of 

whether the cognitive function is abnormal, the visual network of HIV infected 

patients is abnormal. 

 

 

 
EP-2918 

探讨结节病肺部病变的典型与不典型 CT 表现 

 
冷银萍,王敏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30006 

 

目的  探讨结节病肺部病变的 CT影像表现特征，提高影像诊断水平。 方法  回顾性分析

符合诊断标准的 49例结节病患者的肺部病变 CT表现。观察的内容包括：小结节区域及位置分

布情况；小结节的特征；合并征象如大结节、斑片状融合实变影、磨玻璃密度影、线状影、空

气潴留、马赛克征象，胸膜及小叶间隔增厚，纤维化等。结果  49例患者中，有 31例表现

为微小结节沿着淋巴管周围分布，微小结节引起周围支气管血管束增粗者有 13例，有 22例患

者出现小叶间隔增厚。有 11例出现微小结节聚集形成大结节，9例可见到“结节星系征”。7

例表现为单纯结节改变。8 例出现斑片状融合实变影，其中 2例内可见到空气支气管征，有 1

例出现空洞改变。11例出现磨玻璃影，其中有 1例呈广泛磨玻璃改变。4例出现线状影，有 2

例可见到线状影局部呈结节状增厚。4例发现马赛克征象和 2例出现空气潴留。7例出现胸膜

增厚及 6例出现胸腔积液。4例患者出现终末期肺纤维化改变。结论  结节病由于其非特异

性的临床特征和影像表现的多样化，导致诊断较为困难，CT对诊断结节病肺内影像表现具有

重要的价值。影像表现不典型时，熟悉其不典型影像表现有助于提高诊断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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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919 

人感染 H7N9 禽流感肺炎影像学诊断及疗效评价 

 
陆普选 

广东医科大学 深圳市慢性病防治中心 518020 

 

[摘要] 目的探讨人感染 H7N9 禽流感病毒性肺炎的临床影像学表现及病变疗效影像学评价。方

法：收集 37例人感染 H7N9 禽流感病毒性肺炎患者的临床病史及胸部影像学资料，回顾性分析

患者发病时以及治疗后流行病学、临床特点以及胸部影像学表现特点。结果：37例人感染

H7N9禽流感病毒性肺炎患者中 5例存在明确活禽接触史；37例患者胸部影像学检查肺叶内可

见大片状实变影，37例患者肺叶内可见磨玻璃样影，37例患者均见胸膜反应，其中 25例患者

可见单侧或双侧胸膜腔积液；患者治疗后复查可见肺叶内残留条索影 33例（4例患者死亡）, 

小叶间隔增厚 33例，胸膜下弧线影 16例，间隔旁肺气肿 13例，肋膈角周围胸膜增厚 8例。

结论：人感染 H7N9禽流感病毒性肺炎患者最常见的胸部影像学表现是肺叶内实变影和磨玻璃

样影，病灶变化迅速；随访观察肺叶内可见残留条索影，小叶间隔增厚，呈现早期纤维化的一

些特点，影像学在疾病的诊断和治疗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EP-2920 

原发性肺隐球菌病的 CT 诊断 

 
侯勤明 

杭州市西溪医院 310023 

 

目的：探讨原发性肺隐球菌病的 CT诊断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本组经过病理证实的 8例原

发性肺隐球菌病例，分析其 CT表现。结果：孤立病灶 3 例，多发病灶 5例，CT表现为孤立结

节或肿块 2例，多发结节或肿块 1例，片状实变影 4例，混合病灶 1例，8例 15个病灶中出

现空洞 2例，晕征 4例，支气管充气征 3例，纵隔淋巴结肿大 1例。增强扫描肺实变影均有不

同程度强化。结论：肺部原发性肺隐球菌的 CT征象具有一定的特征性，对诊断有一定的帮

助。CT引导下穿刺活检可以明确诊断。 

 

 
EP-2921 

Odine-125 brachytherapy can prolong progression free 

survival of patients with locoregional recurrence 

and/or residual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after 

radiofrequency ablation 

 
tu jianfei,Ji Jiansong 

lishui central hospital 323000 

 

Aims: To assess the efficacy of iodine-125 brachytherapy for treating locoregional 

recurrence and/or residual HCC in patients treated with RFA. 

http://www.wiki8.com/waidai_105895/
http://www.wiki8.com/qianghua_116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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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Eligible study patients were those with locoregional recurrence and/or 

residual HCC on abdominal imaging performed 1 month after RFA at our institution 

between February 2009 and September 2014.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either the 

control group (no treatment until the tumor progressed) or the treatment group 

(underwent iodine-125 brachytherapy). Progression-free survival (PFS), overall 

survival (OS), and complications of iodine-125 brachytherapy were evaluated. 

Results: A total of 42 patients were included in the final analysis, including 29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13 in the treatment group. A total of 457 iodine-125 

particles were used (mean, 32.8 ± 21.3 mCi per case). The median follow-up was 25 

months. Median PFS was 9 months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18 months in the 

treatment group (P = 0.026); median OS was 28 months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33 
months in the treatment group (P = 0.441). There were no major complications among 
patients treated with iodine-125 brachytherapy. 

Conclusion: Iodine-125 brachytherapy can prolong PFS in patients with locoregional 

recurrence and/or residual HCC after RFA. 

  

 

 

EP-2922 

弥漫性肺部磨玻璃密度影疑难病例讨论 

 
徐秋贞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210009 

 

 

芦 XX，男，38 岁，确诊鼻 NK/T 淋巴瘤两年，行放化疗后复查，发现”双肺病变八月余”入

院。2015-02-27 行全身 PET-CT 示：两肺片絮及点簇状影，FDG 摄取增高，请结合病史考虑淋

巴瘤浸润可能、感染或肉芽肿性病变不能除外。实验室检查： 白细胞计数:7.37×10^9/L；红细

胞计数:3.01 ×10^12/L↓；血红蛋白:87g/L↓；中性粒细胞比率:87.6%↑；淋巴细胞计

数:0.42×10^9/L。2015-11-18 纤支镜检：支气管炎。追踪病理：少量肺组织和支气管粘膜组

织，肺泡上皮显著增生，肺泡间隔增宽，形态学倾向为机化性肺炎的改变，送检组织中未见明

确病原体。特殊染色结果：AB（-），GMS（-），PAS（-）。 2015-12-02 肺穿刺活检：送检组

织镜下为多量炎性渗出，其中见泡沫样组织细胞聚集，特殊染色未见明确阳性病原菌。特殊染

色结果：AB（-），PAS（-），GMS（-），抗酸染色（-）。 病程中多次抗感染、激素治疗效果

不佳，病灶进行性加重。需要讨论肺部病变性质。 

  
  
EP-2923 

同时累及双下肢和肺部的结节病影像表现一例 

 
夏青,漆婉玲,何玉麟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30006 

 

【摘要】 目的 探讨结节病累及骨骼肌时的 MRI表现及鉴别诊断。方法 结合本院 1 例同时

累及胸部及双下肢肌肉的结节病病例与以往文献报道累及骨骼肌的结节病病例的临床资料及影

像学图像，分析 MRI征像。结果 结节病累及骨骼肌时 MRI表现有一定的特点：病灶形态在冠

矢状位呈长条状，平扫 T1WI、T2WI均比正常肌肉组织信号稍增高，病灶内可见低信号区（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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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为致密纤维组织），DWI 及压脂序列上均呈高信号，增强呈明显强化，边界清晰，周围软组

织无水肿。结论 结节病累及骨骼肌的情况比较罕见，影像学诊断缺乏经验，与四肢肌肉的侵

袭性纤维瘤病鉴别困难，其 MRI平扫＋增强表现有一定的特征性，根据典型信号及强化特点及

实验室检查有助于诊断及鉴别诊断。 

  

 

 
EP-2924 

双源 CT 双能扫描诊断冠状动脉钙化斑块所致狭窄的准确性 

 
李佩玲

1
,赵晓丹

1,2
,赵宇

1
,赵丽

1
 

1.中国医科大学 

2.沈阳市红十字医院放射科 

 

目的：双源 CT双能扫描在冠状动脉钙化斑块所致狭窄程度诊断方面的准确性，探讨各管电压

在诊断冠状动脉钙化斑块所致狭窄的应用价值。研究方法：纳入临床疑诊或确诊冠心病并于先

后 14天内行冠状动脉 CT血管造影和导管法冠状动脉造影的检查者共 31例，CCTA检查采用双

能扫描，对比剂使用非离子型对比剂。以 CAG检查诊断结果为标准，对 CCTA检查诊断结果进

行对比后评估双源 CT双能扫描在不同管电压条件下对冠状动脉钙化斑块所致狭窄程度诊断的

准确性（管电压分别为 100kV、140kV和混合的 120kV）。结果：31例患者中共检出 162处钙

化斑块。常规混合管电压 120kV总体符合率 42%，单管电压 100kV总体符合率为 26.5%， 

140kV为 64.8%，各管电压诊断符合率呈上升趋势。狭窄程度为轻度时，100kV、120kV 和

140kV管电压下 CCTA检查与 CAG检查的符合率分别为为 8.7%、39.1%和 59.4%，高估率分别为

91.3%、60.9%和 40.6%。三种管电压多组间比较及组间两两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狭窄程度为中度时，100kV、120kV和 140kV管电压下 CCTA检查与 CAG检查的符合率

分别为为 14.3%、14.3%和 50.0%。三种管电压多组间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组间两两比较

时 100kV和 140k、120kV和 140kV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狭窄程度为重度时，

100kV、120kV和 140kV管电压下 CCTA检查与 CAG检查的符合率分别为为 60.8%、68.6%和

84.3%。三种管电压多组间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组间两两比较时 100kV和 140kV 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140kV扫描对于钙化斑块所致狭窄的诊断效能显著高于常

规扫描电压水平。而就狭窄程度来看，重度狭窄的诊断效能高于轻中度狭窄，对重度狭窄的钙

化斑块诊断尤为准确。 

 

 
EP-2925 

Radiological features of AIDS complicated by 

pneumocystis jiroveci 

 
Qin Xuan,Li Peiling,Li Shu,Zhao Yu 

The First Hospital of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110001 

 

Purpose: To analyze the clinical and radiology characteristics of AIDS complicated 

by  pneumocystis jiroveci ,so as to diagnose and give the patients treatment 

earlier. 

Methods: A toal of 15 cases with AIDS complicated by pneumocystis jiroveci was 

recruited as the subject of the study,and the clinical and radiological data w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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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cted.The patients included 14 males and 1 female,aged 28-56 years.All of them 

were pathologically or etiologically diagnosed with AIDS complicated by 

pneumocystis jiroveci,and received CT examination.All the radiological images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by two senior radiologists who knew nothing about the 

patients.  

Resluts:The radiological findings were categorized into 4 types:(1)ground-glass 

opacity in 14 cases(93%),which diffuse distributed in bilateral 

lung;(2)interstitial infiltrates in 11 cases(73%),which mainly distributed in 

lower lobe that closed to the pleura.(3)irregular patchy shadow distributed along 

the bronchus in 3 cases(20%).(4).irregular patchy shadow with cavity distributed 

along the bronchus in the case coinfected with aspergillus.In a few cases,enlarged 

mediastinal and axillary fossa lymph node,pneumothorax and pericardial effusion 

accompanied. 

Conclusion:The radiological signs featured AIDS complicated by pneumocystis 

jiroveci such as ground-glass opacity and interstitial infitrates can facilitate 

its diagnosis.But the diagnosis should be made in combination to the clinical 

history. 

  

 

 

EP-2926 

肺结核合并肺部肿瘤的 CT 特征分析 

 
吴吉丽,王青安 

山西省太原市第四人民医院 030053 

 

目的 探讨肺结核合并肺部肿瘤病变的 CT表现，以提高其诊断准确性。 

方法 选取 2014年 1月～2017 年 7月经临床确诊的 25例肺结核合并肺部肿瘤患者，分析其 CT

检查影像学特征。其中男性 15例，女性 10例。年龄 48～77岁，中位年龄 63岁。活动性肺结

核诊断经痰菌检查、支气管镜检查、穿刺活检、CT等检查，并结合实验室检查、临床表现确

诊。肺癌诊断以痰查癌细胞、CT引导下经皮肺穿刺活检、支气管镜检查、胸水查癌细胞、手

术病理确诊。 

结果 25例患者中，5例陈旧性肺结核，20例活动性继发型肺结核。其合并肺部肿瘤性病变，

鳞癌 16例，腺癌 6例，小细胞癌 2例，继发性肺淋巴瘤 1例。影像学表现：中央型肺癌 13

例，均为鳞癌，11例表现为肺门处软组织肿块，2例肺门及远端肺内巨大软组织肿块，伴空洞

形成。周围型肺癌 11例，6例为腺癌，3例为鳞癌，2例为小细胞癌；6例腺癌 4例表现为分

叶征、毛刺征、小泡征、偏心空洞、血管集束征等典型周围型肺癌特征，2例较小病灶表现不

典型，抗结核治疗随访中病灶增大。3例鳞癌均为厚壁空洞灶，其中 2例肿块巨大，侵犯邻近

肋骨、胸外侧壁软组织。2 例小细胞肺癌伴同侧肺门及纵膈淋巴结肿大。1例继发性淋巴瘤表

现为双肺弥漫性病变。 

结论 肺结核与肺部肿瘤均为呼吸系统常见疾病，因其临床表现相似，一些实验室检查缺乏特

异性，因此极易被误诊。本组中病例中，首次通过 CT检查诊断肺结核的患者为 25例

（100%），而首次 CT检查诊断肺部肿瘤的患者为 18例（72%），7例（28%）患者首次 CT检

查均误诊为肺结核，2-4月后复查发现局部病灶增大、增多动态观察影像学表现诊断肺部肿

瘤。总之，肺结核合并肺部肿瘤性病变影像学表现互相交错，除病灶具有肺部肿瘤较典型表现

外，容易误诊、漏诊，因此仔细研判影像学特征，并结合动态观察对肺结核合并肺癌的诊断具

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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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927 

CT 引导下经皮肺穿刺活检在不明诊断肺结节中的临床应用

（附 70 例报告） 

 
王敏君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30006 

 

摘要 目的 探讨 CT引导下经皮肺穿刺活检在不明诊断肺结节中的诊断价值及安全性。方

法  应用美国 BARD 公司生产的全自动活检枪及活检针(18 G )，在 CT 引导下对 70例性肺结

节患者（病灶直径大于 2 cm-A组共 48例，病灶直径小于等于 2cm- B组共 22例）进行经皮肺

穿刺活检：分析其穿刺成功率及病理学资料。结果 A组穿刺成功率 95.8%高于 B组穿刺成功率

72.7%，（P＜0.01)。A组中肺癌 34例，检出率 70.8%，B组中肺癌 6例，检出率 27.2%，两者

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1)；两组总确诊率为 88.6%。B组咯血发生率 59.1%高于 A组发生

咯血率 10.4%，两组发生咯血率有显著性差异（P＜0.01)。结论 CT引导下经皮穿刺肺结节活

检术是一种比较简单、可靠、穿刺成功率及病理学诊断率高的技术,但是对于较深且直径小于

2厘米的结节具有并发症多、穿刺成功率及病理学诊断率低的特点，仍然存在风险性。 

摘要 目的 探讨 CT引导下经皮肺穿刺活检在不明诊断肺结节中的诊断价值及安全性。方

法  应用美国 BARD 公司生产的全自动活检枪及活检针(18 G )，在 CT 引导下对 70例性肺结

节患者（病灶直径大于 2 cm-A组共 48例，病灶直径小于等于 2cm- B组共 22例）进行经皮肺

穿刺活检：分析其穿刺成功率及病理学资料。结果 A组穿刺成功率 95.8%高于 B组穿刺成功率

72.7%，（P＜0.01)。A组中肺癌 34例，检出率 70.8%，B组中肺癌 6例，检出率 27.2%，两者

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1)；两组总确诊率为 88.6%。B组咯血发生率 59.1%高于 A组发生

咯血率 10.4%，两组发生咯血率有显著性差异（P＜0.01)。结论 CT引导下经皮穿刺肺结节活

检术是一种比较简单、可靠、穿刺成功率及病理学诊断率高的技术,但是对于较深且直径小于

2厘米的结节具有并发症多、穿刺成功率及病理学诊断率低的特点，仍然存在风险性。 

  

 

 

EP-2928 

侵袭性曲霉菌的影像表现及其动态变化过程 

 
张小艳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30601 

 

目的   探讨侵袭性肺霉菌肺炎（invasive pulmonary aspergillosis,IPA）的影像表现及

治疗前后的影像动态变化规律，指导临床对侵袭性肺曲霉菌诊断、治疗及预后评价。方法 回

顾性分析 2016年 1月至 2017 年 6月在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住院或者门诊随访病人，并

经病原学、病理学或临床诊断确诊的 64例曲霉菌病例资料，并动态观察 IPA组和非 IPA组抗

真菌治疗前后的影像特征、数量和大小的变化。 结论：  侵袭性曲霉菌多发生于免疫缺陷

患者，结节周围的晕征出现较早，对肺侵袭性曲霉菌的早期诊断较有价值，另外抗真菌治疗后

部分病灶范围虽有增大，且在早期较多出现，但此时仍表示抗真菌有效， IPA的影像学表现

多样，因此，熟悉 IPA 的 CT 影像表现及抗真菌治疗的影像演变过程对疾病的临床诊断、

治疗及预后评价都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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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929 

艾滋病患者椎旁脓肿的影像学表现分析 

 
黄德扬 

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 510600 

 

目的 探讨艾滋病患者椎旁脓肿的 CT及 MRI影像学表现。方法 回顾性分析 35例艾滋病患者

椎旁脓肿的 CT及 MRI影像表现 结果 35例艾滋病相关椎旁脓肿，结核性脓肿 30例，非特异

性化脓性脓肿 5例。23例出现脊柱骨质破坏者均为结核性脓肿，其中 4例患者可见椎体塌

陷；14例病变可见硬膜外脓肿，其中 13例为结核性脓肿。 结论 艾滋病患者椎旁脓肿以结

核分枝杆菌感染多见，影像表现上结核分枝杆菌骨质破坏分布范围更广泛，常见硬膜外脓肿，

磁共振及 CT检查为首选影像检查方法。 

  

 

 
EP-2930 

艾滋病合并恶性肿瘤 

 
甘清鑫,刘晋新 

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 510060 

 

艾滋病即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因艾滋病病毒攻击其免疫系统，免疫功能降低，使其患各种

恶性肿瘤的风险明显增加。艾滋病合并恶性肿瘤，可以分为艾滋病定义的肿瘤，即艾滋病相关

肿瘤；和非艾滋病定义的肿瘤，即非艾滋病相关肿瘤。艾滋病定义的肿瘤，包括：卡波氏肉

瘤、非何杰金氏淋巴瘤及浸润性宫颈癌，在亚洲以外的地区的艾滋病患者中发病率明显增高，

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已将其命名为艾滋病相关肿瘤
［1,2］

。非艾滋病定义的肿瘤包括：肺癌、

肝癌、肛门癌、皮肤癌、结肠直肠癌、何杰金氏淋巴瘤等。随着高效抗逆转录病毒治疗的广泛

应用及其疗效的不断提高，HIV/AIDS患者的生存期明显延长，艾滋病定义的肿瘤：卡波氏肉

瘤和非霍奇金淋巴瘤的发病率出现降低,而非艾滋病定义的肿瘤的发病率出现升高，占艾滋病

恶性肿瘤的比例不断上升，艾滋病合并恶性肿瘤已成为艾滋病患者死亡的重要病因之一
［4］

。

为了提高对艾滋病合并恶性肿瘤的认识，现将其研究进展作如下综述。 

  

  

 
EP-2931 

恶性感染性疾病—气性坏疽的影像诊断及临床意义 

 
张笑春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400038 

 

讲座摘要：从 GG的定义、致病菌和致病因素、致病条件及临床分型、GG 的发生率和影像诊断

及临床意义几个方面阐述了气性坏疽的病因、发生条件、临床类型、发病率，影像诊断，及影

像征象的作用和价值。详情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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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932 

Tele-control in an animal MR imaging study 

 
Chen Wei,Wang PeiJun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Tongji Hospital， Tongji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Shanghai， 

200065， China 200065 

 

Purpose: We presented the development of application software at our MR Magnet 

facility for the purpose of education and remote surgery, diagnosis, therapy, as 

well as consultations. 

Method: The male Sprague Dawley rat (350 g) was first lightly sedated with 

ketamine HCl (Ketaset, 2mg) plus medetomidine (Domitor, 0.02mg) and then placed in 

the MR head and body restrainer. Once securely restrained, anesthesia was reversed 

with atipamezole (Antiseden, 0.1mg). The animal was fully conscious within 20 min 

upon anesthesia reversal; imaging began 45 min after reversal. The animal was 

acquired and cared for in accordance with the guidelines published in the NIH 

Guide for the ‘Care and Use of Laboratory Animals’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Publications, 1985). We used Virtual Network Computing (VNC) software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Access Grid
TM [1] 

creating an environment wherein all audio and 

video streams are always live. 

Results: A remote investigator (and/or audience) used a personal Access Grid node 

to be able to view and fully interact (control keyboard, video and mouse KVM) with 

one computer from any other computer or mobile device on the Internet. The remote 

user had full control and the Access Grid audience could interact with the 

researcher as well as the magnet operator. 

Conclusion: A remote control of MR imaging experiments was demonstrated. It 

illuminated the potential of tele- technology for facilitating futur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pplication in MR experiments, procedures, diagnosis and training, 

etc. 

  

  

 

 
EP-2933 

糖尿病相关性感染影像学研究 

 
张笑春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400038 

 

专题讲座摘要： 

目的：通过糖尿病相关性感染的易感器官影像学特征分析，预警特殊病原体感染发生和指导抗

生素使用。材料方法：分析糖尿病相关性感染发病原因、发生机制、病原微生物的类型、致病

条件、易感器官、病理改变及相应的影像学特征，从而获得临床提供查找病原体及给药方式及

抗生素选择依据。结果：高血糖(破坏机体防御系统、为病原体提供给养、微生物宜生存微环

境、摧毁机体保护屏和降低机体免疫力)增加感染机会是糖尿病患者易感染的主要原因。具体

机制包括血液、体液或分泌物（唾液、尿液）糖含量降低杀菌能力，且成为了病原微生物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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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代谢紊乱降低细胞和体液免疫；胰岛素缺乏降低免疫力,血管结构和功能异常、血流缓慢

和血液循环障碍降低局部致病菌的清除率，血氧缺乏（厌氧环境）增加了机会性厌氧菌感染；

周围神经和自主神经病变弱化了机体情报系统（肢体创伤感觉障碍和神经源性膀胱反复插

管）；皮肤完整性差。易感病原体包括细菌、真菌、寄生虫和病毒，以细菌和真菌多见、偶尔

会出现一种或多种混合性感染，且大部分是条件致病菌。当条件致病菌离开正常寄居部位、或

因滥用广谱抗生素而发生菌群失调时，这些寄居于正常部位的病原体会引起寄居部位的原位感

染或进入非寄居部位引起异位感染。易感器官依次为肺、泌尿系统、皮肤和软组织、骨骼肌

肉、鼻窦及实质脏器等。主要病理改变表现为化脓性、坏死性和肉芽肿性炎症。临床特点：多

重耐药化脓菌为主、机会性感染为主、罕见病偶发。启示：合理应用抗生素;多次脓液、血、

痰、尿菌培养,必要时 CT引导穿刺;少全身给药，多局部用药；综合考虑糖尿病患者心、肝、

肾功能、贫血、低蛋白血症等因素，兼顾抗生素毒性。结论：糖尿病相关性感染具备易罹患

（90%以上）、特殊病原谱、罕见病偶发、病理损害重和影像特征缺乏特异性特点；影像能够

预警“嫌疑病原体”，监测抗生素疗效， CT引导穿刺配合诊断和治疗和提示罕见病。 

 

 
EP-2934 

T2WI 肝脏标准化信号强度在评估慢性肝炎活动度 

分级中的应用 

 
林昭旺 

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福州市传染病医院） 350025 

 

目的 对比研究原始和标准化肝脏 T2信号强度评估慢性肝炎活动度病理分级的临床价值。方法 

以 10例健康志愿者和 99例经肝穿病理证实的慢性肝病患者为研究对象。所有研究对象均进行

肝脏脂肪抑制 T2WI扫描检查并测量肝脏原始 T2信号强度（记为 SII肝），同层竖脊肌 T2信

号强度。而后立即肝穿活检行病理 G分级，肝脏原始 T2信号强度测量区与肝穿位点严格一一

对应，计算出所有研究对象的肝脏/竖脊肌标准化 T2信号强度（记为 SII标）。不同分级间

SII肝及 SII标差异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SII肝及 SII标与病理 G分级相关性分别采用

spearman等级相关分析法。结果 10例志愿者均为 G0期，99名慢性肝病患者按病理 G 分级分

为 G1、G2、G3、G4期 4组。单因素方差分析提示，在脂肪抑制情况下，SII肝及 SII标不同

分级间信号强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且随着炎症活动度加重，肝脏 T2信号强度逐渐升高。

spearman等级相关分析法提示，SII肝及 SII标与病理 G分级存在正相关，SII标与 G分级间

相关性要好于 SII肝。结论 采用原始和标准化肝脏 T2信号强度均是评估肝脏炎症活动度的有

效方法，且肝脏/竖脊肌标准化 T2信号强度评价效果优于肝脏原始 T2信号强度。 

 

 

EP-2935 

 颅内结核影像诊断新进展 

 
刘静,李敏 

苏州市第五人民医院 215007 

 

近年来由于结核杆菌基因突变、抗痨药物研制相对滞后
[1]
、人口流动强度大等原因，结核病发

病率有回升趋势；颅内结核患者也时有出现，其病死率、致残率极高，是最严重的结核菌感染

疾病。以往临床一般依据脑脊液穿刺检查（秘鲁指南
[2]
推荐脑脊液蛋白含量升高、葡萄糖含量

降低、氯化物含量降低、腺苷脱氨酶含量升高及脑脊液淋巴细胞增多是诊断结脑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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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经抗结核治疗好转，经验性诊断为结核性脑膜炎（简称结脑），很少有直观显示结核菌感染

颅脑的征象。随着 CT和 MRI 等影像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人们观察到了颅内结核病变，包括脑

膜及脑实质的病变
[3-5]

， 20 世纪 90年代以后，国外文献中出现了“intracranial 

tuberculosis”这个名词，意指“颅内结核”，很好的阐述了结核菌感染颅脑后产生的病变形

式,也被越来越多的医学工作者使用。 

  

 

 

EP-2936 

轻度创伤性脑损伤模型 DKI 动态检测与 β-淀粉样前体 

蛋白阳性表达相关性 

 
熊婧彤

1
,伍建林

2
,张清

2
 

1.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2.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摘要】目的 探讨弥散峰度成像（DKI）定量测量兔轻度脑损伤（mTBI）模型 MK、K//与 K┴值

动态演变规律及其与β⁃淀粉样前体蛋白（β⁃APP）相关性。 方法  采用自制快速旋转式致

脑损伤装置瞬间旋转 90度建立兔 mTBI模型，分别在建模前和建模后 6、24、48、72 h 进行

MRI检测与病理学观察（每亚组 3只）。采用 3.0 T MRI设备行常规序列与 DKI扫描，定量测

量皮层下白质、丘脑、中脑、桥脑及延髓 MK、K//与 K┴值，其随时间变化的比较应用多个独立

样本秩和检验，建模前后差异性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秩和检验；不同时间β-APP染色阳性轴

突数比较应用单因素方差分析；MK、K//及 K┴值与β-APP染色阳性轴突数相关性分析应用

Spearman相关分析。 结果 （1）MK值演变：皮层下白质呈一过性升高后持续减低；丘脑呈一

过性减低后持续升高，脑干各区 MK值始终高于伤前（P< 0.05）。（2）K//值与 K┴值演变：皮

层下白质及丘脑均表现为 24h内持续升高后减低，至 72h再次升高；脑干桥脑及延髓均较建模

前持续性升高（P< 0.05）。 （3）β-APP阳性轴突演变及相关性分析：建模后β-APP阳性

轴突数总体高于建模前，呈增加后减少又增加趋势，除丘脑外各测量脑区 MK值均与β-APP阳

性轴突数呈正相关（P< 0.05），脑干区 K//及 K┴值多与 β-APP阳性轴突数呈正相关（r> 
0.5，P< 0.05）。 结论 DKI技术可有效应用于兔脑 mTBI 微结构损伤的早期敏感性定量检测

与诊断评估，并与β-APP阳性轴突数具有相关性，可为临床上 mTBI患者早期病情评估与定量

诊断提供有价值的生物学信息。 

  

 

 
EP-2937 

艾滋病合并肺结核的 X 线分型研究 

 
司慧勇,赵瑞峰,李海学,来卫忠 

山西晋城煤业集团总医院 048006 

 

 

目的：探讨艾滋病合并肺结核的 X线分型特征。 

方法：收集整理作者在非洲多哥工作期间（2011年—2013 年）经确诊的艾滋病合并肺结核患

者 54例，依据胸部 X线表现特征，将 54例艾滋病合并肺结核分为四型，依据病灶的形态共分

为 3类 8种；将两肺野上下径三等份，分为左右上中下共 6个肺区；对病灶形态及部位在各型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2234 

 

肺结核中分别用卡方检验进行差异性比较；再分别对不同形态及部位的病灶进行单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比较其在各型肺结核诊断中的风险因素。 

结果：典型型 16.6%（9/54）、血源型 9.3%（5/54）、肺炎型 31.5%（17/54）、不典型型

42.6%（23/54）；8种病灶共计 120个，总体比较，X
2
=83.11，p＜0.001，有统计学意义。单

因素回归分析提示，不同形态的病灶及发病部位在不同类型肺结核的诊断中表现出不同程度的

风险因素及保护因素的变化。 

结论：艾滋病合并肺结核的 X线表现多样，依据 X线特征对其归纳分类，可以为我们在艾滋病

合并肺结核的影像诊断中提供了新的诊断思路，从而最大限度的避免漏诊误诊。 

 

 

EP-2938 

亚实性结节密度的手动测量与高级肺结节分析（advanced 

lung analysis，ALA）软件半自动测量的重复性比较 

 
李欣菱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300052 

 

 

背景与目的：亚实性结节的密度测量难度较大 , 而且其精密测量受很多因素的限制。所以，

准确的密度测量对于结节的定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次研究即是为了比较 CT图像中亚实

性结节手动测量与软件半自动测量的重复性。 

方法：回顾性分析 2009年 7月-2017年 2月行 2次及以上 CT检查的亚实性结节的影像资料，

共纳入 55例。结节首次检查直径范围在 5mm至 3cm之间。恶性结节经病理或组织学确认，肺

癌低危结节经两年随访无增大（体积变化小于 25%）确认。由二位放射科医生分别独立进行手

动与半自动结节密度的测量并由其中一位间隔一周重复测量。通过 Bland-Altman法评估手动

测量及软件半自动测量观察者内及观察者间的可重复性。 

结果：观察者内亚实性结节密度手动及半自动测量的相对差值（Relative Difference，RD）

均值分别为 0%、0.2%，95%一致性区间分别为-5.7%~5.8%、-3.7%~4.2%。观察者间亚实性结节

密度手动及半自动测量 RD的均值分别为 0.2%、-0.3%，95%一致性区间分别为-13.9%~14.4%、

-5.0%~4.4%。观察者内及观察者间手动测量与半自动测量 RD均值均无显著统计学差异

（P>0.05）, 半自动测量的 95%一致性区间较手动测量小。 

结论：手动二维测量亚实性结节密度与软件半自动测量亚实性结节密度的观察者内与观察者间

具有相近的较好的重复性，而软件半自动测量较手动测量的误差范围较小，但二者无显著统计

学差异，所以均可用于亚实性结节密度的测量。 

 

 

EP-2939 

H7N9 病毒性肺炎的 CT 表现特征（附 4 例） 

 
吕传剑 

河南省人民医院 450000 

 

目的：探讨 H7N9病毒性肺炎的影像学特征及临床治愈后的 CT表现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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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收集河南省人民医院 H7N9患者 4例，均为男性，年龄 38-79岁；就诊时间 7-18

天，症状包括：咳嗽、咳痰、发热、胸闷，3例痰中带血丝；在 ICU中心住院治疗，床旁平片

和 CT动态观察，均由河南省疾控中心 H7N9 DNA检测确诊。 

结果：1例双下肺大片磨玻璃密度影，右上肺小片状影；1例右上肺阴影为主，2例双上肺片

状密度增高影影，其内见小片状正常区，左下肺受累。临床治愈：4例均可见病变缩小吸收，

主要病变区形成间质性肺炎，双肺见支气管分布的密度增高影，边界较清，其中 2例左肺下叶

叶肺萎缩。 

结论：H7N9病毒性肺炎以多叶大片阴影表现为主，临床治愈后部分病变吸收，主要病变区转

化为间质性炎症，左下肺大片性炎症易导致肺萎缩塌陷。 

  

 

 
EP-2940 

磁共振成像在溃疡性结肠炎诊断中的应用 

 
秦幸茹,任莹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00001 

 

溃疡性结肠炎（UC）是一种弥散的慢性非特异性炎性肠病。溃疡性结肠炎难以根治、易复发，

引起肠道反复损伤，最终形成息肉、恶变形成结肠癌，其治疗策略与疾病的活动性及严重程度

有一定的相关性。因此，对于本病的早期诊断、活动性及严重程度的准确评估尤为重要。本病

的确诊需要结合临床表现、影像学检查、内镜及病理学检查，结肠镜结合病理学检查是目前公

认的诊断及评价其严重程度的金标准，但由于内镜检查存在一定局限性及影像学的进一步发

展，近年来影像学检查广泛应用于 UC的早期诊断中，特别是磁共振（MR）的飞速发展和其独

特的优势，为 UC的诊断提供了新的选择。 

MR成像具有安全、无辐射等优势，能提供良好的软组织对比度，具有多平面成像能力，可客

观地显示透壁或壁外病变及其并发症。使得其在 UC的诊断治疗中的应用大大增加，特别是年

轻及儿童患者中。本文就 UC的 MR成像的常规序列及最新进展做以下综述。MR弥散加权（MR-

DWI）属于功能成像，可以在常规磁共振成像序列基础上提供基于组织中水分子运动及其改变

的量化指标。MR结肠成像（MRC）对疾病活动性、位置、严重程度和并发症，尤其是克隆恩病

特征性病变穿透和狭窄有较高的诊断准确性。MR肠道造影（MRE）在诊断儿童和青少年方面起

着重要的作用，确定其范围和严重性以及并发症的评估；动态增强扫描提高了疾病的检出率。

MRE与肠镜有密切相关性，可以考虑辅助或替代肠镜检查，尤其是当肠镜检查有禁忌或患者疾

病严重不能完成检查时。MR-DWI、MR动态增强及 MR运动成像能早期发现病变肠段微环境的改

变及病变肠段运动性的变化，并且能明显提高疾病的病变范围、严重程度及活动水平的诊断的

准确性。新型磁化转移成像技术可以直接显示肠壁纤维化程度。 

MR成像在 UC诊断中的独特优势，为早期诊断 UC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从而改善患者的预后，

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EP-2941 

能谱 CT 成像在胃癌与胃淋巴瘤鉴别中的应用价值 

 
蒋珊,任莹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南湖院区 11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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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初步探讨能谱 CT扫描在胃癌与胃淋巴瘤鉴别诊断中的应用价值。【方法】回顾性分

析 2017年 3月至 2017年 7月在我院行能谱 CT扫描的胃癌和胃淋巴瘤患者 32例(胃癌 20例，

胃淋巴瘤 12例)，所有患者行能谱 CT扫描，数据传人图像后处理工作站，获得两组病例的 40

～140 keV单能量图像、能谱衰减曲线图、有效原子序数图、碘图，对比两组病例在不同 keV

水平下单能量图像的 CT值差异；获得有效原子序数等能谱成像特征参数，并根据公式：斜率

K=(HU40一 HUl00)／60计算出各感兴趣区的能谱曲线斜率，对比两组病例有效原子序数、能

谱曲线斜率、碘值、标准化碘浓度（感兴趣区碘浓度/同层腹主动脉碘浓度）、标准化有效原

子序数（感兴趣区有效原子序数/同层主动脉有效原子序数）等参数的差异。【结果】胃癌组

单能量图像 CT值在低能量端(40～70keV)大于胃淋巴瘤组，差别有统计学意义，在 40 keV

时，单能量 CT值差别最大，胃癌组 CT值（149.16±48.93）明显高于胃淋巴瘤组

（93.43±40），差别有统计学意义（t=3.78,P＜0.001）。胃癌组的能谱曲线斜率

(1.626±0．645)明显大于胃淋巴瘤组(0．543±0．15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6.358，P＜

0.001)。胃癌组标准化碘浓度（0.146±0.067）高于胃淋巴瘤组（0.07±0.054），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t=3.808，P＜0.001）。胃癌组标准化有效原子序数(8.21±0．33)高于胃淋巴瘤

(7.82±0．3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3.6，P＜0．002)。【结论】胃癌与胃淋巴瘤具有不同

的能谱曲线和 CT能谱特征参数，能谱 CT为鉴别胃癌和胃淋巴瘤提供了一种有价值的影像学检

查方法。 

  

 

 

EP-2942 

术前相关实验室与影像学检查对脊柱结核 的诊断价值研究 

 
姬广海,彭婕 

荆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434000 

 

目的  探讨相关实验室与影像学检查对脊柱结核的术前诊断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2年 07月至 2014年 07月在我院经手术治疗及病理证实的 55例脊柱结

核患者的实验室与影像学检查资料。分析比较析实验室检查结果：结核菌素试验、CRP、ESR

和影像学资料：DR、CT及 MRI对诊断脊柱结核的应用价值。 

结果  55例患者结核菌素试验阳性 54例（98.18%），ESR 升高 49例（89.09%），CRP升高

54例（98.18%），两两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DR显示骨质破坏的病例数少于 CT

及 MRI，卡方值分别为 X
2
=24.456 和 X

2
=32.920，P=0.000，差别有统计学意义，CT与 MRI 显示

骨质破坏能力差别无统计学意义（X
2
=2.192，P=0.139）；MRI对骨质硬化的显示不敏感，CT

对骨质硬化的显示优于 DR（P<0.05）；DR对椎旁脓肿、椎管硬膜外脓肿以及椎间盘基本不显

影，MRI在该方面显影能力明显优于 CT（P<0.05）；DR、CT、MR对椎间隙的显示能力，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骨质增生的显示上，CT与 DR均优于 MRI（P=0.000）。 

结论  结核菌素试验作为筛查结核最常用的实验室检查方法，可以初步排查有无结核，但单

独应用可能出现假阳性或假阴性反应，CRP、ESR虽能进一步增加结核的诊断效能，但对脊柱

感染病变的鉴别尚缺乏积极价值，只能作为感染的炎性指标。 

MRI能够发现早期的骨质破坏，并对椎间盘破坏、椎旁脓肿、硬膜外脓肿等软组织病变较敏

感，CT与 DR对骨质增生硬化、骨质破坏较敏感，三种影像学检查联合可明确感染部位及评估

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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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943 

多层螺旋 CT 对浆膜型肝结核的诊断价值探讨 

 
丁勋,徐佳,鲁植艳,龙清云,周军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430071 

 

目的  通过分析浆膜型肝结核的 CT平扫及增强扫描表现，总结浆膜型肝结核的 CT特点，提

高对本病的认识。方法  回顾性分析 10例经穿刺活检、外科手术后病理证实的浆膜型肝结核

患者的临床资料，观察其 CT影像学特点。结果  CT平扫:10例患者共 12个病灶，肝包膜均

不同程度增厚，可表现为结节状；CT扫描呈现类圆形、梭形及不规则形的囊性、实性及囊实

性病灶，其中 6个囊性，3 个实性，3个囊实性，2个伴有钙化；7个病灶边缘可见环形壁，其

中 4个内部可见分隔使病灶呈现多房状改变；12个病灶均不同程度压迫临近肝组织；9个病灶

累及周围结构，其中 2个肝包膜病灶与腹壁病灶共同构成哑铃状或束腰状改变，1个形成窦道

与体表相通。CT增强：8例患者共 10个病灶行增强扫描，其中 1例行动脉期、门脉期及延迟

期三期扫描，7例行门脉期扫描。3个单环状强化，3个多房状强化,1个呈囊性改变，未见环

壁和强化；1例三期扫描为多房状强化病灶，环壁及分隔呈渐进性强化。结论  浆膜型肝结

核的 CT表现有一定的特点，仔细分析 CT平扫及增强扫描的特征，结合其临床表现，可以提高

对此病诊断的准确率，为临床进一步治疗提供依据。 

  

 

 
EP-2944 

MRI characterization of toxoplasma encephalopathy in 

patients with AIDS 

 
ding xun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Zhongnan Hospital of Wuhan Universit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1， P.R.China 430071 

 

Objective: To discuss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characterization of 

toxoplasma encephalopathy in patients with 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 

(AIDS). 

Materials and methods: Retrospectively collecting data in 9 cases diagnosed with 

AIDS-related toxoplasma encephalopathy from January 2013 to March 2016, and 

analyzing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MRI features. All patients underwent 

cerebral MR examination using a 3.0-T MRI,including routine MRI (T1WI, T2WI, T2-

FLAIR) and T1WI-CE. Sixty six lesions were analyzed regarding size, number, 

location, signal,enhancement and morphological feature. Results:The cerebral 

lesions were characterized by nodular, annular and target, and mainly distributed 

in frontal lobe 25 lesions (n =7, 39.7%),temporal lobe 11 lesions (n =5, 17.5%), 

and basal ganglia 8 lesions (n =4, 12.7%). On T1WI-CE lesions for nodular 27 

lesions (42.9%),annular 20 lesions (31.7%), eccentric target 8 lesions (12.7%), 

and no strengthening 8 lesions (12.7%). Comparison of patients between CD4+T 

lymphocyte count more than 50 cells/ul and lower than 50 cells/ul, the former was 

more likely to strengthen (Fisher exact test, P =0.001). The lesion siz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had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Mann-Whitney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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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 P =0.611). Conclusion: Lesions on MRI usually occurred in the junction of 

cortex and medulla and basal ganglia, and characterized by multiple with nodular, 

annular and target, of which “eccentric target sign” was the characteristic 

performance. Lesions were more prone to strengthen in those patients with the 

higher CD4+T lymphocyte count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MRI imaging and clinical 

data, it was possible to improve the diagnostic accuracy. 

 

 

EP-2945 

AIDS 患者合并中枢神经系统机会性感染的 MRI 特征 

 
李莉,李宏军,任美吉 

北京佑安医院 100069 

 

 

目的：探讨 AIDS患者合并中枢神经系统机会性感染的 MRI特征。 

方法：回顾分析 96例 AIDS 合并中枢神经系统机会性感染患者的 MRI资料。 

结果：96例患者中，结核性脑膜脑炎 34例（35.4%），隐球菌脑膜脑炎 29例（30.2%），弓

形虫脑炎 18例（21.9%），进行性多灶性白质脑病 8例（8.3%），巨细胞病毒脑膜脑炎 5例

（5.2%），曲菌脑膜脑炎 2例（2.0%）。结核性脑膜脑炎 MRI可表现为脑膜炎、脑炎、脑梗

死、结核球和结核脓肿，其中结核性脑膜炎及结核性脓肿具有较高的发生率。隐球菌性脑膜炎

典型表现是圆形长 T2信号，好发于双侧基底节区、丘脑、中脑，多对称分布，小囊状病灶可

溶合成大囊肿，无水肿及强化；胶状假囊、V-R间隙扩大是隐球菌性脑膜炎特点。弓形虫脑炎

病变主要侵犯基底节区及大脑半球灰白质交界区，双侧、多发，呈结节状、螺旋状、环状明显

强化，“靶”征是其特征性表现。进行性多灶性白质脑病多发生在额顶叶和颞叶脑白质，典型

表现为顶枕叶较大面积的长 T1长 T2信号，位于皮层下脑白质外缘清晰并呈扇形。巨细胞病毒

脑膜脑炎以脑萎缩最常见，室管膜弥漫性强化，白质病变无强化。 

结论：AIDS患者合并中枢神经系统机会性感染的 MRI表现具有一定的特征性，可为临床诊疗

提供指导。 

  

 

 
EP-2946 

AIDS 合并脑弓形虫感染的 CT 表现分析 

 
宋留存 

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 450015 

 

目的 探讨艾滋病合并脑弓形虫感染的 CT表现，提高对本病的认识。 

方法 回顾性分析 39例（87个病灶）艾滋病合并脑弓形虫感染的 CT表现并进行分类归类分

析。 

结果 病变多表现为多发（31例，79个病灶，占 90.8%），病灶多位于大脑深部：基底节区

61个病灶，占 70.1%；丘脑、脑干 13个病灶，占 15.0%；小脑区 6个病灶，占 6.9%；大脑皮

髓质区 7个病灶，占 8.1%；CT平扫呈低密度，病灶周围水肿和占位效应明显；增强扫描，小

结节均匀强化 25个病灶，占 28.7%；环形、螺旋状或靶形强化 56个病灶，占 64.4%；不规则

强化 6个病灶，占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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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艾滋病患者脑部出现多发低密度灶，增强可见环状、螺旋状、靶形或结节强化，高度提

示脑弓形虫感染。CT平扫和增强对艾滋病合并脑弓形虫感染是有效的诊断方法。 

  

 

 
EP-2947 

MRI 对肺部真菌感染的价值 

 
张玉忠,刘周,汪丽娅 

深圳市龙华新区人民医院 518109 

 

目的：免疫缺陷的病人常合并肺部侵袭性真菌感染，高分辨率 CT在肺部真菌感染的诊断上起

着关键性作用，尽管 CT已经被广泛用于肺部真菌疾病的诊断上，但重复多次的 CT检查造成的

累计剂量增高一直是不容忽视的问题，尤其是对于伴有重度粒细胞缺乏和那些需要经常随访的

年轻病人。为了避免放射辐射，本研究运用 MRI肺部成像对不同征象的肺部真菌感染与 CT比

较，旨在探讨肺部 MRI对真菌感染的临床诊断价值。 

方法：对比分析 22例肺部真菌感染的肺部 MRI和 CT影像特征。 

结果： 

肺部曲霉菌感染在疾病的早期（即出现临床症状和体征的前 10天）表现：MRI所显示的“月

晕征”有很高的敏感性（22/22），但特异性很差（0/8），可能的原因是该征象缺乏特异性，

与肺内实变很难区分。 

疾病后期（即 10天之后）表现：MRI显示出 T2WI上典型的结节样靶样病灶（中央为明显高信

号，外周有相对低的信号环，称为“反靶征”）且增强显示典型的外周环样强化（靶征）。 

MR显示与 CT对比：1）MRI 对肺部侵袭性真菌感染病灶的显示有很高的准确性，其中在 5mm以

上感染病灶的显示上，光谱选择衰减反转恢复序列（SPAIR）更优。2） 急性髓系白血病合并

肺部真菌感染的病人，MRI 的敏感性为 82.3%、特异性为 78.6%、总体的准确性为 88%。 

3）研究显示脂肪抑制 T2WI 对于含水组织有很高的敏感性，其对于活动性炎症性病变呈现明显

高信号，而对于慢性病灶和纤维化改变信号则呈相对低信号。 

结论：MRI具有高软组织分辨率的优势,但是肺部 MRI是否适合用于评估侵袭性真菌感染的活

动性以及监控治疗后的反应尚有争议。 

 

 
EP-2948 

HIV/AIDS 合并颅内感染的临床、影像特征分析 

 
肖运平 

广西柳州市人民医院 545006 

 

摘要：目的 探讨 HIV/AIDS 相关颅内感染的临床、影像特征。方法 回顾性分析 58例

HIV/AIDS合并颅内感染患者的影像学与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资料。结果 58例患者中，17

例（29.3%）为影像学检首次提示 HIV/AIDS相关颅内感染可能后，才得以进一步检查确诊

HIV/AIDS，其中新型隐球菌脑炎 18例（31.03%），结核性脑膜脑炎 15例（25.86%），弓形体

脑炎 12例（20.69%），HIV 脑病 6例（10.34%），进行性多灶性脑白质病 5例(8.62%)，巨细

胞病毒性脑炎 1例(1.72%)，原因不明急性脑梗死 1例(1.72%)；58例中，30例 CD4+T 淋巴细

胞计数＜100/ul，20例为 100～200/ul，8例＞200/ul；58例中，具有较典型影像学表现 41

例（70.69%），其余患者结合临床资料及（或）诊断性治疗可基本作出正确诊断。结论 

HIV/AIDS患者合并颅内感染具有一定的影像学特征，对于发生原因不明、具有相应特征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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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表现的颅内病变患者，应考虑到其是否患有 HIV/AIDS的可能性；对 CD4+T淋巴细胞计数＜

200/ul HIV/AIDS患者需及时进行影像学及血清抗体、脑脊液检查，以期尽早明确诊断。 

  

 

 
EP-2949 

IgG4 相关性涎腺炎的 CT 诊断价值 

 
张骜丹,罗佳文 

大连医科大学 116027 

 

目的：探讨 IgG4相关性涎腺炎的特征性 CT影像表现。材料及方法：回顾性分析 10例经病理

组织检查证实的 IgG4相关性涎腺炎患者的临床及影像资料，分析病灶大小、形态、分布、CT

值、增强方式等影像表现。结果：10例患者 8例行增强扫描，10例患者均显示涎腺弥漫性或

多结节性肿大，其中 4例单侧腮腺受累，5例单侧颌下腺受累，1例双侧颌下腺同时受累，5

例伴有颌下区淋巴结增多，3例合并囊变。CT平扫上表现为单侧或双侧涎腺腺体形态欠规整，

呈多结节样、轻分叶状或弥漫性增大，增强扫描动脉期受累涎腺不均匀强化，静脉期持续强

化，结节灶明显强化，结节灶之间形成粗细不等低密度带，周围见增生、增多小淋巴结。结

论：IgG4相关性涎腺炎具有一定特征性 CT表现，准确认识这些征象有助于提高 IgG4相关性

涎腺炎的术前诊断率。 

  

 

 
EP-2950 

手足口病并发脑、脊髓炎的 MRI 诊断 

 
毛宁

1,2
,洪楠

2
,刘强

3
,谢海柱

1
,王滨

4
,董建军

1
 

1.烟台毓璜顶医院 

2.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3.山东省医学影像学研究所 

4.滨州医学院 

 

目的：手足口病是多种肠道病毒引起的常见传染病，以发热和手、足、口腔等部位的皮疹和疱

疹为主要特征，多数患儿一周左右自愈，少数引起肺水肿、心肌炎、无菌性脑膜炎、脑脊髓炎

等并发症，诊断及鉴别诊断有一定难度。通过总结手足口病合并脑、脊髓炎的病例，提高对本

病的认识和诊断水平。 

方法：阅读手足口病合并脑、脊髓炎相关的中外文图书及文献，收集北京市各大医院的 MR数

据，并进行总结。 

结果：引起手足口病的病毒有 20多种，Cox A16和 EV-71最为常见，EV-71常侵犯神经系统，

脑干是其最常侵犯的部位。脑干脑炎临床表现：中脑网状结构或脑桥被盖病变可致肌痉挛，视

觉障碍、视幻觉提示中脑或脑桥病变，短暂尿潴留、过度换气、潮式呼吸提示间 脑和中脑病

变。 

脑干是手足口病相关病毒最常侵犯的部位，Feng Chen等认为脑干后部对称或非对称明显高信

号，预后差（13例中 2例死亡，7例痊愈、4例存在神经后遗表现），而模糊的长 T2信号则

预后较好，8例中 6例痊愈，2例有轻微后遗症。 

其它少见部位的病变，如海马、小脑齿状核、胼胝体压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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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脑干是手足口病相关病毒最常侵犯的部位，脊髓前角也是常见受累部位，应注意识别少

见部位的病变，如海马、小脑齿状核、胼胝体等，MRI病变范围及信号特点有助于判断病情及

预后。 

  

 

 

EP-2951 

艾滋病纵隔肺门淋巴结病变的 CT 征象 

 
张烈光,刘晋新 

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 10203463 

 

目的  研究艾滋病（AIDS）机会性感染及相关肿瘤累及纵隔肺门淋巴结的 CT表现及其鉴别诊

断。方法  回顾性分析 668 例 AIDS累及纵隔肺门淋巴结患者中经病理、病原学证实的 178例

患者的胸部 CT表现，其中 49例行胸部增强扫描，119例行腹部扫描，对 CT征象采用 SPSS 

10. 0统计软件行χ
2
 检验。结果  178例中 AIDS合并播散性马尔尼菲青霉菌病 117例 ，结

核 42例，播散性隐球菌病 10例，非结核分枝杆菌病 5 例，卡波西肉瘤 3例，淋巴瘤 1

例。纵隔肺门淋巴结 CT平扫表现为均匀软组织密度 140 例，中央低密度或不均匀低密度 29

例，均匀极低密度 9例；其中 49例行胸部 CT增强扫描，均匀强化 28例，环状强化 19例，无

强化 2例；伴发 CT征象中肺弥漫粟粒结节 45例，类原发综合征 13例，肠系膜淋巴结肿大

（三明治征）31例，胸腔积液 59例，心包积液 24例。马尔尼菲青霉菌病与结核间χ
2
 检

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的淋巴结 CT征象是均匀软组织密度、中央低密度或不均匀

低密度、均匀强化、环状强化；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伴发 CT征象是肺弥漫粟粒结节、类原发

综合征、肠系膜淋巴结肿大（三明治征）、胸腔积液。结论 AIDS纵隔肺门淋巴结病变可见于

各种机会性感染及相关性肿瘤，CT对其诊断及鉴别诊断有重要意义。 

 

 
EP-2952 

H7N9 胸部表现和并发症的 CT 研究 

 
丁士申 

柳州市人民医院 545006 

 

    <摘要>  目的  探讨 CT扫描在 H7N9诊断中的作用。 方法  3例 H7N9患者在住院

期间及出院后复查行 64排螺旋 CT胸部扫描 27次，其中一例 12次，一例 9次，一例 6 次。采

用标准肺窗、纵隔窗摄片观察。结果在三例中病变均累及双侧肺野，各肺叶均受累，下叶病灶

为主，右肺下叶病灶多余左肺。病变形态表现为两肺大片状实变影 2例（66.67%），斑片状影

3例（100%），条缩影 3例（100%），磨玻璃密度影 1例（33.33%），肺间质纤维化 2例

（66.67%）。发生并发症 2例，均为逐渐进展的肺间质纤维化，以右肺中上肺野为著。根据上

述表现，作者提出了 H7N9的相对特征性肺部表现：（1）病灶呈多发、两侧性分布，累及全肺

叶。（2）斑片状、大片状影，磨玻璃密度影，伴有支气管充气征。（3）病灶以下叶为著，右

肺下叶较左肺下叶明显。（4）胸部 CT扫描动态观察中发现病灶有迅速变化和进展（即在

24~48小时有动态变化）。（5）肺部病变变化有周期性（肺部病灶吸收和进展呈 6日周期往

复）。（6）预后不佳，多数患者有逐渐进展的肺间质纤维化。上述正像提示为 H7N9病毒引起

的肺部表现可能。结论 CT 扫描检查是一种敏感的检查方法，能较准确的评估 H7N9患者肺部

病变的演变过程和及时发现所出现的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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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953 

常见脑室旁对称性脑白质病 MR 诊断 

 
钱丽霞 

山西医学科学院山西大医院 30032 

 

目的：探讨 MR在神经系统疾病对称性脑白质病变诊断中的应用价值。材料和方法：收集我院

近年来收治的脑深部脑室旁脑白质病 82例，其中先天/代谢性脑白质病 4例（肾上腺脑白质营

养不良 3例，苯丙酮尿症 1例），获得性脑白质病 78例（多发硬化 20例，同心圆硬化 2例，

视神经脊髓炎 5例，急性播散性脑脊髓炎 4例，假瘤样脱髓鞘 3例，副肿瘤综合征 3例，甲状

腺脑白质病 2例，胼胝体变性 2例，肌萎缩侧索硬化症 1例，大脑胶质瘤病 8例，脑白质软化

10例，毒性脑白质病中 CO 中毒性脑白质病 8例，放、化疗脑白质病 8例，酒精中毒性脑白质

病 3例，海络英脑病 2例，化学物质中毒性脑病 3例）行常规 MR检查，部分行增强扫描、MRS

检查，部分病人行脑组织穿刺活检，分析 MR表现特点；结果：脑白病变种类繁多，基本信号

改变为长 T1、长 T2信号，部分脑白质病变影像表现各异，有特殊表现，如肾上腺脑白质营养

不良，病变由后向前发展，呈片状，多发硬化表现为脑深部脑白质内斑状、块状、与侧脑室呈

垂直分布的异常信号影，胼胝体变性主要累及胼胝体部，具有一定特异性；部分脑白质病变的

影像表现类似，均表现为侧脑室旁片状异常信号影，常规 MR对于病变的准确诊断的做出较为

困难，MRS对诊断大脑胶质瘤病有价值，MRS还有助于假瘤样脱髓鞘的诊断。结论：部分脑白

质病变表现具有较高特异常 MR表现，常规则 MR即可做出较准确的诊断，部分脑白质病变表现

类似，要结合临床病史与临床化验才能做出较准确的诊断，MRS在诊断与鉴别诊断中有一定的

价值。 

 

 
EP-2954 

隐源性机化性肺炎与肺泡细胞癌鉴别 

 
邹立秋 

深圳市南山区人民医院 518053 

 

隐源性机化性肺炎特征性表现为：1、支气管血管束周围的磨玻璃样变和胸膜下的肺实变 ，呈

游走性改变 ，可以在几周或更长的时间内在不同的地方反复出现；2、反晕症为另一特征性

CT表现，即磨玻璃样变周围包绕环形或新月型实变。3、反晕症为另一特征性 CT表现，即磨

玻璃样变周围包绕环形或新月型实变。4、反晕症为另一特征性 CT表现，即磨玻璃样变周围包

绕环形或新月型实变。总结：“五多一少”：1多态性 2 多发性 3多变性 3多复发性 5 多双肺

受累.6蜂窝肺少见。 

肺泡细胞癌诊断依据：老年人，症状较轻，CT表现较重，形态多样。枯枝样的充气支气管

征，是恶性肿瘤的重要依据。实性肿块强化明显，其内可见血管造影征，同样是恶性肿瘤的征

象。纵隔淋巴结多，呈散在分布，融合趋势不明显。病灶多且呈结节样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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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955 

兔 VX2 肝癌 TACE 治疗前后 MSCT 灌注成像参数与 VEGF 和 MVD

表达的相关性实验研究 

 
曹新山 

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256603 

 

目的：通过对兔 VX2肝癌行肝动脉化疗栓塞术（TACE）治疗前后 MSCT灌注参数与组织学的相

关性研究，探讨 MSCT灌注成像评价兔 VX2肝癌 TACE治疗疗效的价值。方法：方法：采用瘤块

置入法建立 28只新西兰大白兔 VX2肝癌模型,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治疗组进行 TACE 治疗，

分别对两组试验动物行 MSCT 灌注成像检查，并用免疫组织化学方法测定 MVD、VEGF表达情

况，分析 MSCT灌注参数与 MVD和 VEGF的相关性。结果：治疗组灌注参数、MVD及 VEGF表达

程度均明显低于对照组，VEGF 和 MVD的表达呈显著正相关，MSCT灌注参数中，肝总血流灌注

量(HBF)，毛细血管表面通透性(PS)和肝灌注指数(HAI)与 VEGF、MVD的表达均呈高度正相关，

而肝血容积(HBV)、平均通过时间(MTT)与 VEGF、MVD的表达无相关性。结论：MSCT灌注参数

与 MVD、VEGF表达有明显相关性，可用于活体评价肿瘤血管生成。      

  

 

 

EP-2956 

侵袭性肺曲霉菌病的 CT 征象动态观察及分析 

 
李刚锋,胡玉川,井勇,南海燕,崔光彬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710038 

 

目的：探讨侵袭性肺曲霉菌病的初诊 CT表现及 CT 征象的动态变化特征。方法：收集我院近 6

年期间经病理或临床确诊的侵袭性肺曲霉菌病病例 40例，分析其初诊 CT表现及 CT征象动态

变化情况。结果：所有病例初诊 CT均表现为双肺多发病变，其中有 27例（67.5%）表现为至

少两种以上 CT征象同时存在，13例（32.5%）表现为多发的单一形态病变。初诊 CT常见征象

有：结节/肿块影（34例，85.0%）、晕征（18例，45.0%）、斑片影（13例，32.5%）、空洞

（9例，22.5%）、胸膜下楔形影（3例，7.5%）。CT征象动态观察及分析显示，结节/肿块影

经有效治疗后，29/34例（85.3%）出现空洞或典型的空气半月征，随后空洞或空气半月征塌

陷，病变缩小，直至吸收。结论：胸部 CT检查对侵袭性肺曲霉菌病具有较高的诊断价值，初

次 CT检查常表现为多种形态病变共存；CT动态观察有助于指导临床治疗及疗效评估。 

 

 

EP-2957 

侵袭性血管粘液瘤 9 例影像诊断与临床分析 

 
闫浩,任莹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盛京医院） 110015 

 

目的：本报告于回顾性分析 2012年至 2016年 9例来自本院确诊为 AAM的病例，并对这 9名患

者的临床及影像特点加以阐述，以期对临床及影像医生的诊断及治疗起到指导作用。 

方法：选取自 2012年-2016 年本院经病理证实为侵袭性血管粘液瘤且有术前影像学检查的 9

名患者的临床及影像学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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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临床资料见表 1。  

   患者     性别     年龄   病变位置   治疗方法   是否复发 

     1      男     18岁     腹腔   开腹切除      是 

     2      女     24岁   跨越盆膈   开腹切除      否 

     3      女     27岁     外阴      ---      --- 

     4      女     30岁  局限于会阴   开腹切除      是 

     5      女     43岁   跨越盆膈      ---      --- 

     6      男     47岁     阴囊      ---      --- 

     7      女     48岁  局限于盆腔   开腹切除      否 

     8      男     58岁    回盲部      ---      --- 

     9      女     61岁    右大腿      ---      --- 

表 1：AAM患者临床资料，部分患者未查到相关治疗信息及有无复发。 

影像表现总结见表 2。  

影像表现 
CT 增强 MRI增强 分层 T2WI 

CT见钙化 
轻度 明显 轻度 明显 T2WI 增强 CT 高为主 中或低为主 

例数 4/6 2/6 1/3 2/3 1/4 2/6 3/4 1/4 1/6 

比例（%） 67 33 33 67 25 33 75 25 17 

结论：AAM具有一定的临床及影像特点，生育年龄女性患者，跨盆膈生长且具有分层状影像表

现的肿瘤提示改变诊断的可能性。 其他影像特征，如钙化和囊变等并不常见，但在分层状外

观的背景下这些特征的存在不应影响侵袭性血管粘液瘤的诊断。 

  

 

 

EP-2958 

Extrarenal nephroblastoma: abstract of two cases of 

report and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Tang Haojie,Lu Mengtian,Jiang Shan,Ren Ying 

SHENG JING HOSPITAL OF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RADIOLOGY DEPARTMENT 110015 

 

PURPOSE: Extrarenal Wilms’ tumor is a rare disease which often occurs in the 

retroperitoneal and inguinal region[1].The main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include 

abdominal mass, abdominal pain, fever and weight loss[2]. So far, only about 300 

cases of Extrarenal Wilms’ tumor were reported in the literature all around the 

world[2]. We just know a little about this rare disease.In this paper, we will 

report 2 cases of extrarenal Wilms’ tumor and have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with an emphasis on diagnosis value of enhanced CT and differential diagnosis in 

order to reduce missed diagnosis and misdiagnosis rate and give enlightenment on 

clinical work in the future. 

  

METHODS: We presented the clinical features, operation and pathology of the two 

cases. More importantly ,we focused on imaging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wo 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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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irst case was a 2-year-old boy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because of paroxysmal 

abdominal pain without other symptoms and abnormal laboratory results,and his 

tumor markers (AFP, NSE, Beta-HCG)are normal.Enhanced CT showed a huge mass with 

clear boundary and uneven density in the retroperitoneal space, with obvious 

inhomogeneous enhancement after injection of contrast. Right hydronephrosis was 

found because of compression of the right ureter. During operation, a giant solid 

tumor measuring 8cm in diameter was revealed, with a clear border to the right 

kidney.The final pathological diagnosis was  retroperitoneal extrarenal Wilms’ 

tumor (blastemic type). 

The second case was a 2-year-old girl with a palpable abdominal mass without other 

clinical symptoms and her laboratory tests were normal, with negative tumor 

markers (AFP, NSE, Beta-HCG). Enhanced CT showed a mass in the right middle 

abdomen, which was separated from the right kidney, with uneven density and 

markedly inhomogeneous enhancement. It had clear boundary to the surrounding 

tissues. During operation, a mesenteric tumor measuring 5cm in diameter was found 

in the right abdomen which was separated from the right kidney. The pathological 

diagnosis was mesentery extrarenal Wilms’ tumor (mixed epithelial and mesenchymal 

type).  

we searched and concluded the case reports of extrarenal Wilms’ tumor in recent 

10 years from PUMED( 12 cases available). Finally ,we found some features: 

Retroperitoneal(6 of 12) and inguinal region(2 of 12) are the predilection site of 

the rare disease. 

CT or MRI often showed a well-defined, heterogeneously enhancing extrarenal mass 

without calcification. 

Children (less than 5 years ) are more likely to suffer from this disease(9 of 12). 

The tumor markers(AFP, NSE, Beta-HCG) are often normal (10 of 12),only 2 cases 

showed NSE(+). 

Compared with these cases, we can get the following results and conclusions.    

RESULTS: In our report, both of the 2 patients were children of 2 years old. The 

first tumor was found in retroperitoneum, while the other occurred in the 

mesentery. To our knowleage, there wasn’t any reported case of Extrarenal Wilms’ 

tumor in mesentery before, suggesting another possible location for this rare 

tumor. 

Extrarenal Wilms’ tumor has no specific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symptoms of 

the disease depend on the location and tumor staging. The main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are abdominal mass, abdominal pain, fever, weight loss and so on, 

without specific findings of lab tests, as what was found in the two cases of our 

hospital. 

Enhanced CT scanning with 3D reconstruction is a very important examination for 

the patients. It can help to show the location, size, morphology and density of 

the tumors, to show the relationship with surrounding organs, to see if there is 

local or distant metastasis and so that help in the TNM staging of the disease. 

Postoperative routine abdominal CT scan is also necessary since it can help to 

find local recurrence and metastasis during following up to guide treatment and 

prognosis. 

CONCLUSION: Extrarenal Wilms’ tumor is a rare disease for children. 

Retroperitoneal space is the site of predilection. When a retroperitoneal mass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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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nd in children, with heterogeneous enhancement on contrast enhanced CT, it 

should be considered as one of the differential diagnosis. Age, history, and 

laboratory examinations especially tests of urine and tumor markers (NSE AFP, β-

HCG) should also be taken into accounted. Operation and pathology is the gold 

standard for the diagnosis of this special tumor.  

  

 

 

EP-2959 

MRI 对肛瘘的诊断价值 

 
孙玲玲,曾乔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110032 

 

肛瘘在肛门直肠疾病中较为常见，常经久不愈及复发，术前明确诊断内口位置、脓肿范围、瘘

管走向及肛瘘类型，对其手术方案的选择及降低术后复发率具有重要意义。既往关于肛瘘的

MRI研究多是增强 MRI检查，本研究对 24例疑似肛瘘患者进行常规 MRI检查，旨在讨论常规

MRI对肛瘘的诊断价值。 

目的 探讨 MRI常规序列对肛瘘的诊断价值。 

方法 选择我院就诊疑似肛瘘的 24例患者，术前进行常规磁共振检查，检查序列包括轴位

T1WI，轴位、冠状位及矢状位 T2WI-FS扫描。其中男 21例，女 3例，年龄 10-69岁，平均 41

岁。临床主要表现为肛周疼痛、肛周脓性分泌物。以手术结果为对照标准，统计分析评估 MRI

扫描对肛瘘诊断及分型的准确性。 

图像分析包括主瘘管、脓肿、内口、瘘管分支及外口；肛瘘分型使用 Morris分型及其补充分

为 6型，包括：I型：线性肛门内括约肌瘘管；II型：肛门内括约肌内肛瘘伴发脓肿或分支；

III型：线状经括约肌肛瘘；IV型：经括约肌肛瘘伴脓肿或分支；V型：肛提肌上或经肛提肌

肛瘘（伴或不伴脓肿或分支）；VI型：其他，如黏膜下瘘（伴或不伴脓肿或分支）。 

结果 术前 MRI所见与手术病理结果对比：术前 MRI示主瘘管 27条，与手术病理结果符合率为

93.1%(27条/29条)；显示脓肿 19个、外口 48个，符合率为 100%。MRI显示内口位置 19个，

符合率为 82.6%（19个/23 个）。MRI检测瘘管分支符合率为 82.4 %（28条/34条）。肛瘘分

型符合率为 82.8%（24例/29 例）。 

结论 常规 MRI扫描序列能准确显示肛瘘的外口及脓肿，比较准确的诊断主瘘管、内口、瘘管

分支及肛瘘分型，对其手术方案的选择及降低术后复发率具有重要意义。 

  

 

 
EP-2960 

射频消融术治疗下肢大隐静脉曲张的近期疗效评价 

及其并发症分析 

 
牟彬

1
,赵罡

2
 

1.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2.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目的：评价射频消融术(RFA)治疗大隐静脉曲张的术后近期疗效并分析主要并发症发生的影响

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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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回顾性分析于我院行 RFA的 26条患肢（17名患者）术前 1周、术后 1、3、6个月的临

床资料。通过 CEAP临床分级、修订版静脉临床严重程度评分(rVCSS)及 EQ-5D评估预后及患者

的生活质量。分析患者年龄、性别、BMI、病程、大隐静脉直径、穿刺部位、消融节段对术后

主要相关并发症发生率的影响。 

结果：术前 1周、术 后 1、3、6个月 C2级患肢分别为 1（3.85%）条、11（42.31%）条、13

（50%）条、13（50%）条（P<0.05）。术前 1周、术后 1、3、6个月 rVCSS评分分别为

（3.92±2.15）分、（2.12±1.22）分、（1.81±1.11）分、（1.65±0.92）分（P<0.05）。

术前 1周、术后 1、3、6个月疼痛评分为 0分的患肢分别为 21（80.77%）条、18（69.23%）

条、24（92.31%）条、25（96.15%）条（P<0.05）。术前 1周、术后 1、3、6个月应用压力治

疗的患肢为 8（30.77%）条、4（15.38%）条、3（11.54%）条、0（0%）条（P<0.05）。术前 1

周活动能力出现问题的为 12（46.15%）条，术后 3个月为 2（7.69%）条，术后 6个月为 0

（0%）条，（P均小于 0.05）。术前 1周、术后 1、3、6个月引起焦虑或抑郁的患肢分别为

11（42.31%）条、5（19.23%）条、2（7.69%）条、0（0%）条（P<0.05）。年龄越大、大隐静

脉直径越大、消融节段越多越容易发生皮下条索僵硬静脉。大隐静脉直径大于 1.5cm的隐股点

不适及皮下出血的发生率远大于直径小于等于 1.5cm的发生率。 

结论：RFA治疗大隐静脉曲张近期具有闭塞率高、术后疗效显著等优点。掌握主要并发症发生

的影响因素，术后合理化药物跟踪治疗可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EP-2961 

Comparative Study of diffusion MRI and shear wave 

velocity for hepatic fibrosis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patitis B. 

 
Lu Puxuan 

Shenzhen Center for chronic Disease Control 518020 

 

 

[Abstract]  Objective To compare the value of shear wave velocity (SWV) and 

intravoxel incoherent motion diffusion MRI (IVIM) in evaluating the stage of 

hepatic fibrosis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patitis B. Methods 223 patients with 

HBV infection who underwent liver biopsy were selected into this research, they 

were divided into four groups: mild hepatic fibrosis (F1), obvious hepatic 

fibrosis (F2), serious hepatic fibrosis (F3), cirrhosis (F4). 80 normal subjects 

were chosen as control (F0) group .The SWV of all hepatic segments s5, s6, s7, s8 

and their average value were measured. 39 patients of different degrees hepatic 

fibrosis and 19 normal subjects accepted IVIM, the diffusion parameters (D, f, D*) 

were measured. Results Among these 5 groups, the SWV of all hepatic segments have 

statistically difference (P< 0.05) except for the segment s5 between F0 and F1 
group (P> 0.05),with the development of hepatic fibrosis, SWV increase gradually. 
The cut-off value of ≥F1, ≥F2, ≥F3 and F4 was separately 1.22 m/s,1.30 m/s, 

1.45 m/s and 1.60m/s, SWV has fine sensitivity of 92.82% and 90.12% for liver 

fibrosis F1 and F2,as it comes to F3 and F4,SWV get fantastic specificity of 

92.27% and 95.93%.The diagnostic accuracy of SWV expressed as area under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AUROC) was 0.887 ,0.920,0.952 and 0.954 fo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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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gnosis of hepatic fibrosis ≥F1, ≥F2, ≥F3 and F4.The mean D, f and D* values 

of IVIM measured in patients with hepatic fibrosis were obviously smaller than 

healthy subjects. As the fibrosis severity progressed, f and D* values decreased, 

a trend towards lower f and D* with the increase of fibrosis stages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 D, f, D
*
 values had the ability with the 

diagnosis of liver fibrosis, the best cut-off points were 0.956×10
-3
mm

2
/s, 0.144 

and 10.420×10
-3
mm

2
/s, respectively; f and D

*
 values had the ability with 

distinguish different fibrosis stages of F2 between F1, the best cut-off points 

were 0.135, 9.928×10
-3
mm

2
/s,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SWV could accurately 

evaluate the stage of obvious hepatic fibrosis in patients suffer from chronic 

hepatitis B; IVIM could distinguish mild liver fibrosis from obvious hepatic 

fibrosis, the combination of them were suitable for clinical use 

  

  

 

 
EP-2962 

艾滋病相关弓形虫脑病的 MRI 随访观察 

 
陆普选 

广东医科大学 深圳市慢性病防治中心 518020 

 

 

 目的  探讨艾滋病患者合并弓形虫脑病的 MRI影像学表现以及治疗后 MRI随访情况。方法 

收集 12例艾滋病患者合并弓形虫脑病的临床及 MRI影像学资料，以及治疗后 MRI随访资料，

回顾性分析患者发病时及治疗后头颅 MRI影像表现特点。结果 12例艾滋病合并弓形虫脑病患

者中共发现颅内病灶 58个，每个患者病灶数目 1-16个不等；其中结节状或类圆形病灶共 35

个。所有病变 MR T1WI表现为低或等信号，T2WI为高信号，增强 MRI有 14个病灶呈环形强

化，其中 3个表现为“靶征”。经过抗弓形虫治疗后 2个月，7例患者可见病变明显吸收，水

肿消退；半年后 5例患者仍然有少量病变残留；一年后 3例患者随访基本恢复正常。结论 艾

滋病合并弓形虫脑病患者颅内病灶 MRI影像表现为多灶性，多累及额叶、基底节区；病灶的形

态多为结节状或类圆形，经过抗弓形虫治疗后，病灶大部分明显吸收，部分病灶可长时间残

留。 

 

  

 

 

EP-2963 

结核病分级诊疗中影像学检查与诊断的专家共识解读 

 
陆普选 

广东医科大学 深圳市慢性病防治中心 518020 

 

 

结核病是严重危害人民群众健康的呼吸道传染病。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结核病防治工作，

各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积极履行职责，各项防控措施有效落实，全国结核病疫情呈逐年下降的

趋势。但是，我国结核病防治形势依然严峻。我国仍是全球 30个结核病高负担国家之一，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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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近年来结核病防治工作仍存在诸多薄弱环节，如防治工作中预防和治疗不衔接，患者发

现、诊疗、管理不到位，耐多药肺结核防治薄弱，学校等重点场所聚集性疫情时有发生. 

  

 

 
EP-2964 

布氏杆菌性脊柱炎临床影像学表现与鉴别诊断 

 
闫立民,宋晓彬 

西安交通大学附属红会医院 710054 

 

目的：探讨布氏杆菌性脊柱炎的临床表现、分析影像学表现及特点，加强对布氏杆菌性脊柱炎

的影像的认识，提高影像诊断准确性；以利于提高该病的临床诊疗水平。 

方法：本组 12例均行 X线摄片并行 CT检查，病灶分布腰椎多于胸椎，其中 L4发病率最高，

其中 7例行 MRI检查；12例血清试管凝集法滴度均大于 1∶160。 

结果：7例入院前临床、X线及 CT误诊为脊柱结核，误诊率 58％；经 MRI扫描误诊 3例，误

诊率 25％；部位：12例共累及 42个椎体。均为多椎体受累，累及 2～3个椎体；其中胸椎 4

个，腰椎 37个；病灶分布腰椎多于胸椎，其中 L4发病率最高；X线：椎体边缘毛糙，骨破坏

灶较小，并骨质增生、硬化；CT：相邻椎体终板及边缘多发小灶状或类圆形骨破坏，边缘硬

化，椎体边缘骨质明显增生形成骨赘；椎旁脂肪间隙消失，软组织增厚肿胀，部分累及椎管

内；MRI：椎体边缘骨质破坏，椎体相邻部或椎体大部呈模糊长 T1及长 T2为主的混杂信号，

骨髓信号改变范围大；椎间盘结构破坏，T2信号增高；椎旁软组织增厚、肿胀，呈边缘模糊

长 T2信号；4例形成较小椎旁脓肿，2例局部椎管内脓肿；12例血清试管凝集法滴度均大于

1∶160。 

结论：布氏杆菌性脊椎炎临床与影像学具有相对的特征性表现；布氏杆菌性脊柱炎腰椎多见，

常多椎体受累，可累及椎间小关节，椎体骨破坏灶小，无明显死骨，周围硬化增生明显；椎间

隙破坏轻；椎旁软组织炎性肿胀多，脓肿小或无等影像表现具有特征性。CT与 MRI具有诊断

优势，鉴别诊断除影像表现外，需结合临床病史及实验室检查。 

 

 
EP-2965 

艾滋病合并肺孢子菌肺炎的临床与 HRCT 表现分析 

 
鲁植艳,李航,张在鹏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430071 

 

目的：探讨艾滋病合并肺孢子菌肺炎(PCP)的临床及 HRCT 表现特征。方法：回顾性分析经 CDC

及临床诊断的 50例艾滋病合并肺孢子菌肺炎的临床、影像学资料，总结其临床及影像学表现

及特征。结果：50例艾滋病合并 PCP患者中，HRCT常见影像征象为磨玻璃密度影。影像学表

现可分为 7型，即单纯磨玻璃型、实变合并磨玻璃型、间质合并磨玻璃型、结节型、气囊型、

混合型及其他。结论：艾滋病合并 PCP的特征性影像学表现是双肺弥漫、对称分布的磨玻璃

影，伴或不伴有斑片实变、网状影、结节和肺气囊。HRCT 可以发现肺内细微病灶,有助于早期

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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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966 

Radiological features of AIDS complicated by 

Pneumocystis carinii pnuemonia( PCP)and its 

correlation with CD4 and Lactate Dehydranase:  

Literature review and report of 30  cases 

 
lu zhiyan,Kumar Deo Rajesh,Li Hang 

Department of Medical Imaging，Zhongnan Hospital of Wuhan University 430071 

 

Purpose: To retrospectively analyze the clinical data and radiological fe

atures of AIDS complicated by pnuemocystis carinii pnuemonia (PCP) and i

ts correlation with CD4 and LDH for more knowledge about the findings 

and its diagnosis. 

Material and Method: A total of 30cases with AIDS complicated by pneumo

cystis jiroveci pneumonia (PCP) was recruited as the subject of study, 

and all the clinical and radiological data were collected. The patient 

includes 24 males and 6 females. The CD4+ T cell count and Lactate de

hydrogenase (LDH) of each of them were taken in consideration. All thec

ases were diagnosed with AIDS complicated by PCP, and received digital 

radiograph and CT scan examination. All the radiological images were ret

rospectively analyzed and their outcomes were studied. 

Results : The radiological findings were divided into 5 categories 1) g

round glass opacities in 24 cases(80%) which are diffuse in nature dist

ributed throughout the lung parenchyma ; 2) air space consolidation in 

12 cases (40%) which were usually bilateral; 3) bilateral perihilar lymp

h adenopathy in 6 cases(20%), which were usually located in the upper 

lobe ;; 4)pleural effusion in 5 cases(16%); which were usually bilateral

  5) Cyst or pnuematocele in 3 cases (10%) , commonly multiple , wit

h predilection for the upper lobes, may be related to ongoing or previ

ous PCP infection . In some cases pleural thickening and fibrosis were

 also noted. 

Conclusion: The radiological features of AIDS complicated by pnuemocystis

 carinii pneumonia (PCP) such as ground glass opacities, Consolidation w

ith perihilar lymphadenopathy can be important in diagnosis. Clinical fea

tures, CD4 count and LDH also has to be taken in consideration for di

agn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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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967 

肺部卡波济氏肉瘤 kaposi`s sarcoma （KS） 

影像表现与鉴别诊断 

 
鲁植艳,张在鹏,李航,屈艳娟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430071 

 

目的：认识艾滋病并发肺部卡波济氏肉瘤的影像表现特征与鉴别诊断要点。 

方法 回顾分析 36例 HIV阳性并发肺部卡波济氏肉瘤的病例影像学资料，CD4细胞计数及临床

表现，23例皮肤具有典型表现。 

结果：KS除第一期病变仅限于气管、会厌或喉而影像学可无异常改变外， 第二和第三期均可

有典型表现，可根据病变影像学表现确诊。 影像检查可显示出特征性改变，双肺呈现多个大

小不等的结节，沿支气管血管束周围分布，小叶间隔增厚，可有淋巴结肿大，可能伴有胸水。 

结论：KS影像具有典型影像表现特征，影像学在艾滋病患者各种肺部疾病的鉴别诊断中起重

要作用，须与结核，真菌感染相鉴别。 

 

 

 
EP-2968 

Alagille syndrome: a case report 

 
Huang Hua,Wang Lifei 

Shenzhen Third People’s Hospital 518112 

 

Alagille syndrome (ALGS) is an autosomal dominant disorder characterized by 

genetic abnormalities of Jag1 and the Notch signaling pathway. It is 

histologically characterized by paucity of intrahepatic bile ducts leading to 

chronic cholestasis. Laboratory findings are often remarkable for serum bilirubin 

values up to 30 times the normal and serum bile salts up to 100 times the normal. 

In addition to liver disease, Alagille syndrome is associated with cardiac disease, 

skeletal and ocular anomalies, and characteristic facies. Alagille syndrome is a 

well-known, clinically important, but infrequent disease, most discovered by 

chance. It is a cause of cholestasis among children and adolescent anatomically, 

awareness of this congenital anomaly is important for the diagnosis and therapy. 

Rare cases of Alagille syndrome have been reported in the literature. We herein 

describe a case of Alagille syndrome  in 20-year-old woman. The diagnosis of 

Alagille syndrome was made on the basis of combination of genetic testing for Jag 

1 mutation, liver biopsy confirming paucity of interlobular bile ducts and 

characteristic clinical fin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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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969 

 GE 宝石能谱 CT 成像鉴别肿瘤多发病灶同源性的应用研究 

 
马守成 

吉林省吉林中西医结合医院 132011 

 

影像诊断工作中常遇到肿瘤多发病灶，准确诊断多发病灶是否同源，对指导临床规范化治疗非

常重要。普通螺旋 CT 诊断多发病灶的同源性主要依据病灶形态和密度，缺乏量化依据。与常

规 CT相比，宝石能谱 CT成像提供了更多的定量指标和分析工具。本研究采用 GE 宝石能谱 

CT对不同组织来源、病理类型肿瘤及其转移淋巴结进行能谱特征性参数分析，判定的类似病

灶是否来源一致，为早期诊断肿瘤多发病灶的同源性提供新的可靠方法，同时使 CT能谱成像

真正走入了临床诊断的第一线，为今后的临床诊断和科研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平台。  

 

 

EP-2970 

螺旋 CT 对恶性与结核性胸腔积液的鉴别诊断价值 

 
卢亦波,宋树林 

南宁市第四人民医院 530023 

 

目的 探讨螺旋 CT对恶性胸腔积液与结核性胸腔积液的鉴别诊断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5年 1月-2016年 6月南宁市第四人民医院收治的 88例胸膜活检证实为恶性胸腔积液和结

核性胸腔积液患者 CT资料，对比分析两者差异。结果 恶性胸腔积液患者发病年龄

[（60.0±11.5）岁]高于结核性胸腔积液患者[（38.3±15.0）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7.51，P＜0.01）；恶性胸腔积液患者胸膜增厚、胸膜结节发生率[分别为 96.7%

（29/30）、63.3%（19/30）]较结核性胸腔积液发生率[分别为 77.6%（45/58）、3.4%

（2/58）]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
值分别为 4.05、35.80，P值分别为 0.044、＜

0.01）。结论 恶性胸腔积液及结核性胸腔积液患者均可引起胸膜增厚及胸膜结节，螺旋 CT对

恶性胸腔积液与结核性胸腔积液具有一定的鉴别诊断价值。 

  

 

 

EP-2971 

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与乙肝肝硬化磁共振表现对比分析 

 
黄梦月,高雪梅,程敬亮,赵香田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 探讨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与乙肝肝硬化的磁共振表现特点，评价磁共振在鉴别原发性胆

汁性肝硬化与乙肝肝硬化中的意义。方法 收集 2013年 4月至 2015年 3月间我院收治的原发

性胆汁性肝硬化 25例和乙肝肝硬化临床患者病例 35例。对其临床磁共振表现特点展开回顾性

分析。结果 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患者出现肝硬化结节 6 例、肝内门脉周围异常长 T2信号 15

例、肝内门脉周围低 T1、低 T2信号环即“月晕征”15 例、肝外门静脉异常信号 12例，肝脏

体积增大 13例、肝脏体积正常 9例、肝脏体积缩小 5例、肝叶比例失调 3例、脾脏体积增大

24例（其中 11例为巨脾）、脾脏体积正常 3例、腹腔内淋巴结肿大 14例。乙肝肝硬化患者

出现肝硬化结节 20例、肝内门脉周围异常长 T2信号 7例、肝内门脉周围低 T1、低 T2信号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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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月晕征”0例、肝外门静脉异常信号 19例，肝脏体积增大 3例、肝脏体积正常 20例、肝

脏体积缩小 12例、肝叶比例失调 12例、脾脏体积增大 24例（其中 3例为巨脾）、脾脏体积

正常 11例、腹腔内淋巴结肿大 9例。 结论  肝内门脉周围异常长 T2信号、肝内门脉周围低

T1、低 T2信号环即“月晕征”、肝脏体积增大、巨脾、腹腔内淋巴结肿大等磁共振表现有助

于诊断为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其中“月晕征”是诊断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的特征性表现。乙

肝肝硬化常表现为肝硬化再生结节、肝叶比例失调。 

 

 

EP-2972 

甲状腺合并多部位结核影像表现一例 

 
宋树林,卢亦波 

南宁市第四人民医院 530023 

 

 目的 探讨 CT对甲状腺结核表现特征，以提高影像学对甲状腺结核的诊断价值。方法 回

顾性分析一例确诊的甲状腺合并多部位结核的临床及影像学资料并结合文献。结果 本例甲状

腺右叶体积明显增大，双侧叶内低密度结节，以右叶为著，边缘模糊不清，增强扫描甲状腺双

侧叶低密度结节不均匀强化，与周围组织分界模糊；右侧颈部及锁骨上多个类圆形低密度结

节。结论 甲状腺结核 CT表现缺乏特异性，以甲状腺内出现低密度灶为主，可以表现为实性、

囊实性或囊性，可散在点状钙化，增强扫描病灶为环形强化或不均匀强化。 

  

 

 
EP-2973 

艾滋病合并马尔尼菲蓝状菌的胸部空洞 CT 表现 

 
余成成 

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 510060 

 

目的 探讨艾滋病合并马尔尼菲蓝状菌感染的胸部空洞 CT影像表现。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2009年 1月-2015年 12月经临床及病理学、细菌学证实合并 PM感染的 AIDS患者，分析其胸

部 CT的空洞表现特征；结果 空洞发生率较低，发生于单侧肺部 53例，双肺 10例。单发空洞

37例，多发 26例。发生于右肺上叶前段 4例、尖段 13例、后段 5例；右肺中叶 1例；右肺

下叶背段 13例、前基底段 2例、外基底段 3例；左肺上叶尖后段 13例、舌段 3例；左肺下叶

背段 12例，外基底段段 3例、后基底段 2例。空洞直径≥1cm 的 10例、直径≤1.0cm 有 53

例。空洞壁规则 40例、不规则 34例；厚壁空洞 66例、薄壁空洞 8例；内壁光整 69例、模糊

5例；外壁光整 6例、模糊 68例，所有洞壁均未见钙化；液气平 1例。结论 艾滋病合并 PM

感染的 CT空洞表现复杂多样，以单发厚壁的小空洞多见，肺段的分布具有一定的特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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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974 

肝结核的影像特征分析和鉴别诊断 

 
李咏梅,周津如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研究背景和目的： 肝结核多为继发，临床上少见，缺乏特征性症状和体征，影像学表现多

样，肝结核的临床检出率不高，本文旨在探讨肝结核的影像特征，提高该疾病的诊断和鉴别诊

断。 

材料与方法：收集 2006 年 03 月~2015 年 09 月年我院经临床证实的肝脏结核患者 10 例，其

中男 6 例，女 4 例，年龄 19~71 岁，平均 36.05 岁。10 例患者均一次 CT 检查，其中 2 例

MRI 检查，治疗后超声复查或病灶好转或消失。 

结果： 分为三型：（1）浆膜型：2 例表现为肝包膜增厚，呈椭圆形低密度影，环形强化，

边界大部分清楚，邻近肝实质均受压，肝实质动脉期明显异常灌注。（2）实质型：弥漫粟粒

病灶 2 例，大部分肝实质内弥漫分布 2~10 mm 粟粒或小结节低密度灶，平扫边缘不清，动脉

期未见强化，门脉期稍有强化，边缘较动脉期清楚。多发多形病灶：2 例，表现为多发、散

在、不同形态的病灶，有粟粒状、大结节状、斑片状及大状病灶，甚至条状病灶，密度不均

匀，以低密度或稍低密度为主，强化方式也各种各样；单发病灶 2 例，均呈结节灶。（3）混

合型：混合型 2 例，均为浆膜型与多发多形病灶混合。本组未见肝内胆管型，此型罕见。 

结论: 肝结核灶 CT 平扫以低密度为主，增强表现形式多样，但有一定的特征性，如边缘性强

化、延时强化、分房状强化、附近肝实质异常灌注及病灶中沙砾状钙化等。需要与转移瘤、胆

管细胞癌、肝脓肿和炎性假瘤等鉴别。根据 CT 特征，结合肝外结核病史、临床症状及实验室

检查，可以相对明确地提出肝结核的 CT 诊断。 

 

 

EP-2975 

老年艾滋病患者合并肺部感染的胸部影像学表现 

 
张志平 

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 510060 

 

【摘要】  目的 探讨老年 AIDS患者的胸部不同影像学表现，为临床诊断与治疗提供重要参

考依据。 方法 回顾分析我院 2010年 3月至 2016年 5月收治的 25例老年 AIDS患者合并肺

部感染的胸部影像学资料（包括 X线胸片及胸部 CT片），总结其胸部影像学特征。 结

果  25例患者的胸部影像表现：8例表现为双肺弥漫粟粒样结节，5例呈磨玻璃密度影，6

例表现为网状纹理改变，4 例见气囊及空洞，10例见斑片状及大片状致密影，11例见肺门和/

或纵隔淋巴结肿大，9例出现胸腔积液。 结论 胸部影像学表现对 AIDS合并肺部感染的诊

断有一定价值；结合胸部影像学表现及临床资料，老年 AIDS患者更易合并肺部真菌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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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976 

女性盆腔结核的影像特征及误诊分析 

 
李咏梅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研究目的： 本文探讨女性盆腔结核患者的影像特征，以提高女性盆腔结核与卵巢晚期肿瘤和

盆腔炎症等疾病的鉴别诊断。 

材料与方法： 收集 2006～2015年 9 月我院女性盆腔结核 32 例，19 例伴有 CA125 的升高

156～370U／ml，年龄 20～63岁，平均 32.7 岁。其中经手术病理证实 14 例，经穿刺和／或经

临床综合指标及随访观察治疗效果(即抗结核治疗显效)诊断 18 例。所有患者均用多层 CT 平扫

和增强检查，其中 4 例做了 MRI 检查。观察内容：① 盆腔积液情况；② 附件区肿块特征；

③ 盆腹膜、大网膜、肠系膜改变及强化特征；④ 盆腔内粘连、相应肠管情况。   

结果  （1） 影像检查第一诊断为卵巢恶性肿瘤 12例，卵巢子宫内膜异位症 2例，盆腔炎

症 5例。（2）其他影像特征： ① 盆腔积液 26例（少量游离积液 8例；大量游离积液 10

例；包裹性积液 8 例，包裹积液的壁厚薄不均，增强较明显且不均匀；② 附件区肿块或输卵

管不规则增粗、肿胀，相邻软组织增厚，卵巢区囊实性肿块 18例，边界不清，实性部分明显

不均匀强化，囊内成分未强化，囊壁较厚，壁环形强化；附件区斑点状钙化 2 例。③ 壁腹

膜、大网膜、肠系膜改变，呈较规则结节状增厚 2例，斑片状增厚 5 例，强化较明显且不均

匀；肠系膜内见纤细索条影呈网状改变。 ④ 腹壁腹膜、大网膜、肠系膜、肠管、附件、子

宫及输尿管等程度不等的互相粘连、变形并有移位，正常结构分辨不清。⑤ 盆腔淋巴结及其

他区域淋巴结肿大。⑥ 误诊原因分析：对 CT征象的分析忽视了坏死囊变区内缘的光滑，实

性部分的强化不是一开始就是明显的强化，而是缓慢强化；先入为主诊断卵巢肿块伴腹盆腔积

液就是卵巢癌；过分强调了 CA125 的升高，对临床检验结果缺乏认识。 

 结论：虽然女性盆腔结核影像特征缺乏特异性，但仔细分析影像特征及强化方式，同时结合

临床和实验结果，避免患者不必要的错误治疗 

 

 
EP-2977 

肺曲菌病的 CT 诊断与鉴别诊断 

 
蔡雯雯,张瑞平 

山西省肿瘤医院 030013 

 

目的 分析并总结肺曲菌病的 CT特征性及非特征性表现，提高对肺曲菌病的认识及诊断。 

方法 通过对 2014年至 2016 年 28例经病理证实或治疗随访证实的肺曲菌病进行回顾性分析，

由 2名高年资医师分析其 CT影像学表现及特征，对肺曲菌球病有一定的认识。 

结果 28例中有 8例为变应性支气管肺曲菌病，15例为曲菌球，5例为侵袭性肺曲菌病。CT表

现：变应性支气管肺曲菌病的特征表现为支气管扩张、壁厚及支气管内粘液栓形成；曲菌球表

现较具特征性，均表现为空腔（洞）内伴结节影，并可见空气新月征，通过仰卧位及俯卧位检

查可诊断；侵袭性肺曲菌病表现为双肺内多发的结节、斑片影及实变影，部分表现为磨玻璃密

度结节，典型者表现为晕征，甚至出现空洞，较难鉴别。 

结论 曲菌病具有多种类型，其 CT表现亦多种多样，部分表现为特异性征象，通过对其特征性

及非特征性的 CT表现进行总结，有助于临床早期诊断及早期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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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978 

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症病人的磁共振谷氨酸成像研究 

 
戴卓智

1,2
,沈智威

1
,Alan H. Wilman

2
,吴仁华

1
 

1.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2.University of Alberta 

 

目的: 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ALS）是一种高致死率的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目前发病机

制尚不清楚。研究发现，ALS 病人的脑脊液与血清谷氨酸浓度升高
1
，因此对脑内谷氨酸的成

像有利于进一步揭示疾病病因，辅助诊断。而且，目前 FDA批准的 ALS治疗药物仅有谷氨酸拮

抗剂（利鲁唑），谷氨酸成像将在治疗监测中起重要的作用
2,3
。本研究的目的在于利用全新的

谷氨酸磁共振成像技术探索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病人脑部组织谷氨酸的变化。 

方法: 收集 ALS病人及年龄性别匹配的对照组共 20人，于 3T人体磁共振上进行脑部 CEST 谷

氨酸成像、DTI成像，常规 T1、T2成像，在皮质脊髓束走行方位，使用自行编写的程序在

Matlab上对各图像进行不同模态不同脑区定量测量，包括运动皮层区，颞叶皮层区，皮质脊

髓束及其他脑白质区，并进行配对 t检验统计分析。 

结果和结论：CEST谷氨酸成像能清楚显示脑部解剖结构，皮质区域谷氨酸信号强度整体比白

质区高；ALS病人中运动皮层区谷氨酸信号强度明显高于其他脑区，与皮质脊髓束相比高 1.2

个百分点（P<0.05），比正常对照组高 0.5个百分点（P>0.05）；其他脑区 ALS病人与正常对

照组并无显著性差异。因此，本研究证实谷氨酸成像能准确应用于人体，并反映 ALS病人中运

动皮层区谷氨酸的代谢变化，为 ALS的诊断提供新的方法。 

 

 

EP-2979 

阑尾感染性疾病的 CT 诊断 

 
张新明,肖新广 

郑州市中心医院(原：郑州市第四人民医院) 450007 

 

 

阑尾为一细长的盲管，近端恰在三条结肠带的会合处开口于盲肠的内后壁，阑尾口位于回盲口

的下方，阑尾远端为一盲端，比较游离，受系膜等的影响，阑尾可伸向腹腔的任何方位。阑尾

动脉来自回结肠动脉，它为一终末血管，一般无交通支。当阑尾动脉因故受压或痉挛时，容易

引起阑尾壁的循环障碍，促进了阑尾炎症的发生。阑尾壁有丰富的淋巴组织，这就构成阑尾极

易发炎的解剖基础。由于阑尾壁存在丰富的淋巴组织，炎性反应严重，更促使梗阻的发生。急

性阑尾炎是最常见的急腹症，临床表现：逐渐发生的上腹部或脐周隐痛，数小时后腹痛转移至

右下腹部。常伴有恶心或呕吐，发病初期除低热、乏力外，多无明显的全身症状，血的中性粒

细胞增高。急性阑尾炎若不早期治疗，可以发展为阑尾坏疽及穿孔，并发限局或弥漫性腹膜

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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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980 

个案讨论 

 
李润华,张新明 

郑州市中心医院(原：郑州市第四人民医院) 450007 

 

Ø 男，59岁，1月前无明显诱因出现肛周疼痛、肿胀不适，伴大小便困难，无、寒战、发热，

无粘液脓血便，应用抗生素后疼痛缓解，近间断流脓性物 

Ø 查体：肛周触及一质硬包块，压痛明显 

Ø 实验室检查：C反应蛋白、单核细胞、血红蛋白、糖化血红蛋白等增高 

 

 

EP-2981 

济南市 HIV 阳性的 MSM 人群性病流行状况及危险因素分析 

 
张昌庆

1
,王春梅

2
,李建卓

1
,冯照雷

2
,李新蕊

1
,阮师漫

1
 

1.济南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济南市传染病医院 

 

目的  了解济南市 HIV阳性男男性行为者（MSM）性病流行状况及危险因素。   方法  采

用方便抽样方法在济南市招募就诊于艾滋病门诊且感染 HIV的 MSM，开展面对面问卷调查，收

集其人口学、艾滋病性病知识、性行为状况、性病感染情况等信息，并进行梅毒、淋病、沙眼

衣原体、生殖器疱疹及尖锐湿疣五种性病筛查和临床诊断。采用χ2
 检验和二分类多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相关性病感染的危险因素。结果  198 名有效调查对象中，感染梅毒 14

名，感染率为 7.1% (14/198),未发现淋病、沙眼衣原体、生殖器疱疹及尖锐湿疣等性病感

染。多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完全知晓艾滋病性病知识是感染梅毒的保护因素，

OR值为 0.130（95%CI为 0.035～0.491）；最近六个月发生同性性行为和既往感染过性病是感

染梅毒的危险因素，OR值分别为 13.685（95%CI为 1.647～113.723）、 4.370（95%CI为 

1.189～16.070）。结论  济南市 HIV阳性的 MSM人群感染梅毒较为常见，艾滋病性病知识、

发生同性性行为及既往感染过性病是影响其梅毒感染的独立因素，应针对上述因素开展对该人

群的干预，有效地遏制梅毒乃至艾滋病在人群中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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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982 

SWI 在肝硬化分级中临床价值的初步研究 

 
冯平勇,邹语嫣,贺艾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050000 

 

 

目的： SWI对正常人及不同肝功能 Child-Pugh分级肝硬化肝脾信号强度（SI 肝、SI 脾）测

量，探讨 SWI检测肝脾铁含量敏感性及常人和肝硬化肝、脾铁含量特点。 

资料与方法： 肝硬化肝功能 Child-Pugh A、B级分别 17例和 15例。正常人青年组（14～44

岁）和中年组（45～59岁）各 25例，SWI获肝脾信号强度（SI 肝、SI 脾），计算同层竖脊肌信

号强度比值（SIR 肝/肌、SIR 脾/肌），分析不同年龄段、不同肝功能分级肝脾铁含量特点。 

结果： 

正常组 SI 肝与年龄弱负相关；SIR 肝/肌与年龄无明显相关；正常人 SI 脾、SIR 脾/肌与年龄中等负

相关。正常组 SI 肝、SI 脾、SIR 肝/肌、SIR 脾/肌随年龄增长减低，SI 脾及 SIR 脾/肌在青年组与中年组

间有统计学差异。正常组 SI 肝与 SI 脾、SIR 肝/肌与 SIR 脾/肌间有统计学差异，脾铁含量较肝高。

SI 肝、SIR 肝/肌与肝功能 A、B级间无相关性，SI 脾、SIR 脾/肌与肝功能 A、B级有强、极强负相关

性。肝功能 A、B级比较，SI 肝与 SIR 肝/肌在 A、B级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SI 脾与 SIR 脾/肌在

A、B级间有统计学差异。肝硬化 SI 肝与 SIR 肝/肌大于 SI 脾与 SIR 脾/肌，A级组两对数据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B级组 SI 肝与 SI 脾、SIR 肝/肌与 SIR 脾/肌间均有统计学差异。正常中年组与 A级中年

患者比较，除 SIR 肝/肌在两组间有统计学差异外，余各数据两组间均无统计学差异；正常中年

组与 B级中年患者比较，SI 肝、SI 脾、SIR 肝/肌、SIR 脾/肌两组间有统计学差异。 

结论： SWI能获得较优图像，对肝脾铁含量敏感性强。常人脾铁含量较肝高且随年龄增长二

者铁含量逐渐增加，脾明显。肝硬化 B级肝、脾铁沉积较 A级重，脾更明显。肝硬化 A、B级

肝、脾铁沉积较常人重，B 级加重显著。脾信号随肝功能分级和年龄减低程度均较肝明显，脾

监测在肝脾铁代谢紊乱诊断与病情评估更具敏感性。 

 

 

 

EP-2983 

SPIO 增强 MRI 对肝占位性病变的诊断价值 

 
曹新山 

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256603 

 

目的 评价超顺磁性氧化铁(Superparamagnetic iron oxide,SPIO)对肝占位病变的诊断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 40例肝占位病变的平扫、Gd-DTPA动态增强及 SPIO增强的 MRI资料。结果 

Feridex增强后 T2WI良性病灶对应的增强前后肝脏的信号强度(SIL)和肝脏内局限性病变的信

号强度(SIM)均较平扫明显降低(P<0.01)，而恶性病灶 SIL较平扫明显降低(P<0.01)，Feridex

增强后 SIM与平扫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病灶与正常肝组织的 CNR较平扫明显增加

(P<0.01)；对于病灶直径≤2.0cm 的肝占位病变，Feridex 增强扫描检出率高于 G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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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TPA(P<0.05)；且 Feridex 增强扫描的定性诊断率高于 Gd-DTPA(P<0.05)。结论 超顺磁性氧

化铁增 MRI可提高肝占位病变的临床诊断率，具有一定的可靠性。 

  

 

 
EP-2984 

IVIM 技术在胶质瘤分级中的应用及与 DWI、ASL 对照分析 

 
顾太富,黄珊,唐小平,尹建华,肖新兰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30006 

 

目的：本研究旨在探讨体素内不相干运动扩散加权成像（IVIM-DWI）在胶质瘤术前分级中的临

床应用价值。并与弥散加权成像（DWI）及动脉自旋标记（ASL）所得结果对照分析。 

方法：65例胶质瘤患者（包括低级别胶质瘤 34例，高级别胶质瘤 31例）均术前在 3.0T MR

行 IVIM-DWI和 ASL扫描。IVIM经后处理获得慢扩散系数 D、快扩散系数 D*、快扩散所占的容

积分数 f三种参数；常规 DWI获得扩散系数 ADC值；ASL获得脑血流量 CBF值。比较所有胶质

瘤患者肿瘤实质的 D、D*、f值分别与对应的 ADC、CBF值之间的相关性，并对以上数值分别进

行 ROC曲线分析其诊断效能。 

结果：高级别胶质瘤平均 ADC、D、f值均显著低于低级别组，平均 CBF、D*值显著高于低级别

组（P＜0.05）。所有肿瘤平均 ADC值与 D、f值均呈正相关，与 D*值呈负相关（P＜0.05）。

而平均 CBF值与 D*值呈正相关，与 D呈负相关（P＜0.05），与 f值无相关性。当 D取阈值为

0.688×10-3mm
2
/s，D*取阈值为 2.77×10-3mm

2
/s时，可作为高、低级别胶质瘤分级的参考阈

值。D*值的诊断效能最好（AUC＝0.889），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93.5%和 73.5%。CBF、

ADC、D、f及 f×D*值的 AUC 分别为 0.844、0.796、0.796、0.745及 0.587。 

结论：IVIM双指数模型对于胶质瘤术前分级有较好的应用价值，与 DWI及 ASL各有优势，可

互为相补。 

 

 

 
EP-2985 

   常压氧疗法对于急性脑缺血性卒中保护作用的研究进展 

 
罗琳 

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原：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014010 

 

题目： 常压氧疗法对于急性脑缺血性卒中保护作用的研究进展；目的：探讨常压氧对于急性

脑缺血卒中是否具有保护作用；方法：参阅大量文献综述探讨常压氧对于急性脑缺血卒中是否

具有保护作用；结果：常压氧对于急性脑缺血卒中具有一定保护作用；结论：虽然常压氧对于

急性脑缺血卒中具有保护作用，但关于常压氧应用的相关研究领域还有许多问题仍处于初级研

究阶段，如何吸氧、吸氧频率及浓度、每次吸入时间长短、常压氧（NBO）治疗时间窗及常压

氧治疗对于急性脑卒中预后的影响等问题仍需进一步探讨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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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986 

布鲁氏菌病脑膜脑炎的 MRI 表现 2 例报告 

 
杨军妍,宋继业,刘洪艳 

沈阳市第六人民医院（沈阳市传染病院） 110006 

 

目的：报告 2例布氏杆菌病脑膜脑炎 MRI表现，探讨 MRI对布病脑膜脑炎的诊断价值。方法：

对 2例布氏杆菌凝集试验阳性及抗体阳性同时合并脑膜脑炎患者，行头部 MRI平扫及增强检

查。结果：2例患者不同程度脑积水，基底池、鞍上池、侧裂池脑膜增厚，明显强化，脑实质

可见多发斑片状异常信号，增强扫描病灶呈曲线样或脑回状强化，或无明显强化。结论：MRI

扫描特别是增强扫描是评价脑膜脑炎的最佳手段，结合相关病史及临床实验室检查，MRI 检查

可为临床诊断布病脑膜脑炎和疗效观察提供可靠依据。 

  

 

 
EP-2987 

糖尿病相关性肌肉感染影像学特征 

 
张笑春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400038 

 

周围神经肢体创伤感觉障碍导致糖尿病患者皮肤和软组织对损害的敏感性降低，外源性病原微

生物极容易入侵，如 CP/S 进入患部条件-创口、创伤（外伤和医源性损伤）、消化道及泌尿

道溃疡或穿孔，导致肢体及会阴部坏疽；糖尿病血管闭塞性疾病导致局部缺氧微环境， 为厌

氧菌提供了生存有利环境；静脉回流缓慢厌氧菌或梭状芽胞杆菌穿过缺氧坏死筋膜进入肌间隙

引发坏死性筋膜炎、肌溶解、肌坏死，亦可以继发性罕见的医源性细菌感染。影像学上表现：

大片肌肉溶解坏死形成脓肿，筋膜增厚强化，肌间隙增宽等。结合糖尿病病史及影像学表现就

可以诊断糖尿病性肌坏死并发感染。 

  

 

 
EP-2988 

糖尿病相关性骨关节感染影像学研究 

 
张笑春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400038 

 

高血糖破坏机体防御系统、为病原体提供给养和生存微环境、摧毁机体保护屏障和降低机体免

疫力，增加感染机会是糖尿病患者骨关节感染的主要原因。具体机制包括血糖含量升高降低中

性粒细胞趋化、吞噬和杀菌能力，且成为了病原微生物营养基；代谢紊乱降低细胞和体液免

疫；胰岛素缺乏降低免疫力，血管结构和功能异常、血流缓慢和血液循环障碍降低局部致病菌

的清除率，血氧缺乏（厌氧环境）增加了机会性厌氧菌感染；周围神经和自主神经病变弱化肢

体创伤感觉系统；皮肤完整性差导致外源性病原体进入。骨关节感染以结核、少见细菌为主。

影像表现为骨质破坏、脓腔、椎旁或软组织冷脓肿形成。常累及承重脊柱、以腰椎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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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989 

糖尿病相关性气性坏疽影像学特征 

 
张笑春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400038 

 

糖尿病患者发生气性坏疽机制：存在着 CP/S 进入患部条件-创口，皮肤完整性差、创伤（外

伤和医源性损伤）、消化道及泌尿道溃疡或穿孔（组织缺氧导致这些器官容易穿孔）；存在发

生坏疽的身体微环境，血管结构和功能异常、血流缓慢和血液循环障碍导致局部血氧缺乏为梭

状芽胞杆菌提供了厌氧环境；机体免疫力低下。易发生气性坏疽器官依次为足、双下肢和会阴

部等。主要影像学表现为软组织内积气、软组织坏死脓腔形成。通过典型的影像学表现、结合

糖尿病病史，达到早期诊断、及时治疗、保存伤肢和挽救生命目的。 

  

 

 

EP-2990 

脑室内囊虫病的影像学诊断 

 
薛伟,王晋君,郭兴华 

运城市中心医院（原：运城地区人民医院） 044000 

 

目的：分析脑室内囊虫病的影像学表现，探讨 CT及 MRI对脑室内囊虫病的诊断价值； 

方法：回顾性分析本院经临床证实的 21例脑囊虫病的 CT及 MRI表现特点，总结其影像学特

征，所有患者均行 CT及 MRI 检查，其中 15例患者行 MRI增强扫描； 

结果：21例脑囊虫病，发生于侧脑室 4例，三脑室 2例，四脑室 14例，侧脑室合并四脑室囊

虫 1例，单发囊性病灶者 19例，2个囊性病灶者 2例，共计 23个病灶。23个脑室内囊虫病囊

泡均呈圆形或椭圆形，边界清晰，其内液体密度与脑脊液相近或略高，MRI上呈长 T1长 T2信

号影，FLAIR序列显示病灶较清楚。囊泡壁呈细线样者 20 个，环形增厚者 3个。其中 9个病

灶内可见到囊虫头节，头节的大小变化较大。脑室系统对称性扩大 14例，不对称扩大 7例，

脑室周围脑脊液外溢者 11例。15例行增强扫描，其中最常见的细线样囊壁均未见明显强化，

2例环形增厚的囊壁有轻、中度强化，囊内容物未见明显强化。 

结论：脑室内囊虫病最好发于第四脑室内，常继发脑室系统扩张，多为圆形或椭圆形囊性病

灶，部分可见头节，其 CT及 MRI表现较为典型，尤其是 MRI对脑囊虫病有较高的诊断价值。 

  

 

 

EP-2991 

肝脓肿的 MR 诊断 

 
贾学军,王溥,郑玉巨 

阳泉市第一人民医院 45000 

 

目的： 分析肝脓肿的 MR表现，探讨 MR的诊断和鉴别诊断的价值。方法：笔者对本院从 2009

年 10月至 2016年 10月收治，经临床、手术、病理证实的 14例肝脓肿的 MR表现作回顾性分

析。肝脓肿患者 14例均行 MR平扫及动态增强扫描。结果：典型肝脓肿 12例，病灶在 T2WI呈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2262 

 

高或等高信号，在 T1WI呈低或等低信号，脓肿壁呈低信号，DWI序列病灶呈高信号。8例病灶

中心有分隔。增强后分隔及壁明显强化。不典型肝脓肿 2例，1例呈多房状改变，病灶中心呈

长 T1、长 T2信号。增强后脓肿壁及分隔不均匀强化。1例为实质性团块状，病灶在 T2WI呈略

高信号，在 T1WI呈略低信号，伴有包膜，增强后可见强化。结论： MR能更好的显示肝脓肿

的特征表现，诊断率达 100%，有助于对肝脓肿的诊断和鉴别诊断，值得推广应用。 

 

 
EP-2992 

肺内反晕征 

 
孙传恕,于洋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无 

 

反晕征（RHS）是指胸部 CT 表现为病变中心区呈密度减低的磨玻璃样影，周围系新月形或环形

的密度增高影，又称“环礁征”，此征象在肺癌中非常少见，本病例比较完整地显示了肺腺癌

中 RHS的影像表现及演变过程。 

针对本病例各时期的影像及病理表现，反晕征可以存在于相对惰性的 LPA中，即细支气管肺泡

细胞癌，可多发。CT表现为 GGO中心区更低密度影，GGO直径小于 5mm即可形成反晕征，反晕

征的低密度区域可以占据病灶的大部分，HRCT显示反晕征周围的环影可以菲薄至细线样（小

于 1mm）。 形态多以环形为主，可以表现为不规则或扭曲的环状影。早期环影表现为略高密

度影（与多数纯 GGO密度类似），中心密度减低区可表现为略高或接近于正常肺组织密度。随

诊病变的进展，环影向外扩大，密度增高，逐渐由 GGO的略高密度影演变为实性结节，以及实

性肿块影；中心密度减低区亦向外扩大，显示肺泡以及肺小叶过度充气征象，其小叶间隔早期

并未显示增粗征象，后期出现间隔增厚及结节形成征象。病变在进展过程中伴有明显的胸膜增

厚，导致胸廓缩小，肋间隙变窄以及肺叶体积缩小。 

  

 

 
EP-2993 

桥脑中央髓鞘溶解症 1 例报道 

 
孔子璇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10000 

 

脑桥中央髓鞘溶解症( Central pontine myelinolysis，CPM) 是一种继发脱髓鞘性疾病，由

Adams等[1]于 1959年首次报道,以四肢瘫,假性球麻痹和特殊的意识状态为特征,临床上少见

且原因不明的疾病，以往常被认为致死性疾病，随着 CT、MRI 应用的普及和对此症的认识加

深，CPM生前临床诊断已成为可能，预后亦大有改观。现对本院诊治的 1例 CPM报道如下： 

患者，男，70岁，2015年 3月以无明显诱因出现乏力、气促，伴头晕，进食量减少，未予系

统诊治，此后上述症状逐渐加重，双下肢无力行走，发热，神志淡漠，血常规:红细胞 2.41 

10^12/L↓、血红蛋白 68.00 g/L↓、红细胞压积 21.20 %↓、平均红细胞体积 87.80 fL、平

均血红蛋白量 28.10 pg、平均血红蛋白浓度 320.00 g/L、血小板 93.00 10^9/L↓。急诊电

解质:NA 133.00 mmol/L↓。诊断意见：全血细胞减少骨髓象，电解质紊乱：低钠血症、低磷

血症、低镁血症， 2个月前患者无明显诱因反复发热，体温最高达 39.2℃，就诊我院感染

科，患者自起病以来，近 1年体重减轻约 10kg。于 2016年 1月患者因感染性休克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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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M行颅脑 MRI检查于桥脑基底部特征性蝙蝠翅膀样病灶，呈对称性长 T1 长 T2 信号，DWI呈

明亮的高信号，大小约 13cm*14cm，边界清晰，桥脑边缘不受累及，周边未见明显水肿带。第

二次入院行颅脑 CT平扫桥脑未见明确病征（图 1）。 

  

 

 

EP-2994 

肺内炎性假瘤一例 

 
原媛,孙传恕 

医大二院 116044 

 

 

对于肺内不规则肿块，炎症应该是首先考虑的疾病。由于病变持续时间达 1 年，且

时有咯血，需考虑肺癌的可能性。这是临床工作中经常遇到的问题，我们就该病例

讨论可能形成肺内不规则肿块的常见病变的征象分析。 

病变主要位于右肺下叶背段，但仔细观察肺窗可见病变不仅累及背段，也累及下叶

后段。如果是肺癌的话，可能存在以下三种可能：1、中心型肺癌，肺门区肿块导

致肺叶不张；2、周围型肺癌，病灶整体均为癌肿；3、中心型肺癌合并阻塞性肺炎

或肺不张，12R 或 13R 区淋巴结肿大压迫了后基底段支气管导致后基底段炎症。第

一种情况，由于背段开口与后段开口相对较远，肺门区癌肿需同时累及背段和后基

底段支气管开口才有可能导致阻塞病变同时累及 2 个段，肺门区肿块应该较大才可

能出现类似的影像表现，而增强 CT 并未表现出明显的肺门肿块影。第二种情况，

癌肿可以侵及临近肺叶，但是作为一个周围型癌肿而言，其自身征象多不符合，其

中 2 个重要征象就是增强扫描强化不明显和病灶可见正常的肺血管通过。不规则肿

块的肺癌多见于小细胞肺癌和腺癌，小细胞癌表现为明显的血管破坏，而腺癌除边

缘多件毛刺外，可见其不均匀强化，病灶内亦可见血管破坏。第三种情况，癌肿很

小，仅累及背段支气管，导致了背段肺叶阻塞性炎症，甚至脓肿形成。但增强扫描

并未见确切 12R 或 13R 区淋巴结肿大。尽管如此，第三种情况并非可以轻易除

外，因为背段的阻塞性炎症可以通过段间肺泡孔氏孔蔓延至后基底段 

 

 

EP-2995 

肺隐球菌病一例 

 
原媛,孙传恕 

医大二院 116044 

 

 

肺内多发实变影可见于炎症、结核、真菌感染、肺炎性肺癌、肺结节病、结缔组织

病以及转移瘤等多种疾病，但本病的肺实变影有许多自身影像特征： 

1.病变呈双肺多发散在分布，且多位于肺野外周； 

2.病变以实变为主，未出现明显肿块样形态； 

3.病变伴有纵隔淋巴结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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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内病变形态单一，未见增殖、纤维化及钙化等其他改变，周围未见卫星灶，与结

核不符；病变以实变为主，未见明确结节及肿块影，与肺结节病不符；病变虽多发

且边缘模糊，但每个病灶范围相对局限，周围肺组织正常，与狼疮性肺炎及类风湿

引起的肺间质纤维化等结缔组织病中双肺广泛受累不一致，故不考虑结缔组织病。 

纵隔、肺门淋巴结肿大可见于肺癌、转移癌、淋巴结结核、真菌感染、淋巴瘤、结

节病、castleman 病、SLE 等。但本病以肺实变为主要特征，纵隔及肺门的淋巴结

肿大不是特别明显，故可排除淋巴结结核、淋巴瘤、结节病、castleman 病等。 

经过两次筛查后，仍有炎症、真菌感染、肺炎性肺癌需要鉴别。具体分析临床及影

像，双肺实变影呈不规则片状，左肺上叶病灶靠近叶间裂处边缘清晰，无叶间裂凹

陷，但未出现跨段甚至跨叶分布，这与大灶炎性肺癌不符；且与 3 个月之前相比病

灶增大，由初次检查的小结节影变为片状实变影，抗炎治疗无好转反而增大，与炎

症明显不符。同时患者患有糖尿病这样的慢性消耗性疾病，长期服药，故怀疑真菌

感染可能。 

  
 

 
EP-2996 

肝脏放线菌病的影像诊断一例 

 
俞哲锋,王六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310009 

 

目的 总结回顾一例少见的肝放线菌病的临床及影像表现特征，以提高临床医生对肝放线菌病

的认识。 

方法 通过对 1例少见的肝放线菌病的临床及影像表现特征分析，并回顾肝放线菌病的相关文

献，从而总结其特征。 

结果 患者男性，63岁，浙江人，农民，体检发现肝脏占位 1天入院。 患者因“胸闷 20天，

头晕 1天”于当地医院住院治疗，经腹部 B超、CT提示：右肝肿瘤，6.7cm*6.7cm，考虑肝癌

可能。 既往史，个人史，婚育史均无特殊情况，烟酒 30年，现退休。 一般查体及专科查体

无殊。辅助检查：肝肾功能、肿瘤标记物： CA724，NSE,  AFP,  CA125, 

CA199,  CEA,  HCG-B均（-）。肝超声造影提示：肿瘤“快进快出”增强模式。 

CT检查，平扫显示右肝 VI 段结节，呈类圆形稍低密度，边缘环形低密度，直径约 6cm，增强

动脉期中央轻度强化， 

MR平扫显示右肝异常信号结节，T1WI稍低或等信号，边缘环形更低信号，T2WI不均匀稍高信

号，DWI呈不均匀稍高信号，中央均见多发小圆性、点状稍高信号，增强后不均匀延迟强化，

内为多发小圆性、环形强化，边缘低信号区强化较低，边缘与结肠肝曲分界不清。 

手术中所见：肝周少量澄清腹水，肝脏、胆囊大小形态正常，肝 VI段可见一直径约 6cm大小

肿瘤，与结肠肝曲粘连，可疑侵犯浆膜层。剖检见肿瘤约 6.5*6cm大小，色灰白，呈鱼肉状，

包膜完整，边界清晰，余肝脏未见明显肿块，膈肌、胃肠、网膜、腹膜及盆腔未见明显转移性

结节。 病理诊断：（肝脏）放线菌病，伴炎症性病变伴胆管组织增生。 

结论 肝放线菌病的亚急性病程和临床表现的非特异性 导致该病的诊断常常被延误。该病的诊

断必须和肿瘤鉴别，确诊通常需要组织学检查作出。对于临床及肺内影像表现为肝脏肿块内多

发细小环形强化结节伴显著环形水肿，又不符合常见肿瘤征象，要想到真菌性化脓性肉芽肿可

能，应高度怀疑本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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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997 

动态观察对 GGO 的诊断具有一定价值（附随访病例 1 例） 

 
王荣翠

1
,刘希纯

1
,乔国庆

2
,解丙坤

2
,赵维勇

3
 

1.山东省宁津县人民医院 

2.山东省德州市人民医院 

3.山东省德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目的：探讨肺毛玻璃结节的随诊意义。材料与方法：患者，男，53岁，因咳嗽就诊，无发

热，内科听诊可闻及湿啰音，相关化验检查，胸部 CT常规平扫：Siemens SomatomDefinition 

AS扫描参数：螺旋扫描，层厚 5mm，螺距=1 FOV 284mm,管电压：120KV，管电流：150-

250mAs。患者抗炎 2周后进行复查 CT；半年后患者复查 CT。结果：化验血常规未见异常，PPD

试验（-）,痰抗酸杆菌（-），痰中未查见肿瘤细胞，曲霉菌抗原检测（-）。患者行 CT检查

（如图（1））示：左肺下叶见一混杂密度磨玻璃灶，直径约 2.5cm，形态不规则，边界清

楚，内见空泡、支气管扩张，可见分叶及胸膜凹陷征，诊断：肿瘤？炎症？病灶存在肿瘤的多

个征象，无法排除肿瘤可能，病灶性质无法明确。对病人进行随访，患者抗炎 2周后进行复查

CT，如图（2）病灶部分吸收。半年后患者复查 CT，如图（3），病灶完全吸收。结论：定期

动态 CT观察有助于鉴别良恶性肺毛玻璃结节。 

 

 

 

EP-2998 

胃肠道肿瘤并肝脓肿 4 例分析并文献复习 

 
陈杰云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泉州第一医院 362000 

 

[摘 要］目的 探讨胃肠道肿瘤并肝脓肿的影像学特征及其发生机制，以提高对该并发病变

的认识及诊断水平，指导临床制定精准的治疗方案。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手术病理及临床化验

证实的 4例胃肠道肿瘤并肝脓肿的 CT影像资料，重点观察病变位置、大小、形态、边界、密

度特点、强化方式等，并分析相关的临床资料，4例均同时行平扫＋增强检查，使用 GE 公司

Optima 64排螺旋 CT扫描仪进行检查，增强扫描采用高压注射器经肘静脉注射对比剂碘海醇

（300mgI/mg），对比剂注射后 25～30s、60～70s行动脉期、静脉期扫描。结果 (1)4 例中，

男 3例，女 1例，平均年龄 54.3岁，2例结肠腺癌，1例小肠间质瘤，1例胃间质瘤。 (2)4

例原发胃肠道肿瘤均为单发，结肠癌病例呈浸润性生长，密度不均匀，周围脂肪间隙 模糊，

增强后明显不均匀强化，1 例坏死明显且周围可见淋巴结转移；2例间质瘤体积较大，呈类圆

形、膨胀性生长，部分边界欠清，最大截面 6.5mmx7.8mm，密度不均匀，增强不均匀强化，动

脉期病灶内可见杂乱肿瘤血管。(3)肝脏病灶 4例均为多发病灶，均呈类圆形，最大直径为

5.6mm，1例内部密度较低且相对均匀，3例内部密度不均匀，见多发分隔；增强后囊壁呈环状

强化，3例分隔亦明显强化，3例动脉期病灶周围见高灌注区，1例合并肝包膜下积脓。化验

结果致病菌 2例为大肠杆菌、2例为链球菌。结论 胃肠道肿瘤并肝脓肿临床上较少见，肝脏

病变易误诊为转移瘤，从而导致制定错误的治疗方案；CT 检查对该并发病变有较高诊断价

值，强调全腹大范围检查，减少漏诊、误诊，MRI检查对肝脏病灶能提供更多的定性诊断信

息，有利于制定精准的治疗方案；胃肠道肿瘤并发肝脓肿的可能机制：本组胃肠道肿瘤 2例为

结肠癌、2例为高危组间质瘤，体质较差，肿瘤粘膜面较易破溃，而且局部压力增加，胃肠道

致病菌经病灶处小静脉进入门静脉而播散至肝脏从而并发肝脓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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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999 

不典型脊柱感染性病变的影像学表现及鉴别诊断 

 
郭林,王植,苗军 

天津市天津医院 300211 

 

脊柱由于其丰富的血供及没有静脉瓣等解剖特点，发生于脊柱的感染性病变（SID, spinal 

infectious disease）比较常见，该病对患者及家庭的危害极大。但由于抗生素和 NSAID 的广

泛应用，影像学上不典型的脊柱化脓性感染及脊柱结核越来越多，同时随着社会发展乳制品被

大众接受，布氏杆菌性脊柱炎的发病率也逐年上升。SID系列病变（包括化脓性、结核性、布

氏杆菌性及少见菌属导致的脊柱低毒性感染）在影像学上鉴别诊断仍是影像科医生面临的难

题。X光平片仍是 SID首选检查，但是密度分辨率低往往不能做到早期诊断；多排螺旋 CT及

三维重建技术可以发现细微的骨质破坏和小死骨，尤其对于解剖结构复杂的椎体附件、椎小关

节的显示优于 X线和 MRI；MRI则对 SID早期病变最敏感，可以发现尚未出现骨质破坏的患椎

出现骨髓水肿、椎间盘及脊柱韧带的早期感染，由于 MRI软组织分辨力高，可以发现少量的椎

旁脓肿和隐匿的椎管内脓肿。尽管综合应用各种先进影像学检查技术，但是不典型的 SID 仍需

要密切结合病人临床症状和细菌培养或特异性血清检查才能做出准确诊断。本文拟通过数例不

典型的脊柱感染性病变的临床和影像学资料的回顾性分析，提高临床及影像科医师对于脊柱感

染性病变、尤其是不典型表现的 SID的认识，减少临床漏诊、错诊率，达到早期准确诊断、精

准治疗的目的。 

 

 

EP-3000 

脾结节病 

 
于洋,孙传恕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16027 

 

结节病是一种发病机制未明的多系统性慢性非干酪性肉芽肿性疾病，可侵犯人体多种器官，约

90%结节病累及呼吸系统。所报道的胸外结节病约占 10%，其中脾脏约占 50%，淋巴结约占

78%，肝脏约占 68%，心脏 20%，皮肤 16%，骨髓、肾脏 7%以及眼部 6%。脾脏结节病相对较罕

见，大约 1/2的脾脏结节病属于全身系统性结节病的一种表现。约 25%患者有皮损，表现多

样，有丘疹、结节及斑块等表现。本例病变除了累及脾脏，还累及肺实质、肺门、腹膜后淋巴

结、皮肤及脾脏等全身多个部位。脾脏增大是脾脏结节病常见症状之一，本例患者脾脏增大并

发多灶性改变。 

脾结节病 CT上多表现为散在多发，少见孤立性病灶；形态多为类圆形、类椭圆形或结节样；

大部分病灶约 10～20 mm，巨大局灶性结节罕见。病灶平扫为低密度或显示不清，增强扫描表

现为轻中度强化，但低于强化的正常脾实质，从而使病灶显示更清楚。脾脏本身常可见肿大。

其脾外影像学表现可出现肺内实变及纵隔淋巴结的肿大。单纯脾结节病的影像表现应与脾脏转

移瘤、淋巴瘤等相鉴别。 脾脏转移瘤多有原发肿瘤病史，其边界多欠清晰。脾脏淋巴瘤中的

弥漫浸润型和粟粒结节型增强扫描后可有不均匀强化；多发肿块型病灶大小约 2-10cm；巨块

型表现为脾脏巨大占位性病变，增强后肿块呈均匀或不均匀强化，正常脾组织可完全消失或仅

少许残留。 

脾脏结节病的影像学表现缺乏特异性，如 CT表现为脾脏肿大合并多发轻中度强化灶，应考虑

结节病的可能，有必要补充胸部 CT扫描详查。脾结节病确诊的主要方法仍需活检和腹部探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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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001 

脾旁巨大肿物（浆液性腺癌） 

 
于洋,杨超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16027 

 

腹膜浆液性腺癌（peritoneal serous carcinoma PSC) 多由卵巢浆液性腺癌(ovarian serous 

adenocarcinoma OSAC)转移而来，原发于腹膜者极少见，且二者临床表现及影像表现近似，难

以鉴别。因为女性腹膜与女性生殖系统关系密切，女性腹膜特别是盆腔腹膜不仅与女性苗勒管

上皮有共同的胚胎来源，均由体腔上皮及其下间质衍生而来，并且具有向苗勒管上皮及间质分

化的倾向。故当某种因素引起原发性腹膜癌(primary peritoneal carcinoma PPC)时，其组织

结构与女性苗勒管发生的肿瘤一致。 

腹膜癌的影像学改变，无论原发或转移，均可表现为腹膜增厚、腹膜多发结节及肿块以及腹水

征。病灶可分布在腹盆腔各个区域，大小不等，部分病灶可见囊壁钙化或病灶整体钙化。当瘤

结节体积过小时，仅表现为腹膜线样增厚，多位于结肠旁沟、膈下腹膜、盆底腹膜等处。当肿

瘤进展导致粗大的胶原纤维错纵排列，其弥漫的肿瘤细胞“巢”结节弥漫聚集时，增厚的腹膜

表现为“污垢”状或“饼状”网膜改变。MRI常规扫描时增厚的腹膜在 T1WI上呈低信号，

T2WI呈稍高信号；T1WI抑脂序列及 DWI序列有利于显示肿瘤形态。增强扫描时肿瘤呈明显强

化。腹水是其最常见的征象，且积液有助于衬托显示出腹膜上的瘤结节。肿瘤还可侵犯肠管造

成肠壁增厚变形，甚至引发肠梗阻。还可累及肝脏和脾脏等实质脏器。 

 

 

 

 
EP-3002 

肾上腺节细胞神经瘤 

 
杨超,于洋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16023 

 

节细胞神经瘤又称神经节细胞瘤(Ganglioneuroma GN)是一种分化成熟的良性肿瘤。最多见于

后纵隔，其次为腹膜后及颈部。因肾上腺髓质起源于原始神经嵴交感神经胚细胞，所以肾上腺

亦可以发生 GN，但相对少见。该病可发生于所有年龄段．以 10-40岁多见，无男女性别差

异，多无明显临床症状，通常为体检或偶然发现。肿瘤较大时，患者可有腹部不适等症状，可

触及包块。GN一般无分泌功能，少数可分泌儿茶酚胺出现高血压、腹泻、出汗等症状。 

肾上腺 GN的影像学表现：形态通常表现为肾上腺区圆形、卵圆形或不规则肿块，多单发，边

界清晰锐利，有包膜，与周围组织分界清楚。由于早期症状多不明显，发现时病灶多大于

5cm。且由于瘤体质地较软，肿瘤较大时多沿血管周围间隙呈嵌入铸型生长，称为“伪足

征”，并可压迫或包绕邻近血管，但血管腔不会出现受侵闭塞。肾上腺 GN在 CT上的密度和

MRI上的信号改变是由其组织学成分决定的，其主要含有大量的黏液基质和一些雪旺氏细胞、

神经节细胞构成，所以在 CT平扫上呈均质低密度，在 T2WI 上呈高信号，常误诊为囊肿性病

变。其密度及信号高低与肿瘤黏液基质含量多少呈正比。当肿瘤较大时多合并囊变或脂肪变，

但出血、坏死少见。部分肿瘤可出现钙化，有文献报道约占 24%-40%，表现为细小点状、分散

样的钙化，边缘清晰。肿瘤增强扫描呈早期无强化或轻度强化，延迟后逐渐增强的表现，动态

CT增强时间-密度曲线表现为持续缓慢上升型。GN的一个 MRI特征性表现是呈线样相互交错的

“涡漩征”，考虑为黏液基质与相互交错的雪旺细胞及胶原纤维束区域之间信号强度不同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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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003 

脐尿管囊肿合并感染 

 
于洋,杨超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16027 

 

脐尿管属于腹膜外结构，是胚胎早期的排泄气管尿囊退化形成的索条状物，是连接脐和膀胱顶

部之间的管道，位于腹横筋膜与腹膜之间的疏松结缔组织内，即 Retzius间隙。在胎儿时期胎

儿的尿液由膀胱经脐排出。脐尿管一般出生前萎缩、完全闭塞、纤维化而形成脐中韧带。胎儿

出生后如果脐尿管未闭，根据未闭的部位和程度不同常按 Fox分型：①脐尿管窦道；②脐尿管

憩室；③脐尿管瘘；④脐尿管囊肿。 

脐尿管囊肿的影像学特点主要是病变位于脐与膀胱之间，腹中线或略偏一侧，紧贴前腹壁后方,

沿脐尿管呈长条状分布，长径一般大于横径。囊肿多为囊性包块，中央水样或稍高密度，囊壁

光滑完整，壁厚薄不等，增强无强化。若囊肿合并感染，可伴有脓肿形成，包块可呈多房性，

囊液密度增高，囊壁可明显增厚并明显强化，但内壁光滑。部分囊肿较大时可压迫膀胱顶壁。 

脐尿管囊肿合并感染除需要与脐尿管癌鉴别外，还应与其它部位感染鉴别。阑尾周围脓肿：其

具有急性阑尾炎的临床症状，疼痛部位及病变部位均与脐尿管囊肿合并感染不符。腹腔脓肿：

多为周围脏器感染继发改变，或有手术、脏器破裂史。可包裹粘连肠管、腹膜，但一般范围较

为局限，病灶横径大于长径，多有腹腔积液。 

 

 

 

EP-3004 

全身广泛的骨质破坏 

 
杨超,于洋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16023 

 

浆细胞骨髓瘤和淋巴浆细胞性淋巴瘤 (1ymphopla-smacytic lymphoma，LPL)归属于成熟 B细

胞淋巴瘤。其中浆细胞骨髓瘤又称多发性骨髓瘤(multiple myeloma，MM)，是原发于骨髓内单

克隆浆细胞异常增生所致的恶性肿瘤，约占原发性骨肿瘤的 9.63％ ，约占恶性骨肿瘤的

17.64％。MM多见于 40岁以上中老年人，男性患者多于女性。本病可发生于多处骨骼，每一

处骨骼可呈多发病灶，以富含红骨髓部位的中轴骨及四肢近侧长骨多见，如脊柱、肋骨、颅骨

及骨盆等。临床主要表现为骨痛、贫血、病理性骨折、血钙升高和尿中出现本-周蛋白等。LPL

临床少见，发病率不到非霍奇金淋巴瘤的 5%，多见于老年人，男性稍多，是由小 B淋巴细

胞、浆细胞样淋巴细胞和浆细胞组成的低度恶性肿瘤，通常累及骨髓、淋巴结和脾脏。大多数

病例血清蛋白电泳区出现 M峰或伴有华氏巨球蛋白血症(Waldenstrom Macroglobulinemia，

WM)。 

MM的 CT表现早期主要为弥漫性的骨质疏松，密度减低；进展期呈溶骨性骨质破坏，骨皮质菲

薄，髓腔内见多发囊状骨破坏区，骨小梁结构消失。其典型征象为颅骨的多发穿凿样骨质破

坏。而发生于脊柱处主要表现为多椎体及附件受累的弥漫性骨破坏。另外、肋骨及脊柱常可出

现病理性骨折。MM常可合并髓外浸润，表现为受侵犯故周围的软组织肿块影，常发生于肋骨

及胸骨。MRI检查：病灶在 T1WI上表现为在骨髓脂肪高信号的衬托下呈边界清楚的低信号，

而 T2抑脂序列病灶呈高信号。LPL骨髓浸润时造成的骨质破坏范围较为局限，罕有多发部位

骨破坏。大约 15%-20%的病例可发生结外浸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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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005 

MRI 在剖宫产术后子宫瘢痕妊娠的诊断及治疗中的价值 

 
马莹

1
,王丽红

1
,罗琳

1,2
 

1.内蒙古科技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内蒙古北方重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医院 

2.包头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 MRI检查在剖宫产术后子宫瘢痕妊娠(CSP)的诊断及治疗中的价值  方法  回顾

性分析 56例经手术和病理证实为瘢痕妊娠患者的临床资料、病理及 MRI影像特征。  结

果  56例均可见孕囊位于子宫下段前壁瘢痕处。21例为内生型（Ⅰ型），其中囊性包块 8

例，混合性包块 13例；35 例为外生型（Ⅱ型），其中囊性包块 9例，混合性包块 26例。56

例患者中，8例行甲氨蝶呤治疗后 B超引导下清宫术，其 MRI均为Ⅰ型且孕龄<8周；32 例行

子宫动脉栓塞后 B超引导下清宫术；16例行腹腔镜或开腹子宫局部切开取胚术，其 MRI检查

均为Ⅱ型，瘢痕菲薄、显示不清，且膀胱受压、后壁模糊。  结论  CPS的 MRI表现具有一

定的特征性，其 MRI分型对于临床治疗方案的选择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EP-3006 

多排螺旋 CT 对脓毒性肺栓塞的诊断价值 

 
窦勇

1
,杨州

2
 

1.山西省心血管病医院 

2.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目的 通过对脓毒性肺栓塞 CT征象的分析，以提高对本病的认识和 CT对本病的诊断准确率。 

方法 收集 2015年 1月至 2017年 1月在我院行胸部 CT扫描的 9例感染性心内膜炎致脓毒性肺

栓塞的患者资料，分析 CT图像上病灶的数目、位置、大小、形态、密度及边缘等征象，总结

脓毒性肺栓塞的 CT表现特点。 结果 9例脓毒性肺栓塞患者共检出肺部病灶 26个，其中结节

灶 9个，结节伴空洞 5个，实变阴影 6个、浸润阴影 6个，此外，还检出胸腔积液 11例，纵

膈淋巴结肿大 5例。多数病灶分布于肺的外周部。结节影边界清楚，边缘无毛刺。空洞壁厚薄

不均匀。实变影位于胸膜下，多数呈楔形。浸润阴影边缘模糊。9例患者中 5例行胸部 CT增

强扫描，均发现“滋养血管”征。 结论 脓毒性肺栓塞的 CT表现缺乏特征性，位于肺外周部

的多发结节伴空洞、实变影及“滋养血管”征有助于本病的诊断。 

 

 

  
EP-3007 

克罗恩病患者脑功能网络中心度改变的初步研究 

 
叶印泉,江菲,龚良庚,肖新兰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30006 

 

目的  研究克罗恩病（Crohn’s disease，CD）患者静息态功能磁共振的脑网络节点功能连

接属性的变化特点及意义。方法:采集 20例 CD患者和 20例正健康对照者(HC)的静息态功能磁

共振数据,采用度中心度(DC)分析方法分析所得数据,计算全脑 DC值图,通过两样本 t检验比较

CD组与 HC组 DC值分布图的差异。结果:与 HC相比,CD患者右侧颞上回、右侧颞中回、右侧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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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回、右侧梭状回、右侧额下回、右侧额中回、右侧壳核 DC值减低；CD患者与 HC相比,左侧

楔叶、左侧枕上回、左侧枕中回、左侧中央旁小叶、左侧楔前叶 DC值升高。 结论 CD 患者脑

功能网络连接属性上存在改变,表现为多个脑区度中心性功能连接减低或增高,静息态功能磁共

振基于体素的度中心度功能连接分析方法为探索 CD患者的潜在发病机制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

方法。 

  

 

 

EP-3008 

Investigation of protective effects of hydration and 

atorvastatin against contrast- induced kidney injury 

in DN rabbits using DTI MRI 

 
张鑫,任克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0001 

 

Purpose: To investigate the protective effects of hydration and atrovastatin 

against contrast- induced kidney injury using (DTI) MRI. 

Materials and methods: 63 male New Zealand rabbits of induced diabetic nephropathy 

were divided into four groups.Iodixanol 320 was administrated to all the four 

groups. Hydration, atrovastatin and combined utilization were given to the three 

experimental groups respectively. DTI MRI was performed. 

Results: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FA values between the combination 

group and other two group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was observed 

between FA and AQP1 expression（r=0.79）. 

Conclusion: Both hydration and atrovastatin have protective effects against 

contrast-induced kidney injury in a DN rabbit model. The combination of them makes 

better effect. DTI MRI may be useful to detect the changes of contrast induced 

kidney injury and the protective effect of treatments. 

  

  

 

 
EP-3009 

结核性脑膜炎的 CT、MRI 检查对照分析 

 
唐光孝 

重庆市公共卫生医疗救治中心 400036 

 

目的：分析在临床患有结核性脑膜炎患者的临床诊断当中，患者接受 CT诊断与 MRI诊断的具

体效果。方法：选择我院在 2016年 1-6月收治的 45例患有结核性脑膜炎的患者为主要对象，

所有患者都需要分别接受 CT与 MRI扫描诊断，对两种方法的具体扫描敏感度进行对比观察。

结果：患者接受 MRI扫描后的敏感度要稍高于 CT扫描的敏感度，两种方法的具体数据对比后

存在显著差异（P＜0.05）。结论：在结核性脑膜炎患者的临床诊断中，患者接受两种方法的

诊断效果均较好，但是 MRI 的敏感度要更高一些，医生需要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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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010 

CT 及 MRI 在腰椎间盘突出症诊断中的应用比较讨论 

 
唐光孝 

重庆市公共卫生医疗救治中心 400036 

 

目的：分析在患有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患者具体诊断当中，患者分别接受 CT与 MRI诊断的具体

效果。方法：选择我院在 2016年 5月至 2017年 3月时间段内收治的 60例腰椎间盘突出症患

者为主要对象，所有患者都分别接受 CT与 MRI扫描，对比患者接受这两种不同方法诊断后的

检出情况。结果：患者接受 MRI扫描后的病情检出例数要多于 CT诊断，两种方法的相关数据

在接受对比后存在明显意义（P＜0.05）。结论：在临床患有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临床诊断

当中，CT与 MRI都是较为有效的诊断方式，但是 MRI的检出率相对更高一些，所以，医生可

以在实际应用中进行科学选择。 

  

 

 

EP-3011 

磁共振动态增强扫描评估经导管肝动脉化疗栓塞术结合放射

粒子植入术治疗肝细胞癌疗效的价值 

 
威晋 

福建医科大附属协和医院 350001 

 

目的: 评价 3．0T磁共振 VIBE序列动态增强在判断肝细胞癌经导管肝动脉化疗栓塞术结合放

射粒子植入术治疗后肿瘤坏死、残存及发现肝内新病灶的价值。 

材料与方法：选择我院 48例经 TACE及粒子植入治疗后的 HCC患者，于治疗后 1～2个月内行

MR检查，MR检查后 2～5天内行 DSA检查。观察动态增强扫描各时相病灶的 MR征象和时间一

信号强度曲线，判断原发病灶有无肿瘤残存及有无新病灶，并与 DSA相对照。 

结果：48例病例共 63个原发病灶，40个病灶 MR 3D动态增强扫描及 DSA均显示有肿瘤残存，

20个病灶无肿瘤残存，诊断符合率为 95．24％(60／63)。19例患者 MR 3D动态增强扫描及

DSA均显示有新病灶，27例未发现新病灶，诊断符合率为 95．83％(46／48)。3D-VIBE发现

HCC病灶(包括残癌和新病灶)的敏感度为 91．7％，特异度为 100％，准确度为 93．4％。 

结论：3．0T MRI VIBE序列动态增强能清楚显示 HCC经 TACE治疗及粒子植入术后原发病灶肿

瘤残存及新病灶，并可清晰显示病灶供血动脉、引流静脉及肝血管解剖，对于介入治疗后 HCC

疗效疗效评估有显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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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012 

Correlation between computed tomography features and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in HIV-negative patients 

with pulmonary cryptococcosis 

 
Qin Jie,Zheng Mei,Zhu Junying 

the 3r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510150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CT features and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in HIV-negative patients with pulmonary cryptococcosis. 

Methods: Medical records of 16 HIV-negative patients with pulmonary cryptococcosis 

diagnosed at our institution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CT examinations were 

obtained with a multidetector row CT scanner.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7 

patients with nodules or masses without ground-glass opacity (GGO)/consolidation 

type were compared with those of 9 patients with inclusive GGO or consolidation 

type. 

Results: Host status was immunocompromised (81.2%) in most of the patients. 6 

(37.5%) patients were asymptomatic. The most frequent CT findings were one or more 

nodules (87.5%), GGO (42.9%), and consolidations (18.8%). Most lesions were 

located in the lower lobes. The levels of hemoglobin (12.0 [8.9-16.5] vs 8.4 [4.4-

14.9]) and platelets (24.6 [10.2-36.0] vs 8.4 [1.4-30.3])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in patients with inclusive GGO or consolidation type compared with those of 

patients without GGO or consolidation (p= 0.044 and p =0.023, respectively).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sex, age, host status, body mass 

index, symptoms at initial consultation, HbA1c, WBC, lymphocytes, albumin, ESR, 

CRP, and IgG. 

Conclusions: GGO or consolidation was more common in HIV-negative patients with 

cryptococcosis when they suffered from anemia and thrombocytopenia. 

 

 
EP-3013 

High-resolution CT findings of pulmonary infections 

after orthotopic liver transplantation in 453 

patients 

 
Qin Jie,Dong Yunxu,Chen Xiuzhen,Li Chuangfeng 

the 3r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510150 

 

Objectives: 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was to review the high-resolution CT (HRCT) 

findings in patients with pulmonary infection after orthotopic liver 

transplantation (OLT) and to determine distinguishing findings among the various 

types of infection. 

Methods: This study included 453 consecutive liver transplant recipients with 

pulmonary infection, on whom HRCT of the chest was performed within 24 h of the 

beginning of symptoms and for whom proven diagnosis had taken place within 1 we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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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onset of symptoms. Two radiologists analysed the CT images; final decisions 

regarding the findings were reached by consensus. 

Results: Bacterial and viral pneumonia made up the bulk of infections (63.4% and 

29.4%, respectively), followed by fungal infiltrates (24.5%). Large nodules were 

most common in patients with fungal pneumonia, having been seen in 38 (54%) of the 

70 patients with fungal pneumonia, 22 (10%) of 220 with bacterial pneumonia 

(p50.0059) and 6 (8%) of 78 with viral pneumonia (p=0.0011). The halo sign was 

also more frequent in patients with fungal pneumonia, having been seen in 38 (54%) 

of the 70 patients with fungal pneumonia, 17 (8%) of 220 with bacterial pneumonia 

(p=0.0026) and 7 (9%) of 78 with viral pneumonia (p50.0015).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prevalence of the other HRCT patterns 

including air-space consolidation, ground-glass attenuation and small nodules 

among bacterial, viral and fungal infections (all p.0.05). 

Conclusion: The presence of large nodules with the halo sign is most suggestive of 

fungal infection after OLT. Other HRCT patterns are not helpful in distinguishing 

among the various types of infection seen in liver transplant recipients. 

 

 

EP-3014 

鼻窦炎并发症 

 
熊婧彤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16027 

 

鼻窦炎是临床常见疾病，可导致许多并发症，但临床上常常对其并发症认识不足而延误治疗最

佳时机。本研究结合临床实际病例，总结鼻窦炎常见并发症病因、发表机制、临床表现、实验

室检查及影像学特征等，有助于及时对疾病进行诊治。 

 

 
EP-3015 

SIVmac239 感染恒河猴脑 DTI 的改变与 CD4 细胞计数、

CD4/CD8 及 CSF 病毒载量相关性研究 

 
柳娇娇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100069 

 

本研究以 SIVmac239感染恒河猴为研究对象，截取实验过程中感染前 2周、感染后 12周及感

染后 24周恒河猴 T1WI、T2WI、DTI检查结果，并分别对相应节点血浆内 CD4细胞计数、

CD4/CD8比值、脑脊液病毒载量进行测定，纵向研究 SIVmac239 感染恒河猴后 DTI相关参数

MD、FA、AD、RD的改变以及参数的改变与 CD4细胞计数、CD4/CD8比值、脑脊液病毒载量之间

的相关性，以期探索 HIV感染早期所引起脑白质改变的动态变化规律，发现对 HAND有诊断价

值分子影像预警生物标记物，并与 CD4细胞计数、CD4/CD8 比值及脑脊液病毒载量进行相互交

叉印证，从而能从影像学角度快速直观对 HIV相关神经认知损伤做出精确诊断，旨在早期发现

HIV所引起脑内微小病变，实现 HAND的早诊断、早治疗，提高 HIV感染者的生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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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016 

神经源性肺水肿 

 
熊婧彤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16027 

 

肺水肿是临床常见疾病，较常见心源性及非心源性来源，神经源性肺水肿常继发于严重的颅脑

外伤及脑血管病，癫痫持续等致颅内压增高引起，属于非心源性肺水肿之一，可表现为肺泡性

肺水肿“蝶翼征”改变，但由于其发病原因的特殊性常被误诊为其他来源肺水肿。本研究旨在

综述其临床及影像特征，有助于疾病及时诊治。 

 

 

EP-3017 

乙肝背景下少血供不典型小肝细胞癌的 MRI 影像学特点 

 
刘明明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100069 

 

摘要：目的：探讨乙肝背景下少血供不典型小肝细胞癌的临床及 MRI表现特点，以提高少血供

不典型小肝细胞癌的诊断水平。方法：回顾性分析经组织病理证实的 32例少血供不典型小肝

细胞癌的 MRI表现特点，包括 T1WI，T2WI，DWI，三期增强扫描信号特点。结果：32例病例共

检出 32个病灶，均有乙肝病史，其中 30例肝硬化，2例非肝硬化，17个高分化，7个中分

化，8个低分化；含脂结节 8个，有包膜 21个。T1WI：高信号 11个，等信号 8个，低信号 13

个；T2WI：高信号 27个，等信号 4个，低信号 1个；DWI（b值 800s/ mm
2
）高信号 21个，等

信号 9个，低信号 2个；三期动态增强扫描有 6种表现：（1）病灶在增强扫描表现三期持续

环状强化，病灶内信号始终低于肝实质，8个；（2）增强扫描动脉期病灶内斑点状强化或边

缘出现附壁结节强化，门脉期及延迟期信号迅速减低并低于肝实质，6个；（3）增强扫描动

脉期病灶内斑点状强化或边缘附壁结节强化，门脉期信号值进一步增高但低于周围肝实质，延

迟期呈低信号，7个；（4）动脉期无强化，门脉期信号值高于动脉期但低于周围肝实质，延

迟期呈低信号改变，4个；（5）增强扫描动脉期强化不明显，门脉期病灶内出现斑点状强化

但信号值仍低于周围肝实质，延迟期病灶内可见斑点状高信号改变，4个；（6）动脉期轻度

或斑点状强化，门脉期信号值高于动脉期等于周围肝实质，延迟期呈等信号改变，3个。结

论：乙肝背景下少血供小肝细胞癌 MRI不表现“快进快出”典型特征，结合 MRI多序列扫描信

号特点，分析其血供特点、脂肪含量、包膜等特征表现，结合病史、AFP 检查，可作出准确诊

断。  

  

 

 
EP-3018 

霉菌性食管炎致食管破裂一例 

 
李叶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患者，女，69岁，因间断性腹痛 7年，加重伴前胸后背痛、呕吐 1天入院。7年前因腹部疼痛

曾就诊于我院，胃镜检查显示胃溃疡、十二指肠球部溃疡，给予抑酸、补液治疗后好转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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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间断上腹灼痛，可因饥饿诱发，可自行缓解。查体：上腹部正中压痛明显，无反跳痛及肌紧

张，全腹未触及包块， Murphy's 征阴性。辅助检查：入院前 1天肺动脉 CTA示：食管下段可

疑增厚，近食管裂孔水平管壁斑片样强化；入院后第 1日行冠状动脉 CTA示：食管下段管壁厚

约 0.7cm，轻至中度强化；入院后第 6日行全腹 CT显示：食管中下段增粗，管壁环样增厚、

约 1.2cm；入院后第 8日行胃镜显示：食管黏膜散在白色、乳黄色斑点样物，可互相融台，注

水不易冲去，真菌涂片：发现真菌菌丝及孢子，补充临床诊断：霉菌性食管炎，给予伏立康唑

治疗 4天后，进食较前明显好转，疼痛明显减轻；继续对症治疗 6日后患者出院。出院后第 6

日，患者因突发高热、剧烈胸腹痛急诊入院，行胸腹部 CT检查示纵隔脂肪间隙浑浊、大量积

液并积气，食管明显增粗，局部连续性中断，临床诊断：食管破裂，伴纵隔脓肿。再次入院后

第 3日，患者因纵隔感染合并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 

讨论：霉菌是条件致病菌，健康人体内的霉菌不致病，但在大量应用广谱抗生素、激素、抗肿

瘤药物或免疫功能低下及年老体弱者则容易继发霉菌感染。霉菌性食管炎系白色念珠菌等侵入

食管黏膜引起的一种伪膜性炎症，伪膜中有纤维蛋白、坏死组织和真菌的菌丝体，而滥用抗菌

素是食管霉菌感染的主要原因，本病例患者为老年女性，既往存在长期应用抗菌药物史，符合

霉菌致病条件。多数症状性霉菌性食管炎经抗真菌治疗可收到满意疗效。辅助检查显示本例患

者霉菌性食管炎逐渐加重，但经抗真菌治疗后病情得到一过性控制，出院后病情反复，最终导

致食管破裂、死亡，实属罕见。本病例显示对于有症状的中重度霉菌性食管炎需要定期复查，

特别是对于伴有其它慢性疾病的老年患者。 

 

 

 
EP-3019 

早发型先天性骨梅毒的影像学表现（附 3 例报告） 

 
孙博,田军 

山东省医学影像学研究所 250021 

 

目的  探讨及总结早发型先天性骨梅毒影像学表现及鉴别诊断，以提高对该病的诊断准确

性。 方法  经临床证实的早发型先天性骨梅毒 3例，结合文献对其临床表现及影像学表现进

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3 例患者中病理性骨折 1例，骨膜炎 2例，骨髓炎 1例，干骺端炎 3

例，新生儿肺炎 1例。早发型先天性骨梅毒 X线表现为：1）干骺端炎：先期钙化带增宽且其

下可见横行透亮带；2）骨膜炎：多为对称性的骨膜增生；3）骨髓炎；4）病理性骨折。应与

佝偻病、骨结核、急性骨髓炎等鉴别诊断。 结论  掌握影像学表现及鉴别诊断，有助于早发

型先天性骨梅毒的早期诊断、早期治疗。 

  

 

 

EP-3020 

布鲁氏菌病系统影像学表现 

 
王艳,杨秀梅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六人民医院 830013 

 

摘要：布鲁氏杆菌对人类危害极大，人体感染后可随血液系统到达任何脏器及组织。所引起的

临床症状及病理组织学改变不具有诊断特异性，相关血清学（SAT/RBPT）检测具有诊断意义，

但易于忽略。现今影像设备广泛应用于临床疾病诊断，因而本文回顾性整理国内外近些年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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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于布鲁氏菌病影像学资料，进行系统归纳总结其影像特点，包含骨关节、泌尿生殖、神

经、呼吸、循环及消化系统，期望有助于提高对布鲁氏菌病的认识。 

  

 

 
EP-3021 

AIDS 合并口腔颌面部伯基特淋巴瘤两例 

 
王艳,马安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六人民医院 830013 

 

摘要：HIV特异攻击辅助性 T淋巴细胞，造成免疫系统功能进行性破坏，导致各种机会性感染

和相关肿瘤发生。AIDS患者非霍奇金淋巴瘤（NHL）发病率为普通人群的 200~600倍，其中

70%一 90%为高度恶性弥漫大细胞或伯基特淋巴瘤
［2］

。本文就我院近两年收集的 AIDS合并伯基

特淋巴瘤的病例进行报道。 

  

 

 
EP-3022 

影像三维重建分析膝骨关节炎及全膝关节置换的接触应力 

 
孙君,李宏军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100069 

 

膝骨关节炎（Knee osteoarthritis，KOA）是最常见的骨关节炎
[1]
，重度 KOA导致慢性残疾，

对患者造成极大负面影响
[2]
。在中国 50岁以上的人群中，KOA在男性中的发病率为 20.4%，在

女性中的发病率为 20.3%
[3]
。全膝关节置换是治疗严重膝关节疾病的有效方法之一

[4]
。全膝关

节置换术后，膝关节的功能普遍会提高，但只有 85%的患者对手术的结果满意
[5]
。全膝关节置

换术后假体接触表面的应力变化可能增加磨损及松动的风险
[6]
，手术后的生物力学因素会影响

假体的使用寿命，所以关节应力分析非常重要。本研究的目的是分析全膝关节置换前后 KOA患

者膝关节内的应力分布变化情况。 

根据 4例 KOA患者的 CT和 MR图像，重建 3D模型，将膝关节假体三维模型，按照每个患者手

术的真实过程植入该患者术前的膝关节三维有限元模型中。在 ABAQUS v6.13-4软件进行有限

元模型装配并网格化，并根据实验结果设置载荷和边界条件，分析关节内应力分布特性。所有

的材料都假定为各项同性、均一性、线性的材料，为了方便分析接触应力
[7]
。 

对于 KOA患者，膝关节内侧胫骨软骨上的最大 von Mises应力为 1.44±0.28 MPa，外侧胫骨

软骨上的最大 von Mises应力为 0.10±0.13 MPa；正常受试者的膝关节内侧胫骨软骨上的最

大 von Mises应力为 1.82±1.10 MPa，外侧胫骨软骨上的最大 von Mises应力为 0.87±1.02 

MPa。 

KOA患者进行全膝关节置换后 2个月和 6个月时，内侧聚乙烯假体上的最大 von Mises应力为

12.11±2.60 MPa，外侧胫骨聚乙烯假体上的最大 von Mises 应力为 11.05±9.19 MPa。 

KOA患者进行全膝关节置换后，关节应力分布逐渐趋向于正常人的模式，随着术后时间延长，

全膝关节置换的膝关节内生物力学因素也随之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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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023 

腹部 CT 能谱扫描与常规扫描辐射剂量和图像质量的对比研究 

 
聂芳,顾芳燕,徐秋贞,居胜红,滕皋军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210009 

 

目的：探讨腹部 CT能谱扫描模式与常规 120kVp扫描模式的辐射剂量和图像质量的关系。方

法：37例患者，年龄 36-77 岁，体质量指数 18.34-31.74 kg/m
2
，采用宝石能谱 CT（GE 

Discovery CT 750HD）进行上腹部平扫及增强 CT扫描，平扫采用 GSI assist调控能谱扫描模

式（80和 140kVp快速切换， NI=11.00，40%ASiR），门脉期采用固定电流能谱扫描模式（80

和 140kVp快速切换，375mA，40%ASiR），延迟期采用常规扫描模式（120kVp，NI=11.00，

40%ASiR）。记录三种扫描模式的辐射剂量。分别测量 70keV 单能量能谱扫描图像及 120kVp常

规扫描图像上三个不同平面竖脊肌和皮下脂肪区 CT值的标准差（SD）作为图像噪声。采用配

对 t检验比较常规扫描和能谱扫描的辐射剂量和图像噪声.结果：平扫、门脉期和延迟期肌肉

的图像噪声分别为（13.49±3.03）HU、（14.52±4.19）HU、（19.45±4.35）HU，脂肪的图

像噪声分别为（12.75±3.37）HU、（13.49±3.58）HU、（17.13±4.40）HU，门脉期与延迟

期的肌肉、脂肪图像噪声均有统计学差异，前者较后者图像噪声约减少 25%（肌肉）和 21%

（脂肪）；平扫与延迟期的肌肉、脂肪图像噪声均有统计学差异，前者较后者图像噪声约减少

31%（肌肉）和 26%（脂肪）。平扫、门脉期和延迟期的 CT容积剂量指数（CTDIvol）分别为

（12.61±2.33）mGy、（10.76±0.00） mGy、（12.11±1.66） mGy，门脉期较延迟期的

CTDIvol约减少 11%；平扫较延迟期的 CTDIvol略增加 4%。结论：通过选择合适的参数，腹部 CT

能谱扫描与常规扫描的辐射剂量相当，而能谱扫描图像质量明显优于常规扫描，可在临床中常

规应用。 

 

 
EP-3024 

疑似 HIV 感染 9 岁患儿肺部影像学分析 1 例 

 
吴先胜

1
,乔中伟

2
,杨奇芳

1
 

1.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厦门分院（厦门市儿童医院） 

2.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目的：结合国内文献报道的影像学资料，认识儿童 HIV阳性感染肺炎 X线及 CT表现特征，有

助于进一步提高对该病的诊断水平。方法：使用飞利浦高清数字化影像摄影系统(DR)儿童低剂

量胸部摄影；飞利浦 128排螺旋 CT行胸部 CT检查。结果：9岁患儿为抱养儿，养父母无相关

病史，系母婴传播，反复发热 1年，HIV初筛阳性；血常规 PLT44×109/L，免疫功能 CD4+T细

胞明显降低，CD8+T细胞明显升高。血培养提示有革兰氏阴性菌。X线平片示肺炎，伴多发亚

节段性实变不张可能；CT示两肺多发渗出、实变影伴多发小结节影及间质性改变；考虑特殊

感染可能，其它待排。结论：通过该病例的影像学表现，结合文献报道的临床资料，肺部病变

常累及双侧肺叶，病变进展较快，同一病人短期内复查可见肺部病变发展较快，肺部影像表现

为双肺出现不列程度的间质改变（肺纹理增多、模糊，呈网格状影）并在此基础上合并磨玻璃

样改变、斑片状、片状及小粟粒结节阴影；患儿纵膈淋巴结轻、中度肿大，淋巴结融合、坏死

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影像学检查对该病可提供重要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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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025 

联合影像特征及乳酸脱氢酶对艾滋病合并 

肺部感染的诊断研究 

 
陈彦孜,戴卓志,关计添,林桂森,庄彩玉,吴仁华 

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515041 

 

目的：探讨艾滋病合并肺部感染的影像学表现，研究其影像学特征与乳酸脱氢酶（LDH）之间

的相关性。 

方法：回顾性分析 16例艾滋病合并肺部感染患者的临床资料。对胸部 X线、CT表现、血清

LDH进行分析，并探讨其相关性。 

结果：在 16例患者中，其中诊断为肺孢子菌肺炎（PCP）：8例，诊断为社区获得性肺炎

（CAP）：8例。患者 LDH水平为 121-526U/L，胸部 X 线及 CT 表现为双肺弥漫磨玻璃样改变

为主 5 例、双肺索条状及网状影为主 7 例，肺段分布斑片状磨玻璃样改变为主 4例。经分

析，发现 PCP组患者胸部 X线及 CT表现为双肺弥漫磨玻璃样改变为主 5 例(5/5), 双肺索条

状及网状影为主 3 例(3/7)， PCP组 LDH水平明显高于 CAP组 LDH（P＜0.05），而且胸部影

像表现双肺弥漫磨玻璃样改变为主患者 LDH明显高于双肺索条状及网状影为主（P＜0.05）；

而 CAP组患者胸部 X线及 CT表现为双肺索条状及网状影为主 4 例(4/7)，肺段分布斑片状磨

玻璃样改变为主 4例（4/4）。 

结论：艾滋病合并肺部感染患者胸部最典型的影像表现包括：双肺弥漫玻璃样改变、双肺索条

状及网状影和肺段分布斑片状磨玻璃样改变。艾滋病合并 PCP患者的 LDH明显较 CAP患者增

高，且胸部影像表现双肺弥漫磨玻璃样改变为主具有一定特异性。联合影像特征及乳酸脱氢酶

对艾滋病合并 PCP诊断有一定指导意义。 

  

 

 
EP-3026 

结核性腹膜炎的 CT 表现及鉴别 

 
乔英,王金凤,张丽,田晓娟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030001 

 

目的：探讨结核性腹膜炎的 CT表现，提高对结核性腹膜炎的诊断及鉴别水平。方法：收集本

院 2011年 1月~2017年 8月结核性腹膜炎病变 42例，均经手术、腹水病理及临床综合诊断证

实，均有完整平扫及多期增强 CT检查资料，以病理及最终治疗结果为标准，对其进行回顾性

分析观察。对照组为随机选取转移瘤性腹水（恶性腹水）50例，均经手术病理证实。检查设

备：GE公司 64排 Light Speed VCT，管电压 120KV，管电流自动毫安秒（10~620mAS），螺距

0.984:1，重建层厚 5mm，扫描原始数据重建层厚 0.625mm，并输入 AW工作站内进行多平面及

三维重建观察。图像由两名 10年以上工作经验进行观察分析，不一致时取协调一致结果。结

果：1、结核性腹膜炎与恶性腹水，在大网膜、壁腹膜、盆底腹膜、肠系膜及肠壁延迟增强表

现有区别，其表现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2、结核性腹膜炎主要表现为大网膜呈网格

状增厚；壁腹膜呈均匀线状增厚延迟强化；盆底腹膜多可见均匀线状增厚且延迟强化；肠系膜

沿血管走行区可见索条状密度增高影，并多可见小淋巴结影；小肠壁多可见延迟期增厚及强

化。3、恶性腹水主要表现为大网膜斑片状及结节状增厚、密度增高；壁腹膜可见壁结节，线

状均匀增厚及强化少见；盆底腹膜多不见线状均匀增厚及强化；肠系膜沿血管走行区条状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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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高影少见，部分可见较大淋巴结影；肠壁无延迟均匀强化表现。结论：结核性腹膜炎 CT表

现有一定特点，其与恶性腹水在腹膜及腹膜结构上的表现有区别，据此可将二者进行鉴别。 

  

 

 
EP-3027 

磁共振动态对比增强成像在成人脑肿瘤诊断中的应用研究 

 
李晓平

1
,徐成

2
 

1.山西医科大学 

2.山西省人民医院 

 

目的利用磁共振动态对比增强成像技术(DCE-MRI)，对 5 种脑肿瘤进行诊断及鉴别诊断。方法

对 33例脑肿瘤(4例 LGG，13例 HGG，5例 PCNSL，6例脑转移瘤，5例脑膜瘤)行常规及 DCE-

MRI扫描。分别测定各肿瘤的瘤实质区及周边水肿区灌注参数(距肿瘤实质强化区 2cm以内)，

记录为 t-K
trans

值、t-Ve值、t-Vp值、t-Kep值及 p-K
trans

值、p-Ve值、p-Vp值、p-Kep 值，各

组间数据行独立样本 T检验，以 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从而确定 DCE-MRI的灌注参

数的对不同脑肿瘤的诊断及鉴别诊断的效能，并采用受试者工作特性曲线来描述其灵敏度和特

异性。结果与其他肿瘤类型相比，LGG显示较低的 t-K
trans

值(P＜0.01，敏感性=88%，特异性

=100%)和低 t-Ve值(P＜0.01，敏感性=96%，特异性=100%)；PCNSL显示较高的 t-Ve值(P小于

0.01，敏感性=100%，特异性=88%)，但其他的灌注参数与肿瘤重叠较明显。HGG与 LGG 相比，

t-K
trans

值、t-Ve值及 t-Kep 值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HGG与 PCNSL相比，t-Ve值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HGG与转移瘤相比，p-Ve值、p-Kep值有统计学差异；而 HGG与脑膜瘤相比，所有灌

注参数均无统计学差异。LGG 与 PCNSL相比，p-K
trans

值、t-Ve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LGG与转

移瘤相比，t-K
trans

值、t-Ve 值、t-Kep值、p-Ve值及 p-Kep值均有统计学差异；LGG与脑膜瘤

相比，t-K
trans

值、t-Ve值有统计学差异。（4）PCNSL、脑膜瘤及转移瘤各灌注参数间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结论动态对比度增强成像技术(DCE-MRI)可以对中枢神经胶质瘤(LGG&HGG)、原

发性中枢神经系统淋巴瘤(PCNSL)、脑转移瘤和脑膜瘤进行较准确诊断及鉴别诊断。 

 

 
EP-3028 

MRI DWIBS evaluation of SPIO labeling dendritic cells 

curative effect  on the treatment of rabbit VX2 liver 

cancer 

 
Cao Xinshan 

Bi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Hospital， 256603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MRI DWIBS imaging of the liver after magnetic labeled 

dendritic Cell Vaccine for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Methods.Use GM-CSF and IL-4 

induced differentiation of DC to gain dendritic Cell Vaccine. Magnetic labeled 

dendritic Cell Vaccine.Produce rabbit VX2 liver cancer model, Inject magnetic 

labeled dendritic Cell Vaccine,The electrical microscopy proved DC Vaccine in vivo 

distribution.To observe the changes in tunlor volume,shape by MRI DWIBS at 

different times. Results. ⑴ DC Vaccine in vivo distribution  After 

administration of dendritic Cell Vaccine,many blue iron deposits were observed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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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patocyte of  liver tissue while only in few kupffer cells. ⑵ MRI imaging of 

the liver tumour,There was a marked decrease in liver signal intensity on all 

post-contrast T2-weighted images，Tumour-liver contrast on GRE-T2W1 was best. 

⑶Cell apoptosis for hepatic VX2 tumors after administration of dendritic Cell 

Vaccine at different times. On the 7st day,14th day, The apoptotic index of the 

therapy groups and control group were compared，P＜0.05.⑷ The ratio of ADC values 

hepatic VX2 tumors after administration of dendritic Cell Vaccine at different 

times. On the 7st day,14th day, The ratio of ADC values for therapy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were compared，P＜0.05. Conclusions. Dendritic Cell Vaccine by SPIO 

i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can inhibit the growth of human HCC in vitro. MRI 

DWIBS imaging technology provides an important morphological information for 

Immune gene therapy of primary liver cancer . 

  

 

 
EP-3029 

卵巢子宫内膜样腺癌的影像表现与病理对照分析 

 
王晋君,郭兴华,吴磊 

运城市中心医院（原：运城地区人民医院） 044000 

 

[目的]：观察成年女性卵巢子宫内膜样腺癌（OEC）的 MRI表现与病理结果，提高 MRI 对该疾

病的术前诊断符合率。 

[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 11例经手术病理证实的卵巢子宫内膜样腺癌的 MRI平扫、动态增强

及 DWI资料，与术后病理结果对照分析，记录各影像特征。 

[结果]：11例卵巢子宫内膜样腺癌病人平均发病年龄为 51.2岁，双侧发病 3例(27.3％，

3/11)，单侧发病 8例(72.7％，8/11)，共发现病灶 14枚。 

MR表现：病灶多呈圆形或卵圆形病灶，其中囊实性肿块 11枚(78.6％，11/14)病灶均表现

为，实性肿块 3例(21.4％，3/14)，增强扫描后囊实性病灶整体囊壁强化，合并壁结节 8例

(57.1％，8/14)，囊腔内未见强化征象；实性病变整体呈中到重度强化。 

14枚病灶合并出血 3例(21.4％，3/14)，合并子宫内膜癌 3例(21.4％，3/14)，合并巧克力

囊肿 2例(14.3％，2/14)，合并子宫腺肌症 5例(35.7％，5/14)，合并盆腔积液 8例(57.1

％，8/14)，合并淋巴结转移 3例(21.4％，3/14)，远处转移 1例(7.1％，1/14)。 

MR信号特征：囊实性病灶囊液 T1WI呈均匀等或高信号者 12例(85.7％，12/14)，T2WI 呈均匀

高信号者 12例(85.7％，12/14)，DWI呈低信号者 8例(57.1％，8/14)。实性成分 T1WI均呈

等信号 2个(14.3％，2/14)，病灶 T2WI呈不均匀高信号，3个(21.4％，3/14)。 

病理表现：囊实性病灶，囊内可见大量巧克力样液体，同时合并有壁结节，陈旧性出血为主是

T1WI信号等信号或稍高信号的主要原因。 

出现卵圆形病灶、囊性为主伴壁结节、囊液 T1WI呈均匀等或高信号时，诊断 OEC的准确率为

91.4％。 

 [结论]：：OEC的 MRI表现有一定特征性，结合 DWI有助于 OEC的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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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030 

炎性肠病 MR 小肠成像 

 
谢海柱,毛宁 

山东省烟台毓璜顶医院 264000 

 

目的：由克罗恩病（CD）和溃疡性结肠炎（UC）是特发性炎性肠病的两种主要类型。通过该类

疾病的 MR小肠成像研究，提高对本病的认识和诊断水平。 

方法：收集克罗恩病（CD）和溃疡性结肠炎（UC）进行 MR小肠成像，并总结其成像特点。 

结果：CD为透壁性慢性炎症性疾病，可以节段性地累及消化道任意部位。UC是一种累及粘膜

及粘膜下炎症性疾病，一般是先累及直肠，而且可能会呈连续性蔓延。对于治疗 CD和 UC患

者，临床上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赖准确的诊断及评估疾病分期。MR小肠成像联合内镜和病理学

分析可以更加准确诊断和临床管理大部分患者。内镜探测炎性肠病早期粘膜病灶有较高敏感性

同时可行病理组织采样。MR 小肠成像能够洞察更多胃肠道粘膜下的病理改变及可观察到内镜

无法达到的深部小肠。CD是可以分类为急性炎症、瘘管和穿孔、纤维狭窄以及修复和再生阶

段的疾病。尽管 CD有渐进式的病程，各阶段间没有很明显的界限，而且不同阶段可以同时出

现。UC内镜下及 MR小肠成像的特征可大致分为两个类型：急性期和亚急性-慢性期。 

结论：理解性肠病内镜特征及病理发展过程和 MR小肠成像征象之间相关性可以提高诊断炎性

肠病表征的准确性，这样可有利于选择最佳的治疗或手术方案。 

  

 

 

EP-3031 

脊柱布氏杆菌病的 CT 表现 

 
王金凤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山西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 03000 

 

目的:探讨脊柱布氏杆菌病 CT特点、诊断及鉴别诊断，加强对布氏杆菌病影像学检查的认识，

以利于及时诊断及指导临床治疗。   

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3 年 8月至 2017年 5月，24例经临床或病理证实的脊柱布氏杆菌病

患者的 CT资料。24例患者中，其中男性 18例，女性 6例。初步诊断以发热待查 7例，脊柱

关节病 17例，17例就诊时诉既往有过或就诊时有间断性低热病史，体温不超过 39℃。所有患

者均伴有乏力、盗汗、腰背部痛，部分患者伴有下肢放射痛、脊柱运动受限及四肢多关节疼痛

等症状。 

结果:本组 24例均行自 T12~S1容积扫描的 CT检查。观察布氏杆菌脊柱炎病变的影像学演变过

程，分以下三期:①早期:只有椎体骨质侵袭、破坏，无明确椎间隙变窄征象及椎体边缘增生硬

化，6例患者 CT显示明确骨形态学改变及骨质破坏。②演进期:有骨质破坏及反应性新骨形

成，椎间隙变窄，无明确增生，10例 CT显示明确骨形态学改变及椎间隙变窄，均未见椎体压

缩及病理骨折征象，其中 2例见椎旁脓肿，1例累及腰大肌。③后期:有骨质破坏及增生硬

化，随着病程发展，增生硬化性改变逐渐明显，部分破坏灶被增生硬化的新生骨所替代，破坏

修复交替进行，椎间隙变窄。其中 8例患者 CT均示明确骨形态学改变，病变椎体边缘骨膜增

生肥厚，反应性新生骨内见骨质破坏，形成典型“花边椎”样表现；脊柱布氏杆菌病主要以腰

椎感染多见，24例患者中以 L4、L5发病率最高，其余椎体间发病无明显统计学意义，骨质破

坏小而多发，多局限于椎体边缘，新生骨组织和新破坏灶共存，椎间盘破坏相对轻。 

结论：CT扫描图像无重叠且具有较高的密度分辨率，对显示骨质破坏及修复情况较直观，并

可观察脊柱病变演变过程，多方位重建 CT图像可较早发现椎体骨质破坏及骨质增生硬化。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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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 CT检查对脊柱布氏杆菌病影像诊断及鉴别诊断具有很重要价值，辅以流行病学、临床表现

及相关实验室检查，可作出正确诊断。 

 

 

EP-3032 

螺旋 CT 与核磁脑血管成像的临床价值 

 
吕祥柱 

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450006 

 

【摘要】目的：分析螺旋 CT与核磁脑血管成像的临床价值。方法：随机抽取我院 2013年 12

月至 2016年 12月接收的 100例行螺旋 CT与核磁脑血管成像检查患者作为入选对象，对其临

床检查资料展开回顾性分析，并对两种检查方式的临床价值进行对比。结果：100例患者中，

开展螺旋 CT 血管成像检查检出脑动脉瘤和脑动脉畸形分别有 58例和 12例；而开展核磁脑血

管成像检查检出脑动脉瘤和脑动脉畸形分别有 46例和 8 例，提示两种检查方式在瘤体大小方

面检查存在差异，P ＜ 0.05；脑动脉狭窄或闭塞，螺旋 CT检查中有 42段，而核磁脑血管成

像检查检出 48段，提示在检查血管狭窄程度方面差异明显，P ＜ 0.05。结论：在行脑血管成

像检查中，为患者开展螺旋 CT与核磁脑血管成像检查，螺旋 CT对脑动脉瘤有一个较为准确的

诊断，并有效显示钙化与软斑块，但病灶位于颅底，就比较容易出现漏诊的现象；核磁脑血管

成像检查同样提示有明显诊断效果，有效显示血流方向、血管功能情况，但动脉瘤太小时，容

易出现漏诊，因此临床上该应用两种检查方式，保证确诊率，值得用于临床推广。 

  

 

 
EP-3033 

误诊为结核的布氏杆菌病性脊柱炎 

 
柴玉平 

山西省运城市中心医院运城 044000 

 

目的：讲座椎体结核与布氏杆菌感染的鉴别诊断。 

方法：收集我们 3年内误诊为椎体结核的椎体布氏杆菌感染 13例，其中男 8例，女 5 例，平

均年龄 45.8岁，均经手术病理证实，回顾性分析期 CT、MR表现。 

结果：13例临床表现均无特异，腰部酸痛 13例，下肢麻木抽痛 7例，低热、乏力、食欲不振

3例。发生在腰 1－骶 2椎体 9例，下胸段 4例。椎体骨质破坏 13例，穿凿样 9例，边缘破坏

4例，连续 2个椎体以上受累 10例，未见跳跃表现，病灶为直径 2~10 mm，破坏区内未见死

骨，周边有明显的硬化边缘 11例，椎体密度整体升高 2 例；椎间变窄 10例，椎旁脓肿 9例，

未见腰大肌脓肿，脓肿壁较厚而不规则，明显强化。 

结论：椎体布氏杆菌感染和结核感染，表现类似，鉴别困难。结核性脊椎炎多呈跳跃性侵犯，

易形成椎旁脓肿，且脓肿有流注趋势，可以见到沙粒样死骨，周围无增生、硬化，等征象有助

于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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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034 

多层螺旋 CT 与核磁共振成像对肝小静脉闭塞病的诊断价值 

 
吕祥柱 

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450006 

 

目的：总结多层螺旋 CT（MSCT）与核磁共振（MRI）成像对肝小静脉闭塞病的诊断价值，选择

最佳诊断方案，保证患者疾病诊治工作的有效开展。方法：选择我院 2010-2016年期间就诊治

疗的 60例肝小静脉闭塞病患者，均采取 MSCT、MRI诊断，并进行诊断结果对照。结果：肝小

静脉闭塞病患者经 MSCT、MRI诊断有不同程度损伤、体积增大、大量肝腹水表现，动态增强扫

描动脉期有不均匀强化表现。结论：肝小静脉闭塞病经 MSCT、MRI诊断，均有明显特征表现，

利于疾病诊治工作的开展、保证患者生存质量，建议应用实施和推广。另外，要做好患者护理

干预工作，帮助患者以平稳的心态应对诊治工作。 

  

 

 

EP-3035 

心脏磁共振在冠心病诊断的优势及临床应用价值评定与研究 

 
苗红,裴中力,刘博,赵蕊 

辽宁省抚顺市中心医院 113006 

 

目的：探讨分析心脏磁共振延迟强化在心脏病诊断中的临床应用及其优势。方法：本次入选患

者为我院收治冠心病患者 60例，应用 DE-MRI和心功能检查，对心肌延迟性进行分析，显示心

肌缺血影像情况，为诊断冠状动脉狭窄临床诊断提供依据。结果：在接受检查的 60例患者

中，有 28例患者呈现心肌放射性分布，发生率为 46.7%，并伴有弥漫性减低现象，有 34例显

示延迟强化，发生率为 56.7%：15例患者发生 DE-MRI延迟强化，发生率为 25.0%；19 例患者

程现 DE-MRI典型延迟强化，发生率为 31.7%，另 26例呈现无延迟强化状，发生率为 43.3%。

结论：患者进行 DE-MRI检查的特征表现为放射性阶段性和放射性弥漫性的降低，前者为 DE-

MRI延迟强化的结果，应在临床上加以重视。 

  

 

 
EP-3036 

脾脏炎性肌纤维母细胞肿瘤 

 
计丁心,孙传恕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16027 

 

炎性肌纤维母细胞瘤（splenic inflammatory myofibroblastic tumor,IMT）是一种罕见的间

叶性真性良性肿瘤，肺为其最好发部位，是儿童和青少年最常见的肺原发肿瘤，也可发生于肺

外许多器官，如眼眶、脾脏、肝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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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037 

HRCT 对肺隐球菌感染结节的诊断价值 

 
黄洪磊,陈晓燕,阙瑞华 

南平市第一医院 353000 

 

摘要: 目的 探讨隐球菌感染肺结节患者的 HRCT扫描特征表现。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3-2016

年 13例经手术切除病理或者 CT导引下穿刺活检证实隐球菌感染肺结节的患者，分析其临床表

现、HRCT征象、组织病理学改变及治疗转归，所有研究对象均进行 HRCT扫描，其中进行增强

扫描者为 5 例，6例患者随访超过半年。结果 其中 HRCT 表现为浸润实变型的为 3例，网

织结节或小结节型的为 1例，肿块或结节型的为 9例；1例见少量胸腔积液，7例支气管充气

征，6例出现晕征。结论 HRCT 对肺隐球菌感染结节具有重要的辅助诊断作用，但最终确诊还

需要病原学检查。 

 

  

 

 
EP-3038 

马尔尼菲青霉菌胸部感染的影像表现 

 
黄洪磊,陈晓燕,阙瑞华 

南平市第一医院 353000 

 

[摘 要] 目的 探讨马尔尼菲青霉菌胸部感染的 CT表现及其诊断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

经临床确诊的 8例马尔尼菲青霉菌感染患者的胸部 CT扫描的资料。结果 艾滋病患者 4例；

低蛋白血症患者 2例；糖尿病患者 1例；急性毒蕈中毒患者 1例。影像表现：肺部片状实变影

3例；结节影 2例；空洞 1 例；支气管壁增厚 4例；弥漫性粟粒小结节影 1例；纵隔及肺门淋

巴结肿大 4例；胸膜炎 4例。结论 马尔尼菲青霉菌胸部感染影像主要表现为肺部片状实变

影、结节影、纵隔淋巴结肿大、胸膜炎性反应。免疫力低下的患者行胸部 CT检查有利于本病

临床诊断及治疗。 

  

 

 
EP-3039 

婴儿肺部真菌感染误诊为肺结核 1 例报道与分析 

 
吴先胜

1
,乔中伟

2
,杨奇芳

1
 

1.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厦门分院（厦门市儿童医院） 

2.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目的：分析本例肺部真菌感染误诊为肺结核的原因，深入认识婴幼儿肺部真菌感染影像学表现

的多样性及与肺结核的鉴别。方法：飞利浦 DR摄胸部正位片，飞利浦 64排螺旋 CT行胸部 CT

平扫。结果：男性患儿，7 个月大，因发热、咳嗽三天入院，系极低体重早产儿，既往有长期

住院及肺部感染病史，入院后行胸片及肺部 CT检查，见两肺多发片状实变影，部分片影内可

见结节状钙化灶，左肺门及纵膈内可见多发淋巴结钙化，考虑肺结核可能性大。化验室行结核

菌素实验及痰培养结核菌均为阴性，痰培养出真菌，临床诊断为肺部真菌感染。结论：肺部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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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感染影像表现多种多样，以肺实变、结节影及空洞多见，肺内钙化及纵膈肺门淋巴结钙化很

少见，但婴幼儿肺部真菌感染肺内、肺门及纵膈淋巴结钙化并不少见，影像上与肺结核难以鉴

别，诊断应结合病史及化验室检查。 

 

 

 

EP-3040 

 弥散加权成像联合动态增强扫描在肝脏局灶性结节病变 

的临床诊断价值 

 
赵蕊,苗红,裴中力 

抚顺市中心医院磁共振科 113006 

 

讨论 DWI联合 DCE-MRI在肝脏局灶性病变的检出与鉴别诊断中的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 140

例行 DWI并联合 VIBE动态增强扫描的图像特点。结果：原发性肝癌、转移瘤、血管瘤及肝囊

肿四种病变 ADC值及动态增强扫描曲线类型不同。DWI联合 DCE-MRI病灶的检出率和诊断符合

率分别提升到 100%，98%。结论：DWI联合 DCE-MRI可提高肝脏结节病变的检出率和诊断符合

率，能比较准确的判断肝脏占位病变的性质，具有重要的临床诊断价值。 

  

 

 
EP-3041 

黄色肉芽肿性肾盂肾炎 

 
罗宁,边杰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16044 

 

患者，女，47岁，无明显诱因出现左腰部钝痛向患侧背部放散，伴恶心呕吐，呕吐物为胃内

容物，无畏寒发热，无腹痛腹胀，未见肉眼血尿，与外院查泌尿系超声示：左肾中部混合性肿

物，左肾肾周混合回声。入院后行实验室检查尿常规：尿白细胞 5.10/HP；脓细胞(U_PC)0/uL 

0.00～9.00；鳞状上皮细胞计数(EC) 5.94/uL↑0.00～5.00；血沉 120.00mm/h。行 CT 增强检

查。 

黄色肉芽肿性肾盂肾炎(xanthogranulomatous pyelonephfifis，XGP) 又称为泡沫细胞肉芽

肿、肾盂肾炎黄色瘤、肾型黄色瘤病等，是一种较少见的肾脏慢性非特异性的感染性肾小球间

质性肾炎。该病病因主要有以下三种学说：细菌感染学说、创伤相关学说、综合因素学说；也

有报道认为该病与血液供应不足、泌尿道结石梗阻等有关。XGP主要病理变化：① 肾盂肾盏

扩张，含脓样液体或结石；② 肾盂周围布满黄色炎性组织，伴多个小脓肿；③ 黄色炎性组

织是含脂质大的泡沫巨噬细胞和颗粒状的小巨噬细胞及中性白细胞、淋巴细胞、浆细胞组成，

形成慢性肉芽肿；④慢性炎症组织常累及肾周组织，有时形成不规则的肿块。 

XGP的影像学表现：XGP根据病变范围分为局限型和弥漫型。局限型 XGP表现为肾实质内局灶

性囊状肿块，坏死区呈液性密度，伴出血可密度增高，肾小盏常被侵犯变形，边缘毛糙，肾盂

受压移位。增强可见脓肿壁环形强化，坏死区无强化。有结石者可见毗邻病灶的结石影，常伴

有肾周受累，引起肾筋膜及腰大肌等部位的炎症性粘连增厚等改变。弥漫型 XGP表现为肾脏弥

漫性肿大，轮廓不规整，肾实质内多个囊实性占位，可见坏死腔或肾盂肾盏积水，CT值-10～

30HU,肾窦脂肪减少，被纤维组织所代替,可合并肾脏集合系统结石。增强后病灶边缘轻中度强

化，坏死区无强化，称之为“熊掌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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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042 

 动脉期短暂性肝实质强化的螺旋 CT 表现 

 
杨州

1
,窦勇

1,2
 

1.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2.山西省心血管病医院 

 

摘要 目的 探讨动脉期短暂性肝实质强化（transient hepatic parenchymal 

enhancement，THPE）C T表现类型、病因和形成机制。方法 回顾性分析 50例患者 CT资

料，观察并记录 THPE形态、位置及与肝内病灶的关系，分析 50例患者原发病变 C T表现、相

关影像资料如：MR 、超声、血管造影及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和手术病理结果，以明确病因

诊断，对 THPE的形成机制进行分析。THPE C T表现：① HAP 肝内短暂性高密度强化区，PVP 

该高密度区恢复正常肝脏密度；②典型楔形或三角形 THPE，常位于肝脏边缘部位，有一个平

直的边缘，可呈肝叶或肝段性分布；③T H P E 内可见正常的血管走行。使用 GE Lightspeed 

VCT 64螺旋 CT扫描仪，均行常规 CT 平扫及三期增强扫描。结果 50例腹部病变与 THPE C 

T表现类型见表（略）。肝内肿瘤性病变 28例，其中肝细胞癌 10例，胆管细胞癌 1例，肝转

移癌 7例，肝血管瘤单发 5例多发 3例共 8例，肝局灶性结节样增生 2例。炎症或感染性疾病

13例，其中肝脓肿 5例，肝内胆管炎 2例，急性胆囊炎 5例，1例急性胰腺炎。梗阻性黄疸及

肝硬化各 2例，结核性腹膜炎和腹膜粘液瘤各 1例。Budd-Chiari 综合征、上腔静脉综合征各

1例，1例肝内未见明确病变。根据 THPE的形态、数目、位置及与肝脏内病灶的位置关系分

为四种类型：Ⅰ型，楔形或三角形，17例，伴或无肝内病灶；Ⅱ型，病灶周围型，20例，HAP

肝内病变的周边或一侧显示不规则形态 THPE；Ⅲ型，外压型，2例，表现为受压部位肝实质不

规则形态 THPE，肝内无病灶；Ⅳ型，多发多形态型，11例，肝内多个不规则形态或楔形或斑

片状等多种形态的 THPE。结论 THPE 是螺旋 C T 增强扫描于肝动脉期表现的肝脏短暂性灌

注异常，反映局部肝脏双重血供的重新分布，与原发性和继发性肝动脉血液供应增多或肝脏变

异血供有关。 

  

 

 

EP-3043 

原发性肝脏淋巴瘤 1 例 

 
侯美丹 

大连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116023 

 

患者女，64岁，主因“体检发现肝脏占位”就诊，20年前发现白细胞减少，长期口服升白细

胞药物。查体:右上腹轻压痛。实验室检查糖原 CA125升高（225.75KU/L）CA199

（51.8KU/L）。CT:平扫肝右叶多结节样稍低密度，大者范围约 4.2cmx3.6cm ，增强扫描病灶

呈渐渐性强化，其内囊变坏死区未见强化，病灶侵犯下腔静脉(图 2)。诊断肝右叶占位性病变

伴下腔静脉癌栓(怀疑恶性)。在本院手术行肝右叶部分切除术。病理诊断； 肝右叶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 

讨论 原发性肝脏淋巴瘤 (primary hepatic lymphoma，PHL)罕见，分别占所有非霍奇金淋巴

瘤和原发性结外非霍奇 金 淋 巴 瘤 的 0.016% 和 0.4% 。PHL 临 床 症 状 与 体 征 、影 

像 学 与实验室检查均无特异性，常被误诊。PHL多于 55 岁左右发 病，男性患者多于女性，

最常见的症状为上腹胀痛或不适，约 1/ 3的患者有发热、盗汗及体质量下降。实验室检查无

特异性，各 种免疫抑制使得患本病的风险增加。PHL常合并丙型或乙型 肝炎。PHL起源于肝

脏间质，是以单一细胞为主的典型少血供 肿瘤，超声多表现为肝内低回声型肿块。CT 强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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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衰减，少 有钙化。动态增强病灶多呈进行性轻至中度延迟强化，动脉期 强化轻微，门静脉

期呈轻至中度强化，强化相对均匀。部分病 灶周边肝实质可见较薄的边缘强化，或一过性边

界模糊的病灶 周边淡片状强化。部分肿瘤内可见肝脏固有血管，但血管形态 相对正常，形成

所谓“血管漂浮征”，对肝脏淋巴瘤的诊断有重 要意义。PHL需与原发性肝细胞癌、肝胆管

细胞癌以及转移性 肝癌进行鉴别。 

 

 
EP-3044 

肾移植后严重肺部感染 CT 诊断  

 
彭光明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 510010 

 

 

【摘要】 目的 肾移植术后免疫抑制剂应用不仅增加了患者对各类病原微生物的易感性,降低

了患者对感染反应能力,极易并发肺感染。本文探讨肾移植术后严重肺部感染的 CT 诊断及鉴

别诊断。 方法 7例肾移植患者术后大剂量使用了免疫抑制剂,术后 3－6 个月左右发生了严

重的肺感染。7 例均做了胸部 X 线检查和系列 CT 检查,巨细胞病毒肺炎 4 例,肺炎克雷白杆

菌肺炎 1 例，卡氏肺孢子菌肺炎 2 例。  结果 7例在入院前后均相继出现发热、干咳、

呼吸困难等症状，全部病例在 X 线及 CT 检查均发现异常,1例迅速进展为成人呼吸窘迫综合

征(ARDS),然后死亡。肺炎的主要 CT 表现主要有:(1)双肺多发小片淡薄影(2 例)；(2)磨玻璃

样高密度影，间以线状、条状及网状小结节影(4 例)；(3)多发边界不清的小结节影(3 例);(4)

气腔实变(4 例)；(5)肺间质增厚和胸腔积液(2 例)；(6)胸膜下"月弓征(1 例)；(7)纵隔淋巴

结肿大(3 例)。 结论  在肾移植后疑有肺感染的患者，胸片阴性不能除外肺感染,CT 则能较

早地发现肺部异常,所以，肾移植术后怀疑肺部感染,即使 X 线检查阴性,仍应尽早进行 CT 检

查。 

 

 
EP-3045 

骨结核与骨嗜酸性肉芽肿的影像学鉴别诊断 

 
彭光明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 510010 

 

【摘要】目的  通过对比 CT 、MRI影像资料及病理结果，探讨骨结核与骨嗜酸性肉芽肿

的 影像学表现，提高其诊断的正确率，降低误诊率。方法  回顾性分析近 5 年本院经 64 

排螺旋 CT 的影像学表现诊断为骨嗜酸性肉芽肿的 28 例病例的影像资料，并对比其手术病理

结果。结果  在 28 例病例中将其他病例误诊为骨嗜酸性肉芽肿的病例共 8例，包括骨结

核、血管瘤、骨瘤、骨囊肿等，其中最多的为骨结核，6例。所有病例均有不同程度的骨质改

变：28 例均有骨质破坏，21 例有软组织肿块。发病部位主要为胸部肋骨及面部颅骨。主要 

CT、MRI 表现为边界清楚的骨质破坏、病理性骨折、软组织肿块、部分病灶内可见残留的小骨

片等，其中最主要的表现为骨质破坏。结论  骨嗜酸性肉芽肿的 CT、MRI 表现具有特点, 可

在骨嗜酸性肉芽肿的发现和诊断中起一定作用。临床、影像学、实验室及病理相结合的诊断方

法是降低诊断误诊率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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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046 

磁共振 DWI 序列在诊断急性化脓性脑膜炎的应用价值 

 
王溥,贾学军 

阳泉市第一人民医院 045000 

 

目的：探讨核磁共振 DWI序列在急性化脓性脑膜炎中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本院

2013年至 2017年 12月经临床证实的化脓性脑膜炎 12例，并与 4例病毒性脑膜炎、3 例结核

性脑膜炎进行对照。结果：12例化脓性脑膜炎患者蛛网膜下腔均发现 DWI序列异常高信号，

而对照组 4例病毒性脑膜炎、3例结核性脑膜炎患者 DWI序列均未发现异常高信号。结论：核

磁共振 DWI序列在化脓性脑膜炎诊断方面有较大价值。 

 

 
EP-3047 

类似肿瘤的真菌感染 CT 分析 

 
彭光明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 510010 

 

目的 分析 CT影像学上类似肿瘤病变的肺部真菌感染的 CT征象，提高认识，减少误诊。方法 

回顾性分析 13例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CT影像表现为肿瘤病变的肺部真菌感染患者的临床资料及

CT影像。结果 13例肿瘤样病变中，真菌感染 7例为隐球菌感染，6 例为曲霉菌感染。8 例为

单发病灶，5 例为多发病灶。CT表现为实性肺结节的 7例，表现为实性肺部肿块的 2 例，两

者都有的 3例。病灶大小 1 ～ 5 cm，中位大小 2．3cm。13例中病灶位于胸膜下 8例，肺内

其他部位 5 例。隐球菌和曲霉菌的病灶特征包括分叶征、毛刺征、晕征等，以及其他的伴随

病变如片状浸润灶、粟粒样结节、淋巴结肿大、胸膜增厚、胸腔积液等。结论 类似肿瘤样病

变的肺部真菌感染以隐球菌及曲霉菌感染多见，其 CT表现一定程度上有其特征，密切结合临

床可与肺内真性肿瘤鉴别。 

 

 
EP-3048 

艾滋病儿童的核磁检查护理 

 
赵海燕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100069 

 

 

文摘：磁共振(MRI)是一种安全先进的影像学检查方法,因其具有鲜明的软组织对比性、多方位

成像、无痛无害、可重复性强等优势,逐渐成为小儿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的首选检查方法.但 MRI

扫描时间长,噪声大,扫描部位细微移动也会使图像出现扭曲，影响检查结果.因此,如何护理使

患儿积极地配合检查,提高扫描成功率是关键.现总结我院 2016年 5月至 2017年 4月 6 例手足

口患儿的 MRI检查护理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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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049 

变应性支气管肺曲霉菌病的影像表现及误诊分析 

 
高红 

河南省胸科医院 450003 

 

【摘要】目的:提高对变应性支气管肺曲霉菌病(ABPA)的认识和诊断准确率。方法：回顾性分

析 2014年 6月-2016年 5月收治的 10例 ABPA的胸部 CT表现。结果 10例患者均见双侧支气

管扩张及高密度粘液栓填充，呈囊柱状、牙膏样、指套样改变，9例为中心性支气管扩张，其

中 2例为中心及外周支气管均受累，7例表现为外周支气管扩张，3例可见实变内伴空洞形

成，2例扩张支气管周围见树芽征，2例伴有纵隔及两肺门淋巴结增大，3例可见胸膜增厚，1

例可见少量胸腔积液。结论 对于 CT表现为中心支气管扩张，扩张管腔内高密度粘液栓，周边

支气管相对正常的影像征象，结合临床提供的病史、症状及相关实验室检查，要考虑到 ABPA

的可能，避免误诊误判。 

  

 

 
EP-3050 

一例误诊为肺隔离征的炎性病变 

 
黄璐,夏黎明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患者，男，30岁，因“间断咯血 3年余，再发加重 2周”入院。2014年我院纤维支气管镜检

查未见异常。发病以来，间断咯血，每月 7-8次，量均不多，多为痰中带血，呈暗红色，多次

在我院门诊就诊，并于 2017 年 7月在我院住院治疗，复查纤维支气管镜未见明显异常，痰找

抗酸杆菌阴性，T-SPOT无反应性。患者需要进行肺穿刺活检，决定后续治疗方案。2016 年 1

月 29日首次行胸部 CT平扫检查，右肺下叶团块，考虑为感染性病变可能；期间一直胸部 CT

平扫复查，提示右肺下叶团块稍增大。行经皮肺穿刺，病理提示为慢性炎症改变，部分区域肺

泡间隔增宽。2017年 7月 24日胸部 CT直接增强检查示右肺下叶团块灶，可见右肾动脉分支

向上走形，增粗、淤血，进入到团块内，右肺下叶内型隔 2017年离征。手术切除右肺下叶，

右肺中下叶切除术。最终病理考虑为肺炎性病变。 

  

 

 

EP-3051 

探讨艾滋病患者行心脏增强 MRI 的护理干预 

 
白秋萍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0001 

 

［目的］探讨艾滋病（AIDS）病人做心脏增强 MRI检查的护理干预对策。［方法］针对 AIDS

病人心脏增强 MRI检查中存在的问题实施护理干预。［结果］20例病人中 19例顺利完成检

查，1例因幽闭恐惧症失败，无病人发生渗漏，无过敏反应，无医源性感染发生，无职业暴露

发生。［结论］心脏增强 MRI检查过程中积极有效的护理干预，可保证 AIDS病人安全、顺利

完成检查，并可预防医源性感染同时要避免职业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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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052 

肝癌经颈静脉肝内门体静脉分流术后患者的健康信息素养及

其影响因素分析 

 
李春红,张楠,余晓平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510080 

 

目的：调查了解肝癌经颈静脉肝内门体静脉分流术（TIPS）后患者的健康信息素养现状并分析

其影响因素。方法：在 2015 年 3月~2016年 12月，通过便利的方法选择 76名肝癌 TIPS术后

患者，应用健康信息素养自评量表（HIL）进行调查，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分析其影响因

素。结果：肝癌 TIPS术后患者的 HIL得分为（99.32±27.96）分，年龄、居住方式、文化程

度、平均月收入水平及居住地区均可进入回归模型（P<0.05），共可解释健康信息素养 56.8%

的方差变异量。结论 肝癌经颈静脉肝内门体静脉分流术后患者的健康信息素养水平相对较

低，年龄、居住方式、文化程度、平均月收入水平及居住地区均为健康信息素养的影响因素。 

  

 

 
EP-3053 

优质护理在 CT 增强检查中的应用浅析 

 
许歌,高剑波,李素兰,程艺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摘要】目的 探究在 CT增强检查中应用优质护理的影响意义。方法 遵照随机数字表达法将

2015年 10月-2016年 10月选择于我院接受 CT增强检查的各类疾病患者 100例均分为对照组

与观察组，其中对照组予以常规护理加以辅助，观察组予以优质护理加以辅助，对比分析两组

在 CT增强检查期间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以及护理的满意度。结果 对照组患者的不良发应发生

率（24.00%）明显高于观察组（8.00%），但其护理的满意度（76.00%）却大幅度低于观察组

（98.00%），所有比较指标间存在的差异均较大（P＜0.05），且均存在统计学意义。结论 在

胸部 CT增强检查中应用优质护理加以辅助不仅可以降低其不良反应的发生率，而且获得患者

及其家属的较为满意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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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054 

不同部位造影剂注射对双源 CT 行肾动脉 CTA 

成像效果的影响分析 

 
王美玉

1
,王美玉

1
 

1.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2.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造影剂是介入放射学操作中最常使用的药物之一，主要用于血管、体腔的显示。本文拟

探讨不同部位造影剂注射对双源 CT行肾动脉 CTA成像效果的影响，寻求最佳的造影剂注射部

位。方法：将 250例采用双源 CT行肾动脉 CTA检查的患者按静脉穿刺部位分为 A组（肘正中

静脉组，50例）、B组（前臂头静脉组，50例）、C组（前臂贵要静脉组，50例）、D组（前

臂掌侧下段静脉组，50例）和 E组（手背静脉组，50例）。静脉穿刺均采用直刺法，分别观

察各组不同注射部位注射造影剂后肾动脉 CTA成像效果。结果：经肘正中静脉途径注射造影剂

肾动脉 CTA成像效果最佳，优于前臂头静脉、前臂贵要静脉、前臂掌侧下段静脉、手背静脉途

径，后四组途径比较无明显差别。结论：在进行双源 CT 检查肾动脉 CTA成像时首选肘正中静

脉为造影剂注射部位，其成像效果最佳，而其他静脉组不作为优先考虑。 

 

 

EP-3055 

现医疗环境下放射科的精准护理 

 
刘凌云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510000 

 

目的：细化基础的护理模式，提高护理责任心，构建高质量护理操作减少检查相关并发症和提

高检查的成功率。 方法：通过提高护士责任心和细化精准基本护理操作；重视患者就医感受

及意见建议，实时满意度评价；具体落实到检查的每一项护理操作实行精准护理并对护理质量

实行定期登记评价；以信息化手段优化简化流程实现人性化护理，提供便民措施；加强人文关

怀，培养护士高质量技术，改进并规范服务。结果： 检查相关并发症减少、检查成功率增

加、患者负面情绪减少满意度提高。结论：进一步减少检查相关并发症，不断提升患者就医感

受，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 

  

 

 

EP-3056 

护理人文关怀在放射科造影检查中的价值分析与探讨 

 
张正义,赵俐红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610041 

 

 

【摘要】目的：分析与探讨护理人文关怀在放射科造影检查中的价值，提升患者就诊体验和满

意度，缓解患者的恐惧心理和焦虑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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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随机选取 2016年 5月至 2016年 9月 152例在我科行造影检查的患者，随机分为两组。

观察组针对患者在检查过程中出现的紧张、恐惧、焦虑、情感脆弱、易激动等异常心理，实施

人文关怀式的护理干预。人文关怀式的护理干预主要包括对患者的心理特征进行个性分析，把

温馨的人文关怀和精湛的护理技术有机地相结合，缓解患者的恐惧心理和焦虑情绪。对照组实

施常规护理。比较两组患者对造影检查的满意度和焦虑情绪分析。 

结果：护理干预可使患者保持最佳的心理状态，积极配合造影检查和护理，观察组患者对护理

工作的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总体焦虑评分低于对照组，全部顺利完成检查。观

察组仅 2例患者检查完成后出现轻度不良，对照组 5例患者检查后出现不同程度的不良反应且

有 1例患者为重度不良反应，送往急诊科行进一步生命支持，经抢救后生命体征稳定。 

结论：人文关怀在放射科护理中非常重要，强化护理人员的人文关怀理念，提高沟通的能力和

技巧，保证合理的人力资源配置是实施人文关怀的有力措施。护理人文关怀在有效提高患者就

诊满意度、缓解患者焦虑情绪、提高检查依从性，降低医疗纠纷，促进医护患和谐等方面发挥

了重要作用。 

 

 
EP-3057 

品管圈在一种通用有创压力传感器测量固定装置的 

临床专利开发与应用 

 
何喜美 

湖南省人民医院 410005 

 

目的  探讨品管圈活动在临床专利的开发与应用。 方法  2016年 3月-10月，采取自发自

愿的原则组建品管圈，具体内容包括活动主题的选定、拟定活动计划、现状把握、目标设定、

解析、对策拟定、对策实施与检讨、效果确认、标准化、检讨与改进十大步骤。活动过程中进

行分析评价、提出建议、及时改进，活动结束后进行总结和思考。 结果  通过本次品管圈活

动，制定了一项标准操作流程，研发了一项实用型的新型专利，已在全院推广使用。 结

论  通过品管圈活动，解决了临床工作中的问题，提高了工作效率，提升了服务质量和内

涵，充分发挥了护理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了护理人员解决问题的能力。 

  

 

 
EP-3058 

临床心理护理对肺癌放射治疗患者的临床应用价值研究 

 
江丽娟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摘要】目的：探索及分析针对行放射治疗的肺癌患者采用临床心理护理干预服务的临床价

值。方法：收集放射科 2015 年 3月~2017年 3月间接收的施行放射治疗的 80例患者，参考随

机双盲分组法将患者随机分成 2组：参考组共 40例，为其提供常规临床护理服务；研究组共

40例，在参考组基础上加用临床心理护理干预服务。通过 QLQ-C30（V3.0）量表评估 2组患者

放疗前、放疗后的生活质量变化。结果：研究组放疗后的各项功能评分及总分、整体健康状况

评分与参考组相比显著更高（P＜0.05），研究组放疗后的疲倦、疼痛、失眠、食欲下降等评

分与参考组相比显著更低（P＜0.05）。结论：针对行放射治疗的肺癌患者采用临床心理护理

干预服务可有效改善其生活质量，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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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059 

护理干预提高全腹 CT 肠道准备成功率 

 
邓虹,杨绮华,王东烨,杨泽宏,蔡兆熙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510120 

 

对比分析采用规范化护理措施前后我院行全腹 CT检查肠道准备的相关情况，检验规范化影像

护理流程的效能。方法：收集我院放射科 2016年度所有行计算机断面扫描（CT）全腹增强检

查患者的资料（消化道穿孔或梗阻，严重急性肠道感染，意识障碍，对其中的药物成分过敏，

无法自主吞咽，回肠造口术后患者除外），所有患者基本资料均录入放射科信息化系统，汇总

分析全腹 CT患者影像图片质量结果。通过 PDCA活动并使用相关管理工具规范化护理流程，对

比分析护理干预前后全腹 CT检查患者肠道准备情况。结果：我院 2016年第一至第三季度行全

腹 CT总计 3632例，肠道准备成功率为 39.43%。第四季度行全腹 CT总计 1700例，肠道准备

成功率为 86.49%，对比干预前提高了 47.06%。全腹 CT肠道准备的成功率明显提高。结论：建

立规范化护理流程，制定合适的评分标准，加强护理质量控制和管理，能够大大的提高全腹

CT患者肠道准备的成功率。 

 

 
EP-3060 

CT 增强及 CTA 检查流程改良后的效果分析 

 
史医蕾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710061 

 

目的：探讨分析 CT增强及 CTA检查流程进行改良后的效果。 

方法：一，首诊负责制，到登记室我们接待每位患者都会认真负责告知患者此次检查的目的，

注意事项及可能出现的无法预料的不良反应。指导患者或家属签署检查知情同意书。告知患者

及家属按照条码上的时间及地点按时到护办室门口等候穿刺进行检查。 

    二，护办室门口安排了工作人员专门接待准备进行穿刺的患者，我们会逐一核对患者

信息及有无陪人情况。在各项符合检查要求后工作人员会按照患者检查部位进行相关宣教，头

部检查患者除去发饰，耳饰及假牙。颈部检查患者除去假牙及项链。胸部检查患者除去文胸，

项链及其他装饰物。腹部检查患者除去皮带，钥匙，钱包及金属物。检查下肢叮嘱患者进入检

查室后脱去有金属物的外裤。叮嘱可以正常饮水的患者检查前饮水 500毫升左右，检查后 24

小时内饮水不少于 2500毫升，不能正常饮水的患者告知其临床医生检查前后应给予充分水

化。每次只安排 3位患者提前准备穿刺，也就是护办室内只允许有 3位患者等候。生活自理的

患者，家属均不得进入护办室，在门外等候。轮椅或推床患者留 1位家属陪同。检查室穿刺好

待检查的申请单数量控制在 3至 5份。这样可以减少患者穿刺后带针等候不方便，特别在寒冷

的冬季尤为重要，同时减少感染机会。 

  三，穿刺成功工作人员会叮嘱患者到指定检查室门口等候，再次核对有家属陪同 。 

  四，护办室门口的工作人员要时刻与检查室内的工作人员保持联系，确定何时开始进行下

一批患者穿刺，保证检查顺利进行不间断，同时确保穿刺人数不能太多。如遇突发情况如机器

故障，要及时与穿刺护士沟通，并做好患者协调与安抚工作。对于未按检查时间提前到来的患

者给予解释，分流，减少大厅人员的拥堵。 

结果：每个环节紧紧相扣，努力做到认真耐心的讲解与指导，进行一对一的细心讲解，整体提

高了患者图像满意度，减少了患者检查等候时间，缓解了大厅等待检查的拥堵现象及检查成功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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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061 

回顾性分析静脉团注碘对比剂外渗发生的相关因素 

 
敬茜,赵俐红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610041 

 

 

目的：探讨放射科 CT增强扫描静脉团注碘对比剂外渗发生的原因。 

方法：回顾性分析 2015年 8 月～2016年 4月完成 81803例 CT增强扫描所发生的 88例碘对比

剂外渗事件，所有外渗患者均采用 50%硫酸镁溶液外敷治疗。将外渗患者按外渗剂量分为

≤10ml 共 64人，10ml-50ml 共 23人，≥50ml 共 1人；分析外渗发生原因；观察症状表现；

指导患者掌握治疗要点，追踪患者治疗结果。 

结果：碘对比剂外渗发生率为 0.011%(88/81,803)低于美国放射学会统计数据 ，患者年龄<18

岁 1人，18岁～59岁 42人，60岁～90岁 45人，婴幼儿、老人、不合作者、意识障碍者为外

渗高危人群，动脉机能不全、血栓、淋巴或静脉回流受阻、肥胖、偏瘫、长期卧床、皮下组织

萎缩等患者增加了外渗机率。血管检查患者 63例，普通检查项目患者 25例，血管检查患者症

状较普通检查患者严重，注射速率越快对血管冲击力增强，易发生对比剂外渗。碘对比剂的粘

度、渗透压可致外渗部位局部组织毒性作用，影响症状变化。 

结论：发生对比剂外渗事件应采取积极的干预措施，使症状得到有效控制，促进了症状康复，

所有的患者经积极治疗于 5～9日后痊愈，外渗剂量≥50ml 的患者于第 11日电话回访时患肢

基本痊愈，未发展为严重的骨筋膜室综合征。工作中婴幼儿、老人、意识障碍、血栓、长期卧

床等患者均为外渗机率较高的患者，使用渗透压及粘度较高的碘对比剂快速静脉团注对比剂的

过程中需注意观察注射部位症状，一旦发生对比剂外渗立即停止静脉注射，积极为患者提供有

效的护理指导、采取药物干预控制症状，缓解患者的焦虑情绪，促进康复。 

  

 

 
EP-3062 

老年人双源 CT 检查的潜在风险和对策 

 
宋蕾 

广东省人民医院/广东省医学科学院 510080 

 

摘要：目的 老年人行双源 CT检查时存在各种风险，为安全顺利完成检查，获得优质的影像图

像，为临床提供精准诊断。方法 完善各项安全措施，，设备和检查环境安全。药物使用安

全，签署知情同意书，CT增强前，进行水化，预防对比剂肾病的发生。及时处理碘对比剂过

敏反应，熟练掌握抢救技术。静脉留置针使用安全，合理选择高压注射器压力，老年人是特殊

群体对自身健康甚是担心，做好心理护理，耐心解释，给予充分的准备时间，介绍整个检查流

程，让老年人有足够心理准备，主动配合检查。取得家属的理解和配合。结果 老年人在双源

CT扫描检查过程顺利，潜在风险发生率在可控范围，如对比剂外渗，没有发生坠床等安全事

故，及时为临床治疗提供优质图像。结论 老年人双源 CT检查存在一定风险，根据老年人心理

生理特点，制定和完善各项安全措施，做好心理护理，提高老年人的主动性，积极配合检查，

护士要有严谨的工作态度，落实安全检查的每个环节，避免老年人 CT检查潜在风险的发生。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2295 

 

EP-3063 

MRI 盆底动态检查前的护理干预 

 
唐小蓉,谭勇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野战外科研究所 400042 

 

目的：MRI 是临床诊断的重要手段，可同时了解盆腔多组织器官的状况，通过动态 MRI影像检

查前的护理干预更能准确的定量观测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患者膀胱、子宫、直肠等脱垂程度，

以及肛提肌裂孔的解剖和形态的改变，为女性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的治疗前评价提供影像学依

据，同时可使患者更好的配合检查，从而达到缩短检查时间，提高检查效率，提高图像质量的

目的。 

方法：1.1盆底检查前的护理干预要点 

（1）心理护理 

（2）检查前半小时将膀胱排空，并嘱其饮 200-300ML水(尿储留患者不必饮水),使其动态 MIR

检查时膀肤处于半充盈状态。 

（3）训练患者在屏气状态模拟用力排便技巧，学会在屏气时尽最大力量似乎排空她们的直肠

和膀胱。 

1.2收集我院 2015-2017年采用 GE1.5T（型号）进行 MRI盆底动态检查的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

（包括盆底坠胀、盆底疼痛、排便困难、排便频率改变、尿失禁、性功能障碍及盆腔器官脱垂

等）患者 104名。其中 45名（年龄 38-72岁，平均年龄 55.8岁）给予磁共振的常规准备；59

名（年龄 43-75岁，平均年龄 57.3岁）除磁共振的常规准备外，还进行盆底检查前的护理干

预。分析比较两组检查的图像质量以及所用时间。 

结果：45名常规准备患者图像质量优 28例、良 13例、差 4例，优片率 62.2%；护理干预后图

像质量优 51例、良 8例、差 0例，优片率 86.4%。相比具有显著统计学差异（P＜0.01）。常

规准备患者检查平均时间为 21.3min；护理干预后患者检查平均时间为 17.7min，相比具有显

著统计学意义（P＜0.01）。检查后 104名受检者均未发生不适现象。 

结论：在进行 MRI盆底动态检查前进行护理干预，不但在无创性，无辐射性条件下顺利完成扫

描，提高了图像质量和诊断效果，而且保证了患者安全，提高了患者及家属对医疗护理满意

度，从而缩短了检查时间，保证一次性检查的成功率。   

 

 

 
EP-3064 

 冠状动脉 CTA 检查固定留置针应用两种输液贴的对比 

 
金海英 

北京安贞医院 100029 

 

〖摘要〗目的：通过对冠状动脉 CTA检查，固定静脉留置针应用普通敷料输液贴膜和透明水凝

胶输液贴膜的对比，选择出更适合行冠状动脉 CTA检查患者固定静脉留置针的输液贴膜。方

法：从 2017年 5月和 6月来在 CT室做冠状动脉 CTA检查的患者中，随机选择年龄 20 岁至 75

岁的患者，性别不限，患者可以自行按压留置针穿刺点，将患者随机分成甲乙两组，每组各

300人，共 600人。甲组应用普通敷料输液贴膜，乙组应用透明水凝胶输液贴膜，按压时间都

是十分钟。 结果：应用透明水凝胶输液贴膜比应用普通敷料输液贴膜止血效果好，更易被患

者接受，患者按压针眼时更直观。 结论：行冠状动脉 CTA检查的患者，应用透明水凝胶输液

贴膜固定静脉留置针，在相同的按压时间内，应用透明水凝胶输液贴膜固定，止血效果更好，

患者更容易接受更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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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065 

放射科医技护一体化急救培训效果分享 

 
丁香莲 

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 519000 

 

【摘要】目的 放射科医、技、护人人掌握心肺复苏、除颤仪等急救技术；掌握急救药物的剂

量、用法、适应症、禁忌症；提高放射科整体急诊、急救水平，以及与相关科室急诊、急救支

援机制默契配合程度。创建一支强有力过硬的医、技、护急救团队。方法 1.设立急救管理小

组，组长：科主任（总指挥），副组长：护士长（制定急救册、培训及考核工作），组员：全

体成员（按急救册逐项达标）。实施集中理论授课，分别于课前、课后进行理论测试；2.考核

选拔 4名骨干作为培训老师 ,以点带面；特邀急诊医生作为终审考官进行全科操作考核，充分

体现公平、公正；考核通过后，分区域、分时段全科医技护组成急救小组，模拟急诊病例演

练；3.邀请医务科、护理部联合急诊、ICU、麻醉科进行支援机制演练。结果 2013年 3月—

2016年 7月我科成功抢救 6例心跳呼吸骤停病例，成功率达 100%。结论 放射科医技护一体化

急救培训,有效确保检查患者生命安全，有利于提高放射科抢救患者的成功率，提高医技护快

速急诊急救水平，减少医患纠纷，提高医院满意度，促进放射科质量持续改进，临床应用及推

广价值较高。  

  

 

 
EP-3066 

协同护理模式对 tips 术后患者疾病态度及自我效能的影响 

 
张华珍,肖书萍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430022 

 

【摘要】目的：探讨协同护理模式对 tips术后患者疾病态度及自我效能的影响。方法：回顾

分析 2016年 6月至 2017年 6月 60例在我科行 tips介入治疗的肝癌患者，将 2016年 6月-12

月住院的 28例患者作为对照组，将 2017年 1月-6月住院的 32例患者作为协同护理组。对照

组患者均采取 tips介入常规护理措施，协同护理组患者则在常规护理基础上开展协同护理模

式干预，包括患者评估及协同护理方案制定、患者健康知识指导、心理干预，分别于患者入院

时和干预 2周后，对 tips术后患者疾病态度、自我护理能力及自我效能情况进行评估。结

果：2组干预前疾病态度评分、自我护理能力评分、自我效能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干预后均较干预前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协同护理模式有助于

行 tips介入治疗的肝癌患者树立正确的疾病态度，提高自我护理能力，增强自我效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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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067 

影像科实习护生教学路径的建立 

 
赵丽,李雪,刘俊伶,蔡莉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野战外科研究所 400042 

 

目的：基于影像科无专业的影像护理教材，无统一标准，且教学岗位多、分散，不能做到“一

对一带教”，带教老师对各个知识点的讲解标准也不一致等现状，建立专科实习护生的教学路

径，以提高影像科整体护生带教质量。 

方法：将建立的专科实习护生教学路径运用于 2015-2016年的 112名实习护生带教中，取得了

满意的效果。具体如下：1.实习时间：根据护理教研室的安排，实习护生在放射科实习时间为

2周。2.实习内容：CT、MR、胃肠、DSA相关的影像护理知识，包括环境管理，物品、药品管

理，患者安全管理，各项检查的检查前、检查中、检查后的护理。整理出每个检查室的相关影

像护理知识点，并按每个岗位实习的时间及岗位的特点，详细列出实习护生需要了解、熟悉、

掌握的知识及重点、难点，并制成表格。3.带教老师：须有学校、医院等教师资格证的在职护

士进行带教，带教前参照《影像科护生实习内容表》、《医学影像科护理工作手册》进行统一

培训，以统一知识点、讲解标准。4. 实施：护生到科时，每人一本《医学影像科护理工作手

册》及一份《影像科护生实习内容表》，让护生知道每个实习阶段所需要了解、熟悉、掌握的

影像护理知识及重难点，护生可提前查阅资料主动学习；带教老师依据《影像科护生实习内容

表》，结合临床在不同的实习阶段讲解此阶段护生需要学习的相关知识和示范专科操作，每个

实习阶段结束后，进行护生-带教老师双签名确认，避免知识点的遗漏或重复。 

结果：实习护生对我科的教学满意度从 93%提高到 99%（P＜0.05），放射科专科理论知识和专

科操作考试成绩合格率达到 100%，考评带教老师的专业知识掌握从 90%提高到 98%（P＜

0.05）。  

结论：通过建立影像科实习护生教学路径，可以统一教学知识点，提升带教老师的专业知识水

平，促进护生主动学习，提高护生满意度、专科知识掌握，最终提高放射科的整体教学质量。 

 

 
EP-3068 

微信平台建立在 CT 增强检查对比剂 ADR 跟踪随访中的应用 

 
李雪,赵丽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野战外研究所 400042 

 

目的：探讨微信平台信息技术在 CT增强检查对比剂 ADR跟踪随访中的应用效果，以提高随访

患者的依从性和护士随访的质量。 

方法：选择 2016年 1月至 12月在我科行 CT增强检查发生 ADR的患者 232例，按检查发生

ADR先后顺序分为观察组 116 例和对照组 116例，对照组检查后按门诊患者人工电话常规随

访、住院患者专职护士到临床科室观察随访；观察组检查后将其加入 ADR跟踪随访微信管理平

台，定时向患者或其家属发送微信支持信息，询问患者或家属不良反应的转归（稳定、加重、

减轻、好转）情况，指导服药、正确水化、皮肤症状处理方法及观察要点，发送 ADR相关知识

等内容，同时让患者主动及时上报临床症状加重时间、消退时间、痊愈时间，并通过互动交流

解决实际问题。比较两组患者随访率、随访依从性、随访及时性、随访连续性、治愈时间、医

疗纠纷发生次数、患者满意度等。 

结果：两组患者随访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患者对随访的依从性明显高于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随访及时性、连续性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因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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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及时患者痊愈时间较对照组早（P＜0.05）；医疗纠纷发生次数从 12次下降到时零次，患者

满意度从 87%提高到 95%。 

结论：对 CT增强发生不良反应的患者采用微信平台支持的方式进行跟踪随访，搭建了影像科

医护人员与患者之间沟通的桥梁。能及时询问、动态掌握患者不良反应的转归，指导患者正确

水化和治疗，提供不良反应预防与控制的相关知识，同时患者可主动及时上报异常情况，对提

高患者随访的依从性、满意度和护士对患者的随访质量有积极的作用。 

 

 

 
EP-3069 

肝癌行 TACE 术后患者体温变化特征分析 

 
徐阳

1
,孙巧琳

1
,臧爽

2
 

1.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中国医科大学护理学院 

 

目的  探讨肝癌行 TACE术后患者体温昼夜节律及日间变化特点。  方法  采用便利取样法

于 2014年 4月～8月对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介入放射科的 43例肝脏原发恶性肿瘤（肝

功能 Child-Pugh分级 A～B级，BCLC分期 A～B期）行 TACE 术后患者于手术当日 10：00、

14：00、18：00、20：00，术后第 1～5天的 0：00、4：00、8：00、12：00、16：00、20：

00使用非接触式电子体温计测量患者的体温。结果  患者在术后当日至术后第 5天体温均值

分别是（37.03±0.78）℃、（37.70±0.80）℃、（37.56±0.79）℃、（37.44±0.73）℃、

（37.29±0.75）℃、（37.25±0.70）℃，患者术后各日间体温变化具有统计学差异（P < 
0.01），术后第 1天体温最高，该日 12:00开始患者体温显著高于该时点之前的体温，均 P < 
0.05。随后逐日下降，至术后第 5天，患者体温仍显著高于手术当日的体温（P = 0.01）。结

论  患者 TACE术后 24小时体温开始升高，护士护理过程中应结合患者体温的变化规律给予

针对性的护理。 

 

 

EP-3070 

护理干预在婴幼儿增强核磁共振检查中的应用 

 
任晓静,马丽杰 

解放军总医院 100853 

 

我科在 2016年 1月-2017年 7月期间对行增强核磁共振检查的 156名婴幼儿患者进行护理干

预，提高了检查成功率及缩短了检查时间，积累了一定的护理经验，现报道如下。 

1.1检查前的护理干预 

1.患儿评估，评估患儿病情、配合程度、精神状态、有无禁忌症等。 

2.家属沟通，向家属交代由于 MRI检查环境的特殊性，检查一次成功率不高，取得家属的配

合。 

3.对不能配合完成增强 MRI 检查的患儿进行镇静治疗。限制睡眠，根据病情及平时睡眠习惯进

行调整，建议限制睡眠时间为预约时间前 2-4小时。遵医嘱使用水合氯醛口服，喂药后抱起或

抬高患儿头部,以防呛咳.喂药前 1h左右勿喂奶，避免因服药呕吐引起误吸。 

4.根据检查部位、注射对比剂总量、推注速度及血管情况选择合适的套管针，提前进行留置，

并且胶布加强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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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合理安排检查时间。护士根据检查顺序合理安排患儿的镇静时间，一旦熟睡应立即安排检

查，尽量避免重复使用镇静药。 

1.2.检查中的护理干预 

1.动作轻柔，按要求设计合理舒适的体位。并找一名家属专人陪同、检查过程中注意保暖； 

2.摆好体位，按要求将手放在舒适的体位，保持穿刺处血管平直，不弯曲打折，高压注射器连

接管妥善固定，保持足够长度，避免牵拉导致留置针脱出。 

3.防止对比剂的渗漏，注射前给予手动推注生理盐水 3-5ml，观察穿刺部位有无红、肿、疼痛

现象，确保留置针安全无渗漏方可高压注射对比剂。注射时严格控制速度、压力和用量。 

1.3检查后的护理干预 

检查结束后先保留留置针，定时巡视、指导患儿及家属对其合理水化，观察 30分钟无不适后

拔针。 

   针对不同年龄段患儿的心理特征, 采取相应的心理干预，使本组病例 98.7%的患儿顺利

进行了扫描检查。由此表明, 在小儿增强 MRI扫描中,有效的心理干预和正确的镇静剂应用护

理,能使患儿获得安全的检查,值得在临床检查中推广应用。 

 

 
EP-3071 

品管圈在提高心脏介入手术台开台、接台中的应用 

 
祝玲娟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30006 

 

随着心血管学科技术的飞速发展，心脏介入室成为医院医疗资源密集的部门，其手术台使用效

率的提高，不仅能增加心内科患者的周转，减少患者的无效住院时间，还会对医院的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产生重要影响，而从早晨上班至首台手术开始的时间和连台间隔时间是评价手术间

使用率的重要指标之一
 [1]

。由于首台手术不能准时开台、接台手术流程不合理导致接台间隔

时间过长，造成医务人员工作时间延长，使介入室的整体工作效率低下，所以在此探讨品管圈

活动在提高心脏介入手术台使用率中的实践效果。方法 选择 2016年 6月手术 686例作为活动

前组；2016年 9月手术 697 例作为活动后组。成立品管圈活动小组，通过对影响各手术间的

开台及接台间隔时间进行原因查检，按照活动计划、分析、实施、效果确认与检讨的步骤，分

别记录手术延迟开台、接台间隔时间长的原因及发生率，运用鱼骨图及帕拉图进行原因分析并

分类，并对活动前、后效果进行比较。结果 实施品管圈管理后，各手术间开台、接台时间相

较于活动前，开台时间提前，接台时间缩短；达标率由 66.76%提高到 83.21%，时间延迟发生

次数对比明显减少，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品管圈活动可以优化手术流程，有效

解决实际工作问题，节约人力资源
[2]
；能有效地提高心脏介入手术台利用率，减短了患者等候

手术的时间及无效住院时间，提高了患者满意度
[3]
；也可以减少医护人员工作时间，在提高了

工作效率的同时又提高了医护人员的满意度，对医院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产生了重要影响，

提升了医院整体品牌形象及管理品质
[4]
。开展品管圈活动提高了参与人员的综合素质，提升了

圈员主动参与管理的意识，提高护士工作积极性，锻炼了护士发现、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加强了护理团队之间的沟通和默契，增强了团队的凝聚力和集体荣誉感
[5]
，从而实现了护理质

量的改进和提高，是一种有效提高临床护理质量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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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072 

比伐芦定应用于急诊冠脉介入手术患者的疗效观察 

 
王任红,李颐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30006 

 

【摘要】目的: 分析比伐芦定在急性心肌梗死冠脉介入治疗中的疗效观察。  方法：2016年

9月至 2017年 3月选取我院心内科急性心肌梗死介入手术患者 212例，纳入标准：①无药物

禁忌症；②拟进行急诊冠脉介入球囊扩张术治疗；③患者及其家属同意；④年龄 18～75 岁；

⑤经心电图、实验室检查确诊；⑥症状发作 12h内，符合 PCI治疗适应症。排除标准：①PCI

术前 48h进行过抗凝治疗；②存在药物禁忌症，如活动性出血，1个月有眼底出血病史，3个

月消化道出血病史，6个月内囊脑出血病史，或近 1个月有大手术病史，怀疑有继发性出血因

素；③未获得控制的高血压；④生化检查显示，肝肾功能严重异常；④肝素类药物过敏，采用

黑箱摸球法分组，摸到白球入选对照组，摸到黑球入选观察组，对照组 110例，观察组 102

例，所有患者都按照常规的急诊胸痛流程处理，开展心电图、实验室检查，吸氧，给予血管活

性药物、酌情给予止痛药物、速尿等药物，发生心律失常抗心律失常处理，冠脉造影前均给予

硫酸氯吡格雷片 600mg＋阿司匹林肠溶缓释片 300mg口服，对照组 PCI术前，静脉注射

100IU/kg肝素，1h未完成手术，监测 ACT,根据所测值追加肝素，观察组 PCI术前给予比伐芦

定 0.75mg/kg静脉注射，缓慢推注 3—5分钟，手术开始后给予 1.75mg/（kg.h）持续静脉泵

入至手术完毕（不超过 4h），术后低剂量给药稀释为 0.175mg/（kg.h）持续泵入比伐芦定不

超过 20h，所有患者术后均口服阿司匹林 100mg/d＋氯吡格雷 75mg/d。结果：术毕、术后

72h，组间对比观察组 ACT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与对照组出血

不良反应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校正=0.220，P=0.639＞0.05）。结论：急性心肌梗死急

诊介入手术治疗应用比伐芦定，能够延迟 ACT时间，抗凝效果较肝素更好，降低出血风险。 

 

 

 
EP-3073 

急重症患者 CT 检查分级标准建立与应用 

 
刘俊伶,李雪,赵丽,蔡莉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野战外科研究所 400042 

 

目的：由于没有统一的急重症患者 CT检查分级标准，当同时面对多种急重症患者进行检查时

无法合理地安排，可能会导致诊断延误，引起不满，因此按疾病短时间内可危及生命的风险程

度，建立急重症患者 CT检查分级标准，以提升 CT医技护对患者病情的快速识别能力，合理安

排检查，加快检查速度，保障检查的安全性。 

方法：1、依据：对 2015年 1 月-12月在我院行 CT检查的急重症 308例患者（对照组）的病

种、危急值上报情况、等待时间、检查及时性、临床满意度等进行回顾性临床分析，结合临床

医生的意见作为分级的基础依据，同时参照澳大利亚分诊标尺、香港医院管理局急诊分诊指

南，结合我国卫生部《急诊病人病情分级指导原则》和相关文献进行综合性分级。2、原则：

一级为病情随时可能危及生命，有短时间恶化的风险，需快速获得全面的影像诊断信息，有救

治的黄金时间窗，候诊时间<10分钟；二级为存在潜在的脏器功能障碍，短暂等待不会危及生

命，侯诊时间 10~20分钟；三级为有急性病，可等候较长时间且病情不会恶化，候诊时间为

20~30分钟。3、培训：对一线医生、技师、护士进行相关理论培训，针对多种急重症患者同

时电话预约或同时到达 CT室进行现场模拟情境演示，并不断改进。4、实施：于 2016 年 1月-

12月应用于 308例急重症患者 CT检查（观察组），设计急重症检查流程和分级指示条，护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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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分级标准将分级指示条粘贴于检查申请单上，患者到达后提示准备护士和扫描技师优先安

排。 

结果: 对照组与观察组比较，各种病种的急重症患者的等待时间均有明显缩短，P<0.05；临床

医生满意度从 87.6%上升至 94.3%。 

结论：分级标准建立为护士提供了直观的分级依据，提高了护士对急重症患者的识别能力，优

化了检查流程，缩短了等待时间，提高了检查的及时性和临床医生的满意度。  

 

 

 
EP-3074 

研讨 MRCP 检查护理准备中口服对比剂最佳时间 

 
李玉婷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野战外科研究所 400042 

 

目的：研讨 MRCP检查护理准备中口服对比剂最佳时间，降低肠道干扰，提高 MRCP影像质量。 

材料与方法： 

1、病例：搜集 2017年 4月至 2017年 5月在我科行 MRCP 检查的 382例（年龄在 25-87岁，平

均年龄 53岁）受检查者； 

2、设备：西门子 Aera 1.5T 磁共振，Body 18 coil， Spine 32 coil； 

3、准备：所有受检查者严格筛选并统一准备，禁食禁水 6h； 

4、所有患者随机按口服对比剂后等待检查时间 5，5-10，10-15，15-20，20-25，25-30，30-

35，35-40，40分钟以上分成 A、B、C、D、E、F、G、H共 9组。 

5、两名放射科主治医师分别独立评价 MRCP图像组织结构显示，采用 4分法评分评价图像质

量：4分，图像显示满意，满足最佳诊断（组织结构显示清晰，轮廓清晰锐利）；3分，图像

显示良好，满足一般诊断要求（组织结构显示清晰，轮廓较模糊）；2分，图像显示中等，勉

强满足诊断要求（组织结构显示不清晰，且轮廓模糊）；1分，图像显示不满意，不能做出诊

断（组织结构显示不良，轮廓难以辨认）；0分，组织结构无法辨认。 

6、测量胆总管分叉处、横结肠、四角背景信号强度值并对比分析。 

结果： 

1、所有检查者 MR图像评分在 3分以上，均能满足临床诊断； 

2、图像评价结果分值与时间存在相关性，先升后降，在 20-25分钟区间内达到峰值； 

3、图像信号强度对比值测量结果显示与时间存在相关性，在 20-25分钟区间内达到峰值； 

4、图像信号强度对比值测量结果与医生主观评分结果基本一致。 

结论： 

1、图像信号强度对比值测量结果与医生主观评分结果基本一致，且时间存在相关性，先升后

降，在 20-25分钟区间内达到峰值； 

2、MRCP检查护理准备中口服对比剂最佳建议时间在 20-25分钟区间。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2302 

 

EP-3075 

介入实施人文关怀效果不佳的原因与对策 

 
蔡沁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430022 

 

【摘要】目的  探讨实施人文关怀效果不佳的原因，并根据原因采取针对性的对策。旨在提

高住院患者对关怀护理工作的满意度。 方法  分析在临床工作中实施人文关怀效果不佳的原

因，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后，向 90位住院患者发放关怀护理工作满意度调查表。 结果  实施

人文关怀效果不佳的主要原因与护士落实人文关怀的主观能动性差、护士关怀能力不足、人力

资源不足、社会伤医事件的频繁，减少了护士工作积极性、医院病区环境差，改善力度不大等

有关。针对以上原因采取相应对策，我科患者对关怀护理工作满意度由 2015年的 89.6%增长

到 94%（2016年 1月至 5月调查结果）。 结论  将人文关怀融入到护理工作中是目前工作的

重中之重，顺利的实施人文关怀需要从基础教育抓起，强化在职培训，提高护士工作素质和能

力才能更好的实施人文关怀，推动护理医疗工作的顺利进行。 

  

 

 
EP-3076 

TIPS 术后护理干预预防并发症的研究 

 
杨丽芹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430022 

 

[摘要] 目的：探讨护理干预预防肝硬化门脉高压症患者接受径颈静脉肝内门体分流术(TIPS)

术后并发症的临床效果。方法：选择我科 TIPS术后的 58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将其分为对照

组和观察组，每组 29例。其中对照组接受常规护理，观察组接受针对性的护理干预，比较两

组患者的平均住院时间和并发症发生情况。结果：护理干预后观察组患者平均住院时间显著短

于对照组患者(P<0.05)；观察组患者并发症发病率显著低于对照组患者(P<0.05)。结论：对于

肝硬化门脉高压症患者 TIPS 术后进行针对性的护理干预能够有效缩短患者的住院时间和并发

症的发生，可有效提高手术的成功率。 

 

 
EP-3077 

2 例 CT 检查中碘对比剂严重致死性不良反应报道 

 
张康燕 

甘肃省人民医院 730000 

 

目的  分析 CT检查中应用碘对比剂发生严重致死性不良反应的病例情况，为严现场观察与急

救处置提供参考和建议。方法  对我院 2013年 1月 1日至 2016年 9月 30日期间行 CT 检查

应用碘对比剂 20418例病例中发生严重致死性不良反应的 2例案例进行回顾性分析。2例均发

生在女性，年龄分别为 61岁、47岁，平均 54岁；检查项目均为 CT腹部增强，使用碘对比剂

分别为优维显、欧乃派克。结果  碘对比剂严重致死性不良反应发生率 0.01%，2例均发生在

注射碘对比剂后 5分钟内。短时间内迅速出现危及生命的呼吸、循环及中枢神经系统症状表

现，包括极度呼吸困难、血压下降、意识丧失、全身抽搐、小便失禁等。其中 1例患者在抢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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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转入 ICU治疗 9天后苏醒、病情好转，但后来又因继发肺部感染治疗无效于 18天后死

亡。1例患者在抢救成功后于次日苏醒，但因经济原因放弃治疗自行出院。结论  CT 检查中

碘对比剂严重致死性不良反应极其罕见，一旦出现发展迅速、多系统器官同时受损，危及患者

生命。因此 CT室急救药物和器材必须随时备用，有关医务人员必须熟练掌握救治措施。检查

过程中应时刻警惕、密切观察病情变化，对于致死性不良反应要做到早发现、早救治。为避免

突发情况处置不力引发医疗纠纷，应建立院级急救支援系统与应急预案。包括院行政部门（主

管院领导、医务处、护理部等）、急诊科、ICU及临床相关科室（心内科、呼吸科等），以此

来有效协调调集最优抢救资源，为患者病情转归提供保障。 

  

 

 
EP-3078 

放射科院内感染的易感因素分析和防范措施 

 
黄兰芳 

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 519000 

 

[摘要] 目的：探讨放射科院内感染的易感因素和防范措施。方法：针对放射科在医院的特殊

角色，存在着特殊的易感因素：如特殊的工作环境、每天人流量大、病种繁多复杂、医技人员

院感意识不强、科室消毒隔离制度落实不到位、医技人员手卫生依从性差等因素，采取相关措

施予预防院内感染的发生。措施有：按照我院《医院感染消毒隔离控制制度》制订了放射科院

感消毒隔离制度、组织全科人员学习院感相关制度和知识并进行考核、督促院感相关制度的落

实、每周进行检查环境卫生、每月抽考手卫生，发现问题提出整改措施。结果：科室环境卫生

明显改善、全科人员院感意识明显提高、手卫生依从性从 50%提升到 90%。结论：为减少院内

感染，放射科的院感相关问题不容忽视，继续加强院感各方面的监督。 

  

 

 
EP-3079 

冠状动脉 CTA 成像检查个体化护理准备干预的应用效果 

 
姚国立 

甘肃省人民医院 730000 

 

【摘要】目的  探讨冠状动脉 CTA检查个体化护理准备干预在提高检查成功率与图像质量、

缩短检查用时、获得患者满意度方面的应用效果。方法  将行冠状动脉 CTA检查患者 240例

按检查日期随机分成观察组和对照组。观察组 140例，采用个体化护理准备干预措施，包括患

者评估（焦虑评分、心电节律评估、呼吸配合度评估）、检查过程 PPT宣教、坐位呼吸训练。

评价指标包括：图像质量评分（两名副高级诊断医师双盲法图像质量评价）、检查成功率、检

查过程用时。对照组 100例，实施常规护理准备。结果  两组患者在检查成功率、图像质量

评分及患者满意度方面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在检查用时方面无统计学差异

（P﹥0.05）)。结论  冠状动脉 CTA检查个体化护理准备干预可以改善患者焦虑紧张因素对

检查的影响，有利于提高患者配合度，进而提高图像质量。有利于降低检查失败率，避免因检

查失败造成的患者过度辐射暴露。同时护理人员自身也收获了患者较高的认可与满意度，有利

于融洽护患者关系、增加护士职业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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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080 

以医生专业配合为导向神经介入科护士培养对提高护理质量

的影响 

 
王雪梅,管生,闫保君,余瑞娜,刘翠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摘要] 

目的：探讨与医生专业配合为导向的护士培养对提高护理质量相关因素的影响。方法：采取以

医生专业配合的导向对 30名护士进行培训，包括医护共同参加科室专业培训、加强专业理论

相关知识培训，医护共同查房，护士定期与医生面对面交流疾病难点、疑点、建立科室医护联

系微信群，医护配合进行急救能力的培训等。在实施前后，测评护士的核心能力、护理质量、

医生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以及患者满意度。结果:实施以与医生配合为导向的护士培养后，护

士核心能力总分及评判性思维／科研能力、临床能力、教育／咨询能力、专业发展能力提高

(P<0．01)；护理质量：健康教育、基础护理、护理文书、重症护理提高(P<0．01)；医生和患

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提高(P<0．01)。结论: 与医生专业配合为导向的护士培养，能有效促

进护理质量的提高，增加护士核心能力，提高了医生和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 

 

  

 

 
EP-3081 

放射科护理安全隐患和防范措施 

 
张莉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摘要】 目的：对放射科护理工作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原因进行分析,以减少或杜绝各种医疗差

错纠纷事故的发生和提高护理质量。  

方法：回顾分析 138例患者临床资料，对放射科护理工作各个环节进行仔细分析。 结果：放

射科护理行为的潜在因素包括，提高护理人员的道德修养，规范护理工作，严格落实三查七

对，提高护理人员技术水平，加强急救知识及技能的培训，加强护理管理，优化护患管理通道

及提高法律意识。以更好的规避护理潜在风险。结论：针对存在的安全隐患进行了总结和分

析，从而提出了加强放射科的护理工作管理、完善培训机制、实施规范化服务等措施,以确保

医院放射科的护理工作安全。保证病人安全，更好的为病人服务。 

更多还原【关键词】 放射科 护理工作 安全隐患 对策  

放射科是一个综合性、技术性很强的科室,随着医学影像技术的不断发展,新的技术和诊断水平

都不断提高。放射科内护理人员工作量大,放射科护理人员面临大大增加的任务量,同时也呈现

出突出的医疗管理矛盾与护理行为风险。  

总之，预防放射科医疗护理安全隐患，要从每个人自身做起，随着社会不断的进步，法律的健

全完善，患者法律意识及自我保护意识的增强，就要求医护人员的思想道德教育，安全教育，

业务水平不断的提高，人们对医疗的期望值也越来越高，避免不必要的误会和预防护理工作中

可能发生的隐患，可大大减少降低医疗护理纠纷。 

结论：  

对放射科护理工作各个环节进行仔细分析，并对存在的风险环节提出改进方法和防范措施。建

立放射科护理安全管理制度、提高护理人员的专业知识、加强护患间交流及执行“三查七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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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等方法，有效减少护理工作中的差错率，并提高了患者的满意率，从而使科室医疗质量、

技术质量、管理水平及服务质量都得到有效的提高，可有效降低放射科护理风险。 

 

 

 
EP-3082 

音乐芳香疗法配合氧疗对幽闭恐惧症患者在磁共振检查中的

运用及效果评价 

 
彭莉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摘要】 目的 评价芳香疗法配合音乐对幽闭恐惧症患者焦虑和生理状态的影响。 方法 将

10例幽闭恐惧症患者磁共振检查前进行音乐疗法，检查中佩戴撒有安神精油的眼罩及进行氧

疗，评价完成磁共振检查的效果及质量。结果 音乐芳香疗法配合氧疗可以缓解幽闭恐惧症患

者的焦虑情绪,降低心率、呼吸频率、收缩压、舒张压,可使磁共振检查顺利进行。 结论 音乐

芳香疗法配合氧疗能有效降低幽闭恐惧症患者患者的焦虑水平,稳定患者的生理指标,缩短磁共

振检查时间,提高检查成功率和影像图像质量，值得在临床实践中探索应用。 

  

 

 
EP-3083 

优质护理在放射科检查中的临床效果分析 

 
胡梅

1
 

1.四川省人民医院 

 

研究优质护理服务在放射科检查中的临床效果。方法 220 例进行 CT平扫+增强检查的患者，

随机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每组 110例，对照组应用常规护理，观察组在放射检查前、中、后

全程应用优质护理，对比两组护理满意度、不良反应发生率。结果 观察组护理满意度显著高

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结论 优质护理可以显著提高患者满意度，可降低放射科检查中的不良

反应发生率发生率，受到患者的一致认可，具有较高的临床护理价值，应在临床工作中广泛推

广。 

 

 

EP-3084 

食管胃底静脉栓塞联合脾动脉栓塞护理体会 

 
童耀英 

无锡市人民医院 214000 

 

目的：探讨食管胃底静脉栓塞联合脾动脉栓塞的护理体会。方法：10例食管胃底静脉曲张患

者行食管胃底静脉栓塞（PTVE）加部分脾动脉栓塞术(PSE)，栓塞材料为明胶海绵、无水乙醇

及钢圈。结果：通过脾静脉造影所有 10例患者均显示曲张的食管胃底静脉丛，所有病例均成

功取出异物，手术成功率 100%，未发生血管破裂、肺动脉栓塞等严重并发症。结论：术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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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健康宣教，术中密切观察病情，术后积极护理对减少并发症发生及帮助病人顺利度过围手术

期均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EP-3085 

经皮肝穿刺肝胆管支架治疗恶性梗阻性黄疸的护理 

 
童耀英 

无锡市人民医院 214000 

 

目的：探讨经皮肝穿刺肝胆管支架治疗恶性梗阻性黄胆的术中及术后护理要点。方法：23例

恶性胆道梗阻患者采用经皮肝穿刺肝胆管支架置入术治疗,术前做好充分的准备、术中一丝不

苟的配合，术后严密观察。结果：共置入 23枚镍钛记忆合金内支架，技术操作成功率 100%。

1周后复查时引流通畅，支架扩张良好。术前血清总胆红素（386.3 ±232.5）μmol／L，术

后 23例血清胆红素降到（86.2 ±42.5）μmol／L，通过术中医护密切配合和术后严密观察，

该组无严重并发症。结论：优质的护理可明显减少经皮肝穿刺支架置入手术并发症，提高支架

置入的成功率和治疗效果，促进高龄患者康复。 

  

 

 

EP-3086 

超选择性肾动脉栓塞术治疗肾损伤性出血围手术期护理体会 

 
童耀英 

无锡市人民医院 214000 

 

 目的：探讨超选择性肾动脉栓塞术治疗肾损伤性出血围手术期的护理体会。方法：回顾性分

析 25例闭合性肾损伤患者在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SA）下使用明胶海绵或金属弹簧圈进行超选

择性肾动脉栓塞术患者护理资料。结果：25例患者经超选择肾出血动脉插管栓塞治疗后临床

症状很快得到缓解，2例休克患者血压 1~2小时内恢复正常，1~3小时尿液转清，无 1例出现

严重并发症。结论：术前健康宣教，术中积极配合，术后密切观察病情，对减少超选择性肾动

脉栓塞术并发症发生及其帮助病人顺利度过围手术期均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EP-3087 

放射科放射防护用品规范化管理体系建立应用探讨 

 
王哲隽 

自贡市第一人民医院 643000 

 

目的：认识放射防护用品管理不规范所致的职业风险，通过对放射防护用品的规范管理和应

用，提高放射科医护人员放射防护意识，规范防护用品使用，做好放射防护管理。方法：通过

参照放射防护相关法律法规及要求，对放射科放射防护用品管理中存在的问题隐患自查，针对

问题分析整改，采取健全科室放射防护组织管理构架、修订相关放射规章制度、建立放射防护

用品配备台帐、定期放射防护质控检查、放射防护培训、考核等措施,从而规范放射防护用品

管理应用、提高督查力度。结果与结论：对放射科放射防护用品规范管理体系的建立，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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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防护用品的使用寿命，强化医护人员的放射防护意识，加强放射防护管理,从而保证患者

和医护人员得到更为全面的安全保障。 

 

 

EP-3088 

基于 CNKI 的国内改良早期预警评分研究的文献计量分析 

 
顾梅,王雪梅 

江苏省人民医院 210029 

 

目的 检索分析国内早期预警评分研究领域的文献，揭示该领域的研究现状、特点和问题，为

进一步开展研究提供借鉴参考。方法：基于中国学术期刊数据库，检索 2007年-2017年早期

预警评分研究的文献，利用 Excel2017和 Note Express分析工具以及文献计量的方法，对检

索到的文献进行计量学分析。结果：共纳入文献 251篇，共分布在 115种期刊上，2015 年后

论文产出量急剧增长；研究学者所在区域分布很不均衡，其中广东、广西、江苏学者发文量位

居前三甲；研究学者所在科室的集中度较高，其中来自急诊科/急救中心的第一作者数量占据

首位；研究合作度为 2.96，合著率达 72.91%；有效关键词 208个，高频词分界值为 14,高频

关键词 13个。结论：早期预警评分是个动态发展的概念体系，国内关于早期预警评分研究成

果整体上呈现增长趋势，研究人员地域分布广泛，来自长三角和珠三角两个区域的研究学者比

例较高，尚未形成严格意义上的核心作者（或作者群），研究应用领域有待进一步拓展，研究

的广度和深度有待进一步加强。 

 

 
EP-3089 

床边 X 线片在蛛网膜下腔出血患者围介入手术期 PICC 

置管中的指导价值 

 
包建英 

江苏省人民医院 210029 

 

目的 评估床边 X线片在蛛网膜下腔出血患者围介入手术期经外周置入中心静脉置管

（Peripherally Inserted Central Catheter, PICC）中的指导价值。材料与方法 回顾性分

析 2014年 6月至 2016年 1月间在我科接受 PICC置管的 75例蛛网膜下腔出血患者的床边 X线

片，主要观察 PICC导管的位置。结果 75例病例中，导管末端一次性被成功置于上腔静脉 70

例。导管在锁骨下静脉内打折 1例，导管进入颈内静脉 2例，导管进入右心房 2例。调整后，

所有导管末端均被置于上腔静脉内。结论 胸部正位 X线片可帮助观察 PICC导管位置，辅助临

床及时纠正导管异位，提高置管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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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090 

增强检查的护理配合 

 
陶晓晶 

甘肃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730000 

 

目的：探讨进行 CT扫描时使用静脉留置针的重要性。 

方法：临床资料 2014年 5月到 2017年 7月行 CT增强病人 1500例。其中男 875例，女 625

例。年龄均在 18到 85岁。我们在检查之前重新找到弹性好，并且较粗较直的血管，自己重新

穿刺。常规局部消毒，右手持针斜面向上，针头与皮肤呈 15-30°刺入血管，见血液回流到针

尾端后，一手向血管送套管，一手退出针芯，将套管全部送进血管，再用一次性留置针贴膜固

定，然后推 5ml生理盐水检查确定在血管内后将留置针与高压注射器末端的旋转接口相连接，

进行注药。不使用临床穿刺的留置针，主要是避免出现问题时，责任无法分清。部分临床选择

的血管条件不好，不适合高压注射器高流速注射。 

结果：1500例采用静脉留置针的方法进行 CT增强扫描中有 1500例顺利完成扫描，所得的图

像符合诊断要求，取得满意的效果，增强扫描的成功率是 100%。用留置针穿刺用于 CT增强扫

描大大提高增强扫描检查的成功率，杜绝针头脱出与药液外渗，减少了患者的痛苦。 

结论：留置针具有穿刺成功率高，减少造影剂的外渗率，患者便于肢体活动，感觉更舒适且在

检查过程中发生造影剂过敏便于抢救等优点，并可提高设备的使用效益。 

 

  

 

 
EP-3091 

X 线检查剂量与辐射损伤 

 
李大鹏 

江苏省人民医院 210029 

 

 

目的：对 X线检查的辐射剂量对人体造成辐射损伤进行研究 

方法：统计 x线检查的平均剂量，x光检查平均剂量为：脊柱 1.5msv、 四肢 0.01mSv、手足 0.01msv、胸

部 x平片 0.051msv、口腔 0.005msv；CT检查平均剂量(应用最广的 64排为例)：腹腔和盆腔 CT10msv、颈

部 CT1.4msv、头部 CT2msv、上腹部 CT4.5msv、胸部 CT5.7msv。对孕妇接受 X检查时胎儿所受的受照剂量

计算统计: 胸部平片 0.0002–0.0007mGy、腹部平片：1mGy 、乳腺钼靶检查：0.07-0.20mGy 、 头胸部 CT

检查：&lt;10mGy 、腹部或者腰椎 CT扫描：35mGy通过文献调研和资料查询电离辐射损伤剂量如下：0-

100mSv无危害；100--250mSv 没有显著的伤害；250-500mSv 可以引起血液的变化，但无严重伤害； 500-

1000mSv血细胞发生变化但无疲劳感；1000-2000mSv有损伤，而且可能感到全身无力；2000-4000mSv有损

伤，全身无力，体弱者可能死亡 ；4000mSv致命伤，90%可以救治；6000mSv以上可能因此死亡。胎儿接受

的 x线吸收剂量：&lt;50mGy 无影响、&gt;100mGy可能出现健康问题尤以孕 8-25 周期间最为敏感。 

分析比较 X线检查剂量与电离辐射损伤所需剂量，参照美国妇产科医师学会《妊娠和哺乳期诊断性影像学

检查指南》 

结果：患者做 X线检查所接受的辐射剂量远远低于对人体造成损伤的剂量，孕妇接受 X线检查胎儿远远低

于对胎儿造成损伤的剂量 

结论：X线检查对人体及胎儿是安全的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2309 

 

EP-3092 

护理干预对磁共振直肠癌患者检查的应用分析 

 
肖健华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30006 

 

目的：综合分析护理干预磁共振（MRI）对直肠癌患者检查前的准备影响。方法：选取在本院

（在 2017年 1月-2017年 7月）收治的 50例直肠癌患者，按照入院顺序随机分为实验组（应

用心理干预+常规干预护理方法，25例）与对照组（应用常规护理干预方法，25例）。采用

SPSS20.0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两组患者 MRI扫描的心率、血压变化、移动性伪影发生

率、SAS（焦虑自评量表）评分以及对护理工作人员的总满意率。结果：实验组 MRI扫描的心

率、血压变化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实验组移动性伪影发生率与对照组比较有统计学意

义（P<0.05），实验组 SAS 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实验组患者对护理工作人员的总

满意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心理干预在直肠癌 3TMRI扫描检查中能够显著改善

患者的 SAS评分。 

 

 
EP-3093 

军队远程医学应用现状分析 

 
朱海云 

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五医院 200235 

 

目的： 以相关数据库为主要检索工具，研究我国军队远程医学的优势及不足，为深入发展军

队远程医学事业，改进不足奠定基础。 

方法：在国内外 2004.1-2013.12 已发表关于军队远程医学会诊的文献报道中，排除综述文献

和重复性文献，采用最近更新的文献。采用分析远程会诊常用指标提取数据，包括会诊方式、

会诊内容、结果及取得效益及存在缺点。采用机检和手输相结合的方式，筛选出我国国内期刊

发表的以军队远程医学为主题的文献，对其年度数据、载文期刊、主题、存在问题等进行文献

计量分析。 

结果： 共计入选 17篇文献，合计 6230个病例；会诊病例涉及 29个临床学科，其中骨科、感

染科及神经外科为前三位。平均会诊等待天数为 2.45天。会诊结果包括：明确诊断并提供意

见；提供诊疗意见；转院或转诊治疗；补充检查资料。明确诊断并提供意见占总数的 57%，补

充检查资料占总数的 9.2%。 

结论：军队远程医疗会诊情况总体效果好，降低了保障成本，提高了为部队服务的保障能力。

尽管还存在一定的缺陷，但通过医疗会诊加强医疗体系单位的沟通和理解，能够更好的保障军

队后勤服务。 

  

 

 
EP-3094 

影像远程医疗系统建设的应用价值和推广价值 

 
陈亮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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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了解我院近年在影像远程医疗平台的利用情况，进行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分析，探讨影

像远程医疗系统在基层医院的应用价值和推广价值。 

方法:以影像会诊医疗费用做参考，计算远程会诊病例属地治疗人均结余费用。对试点医院

2016年期间通过远程医疗平台会诊的病例资料，利用 SPSS 统计分析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描

述和统计推断。 

结果：（1）通过远程医疗平台转诊率为 2.07%，均为疑难危重病人；远程诊断符合率达

99.33%，远程治愈好转率达 90.23%；提供诊疗意见占 66.78%，补充资料检查占 0.66%。（2）

11241例远程影像实时诊断病例，属地诊疗人数 11241例，每远程医疗咨询一例患者，将为患

者减负约 5仟余元。直接结余总住院费用约 XXX万元，人均结余住院费用约 5仟余元，11241

例患者属地得到诊治，可为当地结余间接花费（主要指交通费及食宿费用）约 xxx万元，即平

均每位远程医疗会诊患者属地治疗后间接结余费用 300余元。（3）社保资金结余：略 

（4）通过影像远程医疗平台进行远程会诊、诊断可以为当地医院直接产生总效益百万余元；

提供远程会诊服务医院及会诊专家可获得收益，即通过远程医疗平台，会诊专家医院，利用先

进的医疗诊断技术，使得疑难病症在基层医院就能得到救治，自身的知名度间接提高。 

结论：影像远程医疗系统的建设与应用，对基层医疗机构、患者都有着非常积极的应用价值和

推广价值，影像远程会诊、诊断能够提高患者疾病诊断符合率和治疗有效率，缩短患者治疗病

程，降低医疗费用。使患者享受三甲综合医院影像诊断服务，让患者小病就近治疗，不再跑大

医院，减轻了大医院就诊压力；通过合理的分级就诊路径疏导方式，改善医疗网络中的专家资

源、普通医生资源以及设备资源的有效利用率。对患者而言，能够节约就医成本，方便就医，

提高了患者对医疗服务的满意度。对基层医院和上级医院，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多方

共赢 

 

 

 
EP-3095 

PACS 网络系统在医学影像学教学中的应用 

 
樊婷婷,刘白鹭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50086 

 

目的：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医学影像学集诊治一体的的重要作用不断的突显出来，在应

用 PACS网络系统后，医学影像学教学模式发生了重大改革，本文探讨了 PACS网络在医学影像

学教学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对医学影像学专业学生应用 PACS网络教学，具体过程如下：（一）课前准备：教师利

用 PACS搜集临床病例，并进行三维后处理重建等，提前做好背课。（二）课堂教学：将学生

召集到科内双屏工作站，打开准备好的病例。教师根据各层面的病变特点进行阐述，并点击

“相关诊断”浏览患者的其他检查情况和检验结果，比较不同检查手段的影像表现的差异，对

该病进行横向扩展，联系临床知识阐述与该病相关的实验室指标，对该病进行纵向扩展。最后

点击“电子病历”，查看“住院志”和“病程”，向学生讲授该病的起病情况、相关病史和鉴

别诊断等、新进展等。（三）教师提问:讲授完毕后，由老师提问，选出一名学生回顾性总

结，其余同学补充，最后由老师针对重点重复强调以加深记忆，并布置课后学习任务，督促学

生自主学习等。（四）课后自主学习:课后将学生分成小组，进入相关科室的病房，对特定病

人进行病史采集和对出院病人进行病例追踪。（五）教师评价：课程结束后利用 PACS网，建

立网络评价系统，选取多个病例的综合资料，制成病例包，并删掉部分相关资料，制成空项，

由考生填写，考察学生对知识的实际运用能力。 

结果：影像学生的综合分析能力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学生反馈效果良好，此种教学及考核方

法得到了学生的认可和一致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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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PACS网络系统应用于教学是教学模式的进化、是对教师能力的锻炼、更是对学生自主

学习能力的培养，教师队伍不断优化，学生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值得在影像学临床教学中推

广应用。 

 

  

  

 

 

EP-3096 

PACS 与临床信息系统互联对医学影像教学的作用 

 
姜毅 

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 300170 

 

目的： 探讨医学影像图像与传输系统与临床信息系统互联在医学影像学教学模式上的应用。 

随着医疗数字化的发展，图像存档和传输系统(Picture Arching and Communication 

System，PACS)，以及包括电子病历系统、放射信息系统、检验信息系统等临床信息系统的应

用给各科室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而他们之间的互联结合也对医院的整体工作效率提高，影像

诊断的全面性、准确性提升以及临床科室间信息共享起到巨大作用，同时也为传统的医学影像

专业教学带了机遇与挑战。 

方法： 

1、 建立数字化资料库使影像信息更加丰富 

传统影像教学所用图像均为带教老师常年工作中积累下的典型的、适合于教学的胶片或照片，

积累效率低，不能充分利用整个科室的影像资源，同时胶片、图像的保存、收集、整理费时耗

力，在教学应用中又缺少灵活性、全面性。PACS可以对科室全部影像资源进行高效管理，建

立数字化教学影像图像库，图像时可随时用 PACS调取，遇到更好的或新的病例时也很方便更

新病例库，方便了影像学教学和实习。 

2、PACS与各影像学科间系统互联 

可以全面综合患者的影像检查，做出较准确、明确的诊断或提出对临床有指导意义的进一步检

查建议，为临床提供更有效支持。应用在教学中可以显示不同的检查图像资料，让学生全面理

解疾病并理解不同影像检查方法的区别和特点，指导以后临床工作中对检查方法的准确选择。 

结果： 

1、 提高了实践教学课效率，增加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使教学重心从“以教师为中心”向“以

学生为中心”转移。 

2、适应了影像技术发展前沿，将最新的影像检查诊断技术教授给学生，对学生的理论学习起

到了补充和发展。 

结论： 新的教学模式提高了影像教学效率和水平,改善了教学质量，增强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

诊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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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097 

基于 PACS 的远程会诊系统的探索与实践 

 
李家开

1
,贾勋

2
,李丽慧

1
,付月

1
,赵术强

1
,陈志晔

1
 

1.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分院 

2.美迪康数字有限公司 

 

目的： 传统的放射科会诊模式为由经治医师电话方式与轮值会诊的放射科专家预定会诊时

间，放射科专家会在约定的时间到临床科室完成会诊任务，其不足之处在于耗费放射科医师大

量的精力及时间，同时临床科室无专业阅片显示器而影响诊断结果展示。因此，开发基于局域

网的 PACS远程会诊系统可以有效解决传统会诊所带来的问题。 

方法： 基于美迪康 PACS系统，开发基于局域网的远程音视频会诊系统，并能实现院内培训及

教学。 

结果： 开发的基于 PACS的远程会诊系统可以实现以下功能：（1）由经治医师与放射科专家

约定会诊时间，并使用会诊系统制定会诊计划；（2）会诊系统与医院 HIS/EMR系统整合，可

直接调阅患者资料信息；（3）在约定的时间，双方只需在各自科室的任意工作站上开启会诊

模式，即可开始会诊；（4）会诊过程中，可进行音视频和文字交互，还可以同时查看、查找

病例数据，针对 DICOM影像的诊断实现了 PACS网络内同步阅片功能；（5）会诊过程可记录、

可进行质控。基于 PACS的远程会诊系统具有以下特点：（1）不再受限于固定的地点，可在院

内任意地点展开随时随地的会诊；（2）节省了放射科会诊专家的时间成本；（3）实现了院内

各科室之间点对点、点对多点的高清音视频通讯交流及病历信息共享，以满足医院多科室的科

间会诊、网络视频通话、视频会议直播的功能需求；（4）优化了会诊流程，提升了会诊效

率，提高了会诊质量，为医师之间的日常学术交流打开了通路；（5）可在 PC端、手机端和平

板端上使用，便于开展培训及教学工作。（6）PACS同步阅片功能可使放射科专家在专业竖屏

上的任意操作，实时同步到临床经治医师工作站的 PACS终端上。 

结论： 基于 PACS的远程会诊系统可以有效解决传统放射科会诊模式的缺点，具有较高的临床

应用价值。 

 

 

EP-3098 

东芝 AQUILION-16CT 与锐珂 DV6800 激光相机联机图像问题 

 
于良宁,张俊杰,杨志成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青岛） 266000 

 

目的：通过对东芝 CT与锐珂激光相机的联机问题的解决，供同类设备连接时进行参考。 

方法：一台 DV6800，连接的设备是东芝 AQUILION 16CT，CT机带主台和附台两部分，附台 3

为后处理工作站。现在设备存在这样的问题：从主台上打印出的 7X5的图像为满片，而从附台

上打印出来的 7X5图像上下各有 7Cm的黑边。而且图像信息字体还比较大覆盖了图像，影响医

生诊断。同时又用 piview软件在 DV6800相机上打印了 6X4，6X5，7X5三种格式的胶片，均为

满片显示。更进一步证实了锐珂激光相机是正常的，并没有任何问题。如果相机有问题，用任

何 Dicom软件打印出来的胶片都一样，而现在的情况是东芝的主台打出的正常，附台打出的胶

片上下都有宽的黑边。用 Dicom软件打印出来的胶片也正常。使用第三方工作站打印出的胶片

也没有问题。当时怀疑是东芝附台设置问题。进行了很多测试没有任何改变。经过各种检查，

问题还是出在东芝 CT的设置问题上，它在将胶片输出的同时将图片进行了压缩。所以在

DV6800上打出来的图片就变成了 2048X2048点阵的图像，胶片上下留出 7CM左右的黑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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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在东芝 CT上的 Utility上点击右键，在 setup Utility上点击更改设置，经过各种设

置，注册成功，打印到 DV6800上的胶片就正常了。 

结论：激光相机与 CT、DR等设备的联机问题，有时需要反复测试，同时需要对 CT、DR等数字

设备的设置进行了解，最终设置合适的参数，机器才能完全正常工作。 

  

 

 
EP-3099 

锐珂 DR7500 － CAN Bus 通讯故障的维修 

 
于良宁,杨志成,张俊杰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青岛） 266000 

 

目的：锐珂 DR7500 － CAN Bus 通讯故障的维修,供同行参考。 

方法：DR7500的 CAN Bus无通讯的故障，有以下几个故障现象： 

1、Collimator的灯亮起来之后不能自动熄灭 

2、Collimator的光栅不会自动改变大小 

3、进入曝光界面，状态栏上会出现“SCU Not Ready”或“Detector Extention”提示，按下

曝光按钮不允许曝光。 

维修时首先进入诊断模式下断定是 CAN Bus通讯有问题。 

正常情况下该转换器两组 4个 RX/TX通讯灯都应该是闪亮的，而这台机器的转换器只有电源灯

亮，其它灯都不亮。怀疑是转换器坏了。测了 SBC Power Supply的两组电压分别是 11.41V、

5.12V，没什么问题。订购的 CAN Bus转换器和 SBC Computer到货后，拆开新的 CAN Bus转换

器准备换的时候，就发现转换器电源插座有问题，进行解决。最后使用设置 DV8100时的超级

终端参数，终于连接上了。 

结果：继续按照手册对 CAN Bus转换器自身参数进行设置，完成之后关机、重新开机，机器恢

复正常。 

结论：对于锐珂 DR7500的维修，更换 CAN Bus Converter之前，需要准备：电烙铁、吸锡

器，如果自己笔记本没有 COM口，还需要准备 USB TO COM转换线。手册上设置超级终端的方

法是错误的，须按照 DV8100 的设置超级终端的方法。 

 

 
EP-3100 

基于 PACS 图像双盲对比前列腺 PI-RADS v2 评分探究 

观察者间评分一致性的影响因素 

 
邓明,徐海波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430071 

 

目的：利用 PACS图像双盲对比前列腺 PI-RADS v2评估不同年资医师间主观评分一致性的影响

因素； 

材料与方法：回顾性纳入 60 例前列腺 MRI图像作为观察目标，其中 Gleason=3+3、3+4、

4+3、4+4、4+5、5+5各组 10例；5名（R1-5）影像诊断经验分别为 21、10、5、3、1 年的医

师作为观察者。60例 MRI资料根据 PACS随机随机排列；统一培训 5名医师并独立评分，R1独

立重复一次并结合病理，将其作为参考标准；再根据 IV级独立评估熟悉程度；评分过程中是

否遵从双盲原则，将双盲“依从性”按 III级标准自我评分；采用 Kappa检验医师间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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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Kruskal-Wallis检验 5名观医师整体是否存在差异，采用 Mann-Whitney两两比较 5名医

师的差异；采用 ROC分析不同年资医师的诊断效能，计算 AUC及 95%可信区间； 

结果：60例 PCa患者年龄范围为 50-78（67.4±9.2）岁，共计 1500幅有效图像，涉及责任病

灶共计 431幅；病灶大于 1.5cm者 32例，位于移行带 18例，外周带 42例，前列腺尖部 19

例，中部 21例，底部 20例；突破包膜 13例，精囊腺受侵犯 8例，直肠前壁受累 4例，膀胱

颈部受累 12例；医师熟悉程度评分较高，双盲“依从性”较好；R1两次评分无统计学差异

（P =0.759）；R1-5评分存在差异（F =2.643，P =0.027），医师年资越高，评分一直性越

好； R4与 R5间差异不明显，与高年资评分存在显著差异；R1-5的 Kappa示 R1、R2、R3的

Kappa系数＞0.75，诊断一直性极好，R4（K = 0.607）与 R5（K =0.584）的诊断一致性良

好；不同观察者主观评分间的曲线下面积（AUC）随着医师的年资降低而降低，可信区间下限

较低，诊断效能最低。 

结论：利用 PACS来评估医师间评分差异方便准确，工作年资是影响主观评分准确性的最主要

因素； 

  

 

 
EP-3101 

Cost-effectiveness of preoperative 18F-FDG PET/CT 

scan for resected mono-metastatic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estimates from the Chinese perspective of 

health care system 

 
Zeng Xiaohui,Wang Yunhua,Xu Peipei 

Xiangya Hospital，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410011 

 

Background and Objectives: Preoperative 18F-FDG PET/CT evaluation were confirmed 

to be favorable predictors of survival for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 

patients with resected mono-metastatic disease. However, the cost-effectiveness of 

the technique remains unclear. The aim of the current study was to evaluate the 

long-term cost-effectiveness of 18F-FDG PET/CT as preoperative scan for patients 

with resected mono-metastatic NSCLC, from the Chinese perspective of health care 

system. 

Methods: A Markov model and three decision-tree models, along with Log-logistic 

distribution, were employed to calculate the medical costs and life life-years 

gained (LYGs), on the basis of a clinical trial. Sensitivity analyses were 

conducted to assess the steadiness of models established. 

Results: The model base-case analyses, suggested that preoperative 18F-FDG PET/CT 

for patients with resected non-metastatic NSCLC would increase benefits in a 5-, 

10-, 20-, 30-year time horizon, with incremental 0.777, 1.475, 1.129, and 2.412 

LYGs gained, and incremental cost-effectiveness ratio (ICER) for the PET/CT scan 

compared with CT scan were $448, $1134, $1336, $1364 per LYG gained, respectively. 

Sensitivity analyses all revealed that the models we used were robust to results. 

Conclusions: Compared with conventional CT scan, preoperative PET/CT staging for 

patients with resected mono-metastatic NSCLC is cost-effectiveness. It is 

necessary to popularize the 18F-FDG PET/CT scan for the selection patients.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2315 

 

EP-3102 

PACS 的云存储及移动应用的研究 

 
张德川 

重庆市医疗急救中心 400014 

 

目前，PACS（图像信息传输与存储系统）技术是比较成熟的技术，但是在国内只有极少数的区

域的医学影像 PACS存储平台在试运行。医疗影像已成为目前疾病诊断，特别是重大疾病的必

备检查数据。以前由于受制于网速、安全性、稳定性等原因，所有医院都各自为政，在医院内

部建立了自己的 PACS系统来进行医院影像数据的存储和通信，医院之间无法实现患者影像数

据的共享，患者每到一个医院都有可能做大量的重复检查，而重复检查也是导致老百姓看病贵

的重要原因之一。伴随分级诊疗制度的推进，区域信息化互联互通也成为各地相关政府部门的

需求，区域 PACS的系统建设虽然进行得如火如荼，但数据量巨大的医疗影像始终是制约其发

展的一个瓶颈。随着云计算、云存储技术和数字化诊断技术的不断成熟，以及互联网+理念的

不断融入，使得建立区域影像 PACS云，实现医疗影像的云存储逐渐成为一种可替代的存储方

式。区域影像 PACS云平台实现区域内影像在云端的集中存储，能够为影像诊断专家、临床医

生及科研人员提供充分共享和高效协作的平台与技术，可开展区域影像集中存储，远程影像会

诊、影像转诊、虚拟影像专科、远程影像教学、远程影像灾备、影像代存、图像检索等服务，

有助于医院影像服务的再提升，建立放射科与临床科室的交叉阅片及会诊讨论的技术平台。同

时，与医院前期建立的区域影像信息系统进行对接，将联网医疗机构影像资料上传云平台，可

为联网医疗机构提供不受时间与地域限制的影像会诊业务，为院内外专家提供真正方便、快

捷、安全、高效的影像调阅与诊断，对均衡医疗资源，提高基层医院诊疗水平，减少各医院独

立建设云平台的成本以降低医疗费用也有巨大作用。为医联体建设提供了新的引擎；为“互联

网+”医疗最终全面开展等业务提供信息支撑；为实现区域性影像特征等大数据的应用提供基

础数据服务的长远意义。 

 

 
EP-3103 

传统方法与 PACS 三维方法在脑出血量测量中的准确性分析 

 
张巧莹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730030 

 

目的：比较传统方法（多田公式）与 PACS三维方法测量脑出血量的准确性。 

方法：回顾性分析脑出血量病例 40例，所有病例均行常规头颅 CT平扫，并同时用传统方法

（多田公式）与三维方法测量出血量。其中传统方法采用多田公式：V（血肿体积）

=1/2×a×b×c，（a、b、c分别是 CT片中血肿的最长径、最宽径、最高径）；PACS三维方法

是用薄层图像重建后，选定感兴趣区，通过标记患者脑出血 CT值范围自动测量该感兴趣区内

脑出血量。两种方法得到的出血量的差值与比值做 Bland-Altman分析。验证准确性的金标准

是：定量水（100ml）体积测量，选择 10个形状不规则的液体容器，装入确定量水，行常规

CT平扫，用上述两种方法测定并对比。 

结果： 

1、上述两种方法得到的脑出血量的差值做 Bland-Altman分析，显示 5%（2/40）的点在 95%一

致性区间外；比值做 Bland-Altman分析，显示 10%（4/40）的点在 95%一致性区间外。 

2、上述两种方法得到的定量水的差值做 Bland-Altman分析，显示 10%（1/10）的点在 95%一

致性区间外；比值做 Bland-Altman分析，显示 10%（1/10）的点在 95%一致性区间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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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传统测量方法(18.61±14.42)与 PACS三维测量方法(22.75±16.29)得到的脑出血量差值

（4.14±3.93）有统计学意义（P<0.05）； 

4、传统测量方法(92.04±4.91)与 PACS三维测量方法(97.93±5.61)得到的定量水的体积差值

（5.85±5.36）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 PACS三维方法测量数值更接近准确体积

（100ml）。 

  

结论： 

PACS三维方法与传统方法具有较好的一致性，传统方法已在临床普遍应用，则 PACS三维方法

同样适用于临床，且 PACS三维方法较传统方法测量脑出血量更精确，对临床选择脑出血治疗

手段有更高的指导意义。 

 

 
EP-3104 

基于连续语音识别技术的影像诊断报告语音 

录入系统的设计与研究 

 
王正,李振涛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100044 

 

 

目的：近年来随着影像科室信息化的不断完善，科室内部已基本实现了诊断报告的电子化。手

工录入是目前诊断医师书写电子诊断报告的常规方式。手工录入正逐渐成为影像诊断医师工作

效率的制约因素。手工录入时，诊断医师需要将视线在检查图像与输入法界面反复切换，容易

对医师集中精力阅片产生干扰。本研究拟设计基于连续语音识别技术的影像诊断报告语音录入

系统，用以提升影像科诊断医师工作效率、工作体验、降低科室人力成本，最大程度将精力集

中到读片工作中。 

方法：由我院放射科与某软件开发公司共同研发“基于连续语音识别技术的影像诊断报告语音

录入系统”，基于项目需求完成总体设计并分析关键技术，编制并优化词库字典，由公司开发

实现后，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放射科由四名诊断医师独立对该系统进行试用与临床应用测试，

从报告平均用时、识别率、错字率、漏诊率等方面进行评价分析，为系统的下一步升级提供方

向。 

结果：通过对比四位医师近期报告书写平均情况，其中三位医师报告平均用时分别缩短 55%，

40%，25%；识别率均大于 95%；错字率、漏诊率与以往基本持平。另有一位医师，因口音较

重，报告平均用时较以往显著增加，识别率低于 55%，未能完成测试。 

结论：语音录入的主要流程包括：语音数据采集为模拟信号、模数转换、预处理滤波降噪、特

征提取、词库比对匹配、输出文字结果。医疗行业具有敏感性，语音识别准确率与识别速度是

语音录入技术在医学场景下应用的前提。在对词库字典的设计上，可以通过建立语音库与词

库，采用“科室-解剖部位-检查设备”的分层设计方式，通过对既往相关诊断报告的检索汇

总，收录词频高的医学术语来进行逐步编制。 

未来完善的方向：1.完善预处理降噪技术 2.建立“统一库+专属语音库与词库”模式，实现个

性化，智能自学习功能：3.探索语音数据的存储压缩技术。4.探索语音录入系统在其他医疗情

景下的功能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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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105 

在实施全院级 PACS 中涉及到的问题进行解决 

 
樊文广 

山西省太原市中心医院 30009 

 

随着科技的发展，以及政府对各级医院在大型影像检查设备方面的持续投入，使得很多医院的

影像科室都已经建成了比较成熟的科室级 PACS。科室级 PACS较好的帮助了影像科室实现了信

息化管理，取得了非常不错的管理效益和应用效益。但是科室级的 PACS还不能满足医院在实

现检查流程的优化，和病人的资源共享。为此需 PACS升级为全院级 PACS。 我院正在进行全

院级 PACS的升级和改造，在这里与大家分享一下，我院在进行改造中的一点经验和方法。 

1、硬件的全面升级 

2、实现流程的简化 

3、实行自助打印胶片 

4、全院调阅图像 

5、HIS与 Pacs全面对接及出现的问题 

6、自助打印机使用中出现的问题 

 

 
EP-3106 

非小细胞肺癌靶向治疗后影像学定量评估标准 

及报告质量控制 

 
胡晓云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人民医院 214023 

 

目的：探讨非小细胞型肺癌（NSCLC）影像学评估标准的应用要点及影像报告规范与 QC，以提

高影像科对 RECIST-RADS的认识与重视，有利于临床 MDT的开展及临床诊断的统一性、标准

化。 

方法：浅析、比较肿瘤影像评估标准的发展演变过程，从 WHO标准发展到 RECIST和 RECIST 

1.1标准及其之间的区别。解读 RECIST 1.1标准中的主要诊断术语解析及应用要点；NSCLC影

像评估标准应用案例分析。对全国 23家大型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及肿瘤专科医院进行实地考

察，比较各家医院关于 NSCLC 的 RECIST-RADS的应用程度及报告 QC情况，其中应用程度分为

掌握、熟练、了解、未应用 4个等级，与并欧美发达国家（美国 PAREXEL公司调查数据）作横

向对比。 

结果：目前主流的肿瘤疗效影像评估标准是 RECIST 1.1，其特点是易普及、操作简便、变异

性小，涵盖肿瘤本身及转移灶、淋巴结等整体性影像综合评估；NSCLC应用的要点与难点在于

靶病灶的选择、测量窗宽的选择、新病灶定义及甄别、非靶病灶显著进展的掌握等；23 家医

院中仅 3家（3/24）是由放射诊断医师出具标准的 RECIST-RADS报告，其余(21/24)均由肿瘤

医师另行出具此报告；就其 QC而言，其中仅 4家（4/24）为掌握；其余 20家均需专门培训，

其中未应用的有 1家（1/24）、熟练的有 5（5/24）家，了解的有 14（14/24）家。与欧美发

达国家的 RECIST-RADS应用情况相比，无论是放射诊断医师普及性还是影像报告的规范性均有

明显差距。 

结论：肿瘤治疗后的影像学评估标准及报告规范的推广亟待提高、任重道远；影像科重视

NSCLC中应用 RECIST-RADS 有利于肿瘤疗效评估标准的掌握及诊断报告的规范与质控，有利于

影像科与其它学科在 MDT时的良性互动与协作，推动临床诊断的统一性与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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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107 

DR 废片率的分析与改善策略 

 
林智胜 

南京明基医院 210019 

 

目的：分析数字化 X线摄影(digital radiography, DR）废片产生的因素以及探讨相应的改善

策略。材料与方法：回顾性分析 PACS系统中 98503例 DR图像，将病例依据性别、年龄、X线

投射方向和投射体位等不同特质分组，比较不同组别病例之间废片率的差异和废片产生因素的

差异，分析 DR废片产生的因素并提出相应的改善策略，比较采用改善策略前、后 DR图像重摄

率的差异。结果：DR影像整体重摄率为 4.89%，废片产生的因素有体位不正（2697例，占

56.05%）、异物（990例，占 20.57%）、病人移动（577例，占 11.99%）、机器因素（355

例，占 7.37%）和剂量因素（193例，占 4.02%），性别、年龄和 X线投照方向对废片率产生

有影响，而病人体位对废片率产生无影响。采用改善方案后，6个月内影像重摄率从 4.38%降

至 3.81%。结论：定期分析 DR废片率以及废片产生的因素，并制定相应改善策略，可以提高

影像质量，是质量控制和管理的有效措施。 

  

 

 
EP-3108 

品质管理工具在降低婴幼儿磁共振失败率中的应用 

 
贾晓茜,杨健,郭建新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710061 

 

目的 自 2013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医疗服务监管司委托清华大学医院管理研究院开展

全国性医院品管圈竞赛，把品管圈活动推向全国所有的医疗机构以来，品管工具对改进我国医

疗、护理服务质量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和价值
[1]
。本课题旨在应用品管工具降低婴幼儿磁共振

检查失败率。 

方法 1.2016年 12月，成立品管圈。2.通过 L型矩阵选定主题为降低婴幼儿磁共振检查失败

率，制定甘特图计划时间表，回顾性调查 2016年 10月~2017年 1月所有婴幼儿磁共振检查数

据，分析失败率及存在的问题，对存在的问题数量应用帕雷拖图进行分析并依照 80/20法则，

得出存在的主要问题为：镇静效果不理想。3.运用头脑风暴法进行原因分析及解析，并在

2017年 2月进行真因验证，最终将：预约流程不规范、缺乏镇静评估工具、检查序列顺序不

合理作为改善重点。4.针对改善重点，查阅文献、头脑风暴、评分，设定三项改善措施：建立

婴幼儿磁共振预约绿色通道、建立婴幼儿磁共振镇静标准、依照噪声大小排布婴幼儿磁共振检

查序列顺序。5.将最终选定的三项改善措施在 2017年 3 月~2017年 5月进行实施及效果评

价。 

结果 1.应用品管工具前共调查患者 101人，每个患儿扫描 5个序列，共 505个序列；存在序

列未完成的患儿共 59例，未完成序列共 147个：其中常规序列 86个，功能序列 61个，失败

率为 29.1%；2.应用品管工具后共调查患者 91人，每个患儿扫描 5个序列，共 455个序列；

存在序列未完成的患儿共 44例未完成序列共 62个：其中常规序列 40个，功能序列 22个，失

败率为 13.6%。失败率降幅达 53.3%。 

结论 1.婴幼儿磁共振检查失败率相对偏高。2.应用品管工具可通过降低婴幼儿磁共振检查失

败率，提高影像质量、提高工作效率、降低非计划重复检查过程对婴幼儿身心造成的不良影

响。值得在改善医学影像质量控制工作中进行广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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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109 

手运动相关脑功能皮层 BOLD-fMRI 质量控制和管理前后结果

评价及相关影响因素探讨 

 
付丽媛,陈自谦,许尚文 

福州总医院 350025 

 

目的 对手运动相关脑功能皮层 BOLD-fMRI质量控制和管理前后成功率进行评价，同时探讨影

响手运动相关脑功能皮层 BOLD-fMRI结果的相关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接受手运动相关脑功能皮层 BOLD-fMRI 的 77例受检者资料，其中质量控制与

质量管理前后手运动相关脑功能皮层 BOLD-fMRI影像资料分别为 31例和 46例，以试验结果是

否出现合理的激活图为标准得出质控前后两组试验的成功率，并进行统计学分析。同时分析不

成功的试验原因，包括：设备因素、受试者因素及其他因素。 

结果 实施质量控制与质量管理后，手运动相关脑功能皮层 BOLD-fMRI试验的成功率由质控前

67.74%上升到 86.96%，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实施质量控制与质量管理后，受试者因素、设

备因素两个方面较质控前对试验的影响明显降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质量控制与质量管理对于提高手运动相关脑功能皮层 BOLD-fMRI的成功率、降低受试

者因素、设备因素对试验结果的影响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EP-3110 

实体瘤靶向治疗评价标准与新药研发、临床治疗及影像评估

的 MDT 关系探讨 

 
胡晓云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人民医院 214023 

 

目的：肿瘤靶向药物研发试验、临床应用、影像评估三者关系日益密切，构成了精准医疗时代

重要的组成部分，也对科室管理提出了新挑战。本讲座旨在探讨精准医疗时代实体瘤靶向治疗

的疗效评价标准进展及多学科专家组（MDT）的作用关系及管理，提高影像医师对实体瘤疗效

的科学评价水平，满足临床实际需求。 

方法：肿瘤分子靶向药物具有与化疗药物不同的作用机理。目前对肿瘤的疗效评价标准主要是

针对化疗药物疗效的评价，从最早的 WHO标准发展到 RECIST和 RECIST 1.1标准，尽管在细节

和标准化方面不断完善，但均以测量肿瘤的大小作为评价指标，其原理基于化疗药物直接杀死

肿瘤细胞。但是，靶向治疗药物主要是抑制肿瘤细胞增殖，其对肿瘤的作用模式不同于化疗药

物，因此近几年出现了对靶向药物疗效评价标准的探索，本文对以 CT值作为功能学指标的肿

瘤疗效评价标准-Choi标准及其后续的一系列 mChoi、SACT、MASS的肿瘤疗效评价标准进行了

详述，同时对新药研发机构（GCP）、临床及影像学三者关系及 MDT实践时所面临问题进行了

探讨，探寻影像科医师应以何种角色参与肿瘤靶向治疗的影像学评价标准。 

结果：在新药研发机构、临床及影像学三者的 MDT实践中，RECIST1.1标准是各方都认可的主

流标准，能够服务绝大多数的临床实践需求；mRECIST、Choi分别适用于肝癌、间质瘤疗效的

评价；IWG2007标准适合淋巴瘤疗效的相关研究；上述标准仅在新药研发机构得到熟知与掌

握，在临床中仅部分肿瘤科医师有所了解，影像医师普遍缺少了解与应用。此与临床及影像的

GCP参与度呈正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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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影像医师应不断更新、学习实体瘤疗效评价标准的相关知识，才能在 MDT中发挥应有的

作用。同时，影像新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推动肿瘤疗效评估标准的不断升级、完善，最终更科学

地应用于、服务于临床。 

  

 

 

EP-3111 

二级医院放射专科门诊在分级诊疗过程中的作用评价 

 
杨红兵 

上海市嘉定区南翔医院 201802 

 

【摘要】 目的  探讨二级医院放射专科门诊在分级诊疗过程中的作用。方法  回顾性分析

从区域内各社区医院转诊至本院放射专科门诊就诊并进行分级诊疗的 56例患者，评价经分级

诊疗后对疾病诊治的精准性、时效性及患者满意度。结果  56例患者中，社区医院检验发现

肝功能异常 17例，肿瘤指标异常 11例，超声异常 15例，胸片异常 13例，经放射专科门诊诊

治，共发现各类肿瘤或疑似肿瘤 17例，非肿瘤患者 39例，其中转至三级医院手术治疗 8例，

本院外科手术治疗 3例，内科治疗 12例，转至专科医院治疗 3例，转回社区医院 30例，结

论  二级医院放射专科门诊在分级诊疗过程中其精准性、时效性及患者满意度均得到了有效

提高，是现行医改 1+1+1诊疗模式的有益补充，值得推广。 

 

  

 

 
EP-3112 

六西格玛法在提高脑卒中患者 CT 检查时效中的应用研究 

 
董鑫,胡必富,江广斌,汪军,谢鹏,谢兴佳 

随州市中心医院 441300 

 

目的： 探讨六西格玛法优化影像检查绿色通道时效。 

方法：本研究设置两组研究对象，选择 2015年 1 月至 2015 年 5月急诊入院疑似脑卒中患者

600例为对照组，2016年 1月至 2016年 5月急诊入院疑似患者 600例为试验组。运用六西格

玛管理体系 5 步法，改善 CT 检查绿色通道停留时间（CT 检查阶段、CT结束-CT报告，全程

目标停留时间＜30min）。比较停留时间合格率。 

结果：改进前影像科全程平均检查时间为 40±7 min，改进后全程平均检查时间为 28±2 min

（P=0.001）。CT检查阶段（15±4 min 缩短至 10±2 min，p=0.006）、CT结束-出具报告

（25±5 min 缩短至 23±3 min，p=0.006）。绿色通道影像检查时间合格率提高了 13.67%。 

结论：六西格玛管理法在缩短急诊脑卒中患者影像检查绿色通道时间中效果显著，有效提高了

抢救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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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113 

普放 KPI 指标的建立与运行监控 

 
张靖,陈金华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野战外科研究所 400042 

 

目的： 

    随着影像技术的迅猛发展，放射科已经成为综合医院临床检查的重要基础平台，检查

室多、设备多、患者多，候诊环境受限等诸多原因，制约科室的检查质量和服务品质。我院从

2016年开始，在原有基础硬件设备不变的情况下，在普放单元组采用建立关键性能指标( KPI

（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的监控方法，把普放单元组的日常运行情况依据专业实际需

求和设备安装环境特点，建立了 8个 KPI指标，并对指标的数据采集方法、功能、记录汇总方

式以及监控人进行了明确的定义，实现数据量化监控。把放射科普放单元组的检查流程、设备

运行状况，照片质量评价，申请单的医技沟通，危急值上报及时性有计划有规律的用数据显示

出来。从而提升了本单元组影像检查工作的安全和稳定性，实现服务品质的持续改进。 

方法： 

    根据普放的工作具体情况建立适合普放单元组管理的 8项 KPI指标：1.设备完好率；

2.设备使用率；3.急诊床旁检查的及时性；4.危急值报告及告知率；5.图像质量合格率；6检

查重复投照率；7.与临床沟通。8.床旁照片时对周边防护检查确认。每一项指标都在组内指定

1--2人负责基础数据的记录，次月的月初进行汇总整理。每月数据进行比较分析，找出问题

和解决问题的方法。 

结果： 

    通过对上述数据的收集、记录、整理。发现工作中具体存在的问题，发生频次，可以

控制的范围，各个指标间的相关性和发生的时间特点，方便的发现并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预

估今后的工作中可能出现的隐患，提早做出反应尽量避免或不再发生。使员工的安全意识、技

术能力、服务水平得到提高。 

结论： 

   放射科普放单元组采用建立 KPI的监控，能够实现本组各个员工技术能力提高，实现各

个工作环节的有效监管，及时发现问题，保障了在高强度的工作量情况下，可以实现工作质量

稳定和科室安全的可持续性发展。 

  

 

 

EP-3114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专业住院医师培训中的中美差异与中国的

启示 

 
殷茜, 崔光彬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710038 

 

目的：对比分析中美在影像医学与核医学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过程中的异同点，以期借鉴

美国的成熟经验，探索一条即适合中国医疗国情及现阶段培养任务、又易与发达国家培养模式

接轨的影像专业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 

方法：从培养目标、申请方式、培训过程 等方面深入分析中美两国在影像医学住院医师规范

化培训方面的差异，客观评价我国现行体制的优势与不足。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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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美在影像专业住院医师培训过程中有以下差异：  

  美国 中国 

招募 匹配制度，双向选择 计划分配，地域限制 

培训     

年限 4（住院医师）+1（专科培训） 3（住院医师）+X（专科培训） 

授课 

早课（1小时/次，1次/天） 

+ 

午课（1小时/次，1次/天） 

+ 

现场授课（1小时/次，2次/周） 

  

共约 12小时/周 

科内授课（1.5小时/次，2次/

周） 

  

  

  

  

共约 3小时/周 

轮转 

按亚专业轮转 

（神经、胸部、腹部、骨肌、儿科、超

声、核医学、介入等），3-8周/亚专业，

年度循环 

按技术专业轮转 

（放射、超声、介入、核医学），

本专业占大部分时间 

考核 模拟口试、年度考核、ABR 年度考核、结业考核 

毕业

后去

向 

住院医师培训及 ABR考试成绩是申请工作

职位的基本条件 

大部分规培生回到原单位，无就业

压力 

经费

投入 

国家投入 10万美元/人/年（包括培训费

用、规培人员薪资及保险、养老金等），

个人税后约 4.5-5.5万美元/年 

国家补助 3万人民币/人/年（基本

都支付培训人员的薪资），个人税

后 ≥3 万人民币/年 

2、中美在住院医师培训过程中有以下方面相似：1 同质化培训；2尚无全面的实践考核模

式 。 

结论：我国的住院医师培训正处在初始阶段，在招募、培训和考核过程中都有提升的空间。我

们需要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也要超越西方实践模式，制定出更能调动规培人员学习积极性、

规培医院责任感、实践性更强的培训制度，更要在实践考核等重点环节中实现突破，制定由浅

入深——由泛入专——影像结合临床的轮转模式，更加人性化的推进影像医师培训同质化进

程。 

 

 
EP-3115 

人文关怀护理在 CT 增强扫描患者中的应用效果 

 
董桂青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 250014 

 

目的：探讨人文关怀护理在 CT增强扫描患者中的应用效果观察，旨在为临床护理提供指导依

据。方法：选择 2015年 5-12月在本院进行 CT增强扫描的患者 562例，按照随机数字表法随

机分为研究组与对照组各 281例，对照组按照常规护理方法，研究组在对照组基础上给予人文

关怀护理，包括详细评估患者情况、营造人文氛围、提供优质护理服务、预防对比剂不良反

应、扫描后健康教育等，分析比较两组患者对比剂不良反应、心理状态、心率及血压异常情况

以及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其中对比剂不良反应：根据患者的临床表现可分为轻、中、重三度;

心理状况：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AS)对所有患者进行测评，使用 4级评分法，评分越高说明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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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焦虑水平越高;心率及血压：测量患者检查前、中、后血压及脉搏波动情况；满意度：采用

自行设计的满意度调查问卷对患者调查，分为非常满意、很满意、一般满意及不满意，其中满

意率=（非常满意+很满意+一般满意）/总例数×100%。结果：研究组发生对比剂不良反应、心

率及血压异常例数少于对照组（P＜0.05），心理状态评分低于干预前及对照组干预后（P＜

0.05），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行 CT增强扫描的患者中实施人

文关怀护理，真正实施优质护理服务，强化“以人为本”的护理服务理念，可明显地缓解患者

的紧张与焦虑情绪，从而提高患者对护理工作满意度。 

  

 

 

EP-3116 

急诊影像学检查流程的优化与质控初探 

 
许多,张敏鸣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310009 

 

目的：急诊科拥挤现象已成为全球性的医疗卫生问题，假急诊的现象也严重干扰放射科工作。

本文主要探讨如何将放射科有限的急诊资源合理有效地分配给大量的急诊患者。 

方法：结合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急诊病人病情分级试点指导原则》及美国的急诊严重指数

(emergency severity index, ESI)为标准预检分诊制度，2016年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

院放射科实行了急诊患者分级检查及结构式报告的制度。2017年 2月就急诊检查和诊断在相

关科室进行了调研。 

结果：统计 2016至今放射科急诊分级检查的急诊流转时间。例如：2016年 12月份急诊 ESI1-

2级患者的放射科急诊流转时间，登记－检查时讲平均为 14分钟，检查完成－出具报告时间

平均为 36分钟。 

结论：急诊分级检查可以较好的保证 ESI1-2级患者得到放射科医疗资源。急诊结构式报告为

临床提供明确的、易读易懂的急诊信息，具有较高的利用度。 

 

 
EP-3117 

256 层螺旋 CT 图像后处理技术对 256 例冠脉狭窄诊断价值的 

临床研究 

 
蒋杏芳,杜君,胡琳琳 

金华市中心医院 321000 

 

 目的：探究 256层螺旋 CT图像后处理技术诊断 256例冠脉狭窄临床价值。方法：选取 2010

年 9月～2015年 9月我院治疗的心肌桥患者 256例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成两组，每组患者

各 128例。其中，对照组患者选取 128层螺旋 CT进行冠脉造影检查增强扫描，而试验组患者

应用 256层螺旋 CT进行冠脉造影增强扫描检查。CT冠脉扫查后，均采用以下方式进行重建，

包括了：①多平面重建。②曲面重建。③最大密度投影法。④容积显示技术。探究患者冠脉狭

窄的区域，分析不同层数扫描后对于诊断结果的应用价值。结果：结果显示，试验组在经过

CT冠脉造影后的前降支、回旋支、后降支、钝缘支等心肌桥分布与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患者的检查后的心肌桥厚度、狭窄程度和心肌桥长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当患者心肌桥厚度＜3.2mm，狭窄宽度＜0.13mm 时，两组检验结果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256层螺旋 CT检查灵敏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以及诊断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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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均优于 128层螺旋 CT。结论：在患者心肌桥厚度＜3.2mm，狭窄宽度＜0.13mm时， 256层

螺旋 CT图像后处理技术更有检测优势，在检查狭窄程度和厚度上有一定的价值，并具有较高

的灵敏度、特异度和诊断符合率。 

 

 
EP-3118 

X 线检查自动语音指令系统的设计及应用 

 
乔国庆,李向东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 510010 

 

目的：设计并实现一种自动语音指令系统，在 X线检查中需要患者配合呼吸时，触发开关自动

播放指挥语音指令，代替原有的人工口述指令。并可播放预先录制的其它指令，代替需要重复

口述的语音内容。 

材料及方法：采用语音芯片模块、无线遥控开关、5V-DC电源、有源小音箱、小喇叭等配件，

将各配件组装成完整语音指令系统。语音指令的内容为：“请吸气，憋住气，不要动……可以

呼吸”；“1小时后到登记处取报告”，等。语音采用软件合成方式，该方式操作简单，能直

接将文字转换为语音，音质优于录制方式，可将语音直接保存为硬件需要的格式。语音通过

USB-TTL线下载入语音芯片。该语音芯片扩展有语音控制端口、3.5mm音频输出口等，内部集

成小型功放，可直接驱动 8Ω3W的喇叭。3.5mm音频输出口能给功放提供音频信号，供患者听

取指令。 

结果：我科平时用于体检的 X 线机，胸片检查较多，每天检查患者 200人次以上，人工喊话必

须有“憋气”，“可呼吸”，“取结果指令”，每天需要重复 600次以上，而该类指令均可实

现自动播放。检查需要播放呼吸指令时，按下相应按钮，语音开始播放，同时，按曝光手闸一

档预备，在患者播放完“憋气”语音后，按下手闸二挡完成曝光，紧接着播放“可呼吸”语

音。完成检查后，需要交代患者取结果时间、地点，也可以通过按下按钮方式告知患者。组装

完整的语音指令系统，能够自动播放相应的指令，指令内容是根据临床要求设计，可完全替代

人工喊话，音质清晰、发音准确、语速、音量都可以调整，临床试用效果极好。 

结论：该语音指令系统，设计简单、易于安装，所用元件便宜、方便购买，非常适合推广；该

模块采用无线遥控开关控制，采用开关体型较薄，设计精美，可直接放于桌面使用；语音指令

内容可根据临床要求设计，完全可以满足不同临床要求；所播放语音指令具有清晰、准确等优

点，优于人工喊话指令方式，而且大大降低操作人员工作负担，在体检等人流量大时，效益更

加明显。 

  

 

 
EP-3119 

磁共振平衡式场回波序列在小肝癌射频消融手术中的应用研

究 

 
刘念龙,庄一平 

江苏省肿瘤医院 210009 

 

摘要 目的：评估磁共振平衡全稳态快速场梯度回波(B-FFE)序列在磁共振引导下小肝癌射频

消融手术中的应用,为射频消融治疗一站式序列选择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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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收集 18例患者（包含 19个不能进行临床手术的小肝癌病灶）。采用 Achiea 

1.5T超导 MR扫描机,专用 4通道相控腹部线圈,Olympus Celon 双极/多极射频消融治疗仪，

在磁共振引导下进行小肝癌射频消融手术。术前定位，术中治疗中都采用 B—FFE快速序列进

行信号的采集，在术后疗效评估时采用 B—FFE快速序列和 T2、DWI序列扫描，观察治疗区的

影像信号，直到内部出现信号比较低，周围比较高的“圆环征”，结束手术。 

结果：18例 19个病灶全部一次性定位成功，治疗过程中 B—FFE序列能从不同角度快速得到

病灶与射频治疗针之间的位置关系，射频治疗针治疗结束后 B-FFE序列、T2序列、DWI序列都

能清楚观察到病灶周围的“圆环征”。图像扫描一次，B—FFE序列、T2序列、DWI序列所需

时间分别为 9～13秒，72～94秒和 56～62秒。 

结论：磁共振 B—FFE快速序列是肝脏射频消融治疗手术的首选序列。 

  

 

 
EP-3120 

能谱单能量结合低对比剂在肠系膜上动脉成像中的应用价值 

 
任占丽

1,2
,贺太平

1
,于勇

1
,陈晓侠

1
,雷雨欣

1
,韩冬

1
,贾永军

1
,张喜荣

1,2
 

1.陕西中医药大学 

2.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探讨能谱单能量结合低对比剂在肠系膜上动脉成像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收集我院腹部 CT增强扫描患者 40例并随机分为 A、B两组（每组 20例），两组均采用

非离子型对比剂碘海醇（350mgI/ml）.A组采用宝石能谱 CT（GSI）扫描，对比剂用量为

450mgI/kg,扫描后重建 65kev、40%ASIR图像；B组行常规 CT增强扫描（120kvp），对比剂用

量为 600mgI/kg,扫描后重建 40%ASIR图像。分别测量两组患者肠系膜上动脉及竖脊肌 CT及 SD

值，并计算肠系膜上动脉信噪比（SNR=CTvessel/SDvessel）和对比噪声比（CNR=(CTvessel-CTerector 

spinae)/SDerector spinae），记录两组患者碘摄入量、容积 CT剂量指数（CTDIvol）、剂量长度乘积

（DLP），并计算有效辐射剂量（ED）。由两名有经验放射科医师采用 5分法对图像质量进行

双盲法主观评分。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对两组患者肠系膜上动脉 CT值、SD值、SNR、CNR和主

观评分、CTDIvol、DLP、ED、碘摄入量进行统计学分析，P＜0.05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A组肠系膜上动脉的 CT值、SNR、CNR均高于 B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A

组肠系膜上动脉的噪声低于 B组，差异无明显统计学意义（P＞0.05）；A组主观评分

（4.36±0.68）稍高于 B组（4.23±0.73），但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CTDIvol、DLP、ED在两组之间无明显统计学意义（P＞0.05）；A组的碘摄入量

[（25.47±3.43）g]较 B组[（35.80±6.18）g]减少了约 26.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在辐射剂量相当情况下，能谱单能量结合低对比剂在肠系膜上动脉成像中可获得优于常

规对比剂 CT增强扫描的图像质量，且对比剂碘摄入量减少约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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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121 

Performance of preset adaptive statistical iterative 

reconstruction-V on  image quality and radiation dose 

of abdominal CT in a phantom study  

 
Chai Ya Ru,Gao Jian bo,Xing Jing jing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450000 

 

Purpose: To evaluate the influence rules of preset adaptive statistical 

iterative reconstruction-V  (ASIR-V) techniques on image quality and radiation 

dose reduction and to investigate the optimal ASIR-V level. 

Materials and methods: Abdominal anthropomorphic phantom was scanned by using 

abdominal CT protocol(120 kVp, automatic tube current) when NI values were 

6,8,10,12,14 respectively on DiscoveryCT750 HD(group A) and Revolution CT(group 

B). In group A, 0%-100% ASIR-V(10% interval) was set in advance before scan and 

55 sets of images were obtained. In group B, the images were reconstructed by 40% 

ASIR. The subjective image quality was assessed by two radiologists and the CT 

value and SD value of various regions, radiation dose were measured and recorded. 

Statistical analysis was performed by using t-test and Wilcoxon rank sum test. 

Results: In group A, the image subjective score remained unchanged as NI was 6,8, 

slightly increased as NI was 10,12,14 with ASIR-V increase below 40% level, and 

decreased above 50% at all NI. As NI was 6,8 to 80% AISR-V and NI 10,12,14 to 70%, 

the image score dropped below 3 points. At 40% ASIR-V reached the maximal 

subjective image score and ha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ith the images of group 

B in corresponding NI(all P>0.05). The CT number of every region remained stable 

with ASIR-V in group A and were lower than the images of group B(all P<0.05). The 

SD values of every region remained basically stable with ASIR-V in group A and ha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ith the images of group B(all P>0.05). In group A, the 

CT dose index volume(CTDIvol) gradually decreased with ASIR-V increase. At 40%, 

50% and 60% ASIR-V the CTDIvol reduced by average 49.8%, 62.5%, 71.6%. 

Conclusion: Preset ASIR-V can reduce radiation dose obviously while maintaining 

the overall image quality and 40% -60% level could be recommended at abdominal CT 

in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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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122 

Spectral CT imaging of splenic arteriography using a 

low injection velocity and low dose contrast medium 

protocol before laparoscopic gastrectomy during the 

patients of gastric carcinoma with poor vascular 

condition 

 
wei jin 

Fujian Medical University Union Hospital 350001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value of splenic arteriography using spectral CT 

imaging with a low injection velocity and low dose contrast medium protocol before 

laparoscopic gastrectomy during the gastric cancer patients who had relatively 

poor vascular condition and could not afford high injection velocity and high dose 

contrast medium. 

Methods  Totally eighty patients of gastric carcinoma weighing between 50 to 70 

kg in our hospital referred to upper abdominal routine contrast-enhanced CT scans

（50 mL of 320mgI and 30 mL of saline at 2 mL/s） were selected in this study. 

Forty cases were used GSI mode(single source dual energy fast 80/140kVp switching) 

and the other forties were used 120KVp scan with automatic mA modulation. All the 

data of arterial phase were transmitted to AW4.5 workstation and optimal KeV of 

splenic artery was selected by using optimal CNR tool. CT value and SD value of 

proximal splenic artery and erector spinae were measured in every data set of keV 

and 120KVp images. CT values and CNRs of splenic artery  were calculated and 

compared by independent-sample t test. CTA images in the arterial phase (3D CT 

arteriography) were reconstructed using the volume-rendering technique The 

VR(volume rendering, VR) images quality of optimal KeV and 120 KVp data sets were 

evaluated by two experienced CT radiologists independently. The visibility of the 

splenic artery were evaluated and recorded on a five-point scale ( 1 for poor and 

5 for excellent). And then average image score at optimal keV and 120KVp were 

calculated and compared by independent-sample t test. 

Results  The optimal keV of splenic artery enhancement similar  with routine 

120KVp upper abdominal contrast-enhanced CT was 50.85±4.04keV. The CT value and 

CNRs of images from optimal keV were both significant higher than those of 120KVp 

scan CT values were 352.99±108.03 HU(optimal keV) vs 179.63±41.49HU(120KVp) 

(t=8.42,P=0.00<0.05) and CNR were 12.38±6.22(optimal keV) vs 9.50±5.64(120KVp) 

(t=10.88, P=0.00<0.05). The VR image score of visibility of splenic artery at 

optimal keV( 3.96±0.67 ) was significant higher than 

120KVp(2.15±0.81) ,(t=8.72,P=0.00 <0.05). 

Conclusion  Monochromatic images at 50.85±4.04 keV provided  the best 

visibility of splenic artery than conventional 120 KVp in upper abdominal 

contrast-enhanced CT scan during the patients with poor vascular condition before 

laparoscopic gastrectomy. 50keV monochromatic images could be used routinely for 

reconstruction of splenic art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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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123 

下肢深静脉血栓 CTV 成像方法及其临床价值 

 
吴海凤 

梧州市工人医院/广西医科大学第七附属医院 543001 

 

摘要：目的 探讨下肢深静脉 CTV间接法和直接法两种 CT成像检查方法及其图像质量在临床中

的应用价值。方法：收集我院下肢 CTV直接法和间接法深静脉血栓各 20病例，由高年资医生

采用主观评价法分析图像质量，并与 DSA检查结果对比。结果：下肢 CTV直接法以横断面结合

MIP、VR 、3D显示血管较好，可清晰显示病变的位置、范围、血管壁的钙化程度。下肢 CTV

间接法由于静脉充盈较淡，以横断面及 MIP观察血管为主。两者血栓检出与 DSA图像相比，直

接法为隐约可见 3例，可见 10例，清晰可见 7例;间接法隐约可见 11例，可见 6例，清晰可

见 2例，疑似 1例。20例直接法和 20例间接法。下肢 CTV患者图像质量评价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结论：合适的下肢深静脉血栓 CTV成像方法，可较好诊断深静脉血栓。 

  

 

 
EP-3124 

高时间分辨率宽体探测器 CT 的冠脉 CTA 扫描时机的研究 

 
原媛,钟朝辉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100050 

 

目的：探讨高时间分辨率宽体探测器 CT的冠脉 CTA的扫描时机设置。方法：取 91例疑似冠心

病的患者进行 CCTA扫描，患者随机分为 3组，在扫描时分别采用不同的触发后延迟时间

（diagnostic delay, Td）：A组 n=30，Td=1.7s；B组 n=33，Td=3s；C组 n=28，Td=5s，采

用个体化造影剂剂量，注射总量根据患者体重采用 280mgI/kg。记录受检者年龄、性别、身

高、体重，计算体重指数（Body mass index, BMI），BMI=体重/身高
2
（kg/m

2
），造影剂药

量（ml）、注射流率（ml/s）、扫描时患者心率（bpm）、自动阈值触发时间（s）。分别测量

冠脉各主要分支的近段和远段的 CT值，由两名五年以上经验的诊断医师进行主观评分。结

果：三组患者的年龄、性别、体重、BMI、造影剂药量、流率、心率、ED和自动阈值触发时间

均无统计学差异。所有节段均能满足临床诊断需要，对于升主动脉根部和近段血管，A、B两

组 CT值高于 C组患者，对于远段血管，B、C两组 CT值高于 A组患者；远段、近端 CT值之比

从大到小依次为 C组、B组、A组。主观评价结果 B、C两组优于 A组。结论：在采用高时间分

辨率宽体探测器自动触发进行冠脉 CTA扫描时，应综合考虑近段、远段血管的充盈程度，选取

适当的触发后延迟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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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125 

高时间分辨率宽体探测器 CT 行自由呼吸冠脉 

CTA 对辐射剂量的影响 

 
原媛,钟朝辉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10050 

 

目的：探讨高时间分辨率宽体探测器 CT的冠脉 CTA扫描时采用自由呼吸扫描对辐射剂量的影

响。方法：选取我院于 2016 年 11月至 2017年 3月间临床诊断疑似冠心病拟行 CCTA扫描的患

者 104例。随机将患者分为两组：A组为自由呼吸组（n=51），B组为屏息组（n=53）。记录

患者年龄、性别、身高、体重，计算体重指数（Body mass index, BMI）。采用 Revolution 

CT（GE Healthcare），扫描范围自主气管分叉下 1cm至处至心脏膈面。准直宽度为 140mm。

重建层厚及层间隔均为 0.625 mm。适应性统计迭代重建（ASIR-V）权重为 60%。管电压

100kVp，采用自动管电流调制技术，管电流范围为 400mA～750mA，预设噪声指数(noise 

index，NI)为 22 HU。机架旋转速度 0.28s/rot，采用的自动心电门控(auto gating)技术，开

启冠状动脉追踪冻结(snapshot freeze，SSF)技术。首先在患者自由呼吸状态下启动心率测试

功能，记录两组患者正常呼吸状态下的初始 HR，随后 A、B组患者在分别在自由呼吸和屏息下

进行测试并扫描，记录测试 HR和辐射剂量（Dose length product, DLP）。结果：初始

HR>75bpm的 A组患者 DLP为 120.21(115.74~132.47)mGy*cm，B组 132.04(122.42~197.51) 

mGy*cm，A组 DLP小于 B组（U=1011.5，P=0.027）；初始 HR<=75bpm的 A组患者

100.12(198.21~198.07)mGy*cm，B组患者 97.01(78.97~159.41)mGy*cm，A组 DLP大于 B组

（U=27.5，P=0.038）。结论：高心率患者采取自由呼吸扫描时辐射剂量较小。对于中低心率

患者，采取屏息扫描的辐射剂量较小。 

 

 
EP-3126 

探讨旋转 DSA 技术在脑动脉瘤诊断和治疗中的参考价值 

 
胡志海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100050 

 

目的 由于脑血管影像的重叠，不能反映病变全貌，有时不能作出准确诊断，在介入诊断和治

疗中，不能准确显示，不能完全满足介入诊断和治疗的需要，延长了治疗时间。脑动脉瘤介入

诊断和治疗中应用旋转 DSA 技术，提高诊断准确率。探讨脑动脉瘤介入诊断和治疗。 

资料与方法 临床资料  选择 2016 年 01 月至 2017 年 2 月，30例我院 CT 检查诊断脑动

脉瘤，男性 16例，女性 14 例，1 例假性动脉瘤。本组 30 例均行常规 DSA 和旋转 DSA 及

三维重建图像处理。 

常规 DSA 后，选择 3D 模式，先作正、侧位定位，再按住 Test 键作旋转测试。参数设定：

在颈内动脉流率 4ml /s，总量 16ml ，压力 300Psi。采集参数旋转均为速度 40° /s，采集

延时 1.5s。图像采集和后处理：按住曝光键，对比剂开始注射，延时 1.5秒后，机架围绕目

标血管进行 200°数据采集。采集数据自动传送到 工作站，对采集的图像进行 ( VR) 、

( MIP)三维重建 。 

结果 30例脑血管动脉瘤进行常规脑血管造影和旋转 DSA检查，检出动脉瘤 26 例，做出准确

诊断和介入治疗，1 例假性动脉瘤  。常规造影图像能直观表现动脉瘤属性，但图像略显模

糊，动脉瘤仅有大致轮廓，位置、瘤颈以及与周围血管的关系不能直观反映 ；旋转 DSA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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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 28例，从立体三维角度观察脑动脉血管，能充分显示动脉瘤属性以及和周围细小血管的

关系，通过旋转观察瘤颈并寻找并测量最大瘤颈。 

结论 DSA 血管造影技术在临床脑血管疾病中用于检查血管血流和病变动脉瘤效果较好，图像

清晰度较高，是血管性疾病诊断的 “金标准”。三维重建图像，能清楚地观察瘤体及瘤颈大

小，通过測量得到准确的数据，清晰地显示动脉瘤的结构及周围血管的毗邻关系，对医生判断

是否用支架辅助以及弹簧圈大小数量起到决定作用，对动脉瘤选择最佳角度路径图，为介入治

疗提供最佳工作位 。 

  

 

 

EP-3127 

体重指数对冠脉图像 CNR 的影响 

 
胡志海,贺文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100050 

 

目的：冠脉扫描时体重指数对影像对比噪声比（CNR）有直接的影响、同时对比剂的注射方

案：对比剂总量、流率、浓度也有很大影响。不同体重指数的患者采用合理的对比剂注射方案

和不同的扫描模式可获得最佳对比噪声比（CNR） 
方法：采用 GE公司的 HD750 宝石 CT，A组 80例患者，只能前门控模式扫描，心率低于 65

次，选择能谱扫描；B组 80 例非能谱扫描，扫描模式前、后门控扫描；对比剂的选择每组根

据患者体重指数计算对比剂的总量和流率，碘海醇 350使用 40例和威视派 320使用 40例。能

谱扫描重建单能量图像，选择 70Kev加 ASIR30%重建。非能谱扫描选择 ASIR30%重建图像。两

组图像的测量选择升主动脉根部、左室心肌 100平方毫米面积平均 CT值和标准差；计算出图

像的对比噪声比（CNR），进行对比分析。 

结果：1体重指数增大，CNR 降低 

2能谱扫描模式能提高 CNR， 

3适当增加对比剂的浓度、总量和流率可改善 CNR 

4能谱扫描模式可以低剂量、降低对比剂的剂量的同时提高 CNR 

结论： 通过降低扫描剂量，对比剂的总量，流率，减少患者的对比剂刺激，提高扫描的稳定

性成功率，通过能谱扫描获得单能图像提高较高的组织对比度，同时通过 ASIR降噪软件，获

得可接受的噪声水平。能谱扫描适合体重数高，血管条件差，心率低。非能谱扫描适合体重指

数低，血管条件好，心率高的患者 

  

  

 

 

EP-3128 

小视野高分辨扩散加权成像（Zoomit DWI）在肾脏肿瘤诊断

中的应用研究 

 
孙振萌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430071 

 

目的：肾脏肿瘤是肾脏常见疾病,其早期诊断是治疗和预后关键。MRI能较好显示肾脏解剖结

构和相邻软组织关系,DWI是目前无创性检测活体水分子运动方法。本文旨在探讨小视野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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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扩散加权成像（Zoomit DWI）在显示肿瘤的范围和与正常组织的关系，以及明辨肿瘤良恶性

方面较常规平扫和常规 DWI 的优势。 

方法：对 2016年 5月至 2017 年 5月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就诊且临床怀疑为肾脏肿瘤占位的患

者行 3.0T MRI检查。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21例肾脏肿瘤占位患者，分析其 MRI常规平扫和常规

扩散加权序列与小视野高分辨扩散加权成像（Zoomit DWI）的信号区别，观察记录对病灶形

态、边界的显示情况，ADC 值，计算 rADC值，并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经两名高年资主任医师分别诊断，一致认为小视野高分辨扩散加权成像（Zoomit DWI）

对肿瘤的形态和边界显示较常规 DWI更为清晰，对肿瘤性质的鉴别诊断比常规 DWI更准确，且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小视野高分辨扩散加权成像（Zoomit DWI）在肾脏肿瘤的性质鉴别诊断中较常规 DWI

更加准确，且对病变的形态和边界显示更清晰，结合 MRI平扫序列对术前肾脏肿瘤的鉴别诊断

具有临床指导意义。 

 

 

EP-3129 

1.5T 磁共振 CEST 成像影响因素分析 

 
杨永贵 

厦门医学院附属医院厦门市第二医院 361021 

 

目的：本文探讨 1.5T磁共振化学交换饱和转移(CEST)成像的影响因素。 

方法：通过试管模型和临床病例，采用 GE Signa HDe 1.5T 磁共振成像仪分别进行不同矩

阵、激励次数、翻转角、磁化传递翻转角的 CEST成像对比分析，以及不同激励次数、磁化传

递翻转角的 Z谱分析，并从成像组织、成像设备、成像技术等方面对原始图信号、APT信号及

Z谱进行分析研究。 

结果：实验结果表明：1.5T 磁共振仪 CEST信噪比相对低，且磁场稳定性及均匀度影响了 CEST

成像的效果。在其他参数不变的情况下，降低采集矩阵和增加激励次数、翻转角可以增加原始

图像信噪比。磁化传递翻转角为 105°时 CEST效果最好。激励次数为 2次、磁化传递翻转角

为 105°时，所得数据符合组织 Z谱情况。模型 Z谱在磁化传递频率区间范围-294～-194Hz 可

显示 30%Glu、I320、H2O、Cr 的信号差异，与 H2O差异最大处-244～-214Hz。原始图像信号

30%I320明显高于 Glu、H2O、Cr，Cr略低于 Glu，APT图 Cr 略低于 Glu。25例脑肿瘤的 APT图

呈高信号、12例脑梗塞的 APT图呈低信号，CEST原始图像均可区分病变区域。有 12例因采集

时间、患者配合情况、环境及室温等影响导致 CEST成像的失败。 

结论：1.5T场强下，CEST技术受到成像组织、设备、技术等因素的影响，需要进行多方面优

化。在保证磁场稳定性及均匀度的情况下，优化参数的 CEST成像和 Z谱成像可以区分代谢物

及其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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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130 

MRI 高分辨弥散成像 RS--EPI DWI 序列在脊髓病变中 

的应用价值评价 

 
黄咏文,孙聚葆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71003 

 

目的：评价 RESOLVE--EPI DWI高分辨弥散成像序列联合常规 MRI平扫及增强在脊髓病变中的

应用价值。 

材料与方法：58例脊髓病变患者进行 MRI检查，MRI检查序列包括常规 MRI序列、SS-EPI 

DWI、RS-EPI DWI以及增强 T1WI。 

MR检查：采用 Siemens skyra 3.0T磁共振扫描仪行常规扫描及弥散序列，使用 Tim相控阵线

圈。扫描序列包括常规 T1WI 矢状位，T2WI Dixon矢状位，T2WI脂肪抑制横断位及 SS-EPI 

DWI，RS-EPI DWI增强 T1WI 横断、矢状及冠状位。RS-EPI扫描参数：TR=4800ms，TE1=59ms，

TE2=95ms，FOV=320x180mm，Matrix=176x176，slice=3mm，分段读出次数 13，DWI扫描 b值采

用 800s/mm
2
。 

首先分析 SS-EPI DWI与 RS-EPI DWI之间图像质量之间的差异。再根据常规 MRI结果将脊髓病

变分为占位型、水肿型及挫伤型三组。对各组进行神经功能评价，分析三组中 DWI阳性病例数

之间的差异，同时分析 DWI 阳性与 DWI阴性患者之间神经功能的差异。 

结果：最终 53例患者被纳入最后的分析。RS-EPI图像在相对信噪比、图像分辨率及变形程度

方面均优于 SS-EPI（p<0.05）。其中 DWI阳性 39例，T1WI 强化 47例，T1WI强化中伴有 DWI

阳性占全部强化的 82.9%（39/47）。在挫伤型中 DWI及 T1WI强化比率最高，其次为占位型，

在水肿型中比例最低。在 DWI阴性组中脊髓功能恢复明显高于 DWI阳性组， 

结论：RS-DWI是近年来应用于临床的高分辨弥散序列，以并行激发及回波导航技术为基础，

可以明显改善图像质量，纠正伪影及变形。本文通过应用 RS-DWI联合 MRI平扫增强等扫描序

列针对脊髓病变后的患者进行检查， RS-EPI DWI可以明显提高病变检出率，提高图像质量。 

  

 

 
EP-3131 

西门子去除金属伪影软件减除膝关节金属植 

入物伪影的初步研究 

 
吴晟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430022 

 

目的：评价西门子去除金属伪影软件（ADMIRE）去除膝关节植入物金属伪影的价值。方法：收

集 40例行西门子 CT膝关节扫描的膝关节植入物患者的资料。每位患者扫描一次后行常规重建

及 ADMIRE重建，分别重建软组织窗及骨窗，采用 4分法对常规图像及 ADMIERE图像进行量化

评价，比较常规重建方法与 ADMIRE图像的图像质量，采用秩和检验。结果：采用 ADMIRE 软件

重建后，软组织窗及骨窗图像较常规重建图像质量提高，评分减低，检验有显著性意义。结

论：ADMIRE重建能减低金属伪影，对膝关节植入物的 CT扫描图像质量提高有一定的临床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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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132 

混合迭代重建算法混合权重对肺 CT 量化分析的影响 

 
刘卓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100044 

 

目的 评价混合迭代重建算法混合权重对肺 CT量化分析结果的影响，包括图像噪声、肺实质及

气道量化指标、肺结节体积等。 

方法 52例肺 CT扫描原始数据分别利用 FBP、 ASIR-V30%、ASIR-V50%、ASIR-V70%、ASIR-

V100%算法重建。测量肺气肿指数、全肺容积、右肺上叶尖段支气管气道腔面积、气道壁面

积、气道壁面积百分比、气道壁平均厚度、气道平均直径、气管分叉层面气道内空气及降主动

脉血液 CT平均值、标准差。测量 54枚肺结节实性及非实性体积。比较不同迭代混合权重对上

述测量结果的影响。 

结果 随着 ASIR-V比例的提高（FBP,ASIR-V30%,ASIR-V50%,ASIR-V70%，ASIR-V100%），肺气

肿指数逐渐降低（3.34%，2.13%，1.46%，0.98%，0.57%），图像噪声逐渐降低(空气 CT 值标

准差：29.8HU, 25.5HU, 22.6HU, 19.6HU, 15.2HU；降主动脉 CT值标准差：35.2HU, 27.6HU, 
22.7HU,18.0HU, 12.1HU) （p<0.01），其它量化结果影响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混合迭代重建混合权重影响肺 CT图像噪声水平及肺气肿指数，对肺实质、气道指标、肺

结节体积影响无统计学意义。 

 

 
EP-3133 

自由呼吸状态下冠状动脉 CT 成像可行性研究 

 
刘卓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100044 

 

 

目的 探讨自由呼吸、不屏气状态下，利用 256-MDCT 行冠状动脉造影的可行性。 

方法 80 例受检者随机分为两组: A 组 40 例，扫描时须受检者屏气配合; B 组 40

例，检查全过程无屏气口令， 受检者自由呼吸。比较两组图像噪声水平、信噪

比、主观评分( 3 分制: 3 分最佳，2 分尚可，1 分不能满足诊断)、辐射剂量。比较

两组增强扫描前后心率变化程度。 结果 两组间噪声水平、信噪比、辐射剂量均无

统计学差异。曝光时心率：A 组( 69±10.8) bpm，B 组( 70±12.4) bpm( P = 0．

825) 。增强扫描前与增强扫描中心率差异: A 组( 6．80 ± 7．59) bpm，B 组( 3．

03 ± 2．58) bpm( P = 0．012) 。图像质量主观评分: A 组( 2．55 ± 0．64) 分，B 

组( 2．85 ± 0．36) 分( P = 0．018) 。两种扫描模式相比，自由呼吸状态心率变化

较小，检查效果更佳。 结论 针对本研究中使用的设备及扫描方案，自由呼吸状态下行 

CCTA 检查，效果优于屏气状态下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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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134 

CAIPIRINHA–Dixon–TWIST (CDT)–Volume-Interpolated 

Breath-Hold Examination (VIBE)诊断小肝癌的临床价值 

 
马文婷,黄刚 

甘肃省人民医院 730000 

 

目的：评价 CDT-VIBE多动脉期成像对肝硬化原发性小肝癌（SHCC）的诊断价值。方法：连续

纳入疑似 SHCC肝硬化患者 70例，共 91个病灶（51个 SHCC，40个非 SHCC）。所有患者行

CDT-VIBE增强扫描，注入 GD-EOB-DTPA 14s后采集动脉 5期（14.0s,21.1s,23.7s, 

26.3s,29.9s），动脉 4/5期（26.3s）定义为 3D-VIBE动脉单期。分别计算 CDT-VIBE、3D-

VIBE诊断 SHCC准确度，定量分析 CDT-VIBE各时期图像质量。结果：CDT-VIBE、3D-VIBE 诊

断 SHCC敏感度 100%、88.24%（P=0.035），特异度 92.50%、90.00%（P=0.157）。对于≤1cm 

SHCC，CDT-VIBE、3D-VIBE 敏感度 100%、66.67%（P=0.038），特异度均为 87.5%。对于 1cm＜

SHCC≤2cm，CDT-VIBE、3D-VIBE敏感度 100%、92.31%（P=0.035），特异度均为 90%。对于

2cm＜SHCC≤3cm，CDT-VIBE、3D-VIBE敏感度均为 100%，特异度 100%、91.67%（P=0.042）。

CDT-VIBE与 3D-VIBE相比，动脉期 SNR、CNR无明显统计学差异（P＞0.05），动脉晚期 SNR、

CNR明显高于动脉早期（P=0.001）。动脉晚期与肝胆期相比，SNR、CNR无明显统计学差异（P
＞0.05）。CDT-VIBE动脉 5期 SHCC检出率 100%，肝胆期及动脉晚期 SHCC检出率均为 96.08%

（P=0.113），CDT-VIBE避免动脉早期一过性强化 SHCC漏诊。结论：CDT-VIBE明显提高直径

≤2cm SHCC 的诊断敏感度和 2cm＜SHCC≤3cm 的诊断特异度，避免动脉早期一过性强化 SHCC

漏诊。动脉晚期与肝胆期诊断价值无明显差异，均显著高于动脉早期。 

  

 

 
EP-3135 

低辐射剂量下不同 kV 和 mAs 扫描条件下对降低金属伪影的价

值 

 
李剑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探讨在相同管电压下不同管电流和相同管电流不同管电压分别对产生金属伪影的影响。

确定采用最佳低辐射剂量扫描条件下，最大限度降低金属伪影。 

方法：对猪脊柱的金属内植入物进行 70kV（70kV，80kV,100kV，120kV，,140kV）下 50mAs，

100 mAs，150 mAs,200 mAs,250 mAs分别扫描。并对扫描图像的脊髓 CT值，背景空气噪声，

金属伪影的长度，进行客观测量，计算 SNR。并统计其平均值，和相关性。以两名有经验的医

师对图像及伪影进行主管评价，并进行比较。应用非参数检验和两独立样本的 t检验比较 2组

患者的图像质量和图像评分，以 P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在相同管电压下随着管电流的升高金属伪影没有明显变化。脊髓的 CT值在相同的管电

压下没有差异性。而在相同管电流不同管电压的扫描条件下随着管电压的升高金属伪影长度明

显变短，并有统计学差异性。脊髓 CT值，SNR，背景噪声都随着管电压的升高而降低，并有明

显相关性。 

结论：在进行金属内植入物的扫描时，可以采用高的管电压和低的管电流进行扫描，不仅降低

辐射剂量，而且能降低金属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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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136 

CDT_VIBE 在肝脏动态灌注的临床应用 

 
孔祥闯,罗昆,王淼,刘定西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430022 

 

目的：评价 CAIPIRINHA-Dixon-TWIST VIBE序列在肝脏动态灌注的可行性和临床价值。 

材料和方法：经过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前瞻性选择 31例（平均年龄 45岁，18例男性，13例

女性）临床可疑肝脏占位的患者，所有检查在西门子 Area 1.5T 设备上完成。常规平扫行 T2-

haste、T1-flash、Vibe序列扫描，在对比剂注射（3ml/s ,0.1mmol/Kg , Gd-DTPA北陆药

业）CDT_VIBE序列联合 CAIPIRINHA并行采集因子 4，Dixon 水脂分离技术，时间分辨率为 3s

每期，扫描 4期约 20s。第一期全 K空间填充 10s，后加 3期，共计 20s，出气放松休息 10s，

提前 5s注射对比剂，然后每扫描 20s休息 10s，共计 39期数据。然后加扫常规 vibe横断位

和冠状位。所有图像导入 Tissue 4D进行后处理，获取肝脏占位和正常组织的 Ktrans、kep、

Ve、iAUC四个定量结果，所有图像由 2位高年资医师采用 5分法评价（5优秀；4良好；3合

格；2不合格；1无法诊断）。结果:  所有患者均检查成功，憋气配合除 1人配合欠佳，其

余病例均成功入组。共发现 11例肝细胞癌，9例肝血管瘤，3例胆管癌，2例肝脏局灶性结节

样增生，6例正常。2位高年资医师平均分为 4.5分，肝动脉期早期、晚期都可以清晰显示。

不同性质的占位 Ktrans、kep、Ve、iAUC四个定量结果均有统计学差异。 

结论：CAIPIRINHA-Dixon-TWIST VIBE序列在肝脏动态灌注的可行的，尤其在肝占位定量定性

方面具有很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EP-3137 

创伤性迟发颅内出血磁共振检查的序列选择及优化 

 
陈地友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野战外科研究所 400042 

 

目的：探讨如何选择及优化磁共振序列，及时发现创伤性迟发颅内出血的可能早期磁共振影像

征象，提高创伤性迟发颅内出血的磁共振早期诊断率。 

方法：回顾性分析 2014年 1 月至 2017年 6月在我科 3.0T 磁共振（MAGNETOM Skyra）上完成

检查的 16例脑外伤患者的影像学资料（后期经临床证实均发生创伤性迟发颅内出血）。其中

首次头颅 CT检查均未见明显出血；MRI序列包括：TSET2WI  SET1WI  FLAIR  DWI SWI，

时间跨度为首次检查至末次检查。由两名高年资的诊断医师对 MR影像再次仔细阅片，统计各

序列颅内异常影像征象检出率及首次检出颅内异常影像征象的时间，归纳各序列创伤性迟发颅

内出血可能早期磁共振影像征象，并将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同时收集所有患者的修正创伤计

分（RTS），探索其与创伤性迟发颅内出血发生的可能关系。 

结果：（1）颅内异常影像征象检出数：TSET2WI 11例，SET1WI 10例，FLAIR 13例，DWI 12

例，SWI 14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值＞0.05）；（2）首次检出颅内异常影像征象平均时

间：TSET2WI 4d， SET1WI 4.3d， FLAIR 2.8d， DWI 3d， SWI2.5d，SWI优于其他四个序

列，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值＜0.05）；（3）异常征象分布区域主要在额叶、颞叶，脑干分

布较少；（4）修正创伤计分（RTS）越低，发生创伤性迟发颅内出血的时间越早，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值＞0.05）。 

结论：（1）颅脑外伤首次 CT未见出血，早期 MRI颅内非出血性异常征象可能是创伤性迟发颅

内出血的早期表现，（2）外伤后 3-4d可能是外伤后迟发性脑出血的高峰期；（3）各序列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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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患者异常 MRI影像征象不全相同，FLAIR、SWI是诊断创伤性迟发颅内出血的优势序列；

（4）修正创伤计分（RTS）是及时发现创伤性迟发颅内出血的早期临床指标。 

  

 

 
EP-3138 

自动语音指令屏气与非自动语音指令屏气磁共振上腹部扫描

应用比较 

 
陈地友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野战外科研究所 400042 

 

目的：探讨自动语音指令屏气与非自动语音指令屏气（技师现场口令）磁共振上腹部扫描的应

用差异。 

方法：对 40例上腹部 MRI检查者进行前瞻性研究，年龄 20-85岁，其中男性 23例，女性 17

例。扫描设备为西门子 1.5T（MAGNETOM Aera），扫描前行肠道准备和呼吸训练。选择 3组序

列（T1 in-out Phase Tra、T2 fs -Tra  2D-MRCP）分别行自动语音指令屏气扫描和非自动

语音指令屏气扫描;后随机选择 20例行自动语音指令屏气 T1 VIBE fs+c扫描，余 20例行非自

动语音指令屏气同序列扫描。两名高年资的诊断医师对 MRI图像进行盲评：（1）肝内胆管、

胆囊管、胰管显示清晰，能很好满足诊断，评 5分；（2）胆囊管、胰管显示清楚，肝内胆管

显示欠清晰，能满足诊断，评 3分；（3）肝内胆管、胆囊管、胰管均显示欠清晰，能满足诊

断 1分；（4）肝内胆管、胆囊管、胰管均显示杂乱，错层等不能满足诊断者，评 0分。（5）

T1 VIBE fs+c序列动脉期、门脉期、平衡期扫描时机评分。选择肝门旁肝实质相同位置测量

信噪比，并将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1）肝门旁肝实质相同位置信噪比:非自动语音指令屏气高于自动语音指令屏气，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值<0.05）；（2）非自动语音指令屏气影像盲评平均分高于自动语音指令屏

气影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值<0.05）；（3）T1 VIBE fs+c 序列动脉期、门脉期、平衡期

扫描时机评分：非自动语音指令屏气高于自动语音指令屏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值＞

0.05）。 

结论：（1）非自动语音指令屏气磁共振上腹部扫描图像质量优于自动语音指令屏气磁共振上

腹部扫描；（2）非自动语音指令屏气磁共振上腹部扫描耗时稍长于自动语音指令屏气磁共振

上腹部扫描；（3）被检者更容易配合非自动语音指令，特备是自身屏气困难者。 

  

 

 
EP-3139 

体格因素对图像质量及辐射剂量的影响：低管电压联合低对

比剂用量腹腔 CTA 成像 

 
徐健,肖华伟,宋侨伟,陈福华,毛德旺 

浙江省人民医院 310014 

 

 

目的  

探讨基于体格因素低管电压联合低对比剂用量腹腔血管 CTA的图像质量和辐射剂量。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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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腹腔血管 CTA 72例，进行随机分组。A 组，120kV，共 39 例；B 组，100kV，共 33 例。

使用东芝 320 Aquilion ONE，采用 Exposure3D 剂量调制技术，噪声水平 30，机架转速 0.5-

1.0s/r。选择上肢浅静脉建立静脉通道，使用双筒高压注射器，使用非离子型对比剂碘克沙醇

（320mgI/ml），用量为 1.0ml/kg（A 组）或 0.8ml/kg（B 组），注射速率 5.0ml/s，跟注等速

生理盐水 30ml。以对比剂团注追踪技术自动触发扫描。重建层厚 3mm 横断面图像，传至

PACS 系统。 

以定量分析法进行图像质量评价。测定强化信号（SI），背景信号（SB），噪声（N），求取信

噪比及对比噪声比。以扫描范围中位数对应的辐射剂量为参照，对所有病例辐射剂量进行标准

化处理。 

统计分析使用 PASW18.0软件包。使用 t 检验及卡方检验分析两组数据差异。以 Spearman 相关

分析体格因素与图像质量及辐射剂量的关系。 

结果 

两组之间的性别比例、年龄、身高、体重、体重指数、腹部最大横径、扫描范围均没有差异。

B组较 A 组降低约 30.52%，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t 值为 6.54，P 值均＜0.05）。两组图像

质量及辐射剂量比较见表 1。两组辐射剂量指标体格因素成正相关，但相关性没有显著性意

义；两组图像质量客观指标除噪声外，与体重指数及体格因素均呈负相关，但相关性没有显著

性意义（P＞0.05）。 

结论  

100kV管电压联合 0.8ml/kg 对比剂用量的扫描方案并不影响图像质量，同时不受体格因素的显

著影响，能较好的适用于腹腔 CTA 检查，并且显著降低对比剂用量。 

 

 
EP-3140 

利用肠系膜上静脉进行基于 Bolus-Tracking 技术的小肠 CTE

的研究 

 
富彦 

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300211 

 

目的：以 SMV上 Bolus-Tracking 技术完成单期增强 CTE 扫描，并与传统主动脉 Bolus-

Tracking技术 CTE扫描做对比，探究是否此新型的 CTE扫描技术可以获取比传统方法更优质

的图像效果。 

方法：通过对无小肠病变的患者进行增强 CT扫描，监测 SMV与小肠壁 CT值以得到二者增强效

应强度-时间的关系，获取小肠壁增强效应最强时点距离 SMV上 CT值到达某定值时间窗，并利

用此时间窗进行 SMV上造影剂追踪并自动触发扫描完成单期 CTE增强检查，同时对同样无小肠

病变的患者进行传统的主动脉上监测并自动触发扫描完成三期 CTE增强检查，并将这两种方法

所得图像进行比较。 

结果：（1）使用 SMV上 Bolus-Tracking技术进行单期增强扫描取得各组段（十二指肠、空

肠、回肠）肠管肠壁平均 CT值，结果表明回肠与十二指肠及空肠间肠壁 CT值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 

         （2）使用主动脉上 Bolus-Tracking技术进行三期增强扫描分别获得动脉期、

肠道期及门脉期的十二指肠、空肠、回肠肠壁平均 CT值，十二指肠、 空肠及回肠肠壁的 CT 

值均是肠道期高于动脉期和门脉期，且有统计学意义 （P＜0.05）；在动脉期、肠道期及门脉

期三个期相中，回肠与空肠及十二指肠肠壁 CT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SMV 法所得

各组段肠壁 CT值皆高于主动脉法所得的三个期相的肠壁 CT值，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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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使用 SMV上 Bolus-Tracking技术进行 CTE单期增强扫描是可行的，而且此方法所得图

像质量优于传统的主动脉追踪法。 

  

 

 
EP-3141 

Influence of transjugular intrahepatic portosystemic 

shunt on liver perfusion measured by low-dose whole-

liver volume perfusion computed tomography 

 
zhai yanan 

the First Hospital of Lanzhou University 730000 

 

Background: Transjugular intrahepatic portosystemic shunt (TIPS) is an effective 

treatment for complications of portal hypertension such as prevention of variceal 

bleeding or refractory ascites, which induces changes of liver perfusion. 

Purpose: To explore the changes in arterial, portal venous, and total perfusion of 

the liver parenchyma after TIPS using the technique of low-dose volume perfusion 

computed tomography (VPCT) and compare results with invasively measured hepatic 

intravascular pressure values. 

Objective To assess the hepatic perfusion changes induced by transjugular 

intrahepatic portosystem shunt (TIPSS) in cirrhosis patients with portal 

hypertension using dual-source CT low-dose whole liver perfusion imaging. 

Methods This study was approved by the local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and all 

patients provided written informed consent. Low-dose VPCT quantification of liver 

perfusion was performed in 72 patients (mean age, 52.5±7.6 years) with portal 

hypertension in the pre-TIPS(before 2 days) and post-TIPS (after 7 days) setting, 

respectively. A commercially available software package was used for post-

processing, enabling separate calculation of the dual blood supply [Hepatic 

arterial perfusion (HAP) and portal venous perfusion (PVP)] and additionally of 

the hepatic perfusion index (HPI) [HPI=HAP/(HAP+PVP)×100%]. Interobserver 

agreement for all perfusion parameters was calculated using 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ICC). The effective radiation dose of the VPCT and the total CT scan 

protocol were recorded. Invasive pressure measurements and liver function tests 

were performed and compared before and after TIPS. 

Results: Mean decrease of pressure gradient through TIPS was 15.6 mmHg. All of the 

images were sufficient for calculating the perfusion parameters The changes of 

hepatic perfusion parameters before /after TIPS were as follow: HAP (19.85±9.48) 

versus (29.36±13.65)ml/(min.100ml)(t=-6.161，P=0.003)，PVP (19.75±10.60) versus 

( 16.13±8.60)ml/(min.100ml)(t = 2.551， P=0.168), TLP (36.14±16.61) versus 

(44.12±14.60)ml/(min.100ml)(t = -5.187，P=0.120), HPI (54.32±19.6)% versus 

( 64.11±11.19)%(t = -6.202，P=0.029). The effective radiation dose of liver 

perfusion scan is 16.5 mSv. No correlation between invasive pressure measurement 

and VPCT parameters was observed. After TIPS, liver function tests were found to 

worsen with a significant increase of bilirubin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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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 HAP and HPI increased in all patients accepted TIPS, whereas PVP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Dual-source CT low-dose whole liver perfusion imaging 

could be useful to access the hemodynamic changes in cirrhosis patients with 

portal hypertension before and after TIPS. 

  

 

 
EP-3142 

综述：钆塞酸二钠评价肝纤维化的量化指标 

 
翟亚楠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730000 

 

目的：近年来国内外研究钆塞酸二钠评价肝纤维化的量化指标不完全相同,并且混用相对强化

（related enhancement，RE）和相对对比强化指数（related contrast enhancement 

index，RCEI）的概念，而具体的计算公式又不完全相同。方法：搜索谷歌学术、Pubmed 检索

所有有关 Gd-EOB-DTPA延迟强化评价肝纤维化的原始研究，对原文中提及的量化指标计算方法

和诊断价值进行汇总分析。结果：共筛选出 15篇文献进行系统评价，因原始研究数量不足以

meta分析和亚组分析。结论：肝胆期肝脏信号减去平扫肝脏背景信号再除以平扫肝脏背景信

号的计算方法应用最多，反映了肝细胞摄取 Gd-EOB-DTPA的能力，间接反映了肝纤维化的进展

程度。 

  

 

 
EP-3143 

曲面重组技术在脑血管狭窄磁共振成像的应用价值 

 
王世科,周治明,罗银灯,吴伟,陈维娟,郭大静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400010 

 

[摘要] 目的:探讨曲面重组技术（curved planar reformation, CPR）在脑血管狭窄磁共振成

像中的应用价值。材料与方法:收集 2016年 7月-2017年 6月于本院经 CTA确诊的 43例脑血

管狭窄患者，行时间飞跃法磁共振血管成像（time of flight magnetic resonance 

angiography, TOF-MRA）检查，对 TOF-MRA所得图像作最大信号强度投影（maximum 

intensity projection, MIP）和曲面重组技术图像后处理，由 2名高年资诊断医师对 2种后

处理所得图像对狭窄病变的显示情况进行评分，利用 spss17.0 软件对 2位医师评分的一致性

做 kappa分析，取两位医师评分的平均值，使用配对样本 t检验比较两种后处理方案的差异。

结果：43名经 CTA诊断为脑血管狭窄的患者，2位医师对 MIP评分分别为 2.28±0.70，

2.33±0.75（r=0.850），CPR评分为 2.79±0.47，2.84±0.43，（r=0.834）。2位医师的评

分具有较好的一致性，CPR 对狭窄的显示效果优于 MIP（t=5.314，p=0.000），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结论：曲面重组技术对狭窄的显示情况优于最大信号强度投影，在轻中度血管狭窄病

变中尤为明显，但是其图像处理耗时较长，如果能和 MIP联合使用，能显著提高 TOF-MRA 诊断

脑血管狭窄的准确性，对脑血管狭窄的早期诊断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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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144 

计算流体力学仿真结合磁共振相位对比法测量烟雾病患者脑

血流动力学改变 

 
孙文博,阮兆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430071 

 

目的：本研究旨在使用计算流体力学仿真技术结合磁共振相位对比法分析烟雾病患者脑血管血

流动力学情况与正常对照组的差异。烟雾病可引起急性脑卒中，具有较高的致死、致残率，其

发病原因不明，患者表现为颈内动脉远端进程性发展的狭窄和梗阻，伴随颅底大量侧枝循环形

成
[1]
。临床上多采用动脉贴敷术或者颞浅动脉—大脑中动脉搭桥术来改善患者的脑血流动力学

情况
[2][3]

。测量烟雾病脑血流动力学情况对于烟雾病的诊断和治疗具有重要意义。影像学成像

技术可应用于烟雾病的脑血流动力学特征评估，但是现有技术往往有创、昂贵，并且无法定量

评估单一血管的血流动力学特征
[4]
。方法：本研究募集了 6名烟雾病患者（4男 2女，平均年

龄: 51.7 ± 1.3 岁）和 10 名年龄匹配的对照组（6男 4 女，平均年龄: 48.7 ± 2.7 岁）。

首先在西门子 3.0T PRISMA 磁共振上使用时间飞跃序列采集受试者的 MRA图像，使用 Mimics

软件对 Willis环进行三维重建，并在 ICEM CFD软件中对 Willis环三维结构进行网格划分。

本研究使用相位对比法测量了主要脑动脉流速、流量数据，将颈内动脉和椎动脉流量作为

Willis环仿真的入口边界条件。本研究在 Fluent14.0中对受试者 Willis环进行仿真，仿真

时，血管壁假设为无滑移刚性壁，血液建模成不可压缩牛顿液体，密度为 1057kg/m3，粘度为

0.0035Pa.s，出口边界条件设置为零压力出口。结果：磁共振相位对比法显示烟雾病患者两侧

颈总动脉和颈内动脉的流量都要显著低于对照组，基底动脉和椎动脉流量要显著高于对照组。

测量基底动脉流速时，计算流体仿真结果和相位测量结果没有差异，证明了仿真的准确性。仿

真结果显示颈内动脉压差要显著低于对照组，颈内动脉虹吸部壁面剪切力要低于对照组。结

论：计算流体力学仿真技术结合磁共振相位对比法可以实现对烟雾病脑血管血流动力学特征的

无创评估，用于烟雾病的诊断和治疗。 

 

  

 

 
EP-3145 

不同扫描延迟方法在小儿 CT 肺血管成像中的应用比较 

 
陈锡建,伏川,郑杰骞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探讨小儿 CT肺血管成像扫描中, 三种扫描延迟方法的血管成像图像质量变化，以提高检

查成功率并寻求最优化的延迟扫描方案。 

材料与方法 CT机型为国产东软 Neuviz128多排螺旋 CT。扫描参数：BMI＞20管电压 

100KV,BMI＜20管电压 80KV；开启管电流调节，指数 1.0；扫描范围：肺尖到肺底；图像重建

层厚 1mm，间隔 0.5mm。对比剂采用欧乃派克（300mgI/ml），用量 1.5～2ml/kg，流速 1.5～

2ml/s，经高压注射器给药，注射方案：对比剂+生理盐水（10～15ml）。需进行肺血管 CT成

像的 30名患儿随机分为三组：1.A 组 10例，采用阈值触发法，ROI置于肺动脉干，阈值设为

80，自动触发扫描；2.B组 10例采用经验法：将自动触发 ROI置于空气区，跟踪扫描显示肺

动脉开始显影后立即手动启动扫描；3.C组 10例采用估计法：在注入对比剂 8～12s开始扫描

肺动脉。各组动脉期扫描完成后立即同参数反向扫描静脉期。将图像进行 MPR、MIP、VR 等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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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采用主观评价法（盲法 4级评分）和客观评价法（测量肺动脉主干和左下、右上肺动脉

干三点的 CT强化值）进行评分。将各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分析显示，各组病例 CT强化值以 A组各点所测的 CT值最高，C组次之，B组最低，各组

数值之间有统计学差异，A 组检查失败 1例。所有成功检查病例经后处理的图像经盲法评价，

以 A组图像最高，但各组图像评分无统计学差异，均能满足诊断需要。 

结论 在 CT肺血管成像检查中，不同延迟方法各有优劣。阈值法因操作简单，扫描时间相对准

确而能获得较高的图像质量，但易受客观因素的影响;经验法和估计法相对粗糙，图像质量不

高，且对操作技术人员要求较高。因小儿自身解剖及生理特点，单一扫描延迟方法不能保证所

有患者的肺部血管 CT检查成功率以及图像质量，应根据条件综合考虑选用合适方法，实现个

性化扫描。 

  

 

 
EP-3146 

Turbo Flash 模式结合个性化对比剂团注技术在胸痛三联征中

的应用价值 

 
施辉友,张小勇,王荣品,王玉权 

贵州省人民医院 550002 

 

目的：探讨 Force CT在自由呼吸状态下，应用 Turbo Flash 模式对急性胸痛患者行胸痛三联

征一站式扫描的价值应用。方法：应用西门子第三代双源 CT对 80例急性胸痛的患者，行胸痛

三联征一站式扫描，按时间顺序将患者随机分为两组：A组（40例），应用 Turbo Flash 模

式，对比剂分两部分不同注射速率推注，第一组 30-40ml，流率 4ml/s，第二组采用双流混合

注射，混合比 50%，对比剂和生理盐水分别 10ml，速率为 2.5ml/s；B组（40例），采用回顾

性心电门控模式，对比剂 65-80ml，流率 5.0ml/s。两组参考管电压 100kV，管电流 288mAs；

CARE Dose4D、 CARE kV均打开。评估两种扫描方案的辐射剂量、扫描时间、图像感兴趣区的

CT值、SNR、CNR及图像质量主观评分等。结果：A、B两组图像的 CT值、SNR、CNR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图像质量主观评分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A组较 B组的辐射

剂量降低约 40-70%，整个检查过程检查时间平均减少约 4—10分钟。对比剂用量减少约 20--

40%。结论：Turbo Flash模式行胸痛三联征一站式扫描，可在自由呼吸的情况下获得较为满

意的图像质量，且有效降低了辐射剂量、减少了对比剂用量，是一种快速、高效的“双低”扫

描模式，值得在临床检查工作中应用推广。 

  

 

 

EP-3147 

探讨 VHP 技术联合低剂量对比剂在 320 排螺旋 CT 急性胸痛三

联检查中的应用 

 
莫绪凯,史长征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510630 

 

目的 探讨 320排 CT应用可变螺距（variable helical pitch, VHP)技术联合低剂量对比剂在

胸痛三联检查中的可行性。方法 连续收集 44例临床症状表现为急性胸痛，根据心电图检查和

临床资料难以鉴别是否为急性冠脉综合征、主动脉夹层及肺栓塞，或者倾向于两种或以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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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需进行鉴别诊断的患者。利用 320排 CT对以上患者行胸痛三联检查，与 54例单独行 320

排 CT主动脉成像、52例肺动脉成像及 48例冠状动脉成像生成的图像分别进行对照，针对患

者基本资料、图像主客观质量及辐射剂量使用 SPSS19.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两组患者

性别构成比、年龄差异对比无统计学意义。三联组与对照组中主动脉、肺动脉及冠状动脉图像

质量的优良率差别对比均无统计学意义。三联组与对照组中升主动脉、主动脉弓、主肺动脉

干、左肺动脉、左肺上叶动脉、左肺舌叶动脉、左肺下叶动脉、右肺动脉、右肺上叶动脉、右

肺中叶动脉、右肺下叶动脉、右冠状动脉近段、右冠状动脉远段及左冠状动脉前降支远段增强

CT值之间差异对比均无统计学意义，降主动脉、右冠状动脉中段、左主干、左冠状动脉前降

支近段、左冠状动脉前降支中段、左冠状动脉旋支近段及左冠状动脉旋支远段血管强化 CT值

不同，差异对比有统计学意义，以上所有血管增强 CT值均大于 300HU。两组患者剂量长度乘

积、有效剂量结果差异对比均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胸痛三联 CT扫描应用 VHP技术是具有无创

性、可重复性及的一种扫描方法，一次扫描可以完成针对主动脉、肺动脉及冠状动脉的 CTA检

查。与单纯主动脉、肺动脉及冠状动脉 CTA成像对比，图像质量无区别，对于急性胸痛病因的

诊断和治疗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EP-3148 

多层螺旋 CT 平扫与 DR 胸片对肺部病灶检出对比研究 

 
吕发金

1,2
,陈永权

1,2
,黄永火

1
,刘佐贤

1
,杨仕海

13
 

1.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重庆市第五人民医院放射科 

3.重庆市南川区人民医院放射科 

 

目的 比较胸部多层螺旋 CT 平扫及 DR胸片对肺部病灶的检出差异。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16例 48 小时内先后行胸部 CT及 DR胸片检查的数据。胸部 CT及 DR 片分别

由主任医师和高年资主治医师各一名行双盲阅片，其结果行一致性κ检验。对肺部病灶按结

节与肿块、钙化、渗出与实变、肺气肿、肺大泡、纤维化、支气管扩张、肺门增大及胸腔积液

等分类并记录肺部病灶数目。分别行配对样本 t检验，比较病灶检出差异，以胸部 CT为病灶

检出标准，计算 DR片病灶检出的漏检率、误检率及诊断的准确率。 

结果 胸部 DR片双盲阅片κ检验一致性系数为 0.67，胸部 CT双盲读片κ检验一致性系数为

0.79。肺部 CT平扫检出病灶 1285个，DR检出病灶 354，CT扫描对肺部病灶检出总数明显高

于 DR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00)；按病灶分类，CT对结节与肿块、钙化、渗出及实

变、纤维化、肺气肿、肺大泡、支气管扩张、胸腔积液检出率均明显高于 DR，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 P＜0.05)。以 CT作为病灶检出依据，胸部 DR片肺内病灶总漏检率为 81.48%，总误

检率为 32.77%，总准确率为 18.52%。 

结论 胸部多层螺旋 CT扫描及 DR胸片对肺部病变的检出存在明显差异，多层螺旋 CT扫描对肺

部疾病的病变检出率明显高于胸部 DR片，建议健康体检用胸部低剂量 CT替代胸部 DR 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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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149 

关于精路造影技术的讨论 

 
潘多凯 

安徽省立医院 230001 

 

关于精路造影技术的讨论 

潘多凯 

安徽省立医院（230001） 

目的：现代医学的进步，使得辅助的诊疗措施越来越多，我科对男性精路造影检查的患者逐渐

增多，2013年全年约百例，现在就把精路造影方法和摄像技术获得体会， 出与同仁共享。 

方法：精路造影是将造影剂注入，输精管内，使精路显影的一种检查方法，（精路包括附睾、

输精管、精囊及射精管等）。多用于前列腺癌、前列腺肥大、精路的静脉曲张、男性不育症的

诊断和鉴别为课题，及男性绝育手术后检查。  穿和精路依创伤炎症的禁用。 

造影前清除肠腔内粪便及气体，阴囊部清洁剃毛局部消毒麻醉后，于阴囊一侧做切口，分离出

输精管，注射针指向阴囊端，刺入输精管内，缓慢注入造影剂 1.5-2ml，然后调转针头，指向

睾丸方向，注入造影剂 0.3-07.ml，一侧注药完毕，再用同样方法做另一侧，或同时开两侧注

药，然后透视下摄片造影，应注意是，造影剂压力不宜过高，会引起输精管破裂，  欲观然

输精管功能，过 20分钟 透视摄片。 

有报道可用逆行插管做输精管造影。就是利用膀胱  插入尿道，在精阜处将将输尿道管分别

插入两侧射精管注入造影剂，然后摄片，此法过程复杂，损伤大，本人认为不宜采用。 

  

结果：精路造影图像正常显示阴囊处右迂回的附睾影，向上为细线状输精管，沿骨盆侧壁上

午，到骨盆中部转向内为扩大的壶胶部，  精囊显像内 曲折的 囊状影位于耻骨上方，输精

管很短呈线状，造影图像包括上像过髂前上刺，下缘包括阴囊。 

  

结论：可以看出精路造影技术简单宜操作，随着社会发展，生存环境恶劣变化。城市雾霾天气

的影响等诸多同步影响，造成许多年青夫妇不孕不育，男精闭精等疾病增多，精路造影已经成

为放射科重要检查手段，非常值得推广运用。 

  

 

 
EP-3150 

调整 CT 扫描技术及对比剂剂量来提高多层螺旋 CT 在弓上动

脉成像中图像质量的研究 

 
陈耀华 

抚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344000 

 

目的：探讨通过调整 CT扫描技术，改变注射对比剂剂量来提高多层螺旋 CT弓上动脉成像 CTA

图像质量的可行性。 

方法：共选取做弓上动脉 CTA检查的患者 70例；把行常规体位（仰卧头先进，听眶线垂直台

面，双上肢下垂至于身体两侧）、常规扫描方式（从足侧向头侧扫描）和注射常规注射对比剂

剂量（按 1~1.5ml/kg）35例患者作为 A组；把改变患者卧姿（仰卧头先进，听眶线垂直台

面，一只手向上抱头，另一只手下垂置于身旁）调整扫描方式（从头侧向足侧扫）和减少注射

对比剂剂量（按注射速率乘以扫描时间加上 10~20ml为对比剂剂量）的 35例患者作为 B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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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测量两组患者胸廓入口处平面、颈部中段平面及大脑中动脉平面血管内及周围软组织的

CT值和背景噪声，根据公式计算出各处信噪比（SNR）和对比信噪比（CNR）来衡量图像质

量；并分别由两位高年资主治医师对图像采用主观和客观方法进行评价。 

结果：主观评价 A、B两组图像颈部以上图像 A组优于 B 组，但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

胸廓入口平面图像 B组优于 A组有统计学意义（P＜0.05）。客观评价 A、B两组图像噪声，颈

总动脉、颈内动脉和大脑中动脉的 SNR及 CNR B组均低于 A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0.05）；而主动脉弓及胸廓入口平面动脉的 SNR及 CNR B组均优于 A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多排螺旋 CT在做弓上动脉 CTA时，无需改变扫描条件，只要改变患者卧姿、调整扫描

方式和减少注射对比剂剂量就可使胸廓入口处血管影像的伪影减轻或消除，提高图像质量，从

而更加明确诊断。 

  

 

 

EP-3151 

Curved Planar Reformation in TOF-MRA on Intracranial 

Artery Stenosis 

 
Wang Shike,Zhou Zhiming,Luo Yindeng,Wu Wei,Chen Weijuan,Guo Dajing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Chongqing Medical University 400010 

 

[Abstract] Objective: To determine whether curved planar reformation（CPR） can 

improve accuracy rate of diagnosis of time of flight magnetic resonance 

angiography(TOF-MRA) in intracranial artery stenosis. Methods: 43 patients which 

were diagnosed as having intracranial artery stenosis by CTA in our hospital 

between july 2016 to june 2017 underwent TOF-MRA examination used Philips Achieva 

3.0T MRI scaner. MIP and CPR were done by using a vitreal workstation, and 

quantity of stenosis between MIP with CPR were be compared and evaluated by 2 

radiologists. Kappa analysis and t-Test were performed by SPSS17.0.  Results: The 

diagnosis effect of MIP was rated 2.28±0.70, 2.33±0.75（r=0.850）, and the 

diagnosis effect of CPR was rated 2.79±0.47, 2.84±0.43,（r=0.834）.  2 

radiologists ratings had good consistency, There i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curved planar reformation with maximum intensity projection（t=5.314, p=0.000）. 

Conclusion: There i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curved planar reformation with 

maximum intensity projection in TOF-MRA to detecte intracranial artery stenosis, 

which shows CPR can display intracranial artery stenosis better and improve 

accuracy rate of diagnosis. It is positive significance to early diagnosis of 

intracranial artery sten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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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152 

最大信号强度投影在磁共振血管成像显示 

颅内血管狭窄漏诊的初步研究 

 
王世科,罗银灯,吴伟,陈维娟,郭大静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400010 

 

[摘要]目的:探讨最大信号强度投影（maximum intensity projection，MIP）在时间飞跃法磁

共振血管成像（time of flight magnetic resonance angiography，TOF-MRA）对颅内血管狭

窄病变显示的漏诊性分析。材料与方法:收集 2016年 7月-2017年 6月于本院经 CTA确诊血管

狭窄的 19例患者行磁共振 TOF-MRA检查，对 TOF-MRA作最大信号强度投影（MIP）、容积再现

（VR）和曲面重组(curved planar reformation CPR)图像后处理，将单独使用 MIP和 MIP联

合 VP及 CPR对血管狭窄的显示情况及图像的诊断质量进行对比。利用 spss17.0软件将所得数

据进行配对四格表的χ2
检验。结果：19名患者经 CTA确诊的 65处狭窄中，MIP检出 46处，

检出率 70.77%，MIP联合 VR及 CPR检出 59处，检出率 90.77%（χ2
=10.08，P=0.000）。结

论：MIP在 TOF-MRA诊断颅内血管狭窄中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在临床工作中容易出现漏诊，

MIP联合 VR及 CPR技术有助于更清晰的显示颅内血管狭窄，降低漏诊率。 

  

 

 
EP-3153 

Preliminary Study to Missed Diagnosis of MIP on TOF-

MRA in Intracranial Artery Stenosis 

 
Wang Shike,Luo Yindeng,Wu Wei,Chen Weijuan,Guo Dajing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Chongqing Medical University 400010 

 

[Abstract]  Objective:To determine whether maximum intensity projection (MIP) 

lead to missed diagnosis of time of flight magnetic resonance angiography(TOF-MRA) 

in intracranial artery stenosis. Methods: 19 patients which were diagnosed as 

having intracranial artery stenosis by CTA in our hospital between july 2016 to 

june 2017 underwent TOF-MRA examination. MIP, VR, and CPR were done by using a 

vitreal workstation, we compared the quantity of stenosis between MIP with MIP 

combination with VR and CPR. Chi-Square Test were performed with SPSS17.0. Results: 

MIP detected 46 stenosis(70.77%) while MIP combination with VR and CPR detected 59 

stenosis(90.77%) in the 65 stenosis which were diagnosed by CTA（χ2
=10.08，

P=0.000）. Conclusion: There i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MIP separately with 

MIP combination with VR and CPR in TOF-MRA to detecte intracranial artery stenosis, 

which shows MIP combination with VR and CPR can display intracranial artery 

stenosis better and reduce the rate of missed diagn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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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154 

Selecting the optimized pre-settings in Model-based 

Iterative Reconstruction for Improving Image Quality 

in abdominal CT 

 
Yang Chuangbo,Yu Yong,Zhang Xirong,Yang Qi,Ma Guangming,He Taiping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haanx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712000 

 

Objective: To maximize the power of a model-based iterative reconstruction (MBIR) 

in thin layer abdominal CT by investigating the effect of two pre-settings (STND 

and NR40) in MBIR on image quality. 

Methods: Twenty patients underwent routine abdominal CT scanning with GE Discovery 

CT. The original data were reconstructed using the standard adaptive statistical 

iterative reconstruction (ASiR) at 40% strength (40%ASiR) and the proposed MBIR 

with two pre-settings (STND and NR40) at a thinner slice of 0.625mm. Image noise 

(SD), signal-to-noise ratio (SNR), and contrast-to-noise ratio (CNR) for solid 

organs such as liver, spleen, iliopsoas, and subcutaneous fat were measured. The 

subjective image quality in terms of image sharpness, lesion details, 

heterogeneity of the lesions or organs and artifacts was rated by two radiologists 

using the Likert 5-points (1-5 points, Grade 1 : cannot be used for diagnosis; 

Grade 2: poor; Grade 3: acceptable; Grade 4: good; Grade 5: very good) scoring. 

Results: The image noise in the liver was 17.08±2.58HU with 40%ASiR, 9.77±1.06HU 

with STND and 5.78±1.13HU with NR40 (P <0.001) (Table 1).  The STND and NR40 

reconstructions had 41.9% and 65.3% lower noise than 40%ASiR, respectively. The 

CNR values of liver tissue with 40%ASiR, STND and NR40 were 12.60±2.66, 

18.32±3.42 and 32.90±4.74, respectively. CNR values with STND and NR40 were 

49.9% and 170% higher than that with 40%ASiR, respectively (P<0.001). SNR values 

with STND (7.59±1.53) and NR40 (13.58±2.43) were 49.9% and 169% higher than that 

with 40%ASiR (5.19±1.03), respectively (P<0.001). The subjective scores of the 

three reconstructed images were 3.73±0.45, 4.63±0.49 and 4.80±0.41 with 40%ASiR, 

STND and NR40, respectively. 40%ASiR, VEO3.0(STND and NR40) images of the three 

groups subjective scoring were 2.87±0.35、3.73±0.45 and 4.80±0.41(Fig. A-D). 

Conclusion: Compared with the 40%ASiR, the reconstructions of STND and NR40 in 

MBIR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image noise and improve image quality under the same 

radiation dose in abdominal CT. MBIR with NR40 pre-setting has more significant 

effect on noise reduction and image quality improvement and is more suited for 

abdominal im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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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155 

CT 能谱定量分析在肺部肿瘤临床应用 

 
宁先英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430022 

 

 

  

  

目的 探讨宝石能谱 CT在肺鳞癌和腺癌鉴别诊断中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 选取临床上怀疑肺

占位性病变需要增强 CT扫描进一步确诊的病例,经病理证实为肺腺癌的 41例，记为腺癌组；

病理证实为肺鳞癌的 30例，记为鳞癌组。在能谱 CT上用肺部 GSI序列扫描，测得两组的有效

原子序数及动静脉期的能谱衰减曲线的斜率 K、碘浓度、水浓度及标准化碘浓度 NIC，将获得

的相应的数据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比较两组差异。结果 l鳞癌与腺癌的有效

原子序数 eff—Z分别为 9.390.77 与 7.22 0.76、动脉期碘含量分别为 7.17 0.71与 6.25 

1.65、 动脉期 NIC分别为 0.088 0.007与 0.654 0.120、静脉期水含量分别为 1032.54 3.41

与 1022.72 35.31，及动脉期能谱曲线斜率 K值均有统计学差异（P均<0.05）。两组静脉期碘

含量（P=0.851）与 NIC（P=0.104）、动脉期水含量（P=0.317）均无统计学差异。结论 能谱

CT的多项定量分析对于鉴别肺腺癌和鳞癌具有一定的价值。 

  

 

 

EP-3156 

256 层 CT 跟踪触发与小剂量团注测试肺动脉成像的对比研究 

 
张玉兰,黄军荣,郑晓林,吴凤英,张坤林,陈文尖,张秀华 

东莞市人民医院 523000 

 

目的：探讨 256层螺旋 CT跟踪触发技术与小剂量团注测试两种方法在肺动脉成像的图像质量

差异。 

方法：将 70例体质量指数 BMI为 18.5~25.0 kg/m2的患者随机分为 A、B两组，每组各 35

例。A组采用跟踪触发技术，选择上腔静脉为兴趣区进行监测，设定 CT值达 60Hu时自动触发

扫描；B组采用小剂量团注测试法，注射 10mL对比剂，选择肺动脉干为兴趣区进行监测，获

得肺动脉的时间-密度曲线，计算峰值时间，根据曲线形态加 1~2ｓ的经验值为延时扫描时

间。由 2位高级职称的放射科医师以统一标准对各组图像质量进行主观评价，并测量各肺动脉

区域的 CT值的均数和计算两组图像的 SNR、CNR等进行客观评价。采用 SPSS 13.0软件包进行

统计学分析。 

结果：A组和 B组间的性别、年龄及 BMI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A组和 B组的肺动脉图像主

观评分均达 3分以上，经 Mann-Whitney U检验，其中医师 1对两组的主观评分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Z=-1.156，P=0.248），医师 2对两组主观评分差亦无统计学意义（Z=-0.220，

P=0.826）；两医师评分结果的 kappa系数为 0.878，提示两者一致性较好。A组与 B组肺动脉

干及左、右肺动脉水平的 CT值分别为 372.65±36.58Hu、 383.73±40.39Hu； SNR分别是

30.43±3.89 、31.37±4.26；CNR分别是 26.08±3.16 、25.66±4.03，均为 P>0.05。 A组

与 B组左、右各叶肺动脉水平的 CT值分别为 348.52±30.27Hu、 355.18±33.91Hu，SNR 分别

是 27.64±2.95 、28.50±3.76，CNR分别是 26.08±3.16 、25.66±4.03，均 P>0.05，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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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256层螺旋 CT跟踪触发技术与小剂量团注测试两种肺动脉成像方法的图像质量无显著

差异，掌握好扫描的技术要点更为关键。 

  

 

 
EP-3157 

半 FOV 匀场技术纠正乳腺 IVIM 序列磁敏感伪影的初步研究 

 
杨智

1
,付兵

1
,李睿

2
,王文斌

1
,李春平

2
 

1.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 

2.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目的：探讨半 FOV匀场技术运用于多 b值双指数模型体素内不相干运动（IVIM）扩散加权磁共

振成像在减少乳腺区域磁敏感伪影的应用价值。方法：在 1.5T MRI，采用不同的 FOV匀场策

略的 IVIM序列对患者进行乳腺扫描。以双侧乳腺腺体区域为 ROI，对匀场后 ROI部位伪影的

改善效果进行评分，分析和比较不同匀场策略对于乳腺腺体区域磁敏感伪影的差异。结果：

1.IVIM应用于乳腺区域时在胸壁前方易产生磁敏感伪影。2.施加匀场之后可以明显改善伪

影，半 FOV匀场效果优于全 FOV匀场效果（Z=-7.067，P=0.02）。结论： 半 FOV匀场技术可

以明显减少 IVIM序列扫描时靠近胸壁区域乳腺组织的磁敏感伪影，提高并改善图像质量，为

定量分析乳腺病灶提供高质量的图像。 

 

 
EP-3158 

单源序列采集双能量 CT 结肠成像部分自动 

个体化充气扩张结直肠 

 
罗明月,梁丹,孔德灿,王玲,李文儒,朱冬云 

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 510655 

 

目的 研究单源序列采集双能量 CT结肠成像部分自动个体化充气扩张结直肠受检者依从性及结

直肠充气扩张效果。方法 没有影响胃肠道运动功能病史的健康成年志愿者 46例，单源序列采

集双能量 CT检查前 1 天及当天早上分 5次口服 4.0%泛影葡胺 60mL标记肠内容物。采用 JS-

628F遥控灌肠充气机经导管部分自动向结直肠充气，个体化确定充气量。充气速率开始为

1.5L/min，后期降到 0.5L/min；根据结直肠充气扩张效果、志愿者自我感觉及肠腔压力确定

是否需要增补充气及其充气量，充气速率 0.5L/min。利用 Toshiba公司 Acquilion ONE320排

单源双能量 CT机序列采集图像数据，管电压 135kVp/80kVp，自动毫安。将 135kVp/80kVp 序

列采集的数据进行运动校正算法体配准和线性融合，获得双能量融合图像。充气扩张结直肠志

愿者依从性分为容易接受、尚可接受、稍难接受、难以接受 4等级。结直肠分为盲肠、升结

肠、横结肠、降结肠、乙状结肠及直肠 6个肠段，以每段肠管充气扩张最差的部分评价该段肠

管充气扩张效果，分为充气扩张很差、充气扩张差、充气扩张欠佳、充气扩张佳 4等级。两位

富经验放射科医生在双能量融合图像上逐段评价结直肠充气扩张效果，以两位一致性意见为评

价结果。统计分析充气扩张结直肠志愿者的依从性、结直肠充气扩张效果。结果 46例志愿者

均没有出现腹痛腹胀恶心等，依从性为容易接受。结直肠充气扩张 1、2、3、4级效果分别占

92.8%、5.1%、2.1%、0.0%，各段肠管充气扩张效果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X²=6.190，

P=0.288)。6段肠管充气扩张差，盲肠、横结肠、乙状结肠、直肠分别为 1、1、2、2段。14

段肠管充气扩张欠佳，盲肠、升结肠、降结肠、乙状结肠、直肠分别为 1、2、4、4、3段。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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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单源序列采集双能量 CT 结肠成像部分自动个体化充气扩张结直肠受检者依从性非常好，结

直肠充气扩张效果好。 

 

 

EP-3159 

比较研究单源序列采集双能量 CT 结肠成像 

容积和螺旋扫描模式 

 
罗明月,梁丹,孔德灿,王玲,李文儒,朱冬云 

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 510655 

 

目的 比较研究单源序列采集双能量 CT结肠成像容积和螺旋扫描模式的扫描时间、辐射剂量和

运动校正算法体配准后的结直肠双能量融合图像质量，评价单源序列采集容积扫描双能量 CT

结肠成像的可行性。方法 没有影响胃肠道运动功能病史且知情同意本研究的志愿者 46例，其

中男 21例、女 25例，年龄 32-77岁。采用 Acquilion ONE 320 排 CT机进行容积和螺旋模式

扫描。容积扫描模式：wide-volume，层厚 0.5mm，球管电压 135kVp/80kVp，球管电流自适应

球管电压的变化。螺旋扫描模式：螺距因子/螺距=0.085/6.8，层厚 0.5mm×80，球管电压

135kVp/80kVp及其对应的球管电流为 10mA/60mA。2位富有经验的放射科医生逐段评价 2种扫

描模式运动校正算法体配准前、后的结直肠双能量融合图像质量，以 2位的一致性意见为评价

结果。采用配对 t检验统计分析 2种扫描模式的扫描时间和有效辐射剂量，采用两样本率比较

的 u检验统计分析 2种扫描模式运动校正算法体配准后的结直肠双能量融合图像质量，p＜
0.05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果 容积、螺旋扫描模式的扫描时间分别为(12.31±2.32)s、

(39.55±3.08)s，两者比较的差异具有非常显著的统计学意义(t=47.9124，p＜0.001)；有效

辐射剂量分别为(4.14±1.51)mSv、(4.71±0.91)mSv，两者比较的差异具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

(t=2.1930，p＜0.05)；运动校正算法体配准后的结直肠双能量融合图像质量 1级分别为

96.7%、62.6%，两者比较的差异也具有非常显著的统计学意义(u=8.9786，p＜0.001)。结论 

与螺旋扫描模式相比较，单源序列采集双能量 CT结肠成像容积扫描模式的扫描时间短、辐射

剂量低、运动校正算法体配准后的结直肠双能量融合图像质量好，单源序列采集容积扫描双能

量 CT结肠成像是可行的。 

  

 

 
EP-3160 

单源序列采集容积扫描双能量 CT 结肠成像 

泛影葡胺标记肠内容物电子清洁 

 
罗明月,梁丹,孔德灿,王玲,李文儒,朱冬云 

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 510655 

 

目的  初步研究单源序列采集容积扫描双能量 CT结肠成像泛影葡胺标记肠内容物的电子清洁

效果，电子清洁应用于泛影葡胺标记肠内容物单源序列采集容积扫描双能量 CT结肠成像的可

行性。 方法  泛影葡胺标记肠内容物效果、肠管充气扩张和结直肠双能量融合图像质量均良

好并且知情同意本研究的志愿者 24例，其中女 15例、男 9例，年龄 32-74岁。采用

Acquilion ONE 320排 CT机进行单源序列采集双能量 CT结肠成像容积扫描，球管电压

135kVp/80kVp。在运动校正体配准后的双能量融合图像上基于泛影葡胺标记的肠内容物、软组

织和空气分离，进行肠内容物双能量电子清洁。2位富有经验的放射科医生逐个肠段评价肠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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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物的电子清洁效果，以 2位的一致性意见为评价结果。以一段肠腔肠内容物 100%被清洁为

基准，电子清洁效果分为很好、好、一般、差、很差 5个等级，1-3级为有效电子清洁。采用

两样本率比较的 u检验，统计分析固体、液体为主的肠内容物的有效电子清洁，p＜0.05 时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统计分析两者合计总的肠内容物的有效电子清洁。 结果  固体为主的肠内

容物的电子清洁效果 1级、2级、3级、4级、5级分别为 22.2%、53.3%、17.8%、6.7%、

0.0%，液体为主的肠内容物的电子清洁效果 1级、2级、3级、4级、5级分别为 47.5%、

47.5%、5.0%、0.0%、0.0%。固体、液体为主的肠内容物的有效电子清洁分别为 93.3%、

100.0%，两者比较 u=2.5991，p＜0.01，差异具有非常显著的统计学意义，液体为主的肠内容

物的电子清洁效果好于固体为主的肠内容物。两者合计总的肠内容物的有效电子清洁为

97.9%，电子清洁的效果良好。 结论  单源序列采集容积扫描双能量 CT结肠成像泛影葡胺标

记肠内容物电子清洁的效果良好，电子清洁可以应用于泛影葡胺标记肠内容物单源序列采集容

积扫描双能量 CT结肠成像。 

  

 

 
EP-3161 

3.0TMR 动态增强打药流速对垂体微腺瘤诊断的影响 

 
林瀚波 

广东三九脑科医院 51000 

 

目的：分析 3.0TMR动态增强打药流速对垂体微腺瘤诊断的影响。方法：选取 2013年 11月至

2015年 3月我院收治的 76 例垂体微腺瘤患者进行本次研究，所有患者均行 3.OMRI动态增强

扫描，将 76例患者根据注射造影剂的不同打药流速分为匀速组（n=34）和快速组（n=42），

比较临床对垂体微腺瘤诊断的结果。结果:匀速组 34例患者中有 26例患者诊断出垂体微腺

瘤，诊断率为 76.47%，快速组 42例患者中有 39例患者诊断出垂体微腺瘤，诊断率为

92.86%，快速组患者的诊断率高于匀速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在 3.0TMR动

态增强检查中不同的打药流速对垂体微腺瘤的扫描效果不同，把握适宜的时间予以合适的注射

速度可以增强垂体微腺瘤的扫描结果，提高了对垂体微腺瘤的诊断率，为临床今后的诊断及治

疗提供了必要的临床依据 

 

 
EP-3162 

利用表面遮盖法进行头部 CTA 去骨成像技术的临床探讨 

 
汤化民,林伟 

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 610016 

 

目的  头部 CTA存在颅骨干扰，尤其是颅底血管的显示往往无法令人满意。为去除颅骨干

扰，已有多种效果良好的技术问世，但这些技术因需要专业软件，要求设备高端、价格昂贵，

从而限制了应用。尤其对于设备相对低端的基层医院，头部 CTA效果往往无法满足影像诊断及

临床要求。表面遮盖重建（SSD）是 CT最基本后处理技术，能完成不同序列间图像的相互重

叠、透明、隐藏、遮盖。我们利用了不同序列间 SSD遮盖、隐藏功能，进行头部 CTA去骨成像

（简称 SSD-CTA），并与 GE 公司容积 CT数字减影血管造影（VCTDSA）技术及 DSA进行多组对

照研究，了解 SSD-CTA临床实用价值。 

方法  第一部分：收集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提供的 54例，使用 VCTDSA进行头部血管

检查，并确诊为动脉瘤（27 例）及动脉静脉畸形（27例）患者资料，将其原始数据导入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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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工作站，进行 SSD-CTA重建，对照研究 VCTDSA与 SSD-CTA技术的相关数据。第二部分：收

集本院 75例，同时进行了 SSD-CTA及 DSA头部血管检查的患者资料，其中动脉瘤 45例，动脉

静脉畸形 30例，并将两组数据进行比较研究。比较项目包括：动脉瘤位置、数量及大小。动

静脉畸形血管团位置、大小、供血动脉来源及引流静脉来源、数量。 

结果  第一部分：VCTDSA 重建图像质量优于 SSD-CTA，但两种技术对动脉瘤及 AVM的诊断结

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第二部分：SSD-CTA对于动脉瘤的显示与 DSA完全一致，其特异性及敏

感性均为 100%。DSA显示细小血管的能力优于 SSD-CTA，但主要的供血动脉及引流静脉的来源

与 DSA一致。 

结论  本研究证实了 SSD 重建具有去骨成像的可能，并具有良好的效果，可作为颅内血管性

疾病的筛查手段。对于基层医院而言，在不更换设备的基础上，则可利用该技术进行头部 CTA

去骨成像，提高颅内血管性疾病的诊断率，并满足临床手术前对病灶测量、观察要求。 

  

 

 

EP-3163 

CT 脂肪定量与胃癌术后相关并发症的关系 

 
蓝巧清,龙莉玲,史波,黄福灵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530021 

 

目的：探讨胃癌患者腹部脂肪 CT定量与术后相关并发症的关系，研究患者营养状态对术后相

关并发症的影响，为临床疾病诊疗提供依据。方法：收集 2011年 9月～2015年 5月在广西医

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外科住院经病理证实为胃癌并行胃癌根治性手术的 131例患者的临床资

料，全部患者均于术前进行全腹 CT检查。根据营养风险筛查 2002（nutritional risk 

screening 2002，NRS 2002）评分检测胃癌患者的营养风险，将患者分为非营养风险组和营养

风险组，非营养风险组 63例，营养风险组 68例。再根据并发症有无将患者分为有并发症组和

无并发症组，无并发症组 75例，并发症组 56例。采用 CT 测量腹部内脏脂肪面积（visceral 

fat area，VFA）、皮下脂肪面积（subcutaneous fat area，SFA）及总体脂肪面积(total 

fat area，TFA)，根据不同组别进行比较分析。结果：非营养风险组和营养风险组中 VFA、

SFA及 TFA与患者营养状态有关，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通过相关性分析得出

NRS 2002评分与各指标均呈负相关，VFA、SFA及 TFA与 NRS 2002评分相关性均很高，且三者

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有并发症和无并发症两组中 VFA、SFA及 TFA与患者术后

并发症的发生有关，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腹部脂肪含量越低者术后并发症发

生率越高。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 TFA为胃癌术后相关并发症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结

论：CT脂肪测量法，定位、定量准确，测量方法简便。TFA将胃癌患者的营养风险状态与术后

并发症相联系，是一项简单有效的指标，可作为营养监测指标的补充与应用，预测胃癌患者营

养状况对术后并发症的影响。 

  

 

 
EP-3164 

锐珂 CR500 Slow scan 报错 error 12303 故障维修一例 

 
于良宁,张俊杰,杨志成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青岛） 266034 

 

锐珂 CR500 Slow scan报错 error 12303故障维修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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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介绍一例故障现象，供同行参考。 

方法：医院的一台锐珂 CR500，扫描时机器报错 error 12303，Download the software to 

the A6。故障依旧。怀疑连线和 A6板，从公司购买 A6板后更换，更换后发现 SLOW SCAN 

DRIVE MOTOR 不转。又更换 MOTOR后故障依旧，分别换 2块 A6板后，还是一个转速快，一个

不转。又更换 A1板。故障依然存在，分别换上马达和 A6板，还是没有解决。然后 Download 

the software to the A6，A1等，故障还是没有排除。再次检查机器，因只有换上 A6板后

MOTOR不转，而报 12303只与 A6、A1，MOTOR和之间连线有关，而 A1、MOTOR都更换过，连线

也都测量过。故怀疑 A6板是坏的，因此又调换了一个 A6板。更换 A6板后故障依旧。MOTOR

转速过快。再次检查机器，没有任何进展。因此故障只与 A6、A1, MOTOR和之间连线有关，而

相关备件都更换过，之间的连线也都测量过，未发现问题。 

结果：因 MOTOR始终没有反馈信号，试着先拔掉反馈线，机器和拔掉前没有变化。判断故障大

概就在这块了。于是测量此线的输入电压，A6板上有 5伏，接着测量 MOTOR线头上也有 5

伏，开机扫描状态时再测量还是有 5伏，但此时机器突然好了，重新扫描又报错，然后把测量

笔接触线头在扫描又好了，说明是线头接触不良，于是加点焊锡后，故障排除。 

结论:对机器必须有足够的理解，尤其在机器工作原理上要了解非常多的知识。虽然因备件的

原因加大了维修的难度。特别是 MOTOR和线头更换过而故障没有排除，这让维修基本陷入迷茫

状态。掌握维修的精神：始终从基本原理入手，然后再加上细心和耐心问题终究水落石出。还

有积累维修经验可以少走弯路。 

 

 

EP-3165 

Could snapshot freeze (SSF) motion correction 

algorithm on 16cm wide-detector CT improve Coronary 

CT Angiography image quality in patients with high 

heart rate and/or Arrhythmia 

 
Chen Yuhuan

1,2
, He Taiping

1
,Liu Zhentang

2
,Hu Zhijun

2
 

1.Shaanx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2.Changan Hospital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value of snapshot freeze (SSF) motion correction 

algorithm on a 16cm wide-detector CT in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Coronary CT 

Angiography (CCTA) image in patients with high heart rate and/or arrhythmia. 

Materials and Methods: 72 patients with uncontrolled heart rate and heart rate (HR) 

fluctuation ≥7bpm underwent CCTA on a 256-row, 16cm wide-detector CT (GE 

Revolution CT) and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for analysis: Group A (n=40, 

HR<70bpm) and group B (n=32, HR≥70bpm). . CCTA used 100kVp tube voltage and 

automatic tube current for noise index of 25HU. All scans were acquired in one 

heart beat with bolus-tracking technique. The contrast agent iopamidol (370mg/ml) 

was used at 25mgI/kg/s dose. The Smartphase technique was used to automatically 

select the best cardiac phase for reconstruction with SSF and without (standard 

reconstruction, Stand). The subjective image quality of the Stand and SSF images 

was scored by 2 senior radiologists based on the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modified 13-segment classification and 5-point subjective ratings（5: bes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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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st, ≥ 3: diagnosable). Results with and without SSF were statistically 

analyzed using rank sum test. 

Results: The mean heart rate was 75±23bpm (40-169bpm) with large variation and 

fluctuation. The mean effective radiation dose was 2.03±0.88 mSv for the patient 

cohort. A total of 899 segments out of 216 vessels were analyzable.  Image 

quality de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heart rate. Compared with the Stand 

reconstruction, SSF significantly improved image quality scores in both the 

HR<70bpm and HR≥70bpm groups (3.33±0.50 vs. 4.03±0.60, p<0.05), except for the 

S5, S6, S7 and S11 segments in the HR<70bpm group.   

Conclusion: Motion correction algorithm (SSF) has a good clinical value in 

improving the image quality of CCTA, especially for patients with high heart rates 

and arrhythmia. 

  

 

 
EP-3166 

The power of axial scans with 16cm wide-detector 

scanner: dose reduction in triple-rule-out CT 

Angiography 

 
chen yuhuan

1
,He Taiping

1
,Hu Zhijun

1,2
,Jia Yongjun

1
 

1.Shaanx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2.Changan Hospital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value of using three consecutive axial scans in the 

triple-rule-out (TRO) examination for chest pain on a 16cm wide-detector CT 

system. MATERIALS AND METHODS: Forty patients with acute chest pain underwent TRO 

scan and were assigned to study group (group A, n=20) and control group (group B, 

n=20). In both groups, 120kV tube voltage and automatic current modulation to 

obtain noise index of 21HU and contrast agent iopamidol (370 mg / ml) were used. 

bolus tracking in both groups were used.For Group A,  The pulmonary artery, 

coronary artery and aorta were scanned in three consecutive axial mode to cover 

the thoracic entrance to the top of the diaphragm.Two-phasic contrast injection 

was used: 25mgI/kg/s for 12s in 1st phase and at 3.0ml/s injection rate for 20ml 

in 2nd phase. For Group B,  pulmonary artery was scanned in helical mode,from the 

thoracic entrance to the top of the diaphragm ; the coronary artery was scanned in 

axial mode after 7 seconds delay,  from the 1cm below tracheal carina to the 

bottom of the heart;followed immediately by scanning aorta in an helical mode,from 

the thoracic entrance to the top of the diaphragm，Contrast agent injection 

protocol: 25mgI/kg/s for 14s. Images were reconstructed with 80%ASIR-V. CT 

value and standard deviation (SD) of the thoracic aorta, pulmonary artery, 

coronary artery, fat and erector spinae muscle were measured to calculate SNR and 

CNR. Image quality was also assessed using a 5-point system (5: best, 1: worst). 

Measurements were statistically compared.RESULTE: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age, 

heart rate and body mass index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 0.05); The CT number, 

SNR, CNR and subjective score of the two groups were statistically the s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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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 However,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otal effective radiation 

dose between group A (3.3±1.2 mSv ) and group B (5.56±0.67mSv) (P<0.05), 

resulting in 40.3% effective dose reduction using the 3 consecutive axial scan 

mode.Conclusion:Using 3 consecutive axial scans in in triple-rule-out (TRO) CTA on 

a 16cm wide-detector CT reduces both radiation dose and exposure times while 

maintaining image quality compared with the conventional TRO scanning protocol. 

  

 

 
EP-3167 

Revolution CT 冠状动脉运动追踪冻结技术在 

改善心率不齐 CCTA 图像质量中的价值 

 
陈玉环,贺太平 

陕西中医药大学 712000 

 

摘要：目的：探讨 Revolution CT 冠状动脉运动追踪冻结技术（SSF）在改善心率不齐 CCTA图

像质量的价值。材料和方法： 搜集本院 GE Revolution CT未控制心率且心率波动≥7bpm 的

CCTA 检查患者共 72例，分为 A组（<70bpm）40人、B组（≥70bpm）32人、C组（A组+B

组）72人，管电压固定为 100KV，自动管电流，NI=25，自动匹配前置 Asir-V，后置 Asir-V

固定为 50%。采用对比剂自动跟踪触发技术（bolus-tracking）扫描，用冠状动脉特异性自动

心脏最佳相选择技术(smartphase )自动选取最佳期相,分别进行标准重建（STAND）及

SSF 图像重建。采用美国心脏协会（AHA）冠状动脉改良分段方法共分 13段用 5分法分别对

A、B、C三组进行 STAND及 SSF图像质量主观评分（5分最好，1分最差，≥3分为可诊断），

不同组间 SSF校正前后结果采用非参数等级资料秩和检验分析。结果：患者心率最高心率

169bpm，最低心率 40bpm，平均扫描心率(75±23）bpm，心率变异 123%，心率波动 129bpm；

共分析 216支血管，共可评价 899个冠脉血管节段，随着扫描心率的增加，各冠状动脉节段及

各分支图像质量呈下降趋势；经 SSF重建后各段及各分支冠脉图像评分均高于 STAND重建；在

心率不齐且越高心率时 SSF 改善图像效果更加显著；在心率不齐不同心率组中，较低心率组

（HR<70bpm）中 S5、S6、S7及 S11改善前后图像质量无明显统计学差异，较高心率组

（HR≥70bpm）所有段血管改善前、后的图像质量均有明显统计学差异；平均有效辐射剂量 ED 

2.03±0.88 mSv。结论 ：探讨 Revolution CT冠状动脉运动追踪冻结技术（SSF）在改善心率

不齐 CCTA图像质量有较好的应用价值，且对高心率图像改善效果更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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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168 

64 层螺旋 CT“双低”主动脉成像的可行性研究 

 
梁立华

1
,任冉

2
 

1.中山大学附属第八医院 

2.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1. 探讨 64层螺旋 CT主动脉成像应用低管电压联合低碘流率降低辐射剂量的适用于临床的扫

描方案。 

2. 探讨 64层螺旋 CT 低管电压下低剂量对比剂主动脉成像的可行性。 

【方法】 

收集 2016.01-2017.03在我院需要接受主动脉 CTA检查的患者（BMI为 20-25 kg/m
2
）90例。

患者随机分为三组，各组管电压和碘对比剂注射流率、碘对比剂剂量不同，碘流率通过碘对比

剂注射速率实现，三组注射速率分别为 5 ml/s、4 ml/s、4 ml/s；本研究使用西门子 64层螺

旋 CT，采用 ATCM技术，对比剂用浓度为 370 mg*I/ml的优维显；所有的图像经过去伪影、降

噪、重建处理后，用于诊断分析。a、评价各组各节段血管的强化程度（CT值表示），计算得

各组图像的信号噪声比(SNR)和对比噪声比(CNR)；b、评价三组图像质量主观评分的差异，评

价图像质量；c、计算各组的辐射剂量和碘摄入量。以 A 组为标准进行对照。 

【结果】 

  1. A、B、C三组间同一节段血管强化值（CT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但三组 CT值 95%可

信区间的最低值均大于 300HU，最高值均小于 550HU； A组图像质量最佳，与 A组相比，B、C

组图像噪声增加，但是所得三组之间的 SNR、CNR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即 P值大于 0.05；三组

所得图像的主观评分差异亦无统计学意义。 

2. A、B、C三组之间的有效辐射剂量和碘对比剂总量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1.主动脉 CTA的“双低”（低辐射剂量和低对比剂剂量）扫描方案，在降低扫描剂量，减少对

比剂并发症的同时，能够获取满足诊断需求的图像质量。 

2. 在 A、B、C三组中，均可获取满足诊断需求的图像质量，其中 C组（管电压 80 KV、注射

流率 1480 mgI/s、碘对比剂 0.7 ml/kg）可较大幅度降低辐射剂量和碘摄入量，利于临床推

广。 

  

 

 

EP-3169 

低辐射剂量联合两种不同重建方法对上腹部 

图像质量的影响研究 

 
张喜荣

1,2
,于楠

1
,郭长义

3
,贾永军

1
,任占丽

1
,贺太平

1
 

1.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2.陕西中医药大学 

3.陕西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在低辐射剂量下，评估自适应迭代算法（ASIR）和基于模型的迭代重建（MBIR）对上腹

部图像质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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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对 40例行上腹部增强扫描的患者随机分成两组：常规组 20例(A组)，噪声指数(Noise 

Index，NI）为 10；低辐射剂量组 20例(B组)，NI=20。 扫描方案为：采用 GSI扫描模式，

管电压 120kVp，智能 mA，间距为 1.375：1，转速为 0.6s / r，采集 180s延迟期图像，重建

层厚均为 0.625mm，利用三种方式进行重建（NI10 ASIR，NI20 ASIR，NI20 MBIR）。测量肝

脏、脾脏、胰腺、竖脊肌、肾脏的 SD值，并计算出相应的 SNR和 CNR。记录两组之间的

CTDI、DLP和 ED。采用 5分法进行图像的主观评分。三种重建方式图像各器官间的 SD、SNR和

CNR值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两组间的辐射剂量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两名医师之间主观评分

的一致性采用 Kappa检验。 

结果：当噪声指数为 20HU，辐射剂量降低约 75%。40%ASIR (NI=10), 40%ASIR (NI=20) 和

MBIR (NI=20) 组的主观评分分别为 4.00±0.79, 3.35±0.58,3.90±0.64，经过 Kappa 检验

两位观察者之间具有很好地一致性。40%ASIR (NI=20)的主观评分要低于其他两组，并且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 MBIR (NI=20) 组的肝脏、脾脏、胰腺、肾脏和竖脊肌的 SD值分别为

16.63±1.42, 13.69±2.01, 21.74±5.81, 18.52±5.12，12.68±2.97, 显著低于其他两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MBIR (NI=20) 组的 SNR 和 CNR 值要显著高于其他两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当辐射剂量降低 75%，相对于权重为 40%ASIR重建算法，MBIR重建算法可以进一步降低

图像的噪声、提高图像质量。 

 

 
EP-3170 

 MBIR 技术在改善高 NI 上腹部 CT 图像质量中的应用价值 

 
陈晓侠 

陕西中医学院附属医院 712000 

 

目的：新一代多模型迭代重建技术（MBIR）在改善智能毫安高噪声指数（NI）上腹部 CT 图像

质量中的应用价值。资料与方法：收集上腹部增强延迟期扫描患者 60例，随机分为 A、B两

组，管电压均为 120kVp，螺距、转速、扫描层厚相同，管电流用智能毫安，A、B组噪声指数

分别设定为 10和 20。扫描后 A组采用滤波反投影重建（FBP）、40%自适应迭代重建

（ASIR）、B组采用 MBIR重建。分别测量肝脏、脾脏、胰腺、所扫层面双肾实质及同层面竖

脊肌 CT值及 SD值，计算各脏器的信噪比和对比噪声比。对三组图像的 CT值、SD值、SNR、

CNR进行统计分析；计算两组有效剂量：ED= DLP×K。采用 5分制对三组图像质量进行双盲法

主观评分。结果：三组图像 CT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A组的 FBP、40%ASIR和 B

组 MBIR三组图像主观评分分别为 3.65±0.59，4.15±0.49 及 4.20±0.41，其中 FBP和

40%ASIR、MBIR两两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0, p=0.003)，40%ASIR及 MBIR之间无差

异(p=1.000)；B组 MBIR图像肝脏、脾脏、胰腺、肾实质的 SD低于 A组 40%ASIR和 FBP 序

列，SNR高于 40%ASIR和 FBP 序列，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B组 MBIR图像上胰腺

的 CNR低于 40%ASIR和 FBP 序列，肝脏、脾脏 CNR高于 40%ASIR和 FBP序列，但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P>0.05）,MBIR 图像上肾脏的 CNR高于 FBP及 40%ASIR序列，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图像的 EDB组(1.43±0.7)mSv 较 A组（5.64±2.41)mSv 降低了约 75 %。结

论：在采用智能毫安上腹部 CT检查中，NI20结合 MBIR重建可获得等于/优于 NI10的 40%ASIR

和 FBP重建图像质量，且 ED降低约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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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171 

 能谱 CT 与常规 CT 不同管电压、管电流扫描对 

静态碘对比剂溶液增强效应的实验研究 

 
陈晓侠 

陕西中医学院附属医院 712000 

 

目的：探讨单源双能扫描方法与常规 CT不同管电压、管电流扫描对静态碘对比剂溶液增强效

应的影响。方法：1.碘对比剂溶液的配制：1000ml生理盐水加 4ml对比剂,混匀后用 2.5ml 注

射器抽出 2ml作为 1号标本，然后再加入 4ml对比剂，再抽出 2ml作为 2号标本，依次类推共

制作 12个标本，将标本等距固定在水模上。2.扫描方法：将水模放置在扫描床上，用 5类 11

个序列扫描：①：能谱 GSI-36(260mA) ②：能谱 GSI-10(600mA)  ③：管电流 260mA，管电

压分别 80kVp  100kVp  120kVp  ④： 管电流 600mA，管电压分别

80kVp  100kVp  120kVp  ⑤：智能毫安 NI10,管电压分别 80kVp 100kVp  120kVp ，所

有序列扫描螺距、层厚相同。3.重建及测量：扫描后两组能谱序列分别重建 40—80keV单能量

图像；混合能量组分别重建混合能量序列，层厚均为 1.25mm.测量各个序列标本的 CT值及 SD

值，计算 SNR。结果：混合能量扫描中管电流对 CT值无明显影响，SD有明显差异；管电压直

接影响 CT值，且 CT值与管电压高低呈反比;能谱扫描管电流在低能量点（70keV以下）CT值

有差异；能谱单能量水平与 CT值成负相关，在 50keV以下水平高于所有混合能量，在 60-

65keV水平与 100kVp接近或重合。能谱单能量水平与 SD值:在 65keV以下与能量水平呈负相

关，65keV时最低，65keV以上水平略有上翘；SNR受 CT值、SD值双重影响。结论：能谱 CT

低 keV（65keV以下）和常规 CT低 kVp（80-100kVp）均能提高静态碘对比剂的 CT 值，60-

65keV与 100kVp的 CT值接近或重合，50keV以下水平的 CT值高于所有混合能量（kVp）。管

电流在常规 CT和 70keV以上单能量中对静态碘 CT值的影响无差异。 

  

  

 

 

EP-3172 

Turbo Flash 结合“三低”扫描模式在冠状动脉 

CTA 成像中的应用探索 

 
施辉友,张小勇,王荣品,侯建元 

贵州省人民医院 550002 

 

[摘要]目的：探讨西门子 Force CT在自由呼吸状态，应用 Turbo Flash模式结合低千伏、低

注射流率、低对比剂用量的“三低”方案在冠状动脉 CTA扫描应用中的可行性。方法：应用西

门子 Force CT对 80例疑似冠心病的患者随机分为两组行冠状动脉 CTA检查，(A组 40例)：

采用 Turbo Flash模式，参考管电压 100kV，参考管电流 288mAs，开启 CARE Dose4D、 CARE 

kV，根据实时扫描管电压而选择对比剂流率及总量；(B组 40例)：采用前瞻性性心电门控模

式，管电压 100kV，参考管电流 288mAs，开启 CARE Dose4D，对比剂用量及流率分别为 50ml

和 5.0ml/s；分别记录两组患者心率、BMI、扫描时间、辐射剂量等；测量主动脉根部、心包

脂肪的 CT值、图像噪声，评估两组图像对应部位感兴趣区的 CT值、SD值、信噪比（SNR）、

对比噪声比（CNR）及主观图像评分等。结果：两组患者的实时心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两组图像感兴趣区 CT值、SD值、SNR、CNR及主观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A组较 B组的辐射剂量降低约 40-70%，对比剂用量减少约 40-60%。结论：F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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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 Turbo Flash结合“三低”扫描模式行冠状动脉 CTA成像，不仅获得较为满意的图像质

量，且显著降低了辐射剂量、对比剂用量和注射流率。是一种无创、快速、低损害的扫描方

法，适合在血管状况欠佳，不能耐受较大流率和不能配合呼吸训练的患者中广泛运用。 

 

  

 

EP-3173 

The feasibility of low-concentration contrast and low 

tube voltage in computed tomography perfusion imaging: 

an animal study 

 
pan yuning,Chen Zhaoqian 

Ningbo FIRST HOSPITAL 315010 

 

Abstract  

Aim:To investigate the feasibility of low-concentration contrast (270mg/mL) 

together with low tube voltage (80kV) and Adaptive Iterative Dose Reduction 

(AIDR)-3Dreconstruction in liver computed tomography (CT) perfusion imaging. 

Materials and Method:A total of 15healthy New Zealand rabbits were provided that 

received two CT scans each. The first scan (controlled group) was acquired at 

100kV, 100mAs with ultravist (370mg/mL), while the second on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acquired at 80 kV, 100mAs with iodixanol (270mg/mL) 24 hours after the first 

scan. The obtained images were reconstructed with filtered back projection (FBP) 

and AIDR-3D in the controlled and experimental groups, respectively. The perfusion 

parameters (hepatic artery perfusion [HAP], portal vein perfusion [PVP], hepatic 

perfusion index [HPI], and total liver perfusion [TLP]) and image quality (image 

quality score, average CT value of abdomen aorta, signal-to-noise ratio [SNR], 

carrier-to-noise ratio [CNR],and figure of merit [FOM])were compared used pair t 
test or Mann–Whitney U tes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herever appropriate. The 

effective radiation dose and iodine intake were also recorded and compared. 

Results: The image quality and perfusion parameters we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except for FOM. The effective radiation dose and 

iodine intake were 38.79% and 27.03% lower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Conclusion: Low-concentration contrast (iodixanol, 270mg/mL) together with low 

tube voltage (80kV) and AIDR-3D reconstruction helps to reduce radiation dose and 

iodine intake without compromising perfusion parameters and image quality in liver 

CT perfusion im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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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174 

双源双能量 CT 在鉴别急性缺血性脑梗死血运重建术后 

碘造影剂外渗和继发脑出血中的价值 

 
刘洋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摘要] 目的 探讨双源双能量 CT在鉴别急性缺血性脑梗死血运重建术后碘造影剂外渗和继发

脑出血中的价值。方法 46 例因急性缺血性脑卒中行动脉内溶栓治疗的患者纳入本研究，于动

脉溶栓术后 2h内行双源双能量 CT检查( 80 kV/392 mA 和 140 kV/196 mA)，利用图像工作站

生成融合图像（相当于 120KV 常规平扫 CT）（即：单纯融合图像诊断法）、融合图像加虚拟

平扫图像和碘叠加图像（即：叠加融合图像诊断法）；术后 48h行常规 CT平扫明确诊断。计

算两种诊断方法诊断继发脑出血的敏感性、特异性、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和准确率。 结

果 34例得到确诊的病例中 6例患者 CT未见明显高密度影，余下 28例为阳性病例并到达确

诊，其中 3例出血，21例造影剂外渗，余下 4例同时合并出血和造影剂外渗。单纯融合图像

法对出血诊断的敏感性、特异性、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和准确率分别为 66.67%、100%、

100%、96.15%和 96.43%，叠加融合图像诊断法诊断的敏感性、特异性、阳性预测值、阴性预

测值和准确率分别为 100%%、96%、75%、100%和 96.43%。叠加融合图像对颅内出血、造影剂外

渗及出血合并造影剂外渗的诊断准确性均相对较高，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46）。叠

加融合图像的诊断准确性与临床随访确诊具有较高的一致性（Kappa=0.815），明显高于单纯

融合图像（Kappa=0.564）。结论 双源双能量 CT在鉴别颅内出血和造影剂外渗方面有着重要

的临床应用价值。 

  

 

 
EP-3175 

高清 CT 联合高清算法重建对肺内孤立结节诊断价值分析 

 
王福南,朱柳红,成启华 

厦门市第二医院 361021 

 

目的 

探讨高清 CT(High Definition CT, HDCT)对肺内孤立性结节( solitary pulmonary nodule，

SPN) 诊断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自 2016年 5 月至 2017 年 6 月在我科室行 HDCT（HI-RES模式） 检查

（Discovery 750HD，GE 公司），并发现肺内有单发结节( ≤3 cm) 的 101 例未行任何针对

性治疗患者的影像学资料，重建 0.625mm常规肺算法（LUNG）及高清肺算法（HD LUNG）图

像。由 3 名高年资影像科医师进行双盲法阅片，对 SPN 的内部征象( 空泡征、钙化) 、边缘

征象( 分叶征、毛刺征) 和临近肺组织征象( 血管集束征、胸膜凹陷征及卫星灶) 显示清晰与

否进行判断，意见不一致时以 2 位或以上医师讨论的结果为准。所有病例均由病理证实或影

像学检查随访 6 个月以上确诊，使用卡方检验对不同 HDCT 征象在良恶性 SPN 中的发生率进

行比较。 

结果 ： 

HDCT（HI-RES）模式扫描通过物理技术可提高常规图像远离焦点部位的清晰度。当高清ＣＴ联

合高清算法重建组 与 常规算法重建组 CT征象比较，两者内部征象( 空泡征、钙化) 和临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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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组织征象( 血管集束征、胸膜凹陷征及卫星灶)显示率无显著性差异( P 〉0. 05)，而边缘

征象( 分叶征、毛刺征)高清算法组的显示率明显升高，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 

HDCT联合高清算法重建能够清晰显示 SPN 的边缘征象，包括毛刺征及分叶征，从而提高对 

SPN 良恶性鉴别诊断的敏感度、特异度和准确率。 

  

 

 

EP-3176 

踝关节功能运动 CT 成像技术 

 
吴训华,朱智明,孔令煜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410008 

 

目的：观察踝关节功能运动及损伤机制； 

在影像学上明确诊断踝关节不稳，量化踝关节的功能运动； 

主要观察踝关节功能运动、需从关节功能运动轨迹来诊断踝关节病变，可跖屈、背伸运动、外

翻/内翻运动,观察骨骼、肌腱、肌肉在运动中的形态和位置变化。 

方法：2014年 8月至 2017 年 5月因踝关节不适功能运动障碍的患者在湘雅医院运动医学科经

实验检查 X线及 MRI检查阴性但功能活动受限或异常。需行东芝 320CT功能运动成像证实的患

者 22例。主要观察关节功能运动、需从关节功能运动轨迹来诊断踝关节病变。 

1 扫描前设计好运动方向 

2 功能运动范围 

3 每次运动角度 

4 扫描的控制方式 

检查前认真给病友讲解检查须知做好辐射防护根据病友踝关节受伤情况制定扫描运动轨迹并反

复训练至病友合作扫描体位的摆放严格按运动轨迹要求。按其受伤部位部位不同分为观察组与

对照组。  

结果：1 可以为临床医生提供更直观的动画影像 

2 直观显示病变在运动中的影响 

3 在有影像依据的确定下进一步确定治疗方案 

4 MRI及 X线未见明显异常的，行功能运动成像可提高韧带松弛等病变的阳性率。 

结论：踝关节东芝 320CT功能运动成像技术可以更加直观的多方位显示病变，成像速度更快，减少运动伪

影，有效的减少辐射剂量，可以为医师的诊断与治疗提供可靠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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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177 

Dose reduction and image quality improvement 

potential in abdominal CT with model-based iterative 

reconstruction algorithm with two different pre-

settings 

 
Yang Chuangbo,Zhang Xirong,Ma Guangming,Yu Nan,Duan Haifeng,Yu Yong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haanx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712000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dose reduction and image quality potential in abdominal 

low-dose CT reconstructed with model-based iterative reconstruction (MBIR) with 

two different pre-settings (VEO-STND and VEO-NR40), in comparison with the state-

of-the-art adaptive statistical interactive reconstruction (ASiR) in routine-dose 

CT. Methods: Twenty patients underwent two contrast-enhanced abdominal CT scans 

within two weeks on a 64-slice CT (Discovery CT750HD) with standard-dose (noise 

index=10HU) and low-dose (noise index=20HU) in the follow-up scan. The routine-

dose CT was reconstructed with ASiR40 (40% ASIR and 60% FBP mix) and the low-dose 

CT was reconstructed with both the ASiR40 and the two types of MBIR algorithms. 

Two radiologists assessed the images blindly according to the sharpness, image 

noise, diagnostic acceptability and artifacts with 5-point scoring. Image noise, 

signal-to-noise ratio (SNR) and contrast-to-noise ratio (CNR) of abdominal organs 

relative to abdominal fat were assessed. The volume CT dose index (CTDIvol), dose-

length product (DLP) and dose reduction rate were also determined. Results：

CTDIvol and DLP for the low-dose CT were 95.56±47.17mGy*cm and 3.04±1.48mGy, 

respectively, compared with 376.39±160.40mGy*cm and 12.16±5.18mGy in the 

routine-dose CT with 75% reduction (p<0.001) (Table 1). Low-dose (NI=20HU) MBIR 

images with VEO-STND setting had similar image noise, SNR and CNR as the routine-

dose (NI=10HU) ASiR40 images (all P>0.05) (Table 2). On the other hand, the low-

dose MBIR images with VEO-NR40 setting further improved image quality with higher 

image quality score, reduced image noise and improved SNR and CNR compared with 

the routine-dose ASiR40 images (all P<0.001) (Fig. A-E). Conclusion: MBIR provides 

similar or significantly reduced image noise and improved SNR and CNR even at 75% 

dose reduction, compared with the routine-dose, state-of-the-art ASiR images. 

  

 

 
EP-3178 

两种不同超高 b 值扩散加权序列在前列腺 MR 

检查中对图像质量的影响 

 
杨创勃,段海峰,于楠,马光明,贾永军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712000 

 

目的：比较超高 b值分段读出平面回波成像（RS-EPI）和单次激发平面回波成像（SS-EPI）在

前列腺 MR检查中对图像质量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 37例行 3.0T MR SS-EPI和 RS-EPI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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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值 DWI检查的病例资料(选取 b=0,1000,2000,3000s/mm
2
)。由两位影像医生在不提供任何临

床及 MR序列信息的情况下，针对图像病灶的清晰度、解剖变形、图像锐利度、细节显示四个

方面按 Likert5分法（１-５分；即 1分，不能用于诊断；2分，图像质量差；3分，图像质量

尚可；4分，图像质量良好；5分，图像质量非常好。）进行主观独立评分,两位医师的评分一

致性用 Kappa检验，由第三位影像医生在工作站上半定量测量图像的信噪比（SNR）、对比度

(Contrast ratio)和对比噪声比（CNR）并进行客观统计学分析。结果：两位医师的评分具有

良好的一致性，Kappa值＞0.80。RS-EPI序列上不同 b值（b=1000,2000,3000s/mm
2
）主观综

合评分明显高于 SS-EPI序列（表 1；图 1,2）。半定量测量 SS-EPI序列在不同 b值的 SNR分

别为 41.99±18.71、30.64±21.21 和 26.87±12.62，对比度分别为 3.67±1.87、2.85±1.78

和 2.36±1.62，CNR分别为 29.85±17.67、19.73±20.82 和 13.79±13.39。半定量测量 RS-

EPI序列在不同 b值的 SNR 分别为 211.96±100.23、118.90±85.64 和 99.08±108.79，对比

度分别为 10.18±4.87、12.20±8.51 和 9.68±7.96，CNR分别为 189.53±98.83、

108.86±85.64 和 89.00±105.89。结论：基于 RS-EPI序列的超高 b值 DWI与 SS-EPI 序列相

比明显提高了图像质量，更有利于前列腺病变的检出。 

 

 
EP-3179 

 对比研究双足等负重与非负重正位 DR 对成人 外 

翻畸形临床常用测量角度的影响   

 
李刚,张慧慧,王植,刘竟艳,刘志刚 

天津医院 300211 

 

目的 非负重与双足等负重状态下足部诸组成骨间力线关系不尽相同，特别是病理状态下。本

研究通过对 外翻患者术前双足等负重、非负重正位 DR临床常用测量角度的测量及对比分

析，为手术治疗 外翻畸形、恢复诸骨间力线关系、提供更可靠的数据。 

方法 选取自 2016年 12月至 2017年 5月我院收治的 外翻畸形患者 15例（20个足），男 5

例，女 10例，平均年龄（60.133 ± 7.348）。均于术前摄双足等负重与非负重正位 DR片。

采用专业图像分析软件 Image pro Plus6.0测量 外翻角(HVA),第 I、Il趾骨间角(IMA),第 I 

跖骨远端关节固有角(DMAA)。所有数据由两名高年资放射诊断医师分别测量，并计算组内相关

系数(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ICC)。应用 SPSS (v13.0)统计学软件，采用配

对样本 t检验，比较非负重组和双足等负重组 HVA、IMA及 DMAA,p< 0．05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两名医师的 HVA、IMA、DMAA测量数据的 ICC分别为 0.989，0.999,0.993。双足等负

重正位 外翻 HVA、IMA、DMAA均高于非负重正位，具有显著的统计学差异（t值分别为

2.635，5.918，2.202，p＜0.05）。负重位 HVA（37.310±11.619），非负重位 HVA

（34.519±10.878）；负重位 IMA（15.409±4.199），非负重位 IMA（12.828±4.166）；负

重位 DMAA（18.834±8.289），非负重位 DMAA（15.407±8.092）。 

结论  成人 外翻患者双足等负重位与非负重位下临床常用测量角度不同，双足等负重位正

位 DR可为临床手术治疗 外翻畸形最大程度恢复足部诸骨间力线关系提供更可靠的测量依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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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180 

DR 全脊柱成像技术与临床应用 

 
陈倩敏,张晓东 

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510000 

 

目的：探讨数字化 x线摄影(Digital radiography，DR)的全脊柱成像技术与临床应用； 

材料与方法：利用本院引进的荷兰 Philip VM 数字化 x线摄影机及其配备的图像拼接系统，

DR拍摄 50例全脊柱正侧位片，详细介绍全脊柱拍摄要点、图像后处理及拼接技术，并进行相

关长度及角度的测量； 

结果：50例全脊柱正侧位全部拼接成功，每一例在 1张照片上获得的全景图像显示清晰、完

整，无拼接伪影，对比度高，清晰显示椎体各个结构，并可进行相关长度测量、角度测量等应

用。 

结论：基于拼接技术的 DR全脊柱成像技术，成像清晰，能有效满足临床应用的需求，应用前

景广泛，值得临床推广。 

 

 
EP-3181 

综述：影像学方法评估急性缺血性脑血管病的侧支循环 

 
朱建彬,温志波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510282 

 

急性缺血性脑血管病是严重危害我国人民健康的常见疾病，主要包括短暂脑缺血发作(TIA)及

脑梗塞,而侧支循环是决定急性缺血性脑血管病后缺血半暗带和最终梗死体积的主要因素，也

是影响临床治疗和患者最终功能预后的重要因素。这里总结评估脑侧支循环的影像学方法：1.

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SA）是公认的评估侧支循环的金标准，可以清楚显示闭塞或部分闭塞的

血管及其侧支循环，并对血管再通进行标准化的分级，但是其操作是有创的以及侧支循环的评

估结果是不全面的；2.ASPECTS评分：平扫及增强 CT的 ASPECT评分与 DSA显示的脑膜侧支循

环分级具有良好的相关性，ASPECT评分与临床预后具有良好相关性，ASPECT评分为 7 分或更

低可提示预后不良；3.多时相 CTA：近期研究中采用动脉期、静脉期及静脉晚期三相 CTA 成像

方法，并提出了侧支循环的 6级评分法，可分为良好、中等程度和较差/无的侧支循环；4.CT

灌注成像：计算出的 CBF、CBV、MTT、TTP可以反映脑组织血流灌注和间接反映侧支循环情

况，多种不匹配模型可以用来评估缺血半暗带及梗死核心区；5.常规 MRI：FLAIR像上远端血

管高信号（FVH）与软脑膜侧支循环形成相关，并可预测近端大动脉闭塞或狭窄；DWI-FLAIR

不匹配可以预测侧支循环的代偿程度；6.动态磁敏感增强 MR灌注成像: 侧支循环较好的患者

Tmax延迟不明显，缺血病灶区 CBF不变甚至增加；PWI-DWI 不匹配区是判断缺血半暗带的“金

标准”，可以对缺血范围、程度、类型作出评价；7.动脉自旋标记 MRI(ASL)：是一种非增强

的灌注成像方法，能清晰地显示灌注缺损区，同时能够测量缺血区的 CBF值，其值与症状的严

重性、预后有关，同时动脉延迟效应可能提示侧支循环的存在。各种评估侧支循环的影像学方

法均存在优缺点，缺血性脑血管病后对侧支循环的评估对于制订治疗方案、预测病灶大小及病

人预后都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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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182 

双源 CT 双能量扫描融合三维重建技术在胃癌及淋巴结中应用

的研究 

 
姜智允,尚乃舰,隋林,孟巍,于秋杰 

哈医大附属肿瘤医院 150040 

 

目的 本实验研究双源 CT双能量增强扫描获得的参数能否区分胃癌病灶与正常胃壁，以确定病

变范围，提高早期胃癌符合诊断率；能否区分转移淋巴结与非转移淋巴结，精准 N分期。 

方法 通过西门子 Somatom Definition Flash双源 CT对术前胃癌患者进行双能量增强扫描，

将采集的数据经 Syngo.Via 软件分析及三维重建，获得胃癌病灶、正常胃壁、转移淋巴结与非

转移淋巴结的绝对碘值、标准化碘值及虚拟单能量能谱曲线的斜率并记录，结合术后病理结

果，应用统计学方法分析，判断两两之间的差异。 

结果 胃癌病灶的绝对碘值（3.329±0.812）g/L；标准化碘值（64.006±17.450）%；虚拟单

能量能谱曲线的斜率（-2.916±1.3227）与正常胃壁的绝对碘值（1.563±0.708）g/L；标准

化碘值（37.122±16.267）%；虚拟单能量能谱曲线的斜率（-1.621±1.4028）比较，存在统

计学差异（P<0.05）；转移淋巴结的绝对碘值（2.968±0.547）g/L；标准化碘值

（63.597±14.633）%；虚拟单能量能谱曲线的斜率（-2.532±0.753）与非转移淋巴结绝对碘

值（1.465±0.408）g/L；标准化碘值（35.240±14.357）%；虚拟单能量能谱曲线的斜率（-

1.378±0.726）比较，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双源 CT双能量扫描获得的参数结合三维重建技术，有助于确定病变范围，提高早期胃癌

的符合诊断率，区分转移淋巴结与非转移淋巴结以提高 N分期的准确率。 

  

 

 
EP-3183 

冠状动脉 CT 成像根据不同心率调节患者对比剂 

用量的可行性研究 

 
王辉,于长路 

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 300170 

 

目的：探讨冠状动脉 CT成像（CCTA）中，根据不同心率调节患者对比剂用量的可行性研究。 

方法：前瞻性纳入我院拟行 CCTA检查的 80例患者，依据心率将其分为低心率组（40例，心

率≤80 次/min）和高心率组（40例，心率>80次/min且<100次/min）。所有患者均行双源

CCTA检查，低心率组对比剂注射流率 3.5 ml/s，剂量 0.75 ml/kg；高心率组注射流率 5.0 

ml/s，剂量 0.9 ml/kg。对左冠状动脉、右冠状动脉、主动脉强化 CT值以及信噪比和对比噪

声比主客观评分。两组患者间对比剂用量、客观评价指标的比较采用 t 检验，主观评价指标

的比较采用非参数检验 Mann-whitney U 检验。结果：低心率组和高心率组患者的对比剂用量

分别为（45±8）、（60±5）m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8.657，P<0.01）。两组间的主动

脉、左冠状动脉、右冠状动脉强化 CT值以及 SNR和 CNR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高心率组中图像质量评分与低心率组相比，两组间评分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U=－2.732，

P<0.01）。结论在 CCTA中根据心率调节对比剂用量切实可行，在不降低冠状动脉的图像质量

的前提下，可以减少对比剂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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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184 

外侧盘状半月板定性及损伤的有效影像学指标：MRI 影像形态

学差异研究 

 
葛小平,武刚,胡冬敏,蒋黛蒂,王佩芬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青浦分院 215006 

 

目的:比较症状性与非症状性外侧盘状半月板在 MRI矢状面及冠状面序列上的形态学差异，进

而筛选出评价外侧盘状半月板定性及损伤的有效形态学指标。方法：①研究组外侧盘状半月板

冠状面体部宽度显著大于对照组(P<0.001)；②研究组外侧盘状半月板冠状面游离缘高度显著

大于对照组(P<0.001)；③研究组外侧盘状半月板关节囊缘高度显著小于对照组(P=0.002)；④

外侧盘状半月板体部高度以及股骨外侧髁宽度两组间比较差异无显著性意义(P >0.05)；⑤研

究组外侧盘状半月板体部宽度与股骨外侧髁宽度比值、外侧盘状半月板游离缘高度与体部高度

比值均大于对照组(P<0.001)，而关节囊缘高度与体部高度比值小于对照组(P<0.001)。⑥与对

照组比较，实验组外侧盘状半月板 HF较高，HM较低 HP较低，WB较高，冠状面及矢状面形态

异常率和信号异常率较高。结果：①研究组外侧盘状半月板冠状面体部宽度显著大于对照组

(P<0.001)；②研究组外侧盘状半月板冠状面游离缘高度显著大于对照组(P<0.001)；③研究组

外侧盘状半月板关节囊缘高度显著小于对照组(P=0.002)；④外侧盘状半月板体部高度以及股

骨外侧髁宽度两组间比较差异无显著性意义(P >0.05)；⑤与对照组比较，实验组外侧盘状半

月板 HF较高，HM较低 HP较低，WB较高，冠状面及矢状面形态异常率和信号异常率较高。结

论:相较非症状性外侧盘状半月板而言，症状性外侧盘状半月板冠状面体部宽度以及游离缘高

度增加，而关节囊缘高度降低，外侧盘状半月板体部宽度与股骨外侧髁宽度比值、外侧盘状半

月板游离缘高度与其体部高度比值可以作为评价外侧盘状半月板损伤的有效影像学指标。外侧

盘状半月板的 HF、HM、HP、WB等形态学指标以及其冠状面及矢状面的形态和信号异常可以作

为临床评价外侧盘状半月板定性及损伤与否的参考指标，对临床有指导意义。 

  

 

 

EP-3185 

多平面和曲面重建对直接发现及鉴别癌性和炎性 

结肠穿孔的附加价值 

 
公绪华,钱黎俊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东院) 200127 

 

 

目的：探讨多平面重建 multi-planar reformation (MPR)及曲面重建 curved-planar 

reformation (CPR)配合多层螺旋 CT对直接发现及鉴别结肠癌及炎症所致穿孔的附加价值。 

材料与方法：收集 24例就诊于我院的结肠穿孔的病例，这些病例均采用 CT对比增强检查，所

有诊断均有手术病理支持，其中结肠癌病例 16例、炎症病例 8例，由 3位未知病理结果的影

像学医师在先后两个读片环节中（单纯轴位图像阅片、合并阅览 MPR及 CPR重建图像）对肠壁

缺损直接征象的可视性进行评价，并采用 5分信心量表对病例的鉴别诊断进行评分，比较两个

读片环节对发现肠壁缺损的敏感性、鉴别穿孔原因的诊断效能的差异。 

结果：单纯轴位上肠壁缺损的检出率为 66.7%，合并 MPR及 CPR重建后检出率为 79.2%（p = 

0.25）。对于鉴别而言，联合 MPR及 CPR的 ROC曲线下面积为 0.906，较单纯轴位图像阅片

0.812有一定程度提高（p = 0.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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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MPR及 CPR重建配合多层螺旋 CT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鉴别癌性和炎症性结肠穿孔。 

 

 
EP-3186 

全迭代重组 IMR 技术的参数设置对肝脏低剂量增强 CT 

扫描图像质量的影响 

 
钱懿,樊荣荣,张天然,陈如潭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200003 

 

目的 探讨全迭代重组 IMR 技术的不同参数设置对肝脏低剂量增强 CT扫描图像质量的影响。

方法 前瞻性研究因病情需要行肝脏增强 CT检查的患者共 40例。患者均行上腹部平扫和三期

动态增强扫描。其中延迟期采用低剂量扫描，管电压 80kV，管电流 150mAs。将原始数据进行

滤波反投射(FBP)重组和 IMR 重组，IMR重组采用不同参数，得到不同水平(Level1～Level3)

的常规(Routine)和软组织重组(Soft)图像，分别记为 R1、R2、R3、S1、S2、S3组。对各组图

像进行主观和客观评价。主观评价包括低对比分辨率(LCD)、图像失真(ID)和诊断信心(DC)评

分。客观评价包括肝脏噪声、信噪比(SNR)和对比噪声比(CNR)。采用 Friedman M检验和随机

区组方差分析比较各组主观和客观评价指标。结果 LCD评分 S3组最高，中位数为 4分；ID

评分 S3组最低，中位数为 2分；DC评分 R2及 S1组较高，中位数均为 4分。不同参数组图像

的 LCD、ID和 DC评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O.01)。FBP图像的噪声为 69.82±17.25HU，

SNR为 5.90±1.18，CNR为 2.82±0.93。IMR参数组中，图像噪声 R1组最高，为

15.93±2.97HU，S3组最低，为 6.48±1.32HU。SNR及 CNR 则 R1组最低，分别为 14.67±3.17

及 7.12±1.95，S3组最高，分别为 51.23±12.84 及 24.99±8.68。不同参数组图像间噪声、

SNR及 CNR不全相同，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区组 F值分别为 74.887、57.406及 41.152，P＜

0.01)。两两比较，S1与 R2 组、S2与 R3组三项指标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全迭

代重组 IMR技术可提高肝脏低剂量增强 CT扫描的图像质量，综合所有评价，推荐参数为

Soft，Level1或 Routine，Level 2。 

 

 
EP-3187 

心电门控 MDCT 定量评价腹主动脉瘤弹性的 

可重复性及风险因素研究 

 
李亮

1
,查云飞

1
,陆雪松

2
,彭宙峰

1
 

1.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2.中南民族大学 

 

目的  探讨 64排 CT定量评价腹主动脉瘤弹性的可重复性与风险因素。方法  54例肾下型

腹主动脉瘤患者均行腹主动脉 CTA检查。所有受检者均采用 64排螺旋 CT、回顾性心电门控技

术和分段数据采集方式。在肾动脉水平(renal)和肾动脉下(infra)采用半自动分割软件，分别

测量各重建期相主动脉的横断面积。最后通过公式计算主动脉弹性 D值和脉搏波波速（Pulse 

Wave Velocity，PWV）。重复性测量采用组内相关系数（ICC）和 Bland-Altman分析方法。采

用逐步回归分析方法评估主动脉弹性与年龄、性别、BMI、收缩压、舒张压、脉压及心率的关

系。结果  所有受试者均顺利完成检查。腹主动脉瘤 Drenal值和 Dinfra值分别为

(1.05±0.22)×10
-5
Pa

-1
、(0.49±0.18)×10

-5
Pa-1，其所对应的 PWV分别为(9.68±1.09)m/s、

(14.96±4.01)m/s。两位置测量的观察者间差异分别是 0.017×10−
5
Pa−

1
、0.010×10−

5
Pa−

1
，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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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者内差异为 0.013 ×10−
5
 Pa−

1
、0.018×10−

5
Pa−

1
。肾动脉水平主动脉弹性观察者内及观察者

间时 ICC值分别为 0.92、0.89，肾动脉下水平主动脉弹性观察者内及观察者间时 ICC值分别

为 0.85、0.79。Bland-Altman一致性检验显示心电门控 64排 CT所测得腹主动脉瘤弹性值观

察者间、观察者内相关性良好，一致性较高。多元分析显示，瘤体的弹性与 BMI、脉压、舒张

压和 AAA直径具有独立相关性（R
2
 = 0.68）。结论  心电门控 64排 CT定量评价腹主动脉瘤

弹性值表现出较高的稳定性。增加不同危险因素与腹主动脉瘤发生的相关性将有助于临床治疗

方式的选择。 

 

 
EP-3188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handcrafted head support  In 

CT-MRI Image rigid Fusion and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NPC) Intensity – Modulated Radiation 

Therapy (IMRT) Target Volume Delineation. 

 
chi bin 

Union hospital， Tongji medical college，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pgy 430022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handcrafted head support in CT-MRI 

image rigid fusion and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NPC) intensity – modulated 

radiation therapy (IMRT) target volume delineation .Methods: 38 NPC patients come 

to our hospital in 2015 were included in this study. Every patient had a CT 

simulation before IMRT. After the injection of contrast agent Ultravist 70-80 ml, 

the patient was underwent CT scan imaging by Philips Brilliance 16-slice and big 

bore CT scanner, ranging from patient’s calvarium to the fourth cervical vertebra. 

Within two days, every patient was underwent MR enhancement imaging using 3-

dimensional (3D) fat suppression technique by Alltech 1.5T MRI scanner, using 

handcrafted head support to keep the same scanning range, slice thickness, slice 

distance, and tilt angle of head coherent with CT measurement. The measurement 

images of every patient from both CT and MRI were transferred to VIRIAN image 

workstation by local area network (LAN), and applied voxel match method of ECLIPS 

image fusion software system to do image fusion registration for the CT and MRI 

images of the same patient. All images are matched well. Senior oncologist 

outlined the target volume on CT images, recorded as GTV-ct; then referred to the 

same patient’s MRI images to modify target volume by outlined the target volume 

on the CT and MRI fusion images, and recorded as GTV-fusion. Comparing these two 

sets target volume. Results:  After the evaluation by oncologists and 

radiologists, all images are matched well.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se two sets 

data were done by SPSS software, T = -3.912, P = 0.001, there is significant 

different. And have significance for different NPC stages (TA2 T2B T3 T4). 

Conclusion:  Accurately target volume delineation is foundation for oncology 

therapy planning evaluation. CT and MRI image fusion technology provides richer 

information to determine NPC target volume and to comprehensively understand the 

situation of diseased tissue or organ. Rigid fusion has the same effect as elastic 

fusion. It contributes to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target volume design, and i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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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e proper method for target volume delineation in head and neck accurate 

radiotherapy. 

 

 

EP-3189 

双源 CT 双能量扫描在胃癌病理类型及淋巴结中应用的研究 

 
姜智允,尚乃舰,孟巍,于秋杰,沈阳,马质莹,康平超 

哈医大附属肿瘤医院 150040 

 

目的：本实验研究双源 CT双能量获得的参数在动、静脉双期变化率能否区分不同病理类型胃

癌病灶；能否区分转移淋巴结与非转移淋巴结，提高术前 N分期准确率。 

方法：选取我院 2016年 7月至 2017年 4月期间进行术前双源 CT双能量扫描，术后病理证实

胃癌的病例 408例。其中混合性癌 197例，低分化癌 56例，中分化癌 48例，高分化癌 32

例，低黏附性癌 75例。根据胃周淋巴结分组及三维重建，选出术后病理证实为转移淋巴结

298例，非转移淋巴结 304 例。经 Syngo.Via软件分析，在感兴趣区连续显示的 3个层面上选

择圆形或椭圆形 ROI进行测量，避开坏死及出血区，取平均值。计算不同病理类型胃癌、转移

淋巴结与非转移淋巴结的绝对碘值、标准化碘值（感兴趣内绝对碘值/同层腹主动脉内碘值）

及虚拟单能量能谱曲线的斜率在动、静脉双期的变化率，应用统计学方法分析，判断两两之间

的差异。 

结果：不同病理类型胃癌的 CT值及绝对碘值的双期变化率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

不同病理类型胃癌的标准化碘值及单能量能谱曲线斜率的双期变化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转移淋巴结与非转移淋巴结的 CT值的双期变化率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

（P>0.05）。转移淋巴结与非转移淋巴结的绝对碘值、标准化碘值及单能量能谱曲线斜率的双

期变化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双源 CT双能量扫描获得的参数在动、静脉双期的变化率，有助于区分不同病理类型胃

癌，以提示临床选择合适的治疗方案及评估预后。有助于区分转移淋巴结与非转移淋巴结，以

提高术前 N分期的准确率。 

 

 
EP-3190 

CereTom 可移动式 CT 的性能构造及安全辐射防护的概述 

 
骆祥伟,唐德明 

解放军第一 0 五医院 230031 

 

本文主要阐述了由美国 Neurological 公司生产的 CereTom可移动多排螺旋 CT扫描仪的一般性

能及相关构造技术参数;并对机器运行环境、场地环境温湿度、系统电源及电池要求、设备放

置及校准检测等要求做详细论述；对检查过程中安全及辐射防护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总结论

述；并分析其在临床工作中的实用性及相关临床应用优势。CereTom可移动式 CT以其体积

小、重量轻、耗时短、辐射剂量小等优势，在临床工作中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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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191 

64 排 CT 在头颈 CTA 中最佳扫描时机探索 

 
孙桂军 

广东三九脑科医院 510510 

 

摘要：目的 探讨 64排 CT在头颈 CTA中最佳扫描时机。方法 选取 2017年 3月到 2017年 7

月于我院接受 CT头颈血管造影患者 86例为研究对象，并对其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比对

患者的诊断结果，分析 CT扫描延迟时间长短与造影剂浓度间的相关性。设计出新的 CT扫描延

迟时间公式后，推导出 CT在头颈 CTA中的最佳扫描时机。结果 A组中的 51例患者按照新的

CT扫描延迟计算方法实施头颈血管造影成像检查后，测得 CCA中的造影剂浓度 CT平均值为

（367±49）HU；B组中的 35例患者按照常规的 CT扫描延迟计算方法实施头颈血管造影成像

检查后，测得 CCA中的造影剂浓度 CT平均值为（436±81）HU，明显高于 A组患者，组间比较

差异明显，P＜0.05。结论 对需要实施 64排 CT头颈血管造影成像检查的患者采用新设计的

扫描延迟计算公式后，能最大限度地将造影剂浓度值控制在血管软斑块浓度值范围内，以提升

造影成像质量与清晰度，避免伪影现象的发生。 

  

 

 
EP-3192 

Willis 环完整性与其动脉瘤发生相关性的多层 

螺旋 CT 成像研究 

 
熊义林, 兰永树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646000 

 

目的  通过对多层螺旋 CT（MSCT）脑血管成像（CTA）的图像分析，探讨大脑动脉环(Willis

环)的完整性与其动脉瘤发生的相关性。方法 回顾性分析西南地区 580例拟诊颅内病变并进行

头部 CTA检查的患者，分别在横断位薄层、VR（volume rendering）、MIP（maximum 

intensity projection）、MPR(multiplanar reconstruction)图像上观察动脉瘤及 Willis环

的形态结构，根据 Willis环的完整性将其分为 4型，统计各型的例数及占比和发生动脉瘤的

例数、位置及构成比。采用 SPSS22.0软件进行χ
2
检验，对各型动脉瘤发生率差别及总体发

生率的性别差异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所有研究病例中，Willis环 I型 118例、Ⅱ型 344

例、Ⅲ型 25例、Ⅳ型 93例，分别占 20.3%、59.3%、4.3%、16.0%，Willis环上发生动脉瘤 I

型为 19例、Ⅱ型 51例、Ⅲ型 8例、Ⅳ型 22例，分别占 16.1%、14.8%、32%、23.7%。Willis

环的不同分型在不同性别中存在一定程度差异（χ2=12.631，P=0.006），但这种关联程度可

能不高。Willis环动脉瘤的发生率在不同分型中具有一定程度的差异（χ
2
=8.013，

P=0.046），但这种关联性并不十分密切。Willis动脉瘤发生率的性别差异较大（χ
2
=18.80，

P<0.025）。结论 人群中的大多数 Willis环均不完整，不完整的 Willis环更易发生动脉瘤且

以女性的发生率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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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193 

DIR_Synovitis 序列在 RA 病变中的诊断价值 

 
马伟伟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200001 

 

 

【摘要】目的：探讨 philips 3.0T磁共振 DIR_Synovitis（双反转恢复序列）在 RA中滑膜病

变的诊断价值。资料与方法：对我院 38例疑似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行手、腕 MRI检查，采用

常规序列（T1WI、T2WI、PDW-SPAIR冠状位；T2WI-SPAIR 横断位）及 T1WI-SPAIR、

DIR_Synovitis扫描，并行 T1WI-C+(增强)冠状位扫描，于 DIR_Synovitis、PDW-SPAIR、T1-

SPAIR序列进行图像对照分析，以滑膜 T1WI-C+为依据，鉴别滑膜增生与积液，评价

DIR_Synovitis序列对 RA手腕关节滑膜病变的诊断能力。结果：成功扫描 35例患者，MRI表

现包括：滑膜增生和滑膜炎、关节积液、腱鞘炎、骨水肿和骨质破坏。其中 13例表现滑膜增

生、滑膜炎及关节积液，注入对比价后增厚的滑膜强化显著；,7例表现为关节积液，9例表现

为滑膜增生、积液及骨髓水肿，3例腱鞘炎，3例滑膜增生、积液、骨髓水肿骨及质破坏。在

25例患者中 PDW-SPAIR序列中增生的滑膜表现为高信号，而在 DIR_Synovitis序列中增生滑

膜表现为低信号，与增强后的增生滑膜表现相一致；积液则表现为透亮的高信号增强并未强

化。7例关节积液的图像在 DIR_Synovitis序列中表现为高信号。结论：利用 DIR_Synovitis

序列在不对患者使用对比剂的情况下亦能鉴别滑膜增生与关节积液，从而减轻了病人负担、节

省了检查时间、提高了诊断价值。 

【关键词】类风湿性关节炎；滑膜；手关节；腕关节；磁共振成像 

  

 

 
EP-3194 

DR 全自动拼接成像技术在儿童脊柱和双下肢全长中的应用 

 
杨宾,方敏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探讨 DR全自动拼接技术在青少年脊柱和双下肢全长摄片中的应用优势。 

方法： 随机抽取自 2015年 7 月至 2017年 2月期间患儿的脊柱及双下肢全长手动拼接摄片和

全自动拼接摄片图像各 25例，分别从图像质量，接缝有无误差，相接图像对比度是否一致等

方面进行比较。 

结果：全自动拼接技术摄片：图像质量较好，图像接缝无误差，相接图像对比度一致，拼接甲

等片率为 100％（25/25例）。手动拼接摄片图像甲等片率为 48％（12/25例），乙等片率为

44%（11/25例），丙等片率为 8%（2/25例）。手动拼接摄片主要问题为拼接处存在一定误差

及错位，曝光相邻区域对比度不一致，图像质量欠佳。 

结论：DR全自动拼接技术是数字化拼接技术的新纪元，它比传统手动拼接更准确，更清晰，

可为治疗方案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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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195 

定量 CT 测定人体腹部脂肪分布、肝脏脂肪含量 

与肥胖的相关性研究 

 
韩雪莉,吴艳,郭华,高剑波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 探讨人体腹部脂肪分布、肝脏脂肪含量、体质指数、年龄与肥胖的相关性的研究 方

法 以到我院体检科行 QCT 检查体检者 123例( 女 58例，平均年龄（45.67±15.54）岁；

男 65例,平均年龄（43.11±15.71）岁) 患者为测量对象，采用 QCT分析软件 Mindways

（MW）定量测量所有患者 L2-L3、 L3-L4、 L4-L5、L5-S1椎间隙水平层面腹部内脏脂肪

面积( VAA)、肝脏的骨密度(BMD)值、校准斜率(Slope)、扫描野校准系数(Fuc)值、肝脏脂肪

含量百分比β值；同时获得受检者的年龄、身高、体重、腰围，并计算出体质指数（BMI）

（BMI=体重（kg）/身高²（㎡））；将受检者分为肥胖组（男性腰围≥90cm，女性腰围

≥80cm）、非肥胖组，分别比较两组间腹部脂肪分布、肝脏脂肪含量、BMI、年龄的差异，对

与肥胖存在显著性差异的指标进行相关性分析,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肥胖

组、非肥胖组在 L4-L5 椎间隙水平层面 VAA有显著的统计学差异（p＜0.05），余所测得椎

间隙 VAA无明显的统计学差异；肥胖组 VAA在 L4-L5 椎间隙水平层面与年龄、BMI有相关性

且呈正相关；肥胖组、非肥胖组肝脏脂肪含量百分比β值有显著的统计学差异（p＜

0.05） 结论 L4-L5 椎间隙水平层面 VAA可预测肥胖风险； 

  

 

 

EP-3196 

The correlation of studies of type 2 diabetes 

patients abdominal fat distribution by Quantitative 

CT 

 
Xueli Han,Wu Yan,Guo Hua,Gao Jianbo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450052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ype 2 Diabetes patients of 

abdominal fat distribution and physical index, waist-to-hip ratio 、gender Methods  

In measuring the number of 42 people, type 2 diabetes (n=18) 、normal person 

(n=24）。QCT is used to measure the level of umbilical level of abdominal fat area 

(TFA) 、abdominal visceral fat area (VFA), and calculate the area of abdominal 

subcutaneous fat（SFA）。(SFA = TFA -VFA），Inside the wall fat percentage

（VSR=VFA/SFA），At the same time，obtain client waistline hip circumference of 

height and weight，The analysis of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abdominal fat diabetes 

patients and normal differences And with a waist-to-hip ratio of the difference of 

body mass index and correlation studies。Results   A person with diabetes VFA and 

normal person have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p＜0.05），And waist-to-hip ratio of 

body mass index has no obvious difference，Diabetes VFA 、WHR correlation and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BMI，And the correlation with BMI is greater，A person 

with diabetes BMI between men and women Obvious difference between waist-to-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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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tio，The wall ratio had no obvious difference compared with normal group。 

Conclusion  QCT abdominal fat area of fast and accurate measurement；VFA and T2DM 

more closely，T2DM patients with the BMI of the WHR reflected more abdominal 

visceral fat accumulation；there was no obvious difference in gender；  

 

 

EP-3197 

双源 CT 管电流自动调节技术（Care Dose 4D 技术）、SAFIRE

迭代重建技术在单能谱成像去除金属内固定伪影中的应用价

值 

 
徐宁,杨杰,蔡中,刘源 

宁夏人民医院 750021 

 

目的：探讨双源 CT在相同管电压(80KV与 140KV)情况下使用和不使用管电流自动调节技术

（Care Dose 4D技术）、SAFIRE迭代重建技术，后应用单能谱成像技术去除骨折金属内固定

术后的图像伪影的效果及辐射剂量的差异性。 

方法：骨折内固定术后患者 55例,年龄 18-65岁,中位年龄 35岁,使用 Siemens SOMATOM 

Flash双源 CT进行双能量扫描,每名患者在前后两次复查在相同管电压(80KV与 140KV)情况下

使用和不使用管电流自动调节技术（Care Dose 4D技术）、SAFIRE迭代重建技术分别采用进

行双能量扫描。由两名有丰富经验的放射科诊断医师独立、双盲用 5分法进行对上述两组图像

进行评估,评分标准：1分：图像存在严重伪影,无法满足诊断要求；2分：图像存在伪影,尚可

评价；3分：图像存在少许金属伪影,骨质结构显示良好；4分：图像无明显金属伪影,图像质

量良好；5分：图像无伪影,图像质量优秀。采用 Wilcoxon 秩和检验对两种组合所产生的图像

质量进行统计学分析,采用 Kappa法检验 2位诊断医师评分的一致性。 记录患者检查接受辐射

剂量,然后对 2组图像的辐射剂量进行比较. 

结果：所有病例图像均满足诊断要求,组 1产生的图像平均得分为：4.1分,评分在 4分以上者

43例,占 78.18%；组 2管电压组合平均得分为：3.5分,评分在 4分以上者 32例,占 58.18%。

二者之间有统计学意义。 2 组容积 CT 剂量指数(CTDIvol)、剂量长度乘积(DLP)和有效剂量(E)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双源 CT应用管电流自动调节技术（Care Dose 4D技术）、SAFIRE迭代重建技术单能谱成

像在去除金属内固定伪影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既可提高图像质量，又能降低辐射剂量。 

 

 

 

 
EP-3198 

基于面绘制的 CT 肝脏图像血管绘制 

 
牛志强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五四医院 464000 

 

肝脏是是人体最大的实质性脏器和最大的消化腺，也是新陈代谢的重要器官，具有重要生理功

能。对于肝脏外科手术而言，肝脏分段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内容。除部分高端设备外，大部分的

临床诊断 CT的肝脏影像通常以二维图像的形式呈现，在诊断上并不直观，一些复杂的肝脏三

维结构的需要医生根据临床经验做出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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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根据血管拓扑建模方法，建立肝内血管拓扑模型，并进一步实现肝内血管和肝脏交互式

分段，帮助医生更加直观地观察和分析肝内血管和肝脏在三维空间中的形态及空间位置关系，

为医生制定肝脏疾病诊疗方案提供更多参考信息。 

方法：首先，对肝脏增强 CT图像进行分割，去除肝脏以外的组织，进而对肝内血管进行拓扑

建模并进行肝内血管和肝脏分段，得到分割后的血管三维数据；其次，采用多叉树的数据结构

来描述肝内血管拓扑模型，以血管分叉处以及血管端点为结点，之间使用连接点指示血管走

向；接着，通过获取肝脏表面轮廓，对肝脏表面进行几何化，使得由体素描述的肝脏表面转变

为由几何图元描述，最后根据光照模型进行计算得到最后的渲染结果；最后，在构建肝内血管

树数据结构以后，需要重新选取根结点，以匹配血管树实际的根结点。 

结果：使用面绘制技术完成显示后，可以使用鼠标点击血管树实际入口处，进行拾取操作，拾

取操作是根据鼠标在二维的屏幕上点击的坐标和相机坐标，引出射线与三维空间中的三角网求

交，得到的交点与血管树的根结点、分支点、端点等进行坐标匹配，从而得到正确的血管树根

结点，再一次使用源距离场建立血管树并删除错误分支，至此得到所需的血管树数据结构。 

结论：介绍并实现了 CT肝脏图像的面绘制，在提取肝脏血管中心线的基础上，使用多叉树的

数据结构完成了血管拓扑模型的构建，实现了肝内血管、肝脏的交互式分段。 

  

 

 

EP-3199 

探索图像纹理分析对首诊 CT 发现骨内硬化结节 

良恶性的鉴别价值 

 
马军超,卢彬平,许晓通,吴虎林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710061 

 

目的：本研究目的在于探索 CT图像纹理分析在鉴别 CT首诊检查发现的骨内硬化结节良恶性质

的潜在价值。资料与方法：回顾性收集 CT首诊检查发现的骨内硬化结节病灶 158个，经过随

访及影像学综合诊断最终确诊 78个成骨性转移病灶，80个骨岛病灶。所有患者均采用 GE 

Discovery CT 750 HDCT 扫描仪，患者行腹部或盆腔 CT检查，扫描参数：管电流 200-

300mAs，管电压 120KeV,矩阵 512×512，采用骨算法重建，重建层厚 1.25mm。经手动分割勾

画病灶 ROI，应用 MaZda软件分析分析病灶纹理特征参数，提取病灶内 15个纹理特征。分别

采用 t检验及因子分析对多维纹理参数进行降维及分类，对分类后相似性纹理指标进行联合

ROC曲线分析。结果：经过纹理参数降维及分类，得到三个公因子指标，提取公因子内具有较

大载荷的纹理指标（因子载荷>80%被提取），并将三个公因子分别命名为，1）纹理周期性相

关指标（因子载荷>80%指标：方差，和方差，差分方差，平方和）、2）明暗度相关指标（因

子载荷>80%指标：一阶灰度均值，和平均）、3）纹理复杂度相关指标（因子载荷>80%指标：

熵，和熵）。纹理周期性相关指标进行联合诊断的 ROC曲线下面积，灵敏度、特异度分别为：

0.93,80%，81%;明暗度相关指标为 0.99,91%，88%;纹理复杂度相关指标为 0.86,98%,96%。结

论：CT图像纹理特征分析发现多个指标能够有效鉴别成骨性转移及骨岛，图像明暗度相关指

标鉴别效能最大，因此纹理学分析方法能够为 CT首诊发现的骨内硬化结节病灶定性提供帮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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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200 

Visualization of rat hepatic vasculature on 

multimodal radiographs derived from grating imaging 

using a conventional X-ray source 

 
Fu Yi,Peng Weijun,Zhang Xi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Cancer Center 200032 

 

Purpose: To determine the feasibility of grating-based X-ray imaging using a 

conventional X-ray source for ex vivo imaging of rat liver tissue. Materials and 

Methods: Five ex vivo rat liver specimens were visualized using grating-based 

phase-contrast imaging based on Talbot Lau interferometry and a conventional X-ray 

source. Absorption, phase-contrast, and dark-field images were evaluated. Results: 

Attenuation, differential phase-contrast, and dark-field images were extracted 

from a single scan, and the information from the three signals was complementary 

and useful for practical applications. On absorption- and phase-contrast images 

intact and continuous hepatic veins and arteries up to the fifth grade were 

observed, including vasculature to 40 μm in diameter. On dark-field images, the 

thickness of the walls of larger vessels was clearly visualized. Conclusion: 

Grating-based multimodal X-ray imaging with a conventional X-ray source has the 

potential to visualize rat hepatic vasculature ex vivo, and overcome the need of 

contrast materials for visualizing the liver vascular. 

 

 

 

 
EP-3201 

低剂量 CT 在肺癌筛查中的应用 

 
曹琪琪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200025 

 

目的：对比 120kV固定管电压扫描，评估自动管电压调制技术（CARE kV）联合 SAFIRE技术对

胸部平扫 CT辐射剂量及图像质量的影响。 

方法：收集 2015年 8月~2015 年 10月期间在本院进行胸部 CT检查的 200例受检者（年龄范

围为 40-75岁，平均年龄 52.93±7.44 岁）。将受检者随机分为 2组并设置 2组扫描方案。实

验组（100例）：采用 CAREkV 技术，并分别应用 SAFIRE（重建等级选 3）、FBP重建技术进行

重建。设置参考管电压/毫安秒为 100kV/60mAs；对照组（100例）：采用常规 120KV固定管电

压扫描，设置有效毫安秒为 40mAs，重建方法与实验组相同。记录每位受检者的容积 CT 剂量

指数（CTDIvol）、剂量长度乘积（DLP），并计算其有效剂量（ED）。测量并比较不同扫描条

件联合不同重建方法在肺窗下主动脉根部层面 CT值及其标准差(SD)、信噪比（SNR）的差异。

由两名影像科医师采用 5分制对图像质量进行主观评价。 

结果：实验组与对照组间受检者平均体重（平均值±标准差）及体重指数间均无统计学差异

（P均＞0.05）。实验组 CTDIvol，DLP，ED与对照组相比两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

＜0.05）。图像质量客观评价，实验组中 SAFIRE组较 FBP组图像噪声下降，信噪比增高，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对照组中 SAFIRE组较 FBP组图像信噪比也增高，差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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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意义（P值＜0.05）。两组图像都可以满足临床诊断的需求，整体图像质量经两位医生

主观评价具有较好的一致性（Kappa=0.787）。 

结论：自动管电压调制技术结合 SAFIRE技术在降低辐射剂量的同时能够保证图像质量。 

 

 
EP-3202 

全身低剂量 CT 在多发性骨髓瘤检查中的应用 

 
陈建,高志鹏,刘仕昌,叶兆祥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300060 

 

目的 探讨全身低剂量 CT在多发性骨髓瘤（Multiple Myeloma，MM）检查中的应用价值。 方

法：选取我院收治的 60例多发性骨髓瘤患者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均经病理证实和临床确诊

为多发性骨髓瘤。将患者随机分成 2组：A组 采用全身低剂量 CT扫描并配以 SAFIRE迭代重

建算法；B组 采用全身常规剂量 CT扫描配以常规重建算法。对图像质量进行主观评分，并测

量记录客观评价指标（包括颈部、胸部、腹部、下肢各个部位的 CT值和噪声以及对比噪声比

和品质因数），记录辐射剂量。采用 Mann-Whitney U检验（评价主观评分）和配对样本 t检

验（评价客观评价指标和辐射剂量）比较 A、B两组上述指标的差异。以 PET/CT检查对病变个

数诊断作为标准，比较 A、B两组在对病变个数诊断准确率。结果：所有图像均达到诊断要

求。A组与 B组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A组与 B组下肢噪声无统计学意义

（P>0.05），其他各项指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A组辐射剂量低于 B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A 组有效剂量较 B组下降了 72.57%（5.53/7.62）。2组图像主观评

分一致性 Kappa值分别为 0.68、0.69，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与病理相比较，A组

对多发性骨髓瘤的诊断率为 90.00%，B组对多发性骨髓瘤的诊断率为 93.33%，2组比较诊断率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A、B两组对病变个数诊断准确率分别为 83.33%、 86.67%，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 与常规 CT相比，在多发性骨髓瘤检查中使用全身低剂

量 CT扫描配以 SAFIRE迭代重建算法可有效减少噪声，降低 X线辐射剂量，获得理想的图像质

量，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EP-3203 

立位下颌骨斜侧位摄影在职业病体检中的应用 

 
蔡舒,刘仁爵 

四川大学华西第四医院 610041 

 

目的：通过对比立位下颌骨斜侧位摄影和传统体位下颌骨侧位摄影在职业病体检中得到的图

像，探讨立位下颌骨斜侧位摄影在职业病体检中的应用和优势。 

方法：选取 2016年我院体检病例 90人，其中男性 64例，女性 26例，年龄 37±6.3 岁。分别

用立位下颌骨斜侧位摄影和传统体位下颌骨侧位摄影两种摄影方法进行双侧下颌骨侧位图像采

集。两位医师采用双盲法观察图像，对图像进行三级评价，Ⅰ级（优质图像）Ⅱ级（不符合优

质图像要求但不影响诊断）Ⅲ级（影响诊断）。 

结果：立位下颌骨斜侧位摄影在职业病体检中能得到与传统体位下颌骨侧位摄影一致的检查结

果。 

结论：立位下颌骨斜侧位摄影在职业病体检中更简便、适用，更能有效缩短检查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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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204 

Application of oblique and lateral radiography of 

vertical mandible in occupational physical 

examination 

 
Cai Shu,Liu Renjue 

NO.4 West China Teaching Hospital of Sichuan University 610041 

 

Objective: compare images of vertical mandible from oblique and  lateral 

radiography and traditional mandibular lateral radiography,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and advantages of oblique and lateral radiography in occupational 

physical examination. 

Methods: 90 cases of physical examination were selected in our hospital in 2016, 

including 64 males and 26 females, aged 37 + 6.3 years. The bilateral mandibular 

lateral images were collected by two different methods: vertical mandibular 

oblique and lateral photography and traditional lateral position of mandible. Two 

doctors used double blind method to observe the image, and carried on the three 

level evaluation to the images, grade I (high quality image) level II (not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high quality image, but does not affect the diagnosis), grade 

III (influence diagnosis). 

Results: The same results are obtained for the two photographic methods. 

Conclusion: the vertical oblique and lateral radiography of the vertical mandible 

is more convenient and applicable in the occupational disease examination, and it 

can shorten the examination time more effectively. 

  

 

 
EP-3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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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自适应统计迭代重建算法（adaptive statistical iterative reconstruction，

ASIR）联合自动管电流调制技术在胸部低剂量 CT扫描中的临床价值。 

材料与方法 100例行胸部 CT检查的患者随机分成五组，五组预设噪声指数（noise index，

NI）分别为 14、16、18、20、22，所有患者均采用自动管电流调制技术进行扫描，常规剂量

组（NI=14）采用滤波反投影算法重建图像，低剂量组（NI=16、18、20、22）采用不同权重

ASIR（20%、40%、60%、80%）进行图像重建。记录五组 CT容积剂量指数（CTDI vol）、剂量

长度乘积（DLP）及有效剂量（ED），计算各重建组图像的信噪比（SNR），并由两名具有 5年

以上工作经验的放射科医师采用 5分法对图像质量进行主观评分。 

结果 不同 NI下五组有效剂量分别为（3.29±1.21）mSv、（3.10±1.07）mSv、

（2.20±0.82）mSv、（1.97±1.21）及（1.82±1.17）mSv。NI一定时，各重建组图像随

ASIR权重升高噪声降低，相同 ASIR权重下随 NI增加噪声提高、SNR相应减低。将 NI预设为

20联合 60%ASIR时，所得图像噪声（23.14±5.63 ）稍低于常规剂量组（23.77±2.62），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2377 

 

SNR（1.56±0.48）稍高于常规剂量组（1.39±0.20），平均辐射剂量相比常规组降低了

33.2%，主观评分与常规剂量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ASIR算法联合自动管电流调制技术具有一定的临床实用性，在进行胸部 CT扫描时，将

扫描参数设置为 NI=20、ASIR=60%，可在满足图像诊断要求的同时，大幅度降低患者所受辐射

剂量。 

 

 
EP-3206 

CMR 高时间分辨率血流成像在肥厚型心肌病中的应用 

 
陈琳,程赛楠,尹刚,崔辰,赵世华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 100037 

 

目的 2D相位对比血流成像（2D PC Flow）技术是临床常用的心脏磁共振血流测量技术，传统

2D PC Flow序列时间分辨率低，所测血流峰值流速往往偏低，或无法探测到高速血流，本研

究旨在探讨 CMR高时间分辨率 2D PC Flow技术在 HCM血流测量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收集临床怀疑梗阻性 HCM患者 22例，平均年龄 48岁，男性 17例，所有患者均于 3.0T

磁共振进行常规 2D PC Flow 序列（时间分辨率 36ms）及高时间分辨率 2D PC Flow序列（时

间分辨率 18ms）屏气扫描，同时记录扫描时间。采用 GE ADW4.6 后处理工作站对左室流出道

高速血流进行定量测量，记录峰值流速（Peak Positive Velocity，PPV）。采用配对 t检验

分别比较两种序列所测 PPV 及扫描时间，采用 Pearson相关检验分析两组 PPV之间的相关性。 

结果 22例 HCM中梗阻性 HCM 13例，常规 2D PC Flow与高时间分辨率 2D PC Flow所得左室

流出道 PPV显著相关（r=0.939, p<0.0001），高时间分辨率 2D PC Flow序列所测 PPV 显著高

于常规 2D PC Flow序列（分别为 180.10±53.64cm/s 和 170.14±47.92cm/s，t=-2.445，

P=0.024）。其中 1名患者常规 2D PC Flow序列未测出高速血流，而高时间分辨率 2D PC 

Flow序列检测到高速血流（PPV=196.5 cm/s）。高时间分辨率 2D PC Flow序列的扫描时间显

著长于常规 2D PC Flow序列（分别为 19.38±3.57s 和 14.81±2.80s，t=-24.075，

p<0.001）。 

结论 高时间分辨率 2D PC Flow 序列在 HCM左室流出道血流测量中与常规 2D PC Flow序列测

量结果高度相关，且能够测出更高的峰值流速，对潜在梗阻的高速血流更敏感，但患者单次屏

气时间延长，因此临床工作中应根据患者情况合理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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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能谱单能量(keV)图像在腹部增强扫描中的动脉血管增强

效果的探讨: 与常规 140kVp 图像的对比 

 
马春玲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712000 

 

目的: 不同能谱单能量(keV)图像在腹部增强扫描中的动脉增强效果的探讨。 

资料与方法: 收集上腹部增强 22例患者，使用 Discovery CT750HD Gemstone Spectral 

Imaging with 80kV/140kVp fast switching进行能谱扫描，对比剂用量为 350mgI /kg体

重。扫描后重建常规 140kVp 图像（A组），单能量 70keV图像（B组）和 60keV图像（C

组），分别测量腹主动脉、固有动脉和脾动脉的 CT值、采用配对 t检验对结果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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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A组(140kVp图像)，动脉期腹主动脉、固有动脉和脾动脉的 CT值各为

230.82±30.21HU，191.66±37.63HU 和 193.40±32.39HU; B 组(70keV单能量图像)的各为

256.60±36.29HU，185.75±34.86HU和 191.52±34.67HU; C 组(60keV单能量图像)的各为

359.00±53.21HU，261.51±49.29HU 和 274.95±50.18HU。低单能量图像(60keV)的 C组的动

脉期腹主动脉、固有动脉和脾动脉的增强效果（CT值）要比常规的 140kVp图像的 A组各提高

55.29%±7.50%，37.66%±15.83%和 42.45%±13.77%;低单能量图像(60keV)的 C组的增强效果

要比 70keV单能量图像的 B组各提高 39.78%±1.67%，41.03%±7.55%和 43.95%±12.58%。

60keV组的动脉期腹主动脉、固有动脉和脾动脉的增强效果明显要比常规的 140kVp图像和

70keV单能量图像的 B组高，均有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与常规的 140kVp图像和 70keV单能量图像相比，低单能量(60keV)能谱增强扫描可以大

幅度提高动脉血管图像的增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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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剂量条件下宽体探测器联合全模型实时迭代重建技术对患

者上腹部扫描图像质量的影响 

 
王会霞,岳松伟,吕培杰,赵慧萍,李莹,常丽阳,李伟然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摘要】：目的 探讨相对于常规探测器（40mm）联合自适应统计迭代重建技术（ASIR），宽

体探测器（80mm）联合全模型实时迭代重建技术（ASIR-V）在低辐射剂量条件下对患者上腹部

扫描图像质量的影响。 

方法 第一步：通过体模实验探寻相对于常规探测器扫描，宽体探测器联合 ASIR-V扫描剂量

降低至半辐射剂量时前置 ASIR-V的百分比；第二步：在体模实验基础上，前瞻性收集行上腹

部 CT双期增强扫描的患者 140例，采用电脑随机数字法随机分成实验组和对照组（各 70

例）。实验组采用基于体模实验获得的半剂量下前置 ASIR-V比例进行扫描，后期分别行 40%

后置 ASIR-V重建获得 A1组、60%后置 ASIR-V重建获得 A2组，对照组采用常规探测器扫描，

行 40%ASIR进行重建获得 B组，测量三组图像的肝脏、胰腺、主动脉和门静脉 CT值、SD值并

计算 CNR对图像进行客观质量评价，采用 5分法对三组图像进行主观评分，最后采用单因素方

差分析和 Kruskal-Wallis检验比较三组图像的 CNR和主观评分，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比较实

验组及对照组的 CT值及辐射剂量。 

结果：体模实验中，40%前置 ASIR-V水平下辐射剂量较对照组减低至半剂量；临床实验中，实

验组较对照组辐射剂量降低约 44%，实验组除动脉期肝脏 CT值及双期肌肉 CT值稍低于对照组

外，其余部位 CT值均与对照组无统计学差异。A2组各部位 CNR均高于 A1组、B组，A1 组除

主动脉动脉期 CNR高于 B组外，其余部位 CNR与 B组无统计学差异。三组图像 A2组图像噪声

水平最低，其次为 A1组，B组最高，三组噪声水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A2组整

体图像评分高于 A1组，与 B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相对于常规探测器联合 ASIR，宽体探测器联合 ASIR-V在明显减低辐射剂量的条件下，

前置 40%ASIR-V联合叠加后置 60% ASIR-V能在保持较好的图像质量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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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209 

Revolution CT 宽体探测器联合全模型实时迭代重建技术在腹

部扫描中的应用价值 

 
王会霞,岳松伟,吕培杰,李莹,赵慧萍,李伟然,常丽阳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摘要】：目的 探讨宽体探测器（80mm）联合全模型实时迭代重建技术（ASIR-V）在腹部扫

描中的应用价值，评价 ASIR-V对腹部扫描图像的辐射剂量及图像质量的影响。方法 前瞻性

收集行腹部 CT检查的患者 110例，采用电脑随机数字法随机分成两组，对照组（50例）平

扫、动脉、静脉、延迟期均采用 0%ASIR-V 0扫描并行 FBP重建获得 A1、A2、A3、A4亚组；实

验组（60例）平扫、动脉、静脉、延迟期分别采用 20%、40%、60%、80%前置 ASIR-V扫描并行

同水平后置 ASIR-V重建获得 B1、B2、B3、B4亚组，测量各组图像肝脏、胰腺、主动脉和门静

脉的 CT值、SD值并计算 CNR 值，采用两独立样本 t检验法比较实验组与对照组间的辐射剂量

及客观噪声水平；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法比较实验组内各亚组间的辐射剂量及客观噪声水平。

采用 5分法对实验组、对照组进行主观评分，并用 Mann-Whitney U法比较实验组与对照组之

间的主观图像质量。 

结果 实验组各亚组辐射剂量均小于对应期相对照组各亚组的辐射剂量（all P＜0.05），剂量

降低最高达 48%。 除 B1亚组外，其余实验组各亚组图像噪声均低于对应对照组图像噪声

（all P＜0.05）。B1、B2 亚组的主观评分分别高于 A1、A2亚组(P＜0.05)，而 B3组与 A3组

的主观评分没有显著差异，B4组主观评分低于 A4组。实验组组内比较显示 B1-B4亚组的辐射

剂量及客观噪声水平呈递减关系，除 B3与 B4亚组间辐射剂量、B1与 B2亚组间噪声水平无明

显差异外，其他亚组间辐射剂量、客观噪声水平均有明显差异（p＜0.083）。 

结论 相较于 FBP，宽体探测器联合 ASIR-V技术能明显降低扫描辐射剂量及噪声水平并提高图

像质量，随着 ASIR-V水平增加，辐射剂量及图像噪声逐渐降低，至 80%ASIR-V水平，辐射剂

量降低幅度减少，至 60%ASIR-V水平图像主观评分逐渐减低。 

  

 

 
EP-3210 

高分辨 VIBE 序列在血管压迫性面肌痉挛患者 

评估的临床应用价值 

 
刘小明,熊念,刘定西,孔祥闯,余建明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430022 

 

 

目的：探讨三维高分辨 VIBE 序列在评估血管压迫性面肌痉挛患者中的可行性与临床应用价

值。 

材料与方法：收集临床拟诊单侧面肌痉挛的患者 60例，采用 3.0T磁共振进行面神经扫描，所

有受检者均行 3D SPACE序列、3D TOF 序列和 3D VIBE序列检查。由两名放射科医师评估 3种

检查方法在显示血管与面神经的关系，压迫程度，采用 4分法评价三种检查序列的图像质量，

并采用 kappa检验分析两者评估的一致性。采用相关性分析血管压迫程度与临床分级的相关

性，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分析三种检查方法图像质量的差异，P<0.05 具有显著性统计学差

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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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VIBE成像阳性预测值（95%）与特异度（93.75%）明显高于 SPACE成像(79%,78.3%)组

（P＜0.01），两组的敏感度与阴性预测值无统计学差异（P＞0.05），在显示血管与面神经的

空间关系上，3D VIBE图像质量评分（3.62±1.08）显高于 3D SPACE（3.14±0.97）图像与

3D TOF（1.47±1.16）图像，P≤0.01。面肌痉挛的临床分级与面神经受血管压迫程度分级无

明显相关性（r=0.26）。VIBE 序列组显示血管走行于脑实质内明显由于 SPACE序列组。 

结论：高分辨 VIBE成像技术可以提高血管与神经及周围脑组织的对比度，在评价血管压迫性

面肌痉挛患者中有重要的临床价值与诊断效能，具有广阔的临床应用前景与价值。 

 

 
EP-3211 

三点法非对称回波水脂分离（IDEAL）技术在固定金属义齿患

者眼眶磁共振成像中的应用研究 

 
杨仁杰,查云飞,张宇,刘昌盛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430060 

 

目的：通过比较三点法非对称回波水脂分离(IDEAL)技术和频率选择脂肪饱和（FS）技术在眼

眶 MRI中的图像质量和脂肪抑制效果，探讨 IDEAL技术在固定金属义齿患者眼眶磁共振成像中

的应用价值。方法：收集 38例眼眶磁共振检查的固定金属义齿患者，固定义齿材料均为镍铬

合金采用。扫描序列包括轴、冠、斜矢状面 FS T2WI和 IDEAL T2WI，其中 15例平扫后行增强

轴、冠、斜矢状面 FS T1WI 和 IDEAL T1WI。比较两种脂肪抑制技术之间的图像质量和脂肪抑

制效果。结果：轴、冠、斜矢状面 IDEAL T2WI的图像质量评分以及脂肪抑制效果评分均高于

FS T2WI（P=0.000）；增强后轴、冠、斜矢状面 IDEAL T1WI的图像质量评分以及脂肪抑制效

果评分均高于 FS T1WI（P=0.000）。结论：三点法非对称回波水脂分离技术可以替代频率选

择脂肪饱和技术成为固定金属义齿患者眼眶磁共振成像的常规技术，提供更加均匀的脂肪抑制

效果和更高的图像质量。 

  

 

 
EP-3212 

小儿头颅螺旋 CT 血管造影三维重建技术的探讨 

 
孙桂军 

广东三九脑科医院 510510 

 

目的：研究并探讨小儿头颅螺旋 CT血管造影（CTA）三维重建技术的临床应用及效果。方法：

于 2016年 1月~2017年 5月，选取 40例因神经系统症状就诊的小儿患者作为此次研究的对

象，采用多层螺旋 CT血管造影技术对患者头颅进行检查，对螺旋 CT血管造影图像进行三维重

建处理，从多个角度对头颅螺旋 CT血管造影显像情况进行观察。结果：40例小儿患者的颅底

动脉环血管显像良好，CTA 对大脑前动脉、中动脉、后动脉、前交通支、后交通支、基底动脉

以及颈内动脉虹吸部的显影率均达到 100%。40例小儿患者中，有 14例患者的脑内血管存在病

变，CTA对脑血管病变的阳性检出率为 92.86%，与确诊结果之间具有良好的一致性。结论：头

颅螺旋 CT血管造影是一种无创的血管病变诊断方法，通过对血管造影图像进行三维重建，可

对血管内病变有效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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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213 

Radiation and contrast agent doses reductions by 

using low tube voltage in multi-slice spiral computed 

tomographic portography on non-obese patients 

 
wang hui,Yu Changlu,Han Yuxin,Ma Guodong,Tang Yifan 

Tianjin Third Central Hospital 300170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feasibility of low tube voltage 

protocol combined with reduced dosage of contrast media in MSCT portography(MSCTP) 

on non-obese patients. Methods：Totally 160 patients with body mass ≤25kg/m
2
 

underwent MSCTP. The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2 groups, 8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regular group was examed using tube voltage of 120kVp with 

contrast agent of 1.2ml/kg and the study group using tube voltage of 80kVp with 

contrast agent of 1.0ml/kg. The image quality was assessed with both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methods. T-test was used to compare, CT value of hepatic 

parenchyma(CTH), portal vein(CTP), the noise of image(SD), SNR of hepatic 

parenchyma(SNRH),CNR of portal vein(CNRP), the average volume CT dose 

index(CTDIvol) ,The effective mAs,Dose Length Product（DLP）and effective dose(ED) 

between two groups. Interobserver agreement with regard to image quality was 

assessed using kappa test. And the subjective image score was compared using 

Wilcoxon signed rank test.Results： The average CTDIvol in the study group 

(4.592±1.032) mGy was lower than that in regular group［(7.50±1.45) mGy, 

P<0.05］.ED in the study group［(1.71±0.50 )mSv］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regular group ［(2.75±0.67 )mSv,（P<0.05）］. Compare the regular group, 

the ED of the study group was decreased 38.09%; The score of image in the study 

group（3.93±0.88）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regular group

（3.33±0.81，P<0.05 ）.［ CTH（126.74±30.59）Hu, CTp（223.78±45.85）Hu, 

SD(24.61±2.77)Hu］in the study group were all higher than those in regular group. 

［ CTH（95.60±15.89）Hu, CTp（161.47±25.37）Hu, SD（1.65±3.38）Hu, P<0.05］. 

SNRH in the study group （5.20±1.24）Hu was lower than that in regular group［

（7.00±2.44）Hu, P<0.05］.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CNRp between the 

two groups ［（4.33±0.97）Hu vs （4.67±1.44）Hu］. the contrast media dose in 

the study group（66.56±2.48）ml was lower than that in regular group［

（80.48±2.97 ）ml，（P<0.05）］; Compare the regular group, the contrast media 

dose in the study group was decreased by 17.30%.  Conclusion： In MSCTP for non-

obese patients, the quality of image is improved, the radiation dose is reduced by 

using low tube voltage of 80kVp combined with low contrast media scanning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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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214 

加强心脑血管联合扫描技术的临床应用 

 
滕岩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目的：加强心脑血管联合扫描技术在检查与临床病情诊断的应用 

方法：选择在我院 2017年 2月-2017年 5月期间，采用 GErevolutionCT机上低剂量自动触发

扫描方式，对单项头颈部 CTA、冠脉 CTA扫描与心脑血管联合扫描的患者从检查时间、辐射剂

量、碘对比剂用量上进行对比；医生诊断的综合性与全面性的对比；以及碘对比剂对患者肾功

能影响的对比分析。其中 30例头颈部 CTA、50例冠脉 CTA、50例心脑血管联合扫描检查。 

结果：1、在检查时间、辐射剂量与碘对比剂用量上，低剂量 100KV，60mAs，注入对比剂后自

动触发模式下，头、颈部 CTA扫描时间为 1.0~2.9s，扫描总 DLP值在 123.14~769.41mGy-cm；

冠脉 CTA扫描时间为 0.4s~0.9s，扫描总 DLP值在 126~238.89mGy-cm；扫描剂量 100KV、

50mAs的条件下，联合扫描时间为冠脉 0.3~0.9s+头颈 1.4~1.6s，两期间隔 1.1s~3s，而扫描

总 DLP值在 350.0~526.51mGy-cm；单独 CTA检查碘对比剂用量均为 70-80ml，而联合检查对比

剂用量仅为 80ml。2、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率及死亡率逐年上升，具有发病率高、致残率高、死

亡率高、复发率高，并发症多的特点，可能发生在头颈部、以及冠状动脉上。单一的扫描对于

诊断以及初期病情诊断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而联合扫描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可从整体上得出

结论找到病灶，从而有利于病情治疗，减少复发几率。3、碘对比剂用量方面很显然，联合扫

描对比剂用量比单独扫描用量减少 1至 2倍，大大降低了对比剂对患者肾脏功能的损害，同时

也减少了患者的医疗费用。 

结论：综上分析，心脑血管联合扫描更快速、全面分析患者病情，从而做出相应诊断并及时采

取治疗，可降低心脑血管疾病复发率，保证图像质量前提下低剂量扫描及低药量检查也大大减

少辐射及对比剂对患者身体的伤害，值得临床广泛应用。 

 

 

 
EP-3215 

胸部 X 线健康体检的队列分析 

 
马金强,余建明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430030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及保健意识的提高，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日常保健、定期检查对于健康的重要

性，健康体检是以健康为中心的身体检查，胸部 X 线健康检查通常摄取胸部后前位 X 片，

通过本院医师对所摄取胸部 X 片的阅片诊断发现胸部病变。笔者通过观察发现，本科室五区

放射科每天都会摄取 180 个左右的胸部体检 X 片，一年下来就会积累大量的数据队列，若

从不同方向对其分析，可以得出许多有价值的信息。本文将对近五年在本院体检的人群胸部 

X 线数据进行分析，从而可以对近五年人群肺部健康状况做一个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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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216 

三低技术在肺动脉 CTA 中的临床应用研究 

 
雷子乔,余建明,李友林,吴红英,杨明,孙啸天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430022 

 

目的  探讨三低技术(即低管电压、低剂量、低流速)在肺动脉 CTA中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 

随机将 160例肺动脉血管成像(CTA)患者平均分为 4组: A组(管电压 100kVp，管电流

150ref.mAs，对比剂剂量 40ml、流速 4.5ml/s，生理盐水 40ml、流速 4.5ml/s)；B组(管电压

100kVp，管电流 150ref.mAs，对比剂剂量 30ml、流速 3.5ml/s，生理盐水 30ml、流速

3.5ml/s)；C组(管电压 80kVp，管电流 150ref.mAs，对比剂剂量 40ml、流速 4.5ml/s，生理

盐水 40ml、流速 4.5ml/s)；D组（管电压 80kVp，管电流 150ref.mAs，对比剂剂量 30ml、流

速 3.5ml/s，生理盐水 30ml、流速 3.5ml/s）。对比剂浓度均为 300 mgI/L，其余扫描条件一

致。采用对比剂跟踪技术,阈值为 80 HU。图像后处理采用 VR、MPR、CPR、MIP。分别测量其肺

动脉 CT值（ROI肺动脉）、肌肉的 CT值（ROI 肌肉）、对比噪声比 CNR肺动脉/肌肉、信噪比

SNR 、绝对对比度、相对对比度、剂量长度乘积 DLP。按 5分制对所得图像总体图像质量进行

评价，统计每个病人接受的辐射剂量，并对 4组结果进行比较分析。结果：三低检查组 D组除

噪声及肌肉 CT值高于 A组外，其它指标均接近于 A组，并且明显降低了辐射剂量；4组病例

肺动脉内对比剂浓度均大于 250 HU以上,无统计学意义(P＜0.05)，4组主观评价结果均没有

差异（Kappa=0.876），图像均满足诊断要求。结论：采用低管电压、低剂量、低流速注射造

影剂进行肺动脉 CTA检查，所得图像质量与常规管电压高流速高剂量注射对比剂进行检查结果

无差异。在低管电压扫描条件下应用低剂量低流速注射造影剂，可以降低 X线辐射剂量、保护

患者血管、同时降低患者对比剂不良反应的发生率。 

  

 

 

EP-3217 

双低剂量冠状动脉 CT 成像的临床应用研究 

 
雷子乔,余建明,李友林,吴红英,杨明,孙啸天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430022 

 

 

目的：探讨双低剂量冠状动脉 CT成像对图像质量和辐射剂量的影响及其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前瞻性纳入接受 CT冠状动脉成像的低体重指数（22.5~25 kg/m
2
）胸痛待查患者 300

例，以单纯随机抽样法将其分为 A、B、C三组（每组 100例），A组(管电压 100kVp，管电流

400ref.mAs，对比剂剂量 60ml、流速 4.5ml/s，生理盐水 30ml、流速 4.5ml/s)；B组(管电压

80kVp，管电流 400ref.mAs，对比剂剂量 60ml、流速 4.5ml/s，生理盐水 30ml、流速

4.5ml/s)；C组(管电压 80kVp，管电流 400ref.mAs，对比剂剂量 50ml、流速 3.5ml/s，生理

盐水 30ml、流速 3.5ml/s)。以自动最佳时相进行重建，重建卷积核采用细腻平滑重建函数

B26。图像后处理包括 MIP、CPR和 VR技术。评价各组的图像质量，记录各组的 CT容积剂量指

数（CTDIvol）和剂量长度乘积（DLP），计算各组的有效剂量（ED）值，比较各组患者的图像

质量评分和辐射剂量值，分析管电压对图像质量和辐射剂量的影响。 

结果： A、B、C三组图像质量评价为优良的分别占 96.72%、94.89%、和 96.12%，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A、B、C三组的 CTDIvol值分别为（48.23±11.08）、

（20.11±6.85 ）、（6.01±3.12）mGy，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ED值分别为

（8.24±1.58）、（4.47±2.15）和（2.03±1.58） mSv，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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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对于低体重指数患者，利用双低技术进行冠状动脉成像可获得较好的图像质量，同时显

著降低辐射剂量。 

 

 

EP-3218 

双源 CT 大螺距 Flash 扫描优化方案在肺动脉 

CTA 成像中的应用 

 
王帆 

徐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221000 

 

目的：探讨双源 CT大螺距 Flash扫描优化方案在肺动脉 CTA成像的临床应用价值，因肺动脉

栓塞的病人几乎存在不同程度胸疼、胸闷，部分患者不能有效配合屏气，常规肺动脉 CT 扫描

中需要患者配合屏气，部分患者不一定能有效的配合肺动脉 CTA检查，并且因为肺动脉的生理

性搏动，导致常规肺动脉 CTA的检查存在不同程度的血管搏动伪影及部分呼吸运动伪影，双源

CT大螺距 Flash扫描优化方案可以有效减少患者自身的血管搏动伪影及不能配合屏气的呼吸

运动伪影。方法： 随机选择 2016年 08月至 2017年 02月来我院就诊，疑似肺动脉栓塞患者

60例，按照随机数字表法等分为 A、B两组，A组采用双源 CT大螺距 Flash优化扫描方案；B

组采用常规肺动脉螺旋扫描方案。对 2组采集数据进行后处理重建，包括 VR、MPR、MIP，同

时比较这 2种扫描方案肺动脉的显影情况，由 2名经验丰富的副主任医师对肺动脉的成像情况

进行评估分级，将肺动脉 CTA成像情况分为优、良、差；结果：A组患者中 9例肺动脉显影清

晰而肺静脉不显影，21例肺动脉显影清晰而肺静脉轻度强化，30例中均不存在呼吸运动伪

影，6例中存在轻微肺动脉搏动伪影，24例无肺动脉搏动伪影；B组 7例肺动脉显影清晰而肺

静脉不显影，17例肺动脉显影清晰而肺静脉轻度强化,6例肺动脉显影清晰而肺静脉中度强

化，8例存在呼吸运动伪影，30例中均存在不同程度血管搏动伪影，其中可见肺动脉搏动引起

的错层现象；2名副主任医师评价图像后得出，A组：优：24例，良：6例，差：0例；B组：

优：0例，良：22例，差：8例。结论：根据两组统计数据分析，可以得出双源 CT大螺距

Flash扫描优化方案在肺动脉 CTA成像方面，具有较高临床应用价值，首先能够有效避免患者

因胸痛、胸闷不能屏气而造成的呼吸运动伪影，其次因其特殊的扫描方式，扫描速度快，从而

可以有效减少、避免血管搏动伪影及肺静脉的干扰。 

 

 

 
EP-3219 

普通床旁机结合无线小 DR 板在婴幼儿胸部床边片摄影基于体

重的剂量优化研究 

 
吴雨萌 

上海市儿童医院、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00333 

 

目的 探讨无线小 DR板结合普通床旁机数字化改造婴幼儿胸部床旁摄影新进展；前瞻性研究床

边摄片时基于患儿体重量化曝光参数可行性及临床价值。方法 2016年 10月至今，使用柯尼

卡美能达公司生产的 10×12 英寸 AeroDR P-31小尺寸无线平板探测器结合普通床边机对我院

ICU病区 45例婴幼儿进行胸部床边数字化 DR摄影检查，源图距 SID为 100cm，以体重分组分

为 5组，曝光参数如下：1500g以下 45KV，0.6mAs；1500g-2500g为 48KV，0.8mAs；2500g-

3500g为 51KV，1.0mAs；3500g-4500g为 54KV，1.2mAs；4500g以上 57KV，1.4mAs。记录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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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KV、mAs值；5组所得图像由 3名以上医师双盲评价打分，每组选出符合诊断标准的所有

甲级片；量化计算所有甲级片 KV/kg以及 mAs/kg值，组内分别进行统计学检验；求得每组甲

级片 KV/kg、mAs/kg平均值，组间进行统计学分析；求得 5组 KV/kg、mAs/kg最终平均值。对

12月份需胸部床边摄片检查的婴幼儿，以此最终量化 KV/kg、mAs/kg平均值为基数乘以患儿

相应体重，所得 KV、mAs作为曝光剂量参数，对此患儿进行胸部床旁数字化无线小 DR板摄片

检查，收集图像；对一周内需要重复摄片的同一患儿再使用 IP板进行胸部床旁 CR检查，曝光

参数：45kV-55kV，2-3mAs，SID100cm，对比 DR、CR图像质量。结论 小尺寸无线平板探测器

成功实现了婴幼儿普通移动 X 线仪床旁胸片的数字化改造，基于患儿体重计算曝光参数有利于

减少患儿胸片检查辐射剂量。 

 

 
EP-3220 

磁共振全身类 PET 成像在儿童恶性肿瘤诊断上的应用 

 
沈蕴 

上海市儿童医院、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00333 

 

目的 研究 3.0T磁共振全身弥散成像的技术可行性,探讨其诊断小儿恶性肿瘤及其转移灶的临

床价值。 

方法 对我院 30例肿瘤患儿行了全身弥散加权成像扫描，应用飞利浦 3.0T Ingenia MRI 仪，

采用体线圈，应用 T2/Tirm-cor、T2/T1-sag及 Tirm-sag序列进行全身 DWI扫描,于 ADW工作

站拼接处理原始弥散影像，得到全身类 PET图像。结果 所有患儿全身弥散检查均一次成功完

成，拼接后所得全身类 PET 图像显示效果好；肿瘤及转移灶显示清晰。结论与讨论 全身 MRI

类 PET成像无电离辐射，3.0T MRI 行磁共振全身弥散加权成像技术可行、图像质量高，较为

可靠地揭示了肿瘤的恶性度及其转移灶，实现了儿童传统影像形态学检查向代谢量化影像检查

的转折。在病理情况下两种原因造成水的弥散受限：（1）、细胞水肿。细胞水肿后，细胞间

液减少，细胞内水增多，因而扩散受限的水增多，水的整体扩散速度慢于正常组织，主要见于

急性脑梗死；（2）、恶性肿瘤。恶性肿瘤细胞较正常细胞体积大，恶性肿瘤的细胞间液较正

常少，二者结合，水的整体扩散速度慢于正常组织。类 PET成像能够检测到细胞级病变，把肌

肉、脂肪、肝脏等组织背景信号抑制掉，突出了病变的显示，大大提高病变组织尤其是恶性肿

瘤及转移灶的检出率。 

 

 

EP-3221 

去金属伪影 iMAR 技术在四肢关节内固定患者中的应用价值 

 
徐嘉旭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200025 

 

目的： 研究 iMAR技术在四肢关节内固定患者中的去伪影效果及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选取 2016年 1月至 2016年 11月间，来我院行四肢关节 CT扫描的金属内固定植入物

患者，共 51例。所有扫描均在我院 Siemens 64排 CT上完成。首先，根据定位像确定扫描区

域，保证金属内固定物均在扫描范围内。扫描时，采用 safire技术，管电压 130kV，管电流

采用 Quality ref.mAs，层厚、层间距均为 5mm，螺距 1.2，矩阵 512*512。扫描结束后，通过

勾选相应部位的 iMAR技术软件即可获得同上参数的去金属伪影重建图像。最后，在原始图像

及去伪影图像上应用完全一致的测量方法对伪影最大和最小层面的距金属边缘约 1.5cm处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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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趣区（ROI:50〖mm〗^2）进行标准差的测量，连测 3点取均值，以标准差代替图像客观噪声

（SD）。 对所得数据资料进行相应统计学分析。 

结果： 在伪影最大层面中，原始图像 SD值为 81.95±29.98、去金属伪影图像 SD值为

30.55±9.24； 在伪影最小层面中，原始图像 SD值为 28.22±10.76、去金属伪影图像 SD值

为 16.62±6.60。图像客观噪声数值（SD）具有显著差异，数据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去金属伪影 iMAR技术能很好、有效地抑制金属内固定物给周围组织带来的射线束硬化

效应及放射状伪影等一系列的影响。同时，笔者也在研究中发现了新的问题：其效果与内固定

物的材质、层面中内固定物植入的数量有着密切联系。还有待日后的进一步的研究！ 

 

 

EP-3222 

多层螺旋 CT 的三维成像技术对肝静脉解剖结构的 

最佳成像效果扫描方案的研究 

 
张德川,张晋瑞 

重庆市医疗急救中心 400014 

 

目的：近年来随着肝脏移植手术，肝脏切除术的大面积展开，对于肝脏形态以及血管的术前影

像研究成为影像检查技术的重点。本研究旨在探讨 64排螺旋 CT进行肝静脉 CTV血管成像的最

佳扫描方法。材料与方法：①研究对象：于 2016年 6月至 2017年 6月期间在我科行上腹部

CT增强扫描，且肝脏无器质性病变的患者，经知情同意下自愿行肝脏四期扫描，按照纳入标

准与排除标准，共 90例患者纳入本研究年龄范围 27-75 岁，平均年龄 44.27岁，男性 36例，

女性 54例，平均 BMI值 21.85.②操作方法：患者检查前做好准备及呼吸训练，先行上腹部常

规 CT平扫，扫描范围膈顶至肝下缘，在平扫的基础上确定下腔静脉与肝左、右及中间静脉之

间的位置关系，以肝静脉与下腔静脉交汇处层面设为监测层面。扫描方案为：监测扫描：

100kv、80mA，正式扫描：120kv，280mA，螺距，1.375:1。触发阈值为 150HU。纳入研究的 90

例患者，分成三组扫描方案，三组监测延迟时间分别设置为：触发阈值后 5s扫描，触发阈值

后延迟 15s扫描，触发阈值后延迟 25s扫描。对比剂方案为：17.5g/50ml碘海醇 70ml，生理

盐水 40ml，注射流速 4.0ml/s。扫描完成后将所有扫描数据进行层厚 1.25mm，层间隔 0.7mm

重建，对重建数据进行 VR、MPR、CPR、MIP三维后处理，测量肝静脉左右支及肝中间静脉的

CT均值，并由三名高年资医师对所得图像采用盲评法进行图像质量评价。 结果：采用触发阈

值后 5s扫描，触发阈值后延迟 15s扫描，触发阈值后延迟 25s扫描三种方案对应的图像优良

率为 72.3%，93.5%，76.5%。触发阈值后延迟 15s扫描方案获得质量较好图像，有统计学差异

P=0.032(P<0.05）。 结论：在注射药物后 65-75s即触发阈值后延迟约 10-20s扫描肝静脉现

象较好，且无过高的动脉影，符合诊断要求。 

 

 
EP-3223 

肾动脉 CTA 图像的质量评价及准确性分析 

 
郭广阔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野战外科研究所 400042 

 

目的：CTA在肾动脉狭窄中与 DSA图像符合率过低，由此对肾动脉 CTA图像质量评价及准确性

分析。方法：搜集我院 2011 年至 2015年 4月临床拟诊断为肾动脉狭窄而行 DSA检查患者 186

例，其中同时行 CTA与 DSA 检查的共 38例。回顾性分析并以 DSA检查结果为金标准，对 C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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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准确性进行分析。把 CTA图像质量具体分成 5个等级：Ⅰ级：图像清晰，主干以及各级血

管的充盈效果良好，且连续，不存在伪影(5 分)；Ⅱ级：图像满意，主干以及一、二级血管充

盈效果良好，且连续，1～2 段血管边缘表现模糊，不存在错层或者是阶梯状伪影出现(4 

分)；Ⅲ级：图像基本满意，主干和一级血管的充盈效果良好且连续，3～4 段血管边缘表现出

明显的模糊，不存在错层以及阶梯状伪影(3 分)；Ⅳ级：图像质量较差，主干的血管充盈效果

一般，5 段以上血管边缘表现出明显的模糊，存在错层以及阶梯状伪影(2 分)；Ⅴ级：图像质

量很差，存在严重伪影，无法展开分析(1 分)。结果：本研究中肾动脉 CTA图像质量评价为Ⅰ

级图像占 76%，Ⅱ级占 18%，Ⅲ级占 6%。同时行 CTA与 DSA检查的共 38例中，两种检查图像

符合的共 21例，不符的为 17例，肾动脉 CTA与 DSA图像符合率仅为 55.2%，远远低于文献报

道的 CTA对肾动脉诊断的准确率达 98%～100%。结论：虽然肾动脉 DSA检查为肾动脉狭窄的诊

断金标准，但介于 DSA检查的有创性，CTA检查已渐渐取代 DSA而成为诊断肾动脉狭窄的常规

检查，但肾动脉 CTA除了扫描过程中各参数对成像的影响因素外，对于采集数据后的显像，即

图像处理方面也极为重要，在本研究中我们发现，在图像质量较好的情况下，后处理不佳、诊

断误差等因素也会影响图像准确性，其中后处理处理不佳最为显著，占总数的 50%以上。我们

不仅在扫描时要对参数进行合理选择，在对数据进行数据处理时，也要认真对待，从而提高图

像质量及检查的准确性。 

 

 

EP-3224 

Ⅱ型糖尿病患者大脑功能磁共振网络小世界属性研究 

 
王淼,范文亮,余建明,曹玉坤,邹嫣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040000 

 

目的:研究Ⅱ型糖尿病患者大脑功能网络是否具有小世界属性及其与正常人是否有差异。 

方法：采用 GE 750W 3.0T扫描仪收集 2016年 12月至 2017 年 6月来我院就诊的 78例Ⅱ型糖

尿病患者及年龄、性别相匹配的 71例健康志愿者的功能磁共振数据，扫描范围覆盖全脑，扫

描参数：TR=3000ms，TE=50ms，层厚 4.0mm，39层，210 个时间点。使用 DPABI软件包在

Matlab2016平台上对数据进行预处理。通过解剖学自动标记模板（AAL）将全脑划分为 90个

皮层和亚皮层区域，每个脑区作为一个节点，定义 90个节点脑区间任意两个脑区之间的偏相

关系数为功能连接组复杂网络的边。计算两两节点之间的偏相关系数，通过 z变换后将 Z值转

换为二值矩阵，设置矩阵稀疏度阈值为 0.1~0.33，步长为 0.01，计算 24个阈值点的全局参

数，同时计算三个节点参数来刻画大脑功能连接网络的局部节点特征。 

结果：在 0.1~0.33的网络稀疏度阈值范围内，糖尿病组与健康对照组的γ、 λ、 σ及特征

路径长度均随阈值的增加而减小，聚类系数、全局效率和局部效率均随阈值的增加而增加，且

两组聚类系数具有明显统计学差异（P<0.05）。Ⅱ型糖尿病患者大脑区域的节点参数发生改变

的脑区包括右侧中央前回、左侧额下回、右侧苍白球、右侧中央旁小叶、左侧额下回、左侧后

扣带回和右侧颞上回（P<0.05）。 

结论：2型糖尿病患者的脑网络具有小世界属性，并且相对于正常对照组发生了改变，为了解

T2DM发病机制提供更多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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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225 

CDT-VIBE 技术在乳腺病变动态增强 MRI 成像中图像质量及病

灶形态学特点描述能力 

 
朱文颖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430022 

 

目的：探究超快速并行采集、水脂分离压脂及时间分辨交叉随机轨迹成像技术的容积插入法扫

描在高空间分辨率动态增强磁共振成像中的可行性，并探究定量参数在乳腺病变鉴别诊断中的

应用价值。 

方法：1.体模成像：使用 1.5TMR扫描仪(MAGNETOM Aera,Siemens），4通道乳腺专用线圈，

对两个球形体模进行 16期 CDT-VIBE序列和 16期 GRE序列（无脂肪抑制）扫描，CDT-VIBE序

列并行采集加速因子为 CAIPIRINHA 4 ,TWIST A、B值均为 20%，时间分辨率为 12s；GRE 序列

扫描参数与 CDT-VIBE一致,并行采集加速因子为 2，时间分辨率为 68s。 

2.对 50名乳腺疾病患者采用 CDT－VIBE序列行动态增强 MRI,采用 4通道乳腺专用线圈，行 30

期动态增强扫描（选择与体模成像参数相同的 CDT-VIBE序列），扫描范围均完整覆盖双侧乳

腺。 

3.数据处理：在体模近中心 10层图像上分别测量 20期 CDT-VIBE脂像（从第 2期开始）与常

规 GRE图像双侧体模信号强度及标准差，计算图像信噪比。在患者图像上测量病灶信号强度与

正常组织的信号强度，计算病灶/正常组织信号强度比值，对同期像的 CDT-VIBE水像和常规

GRE图像并行采集技术的伪影、边缘锐利度、病灶显著程度、内部结构清晰度、总体图像质量

进行评估。测得病灶血流动力学参数，对良恶性病变的定量参数进行 T检验分析，用 ROC 曲线

进行诊断效能分析。 

结果：CDT－VIBE 序列能在缩短采集时间同时保留足够形态学信息，使观察者在 CDT-VIBE 图像

和 GRE 图像上进行的病灶形态学描述取得的较高一致性，可用于病人的灌注扫描，对于病灶

边缘和内部结构特征显示清晰。 

结论：由 CDT－VIBE序列获取的定量参数在病变诊断上有较高敏感性及准确性，是较适用临床

乳腺动态增强 MRI的高时间分辨率序列，尤其在对扫描时间有较高要求的药代动力学定量分析

上具有可行性和应用前景。 

 

 
EP-3226 

探讨 MRI 在孕妇主动脉夹层筛查中的应用优势 

 
程海云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400042 

 

 

目的： 

1、结合孕妇身体状态的特殊性，分析并解决 MR在孕妇主动脉夹层筛查中扫描的难点及影响因

素； 

2、对比分析主动脉夹层临床常用筛查方法，探讨 MRI在孕妇主动脉夹层筛查中的应用优势。 

材料与方法： 

1、病例：搜集 2017年 4月至 2017年 6月在我院怀疑有主动脉夹层的孕妇行胸全腹 MRI检查

的 12例受检查者，并回顾性分析超声及 CT检查； 

2、设备：西门子 Aera 1.5T 磁共振，Body 18 coil， Spine 32 c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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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准备：所有受检查者严格筛选并统一准备，让受检者低浓度吸氧平稳呼吸； 

4、设计并优化胸全腹 MR扫描参数，均采用自由呼吸采集数据。 

5、两名放射科主治医师分别独立评价胸腹部 MR图像组织结构显示，采用 4分法评分评价图像

质量：4分，图像显示满意，满足最佳诊断（组织结构显示清晰，轮廓清晰锐利）；3分，图

像显示良好，满足一般诊断要求（组织结构显示清晰，轮廓较模糊）；2分，图像显示中等，

勉强满足诊断要求（组织结构显示不清晰，且轮廓模糊）；1分，图像显示不满意，不能做出

诊断（组织结构显示不良，轮廓难以辨认）；0分，组织结构无法辨认。 

6、MR诊断结果与超声检查结果对比分析。 

结果： 

1、所有检查者 MR图像评分在 3分以上，均能满足临床诊断； 

2、自由呼吸状态下扫描同样能够获取理想的 MR图像； 

3、腹主动脉的显示上，超声有 7例显示不清，MR上 12例完全清晰显示； 

4、MR能清晰的区分主动脉夹层真、假腔。 

结论： 

1、自由呼吸状态下扫描同样能够获取理想的 MR图像，减轻了对患者配合的依赖性，提高了检

查成功率，将部分不能完成的检查变成了可能； 

2、MR能清晰的区分主动脉夹层真、假腔,对临床后续治疗方案的选择及设计指导意义重大； 

3、腹主动脉的显示，MR明显优于超声； 

4、相比 CT检查，MR作为一种无创无辐射检查；相比 CT和超声又能够提供更多的影像信息，

其临床价值重大，值得广泛推广。 

 

 
EP-3227 

兔脑 CTP 低剂量扫描联合迭代重建可行性的研究 

 
望云,范丽,李清楚,孙维虎,刘士远,萧毅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200003 

 

目的：以常规剂量为对照，评价联合混合迭代重建技术（iDose
4
）的低剂量兔脑 CT灌注参数

准确性及图像质量。方法：60只成年雄性新西兰白兔随机均分为 3组，常规剂量组 RD

（80kV，100mAs，FBP）,低剂量组 LD（80kV，50mAs，iDose
4
，层级 3）,超低剂量组 ULD

（80kV，25mAs，iDose
4
，层级 5）。在 CT图像后处理工作站上获取各组兔脑灌注的脑血流量

CBF、脑血容量 CBV、平均通过时间 MTT、达峰时间 TTP参数值和灌注参数图，并计算各组有效

辐射剂量。对 3组图像进行客观评价[（图像噪声，脑实质信噪比（SNR）] 和主观评价（灌

注图图像质量）。结果：共有 54只兔脑 CT灌注扫描成功，RD组 16只，LD组 20只，ULD组

18只。三组有效剂量分别为：RD组 3.47mSv，LD组 1.53mSv，ULD组 0.75mSv，与 RD组相

比，LD组和 ULD组分别下降 55.9%和 78.3%。灌注参数值 CBF、CBV、MTT和 TTP三组间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客观图像质量图像噪声，脑实质 SNR三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主观评价两名观察者之间一致性中等（Kappa=0.471，p=0.00）,图像质量主观评分

ULD组低于 RD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6）；LD组与 RD组，ULD组与 LD组评分差异均

无统计学差异（p>0.05）。结论：通过联合不同层级的混合迭代重建技术，低剂量和超低剂量

兔脑灌注可获得准确的灌注参数以及可接受的图像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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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228 

3D SPACE 序列与 3D CISS 序列在颅脑 

十二对神经成像中的应用对比 

 
赵媛媛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400042 

 

目的：探讨 3D SPACE序列与 3D CISS序列在颅脑十二对神经脑池段成像中的应用，对比图像

质量，优化颅神经磁共振扫描序列；方法：采用 SIEMENS 3.0T verio超导磁共振扫描仪，应

用头颅线圈，对 60例受检者分别用 3D SPACE序列与 3D CISS序列进行颅神经扫描 ，将所得

到的 60组图像同时进行多平面重组(MPR) ，并对两种序列的图像显示质量进行比较；结果：

颅脑十二对神经，滑车神经、外展神经、舌咽神经、迷走神经、副神经及舌下神经在 3D CISS

序列中，58例受检者神经走形自然连续，与邻近组织解剖结构显示清晰；在 3D SPACE序列中

50例受检者神经走形自然连续，与邻近组织解剖结构显示清晰，10例受检者神经显示较模

糊，走形较难判断；而余下六对神经，60例受检者在 3D SPACE 序列与 3D CISS序列中，神经

显示均自然连续，清晰可见神经走形，并与邻近组织解剖结构清晰；结论：在颅脑十二对神经

脑池段的成像显示中，解剖位置较复杂，神经走形相对迂曲，神经自身结构较细微的六对神

经，在 3D CISS序列图像显示较 3D SPACE序列图像显示更为清晰，在今后具体的临床工作

中，应当结合病人病史及临床诊疗目的，根据扫描神经的解剖位置及特点，合理的选择神经成

像序列，从而既节约了扫描时间，又达到临床诊断要求。 

  

 

 

EP-3229 

双源 CT 评价冠脉粥样硬化相关性的研究 

 
李友林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430022 

 

 

目的： 利用冠脉 CTA重建图像探讨左冠前降支和回旋支分叉角度与冠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的相关性 

方法：采用 SIEMENS SOMATOM Definition 双源 CT。参数：120KV， 400mAs/rot，FOV 200mm， Slice 

0.75mm，Acq 64×0.6mm ,Rotation time 0.33s。扫描范围从气管隆突下到心脏膈面下方 2cm。 

左冠分叉角度的测量： 

多平面重建（MPR）、曲面重建（CPR）、容积再现(VR)等多种方法重建图像。在冠脉树上测量前降支与回

旋支的夹角度数，重复测量三次，取平均值。 

结果： 68例左冠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的患者，左前降支与回旋支分叉角度为 83.4±22.08。72例左冠无

粥样硬化斑块形成的患者，左前降支与回旋支分叉角度为 69.60±17.3. 

结论：基于双源 CT断面图像重建冠脉树能够客观测量左前降支与回旋支分叉角度，重建 VR图像能够诊断

冠脉迂曲。 

左前降支与回旋支分叉部斑块多见于年长者及男性。 

左前降支与回旋支分叉部有斑块组比无斑块组分叉角度大，提示左前降支与回旋支夹角影响冠脉血流动力

学，与冠脉粥样硬化形成相关。 

冠脉迂曲多发生于女性。冠脉迂曲组冠心病发生率较低，冠脉迂曲与冠脉粥样硬化呈负相关。 

MSCT冠脉 CTA 常作为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筛查的首选检查，不仅能评估冠脉管腔狭窄的程度，还能评估粥

样硬化斑块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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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230 

双源 CT 对肺静脉和左心房形态学评价 

 
唐文娟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430022 

 

目的：探讨 DSCT心电门控血管成像结合多种三维重建后处理技术对左心房及肺静脉正常解剖

结构、肺静脉开口的测量及肺静脉变异类型进行研究，以指导房颤导管消融手术方法及准确定

位。                                       

方法：回顾性分析因心房颤动及心律不齐的 60例患者，其中男性 36例，女性 24例，年龄 20

～74岁，在本院均申请肺静脉和左心房的 DSCT心电门控血管造影检查，扫描后获得最佳时相

图像传至后处理工作站，利用仿真血管内镜（ＶＩＥ）、容积再现（ＶＲ）、多平面重组（Ｍ

ＰＲ）等多种三维重组技术对肺静脉的数量、开口测量、位置、分型和变异进行分析，评价其

临床应用价值。 

结果：①利用多种重建方法可良好构建肺静脉的形态,直观且明显的显示左侧肺静脉开口、右

侧肺静脉开口、左心耳开口与左上肺静脉开口的关系以及左心耳与左上肺静脉之间界嵴的四种

形态；各条肺静脉开口大小，及各个肺静脉走行方向。②双源 CT扫描结合多种后处理重建能

完整直观显示左心房形态, 观察左心房是否有附壁血栓形成。(3)了解肺静脉有三种变异,其变

异与年龄性别无明显关系 。 

结论: 双源 CT结合多种后处理重建能完整构建肺静脉和左心房的形态结构, 为了解左心房和

肺静脉开口的结构提供了无创性的信息, 在房颤治疗中可选择合适管径的导管进行消融, 了解

消融术后肺静脉开口处有无狭窄, 闭塞或其他异常。为临床指导导管射频消融治疗房颤等提供

解剖信息及手术方式，提高手术成功率，减少并发症。 

 

  

 

 
EP-3231 

高特异性对比剂稀释对降低 MR 肝脏动脉期伪影的研究初探 

 
贺泯杰 

第三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重庆市大坪医院 400042 

 

 

目的：肝脏高特异性对比剂钆塞酸二钠（Gadolinium-

ethoxybenzyl⁃diethylenetriaminepentaaceticacid，Gd-EOB-DTPA）是一种肝胆特异性 MRI

对比剂。与 Gd-DTPA 类似，钆塞酸二钠可以缩短 T1 时间，获得肝脏病变常规多期动态增强

扫描，注射后 10-20 分钟为肝胆特异期，肝实质最大程度强化，同时胆系也可显影。目前，

钆塞酸二钠已经广泛运用于临床。对肝脏疾病的诊断和鉴别诊断中，动脉期 MRI成像至关重

要，然而在临床应用中，该对比剂在动脉期时常产生伪影，最终影响图像的质量和疾病的诊

断。因此，如何减少动脉期 Gd-EOB-DTPA对比剂产生的伪影成为本文研究的重点。 

方法：收集 2016年 1月至 2017年 6月到我科行 MR高特异性对比剂增强检查的患者 120 名，

其中男性 71名，女性 49名，平均年龄 60±4.1 岁。将以上患者分为 A、B两组，每组各 60

名，其中 A组名采用了对比剂稀释法：将对比剂与生理盐水 1：1稀释后，按照 2.0 mL/sec的

速率注射。B组 60名采用低速注入法：对比剂不进行稀释，采用 1.0 mL/sec的速率注射。为

验证结果的真实性，对上述到我科行 MR高特异性对比剂增强复查的患者 40名，重新进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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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将第一次检查为 A组的患者行低速注入法，将其设定为 C组，将第一次检查为 B组的患者

行对比剂稀释法，将其设定为 D组，每组各 20名。各组的影像图像均由三名高年资主治医师

评估，对其伪影进行主观评价。 

结果：第一次检查的 A组和 B组，A组对比剂稀释法在平均伪影得分和严重伪影上明显优于 B

组低速注入法，P值<0.001。复查的 C组和 D组，D组对比剂稀释法在平均伪影得分和严重伪

影上明显优于 B组低速注入法，P值<0.001。 

结论：通过对比剂稀释的方法可以有效地降低肝脏特异性对比剂 Gd-EOB-DTPA动脉期伪影，其

较单纯降低注入速率而言有较大优势。 

 

 

EP-3232 

3D-ASL 与 DSC-PWI 评估烟雾病患者血流动力学的一致性研究 

 
张金戈,李真林,夏春潮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610041 

 

目的 将三维动脉自旋标记灌注成像（3D-ASL）与动态磁敏感对比增强灌注成像（DSC-PWI）进

行对比分析，探讨二者在烟雾病患者血流动力学评估中的一致性。 

方法 对 33例同时进行了 3D-ASL和 DSC-PWI检查的烟雾病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观察后处理

得到的 ASL-CBF与 PWI-CBF 伪彩图，并计算患侧低灌注区与对侧正常区域 CBF的相对比值

rCBF（未见低灌注区的患者 ROI选择患侧大脑中动脉供血区），将患者分为“I类：未见低灌

注区”（rCBF≥0.95）、“II类：可见低灌注区”（0.85≤rCBF＜0.95）和“III 类：可见灌

注明显下降区”（rCBF＜0.85）。采用 Kappa检验对 3D-ASL与 DSC-PWI的评估结果进行一致

性检验。 

结果 33例烟雾病患者 3D-ASL结果显示 I类 5例，II类 15例，III类 13例；DSC-PWI 结果显

示 I类 6例，II类 16例，III类 11例。使用 SPSS 19.0软件计算出的 Kappa系数大于 0.75

（Kappa=0.756，P＜0.001），显示两者的结果一致性较好。 

结论 3D-ASL灌注成像能够无创地反映烟雾病患者的血流动力学状态，且无需注射造影剂，得

到的 CBF伪彩灌注图结果与 DSC-PWI的结果具有较好一致性。其相较于 DSC-PWI的优势使得其

在儿童、老年人、肾功能障碍患者等特殊人群中有望得到更广泛的应用。 

  

 

 

EP-3233 

产后胎盘残留的 MRI 扫描技术 

 
鲍莉,李学胜,陈荟竹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研究在人工流产或分娩后所致胎盘残留的 MRI检查中，平扫、动态增强扫描序列及延迟

增强扫描的应用比较。 

方法：收集我院 2015年 9月~2017年 6月临床诊断为产后胎盘残留患者 28例，进行 MRI平扫

及增强扫描。采用 PHILIPS Achive 1.5T双梯度磁共振成像设备，相控阵大视野 SENSE XL 躯

干 16 通道线圈，足先进，仰卧或左侧卧位。扫描范围：耻骨联合至子宫底部。扫描层面：矢

状位、冠状位及胎盘轴位。扫描序列：（1）平扫：T1W-TSE，T2W-TSE，T2W-TSE-SPAIR（压

脂），DWI；（2）动态增强：  e-THRIVE-dyn（矢状位，共扫 12期，每期 12个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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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延迟强化：T1W-TSE-SPIR（压脂）。由两名放射科医师对所有病例进行图像分析，对平

扫、动态增强及延迟扫描中不同扫描序列中胎盘残留组织的显示效果和诊断信息进行比较。 

结果及讨论：平扫时可见残留物呈不规则结节状、团状或分叶状，残留组织与宫壁肌层分界不

清。动态增强扫描可以显示子宫肌层及病灶早期逐渐强化的特点，不仅有利于准确判断病灶植

入肌层的部位，而且便于测量相应层面肌层的厚度。延迟增强中残留物呈明显不均匀强化，强

化程度与子宫肌层接近或一致。平扫结合动态增强扫描及延迟扫描才能清楚显示病灶累及子宫

肌层的部位及深度，并了解病灶血供情况。 

结论：增强 MRI扫描特别是动态增强扫描，可为产后胎盘残留的显示提供更多的临床诊断信

息，应作为产后胎盘残留的常规扫描序列应用。 

 

 
EP-3234 

头颅 MRI 检查在脱髓鞘病变的临床价值 

 
陈秋华 

广东省人民医院 510080 

 

目的：探讨头颅 MRI检查在脱髓鞘病变的临床价值。 

方法：采用 GE signa 1.5T 超导磁共振扫描仪，专用 8通道头颅线圈，体位：仰卧位，序

列：OAX T2 FRFSE，OAX T1 SE，OAX T2 FLAIR，SAG T2 FLAIR，OAX T1 SE+C，COR T1 

SE+C，SAG T1 SE+C，对比剂为 Gd-DTPA，增强速率 2ml/s，经患者肘静脉注入，总的剂量为

0.2mmol/kg。抽取我院 2017 年 1月~6月 50例怀疑有脱髓鞘病变的头颅 MR检查中，其中女性

24人，男性 26人，0~18岁：3人，18~55岁：45人，55 岁以上：2人。重点分析脱髓鞘病变

在影像学 MR表现和临床诊断中的鉴别。 

结果：在 50例怀疑有脱髓鞘病变的头颅 MR检查患者中，根据 MR影像学表现考虑为脱髓鞘病

变的有 42人，考虑为脱髓鞘病变或脑脓肿或脑肿瘤需鉴别诊断的有 6人，没有病变的有 2

人。追踪病例，结合临床表现、病程、病理实验室检查结果中，确诊为脱髓鞘病变为 44 人，

脑脓肿为 1人，脑肿瘤为 3人，没有病变为 2人。影像学的诊断结果与临床病理的结果准确性

为 92%（46/50）。 

讨论：脱髓鞘疾病是一类病因不相同、临床表现各异、但有类同特征的获得性疾患，其特征的

病理变化是神经纤维的髓鞘脱失而神经细胞相对保持完整。中枢神经系统炎性脱髓鞘病 MRI检

查可以出现水肿及占位效应, 增强后可以有环形强化,很难与中枢神经系统肿瘤相鉴别.在 6例

患者结论中枢神经系统脱髓鞘病 MRI可以有肿瘤样的非典型性表现,不易鉴别,容易造成误诊。 

结论：脱髓鞘疾病的 MRI表现具有一定特征，有助于该病诊断，但中枢神经系统炎性脱髓鞘病

很难与中枢神经系统肿瘤相鉴别，应结合临床表现、病程、实验室检查及影像学特征多方面进

行鉴别诊断。 

  

 

 

EP-3235 

酰胺质子转移成像技术在脑疾病中的应用 

 
安永玉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00092 

 

【摘要】酰胺质子转移成像（amide proton transfer，APT）作为一种能够在体监测细胞质内

游离蛋白质及多肽信息的一种实用性磁共振分子成像技术，通过基于化学交换饱和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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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mical exchange saturation transfer，CEST）的技术方法，可客观准确地检测内源性

游离蛋白及多肽主链上的酰胺与水氢质子交换速率，通过水信号降低程度间接反映组织游离蛋

白及酰胺基浓度，目前多项研究表明 APT成像技术在许多领域展现出良好的临床价值，尤其是

在中枢神经系统肿瘤的诊断、分级与鉴别诊断及评价肿瘤治疗效果和急性脑梗塞等方面应用前

景广阔，本文概述 APT成像原理及其在脑部疾病的具体应用。 

 

 
EP-3236 

磁共振扩散加权成像在乳腺的应用与研究 

 
王世威 

浙江中医院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浙江省中医院 310006 

 

DWI通过检测水分子扩散运动受限制的方向和程度等间接反映人体组织微观结构的变化，是目

前在人体内进行水分子扩散测量与成像的唯一影像学方法。 

一、DWI的原理与定量参数模型 

1. DWI中 b值与 ADC值。 

2.DWI的定量参数模型，包括单指数模型、双指数模型、DKI模型等。 

二、DWI的单指数模型在乳腺疾病中的应用 

1.DWI单指数模型在乳腺良、恶性病变的诊断与鉴别诊断中具有重要价值。 

2.DWI单指数模型在预测及评估乳腺癌新辅助化疗(NAC)疗效方面也有重要的临床价值。 

3.DWI单指数模型可为乳腺癌转移性淋巴结诊断提供参考信息。 

三、体素内不相干运动(IVIM)在乳腺疾病中的应用与研究 

1..IVIM是一种双指数弥散成像技术，常采用单次激发自旋平面回波序列，在 3个方向上进行

扩散加权信号的采集，b值采用多个，一般 10个以上。 

2.IVIM通过后处理得到三个参数： f值、D*及 D值。 

3.IVIM将灌注相关参数 f值和 D*从真正的组织弥散中分离，对鉴别乳腺病变的有较高的价

值。 

4.我们的研究。 

四、弥散峰度成像（DKI）在乳腺疾病中的应用与研究 

1.DKI是在 DTI基础上发展起来的，DKI模型主要特征性参数包括：平均扩散峰度、轴向扩散

峰度、径向扩散峰度、平均扩散系数、各向异性分数等。 

2.DKI技术需要使用多个ｂ值，同时至少 15个非共线且非共面的扩散梯度方向。 

3.DKI通过评价水分子弥散位移分布偏离高斯函数的程度,更真实地反映病变组织复杂程度。 

4.我们的研究。 

五、IVIM与 DKI在乳腺疾病临床应用中局限性 

  

 

 

EP-3237 

3.0 T 磁共振不同脂肪定量分析方法体外模型成像的对比研究 

 
刘伟, 赖云耀,洪楠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100044 

 

目的：探讨 3.0T磁共振成像行脂肪定量分析的可行性，为活体实验及临床研究提供技术参

考。方法：前瞻性制作 11个脂肪含量从 0%~100%水、脂肪均匀混合的体外模型，并在 3.0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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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共振成像系统上采用水选择性抑制成像（WS）、脂肪选择性抑制成像（FS）、标准同反相位

成像（IOP）、迭代最小二乘法非对称采集水脂分离（IDEAL）梯度回波成像、六回波梯度回波

成像（IDEAL Quant）对模型成像。不同方法对模型脂肪含量的定量评估值与实际值采用

Pearson统计学方法行相关性分析，并进行配对 t检验；制作 Bland-Altman分析图判定评估

值与实际值的一致性。结果：所有成像方法脂肪定量评估值与实际脂肪含量均有强相关性

（P=0.000）：WS（R
2
=0.965），FS（R

2
=0.955），矫正算法（R

2
=0.957），IOP（R

2
=0.995），

IDEAL梯度回波序列（R
2
=0.985），IDEAL Quant（R

2
=0.999）；FS、矫正算法、IOP的评估值

与实际值的差异有明显统计学意义(FS：p<0.001，矫正算法：p<0.01，IOP  p<0.001)，WS、

IDEAL梯度回波序列和 IDEAL Quant的评估值与实际值之间没有统计学差异（p>0.05）；每种

方法的 95%一致性区间为：WS（-14.7%~13.8%），FS（-3.6%~32%），矫正算法（-

4.6%~22.5%），IOP（-9.5%~0%），IDEAL梯度回波序列（-15.9%~7.8%），IDEAL Quant（-

2%~4%）；结论：相对于其它 MRI方法，IDEAL Quant相关性最高，其 95%一致性区间最小并能

得到像素信号强度更为均匀的脂肪比图像，为活体磁共振脂肪定量研究提供了新的技术参考。 

  

 

 
EP-3238 

探讨 64 排螺旋 CT 头颈部血管成像中不同注射流率对影像质

量影响的比较 

 
周扬 

湖北省荆州市中心医院 434020 

 

目的：探讨 64排螺旋 T头颈部血管成像中不同注射流率对影像质量的影响。方法：收集 2011

年 1月~2014年 6月至我院影像科进行头颈部血管成像检查的病例 70例，所有患者均进行颈

动脉 64排螺旋 CT检查，低流率组采用 3ml/s的注射流率，高流率组采用 4ml/s的注射流率，

其他参数设定一致，结合原始图像和 MIP重建像对影像质量进行综合评价。结果：两组患者采

用不同流率进行扫描后，低流率组有 28例影像显示优，6例显示良，1例显示差；高流率组则

有 28例显示优，7例显示良，无显示差病；两组患者显示程度的总体评定比较，差异不具有

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在头颈部血管成像中应用 64排螺旋 T，可以清晰显示头颈部

血管，选择合适的注射流率可以提高影像质量，并为临床诊断提供重要参考依据。 

 

 
EP-3239 

磁共振成像技术在脑膜瘤中的研究现状与进展 

 
王超,肖雄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430061 

 

目的：探讨磁共振成像技术在脑膜瘤的诊断、分期、治疗方案选择、疗效评估中的研究现状与

进展。方法：收集并分析总结国内外的最新相关文献。结果：动态对比增强磁共振成像、弥散

加权成像、动脉自旋质子标记、磁敏感成像、波谱成像等磁共振新技术的应用与发展，使磁共

振成像不仅有助于提高脑膜瘤的检出率，还可以反映肿瘤的生物学行为特点、发病机制以及细

胞水平的基因表达异常现象，为脑膜瘤的诊断、分期、治疗方案的选择及疗效评估提供了可靠

的参考价值。结论：磁共振成像技术是诊断、监测、随访、评估脑膜瘤的重要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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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240 

早期宫颈癌盆腔淋巴结转移危险因素及 PET/CT 的诊断价值 

 
李可心,孙洪赞,辛军,郭启勇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淋巴转移是宫颈癌较为常见的转移方式，早期伴有淋巴结转移的宫颈癌预示患者预后不

良。依据 FIGO分期所选择的治疗方案并未考虑到淋巴结状态对预后的影响，因此早期预测及

评估淋巴结状态是十分必要的。本研究旨在探讨早期宫颈癌盆腔淋巴结转移的危险因素，并评

价 PET/CT诊断价值。方法 回顾性收集 2015年 7月 1日至 2017年 7月 1日收治的 FIGO分期

界于 IA至 IIB之间、于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进行根治手术并于治疗前进行 PET/CT 检查

患者的临床及影像资料，通过 SPSS22.0进行 Logistic多因素回归分析探索淋巴结转移危险因

素；利用定性以及半定量分析评估 PET/CT在早期宫颈癌盆腔淋巴结转移方面的诊断效能。结

果 符合纳入标准的 206例患者中，51例（24.8%）患者淋巴结转移经病理证实。logistic回

归分析示肿瘤浸润深度、血清 SCC水平为盆腔淋巴结转移的危险因素（P<0.05），淋巴结转移

也与 PET/CT的阳性结果相关（P<0.05）。PET/CT诊断的灵敏度为 54.9%，特异度为 91.6%，

半定量分析结果提示淋巴结 SUVmax>4.19及淋巴结 SUVmax/原发灶 SUVmax>0.36的 ROC曲线下面积

均高于单纯视觉评价的 AUC。结论 早期宫颈癌盆腔淋巴结转移与原发灶浸润深度、术前 SCC

水平相关。PET/CT在盆腔淋巴结检出方面也具有一定的价值，以半定量分析得出的诊断界值

为标准将进一步提高 PET/CT 的诊断效能。 

  

 

 
EP-3241 

乳腺 MRI 技术操作规范探讨 

 
张明,刘四斌,孟迎春 

荆州市中心医院 434100 

 

乳腺 MRI技术操作规范探讨，旨在规范乳腺磁共振检查，更好的为临床提供必要的影像信息。

乳腺癌是危害女性健康的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近年来以每年 3%到 4%的速度迅速升高。磁

共振成像具有良好的软组织分辨率，多平面成像和无辐射性，特别是随着乳腺线圈，MRI 对比

剂，快速成像序列和功能成像的应用使其对乳腺疾病诊断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均明显提高。 

 

 

EP-3242 

基于临床需求的慢性中耳炎患者 CT 检查及后处理技术 

 
高亚 

山东省立医院耳鼻喉医院山东省立医院西院(原:山东煤矿总医院) 250022 

 

目的 

  探讨各种临床需求的颞骨 CT图像 MPR重建技术是否较常规位图像能更好的显示慢性中耳

炎所致的听小骨、半规管及面神经管等重要结构的骨质破坏情况。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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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临床症状进行图像后处理，筛选出 50例有临床症状（传导性听力下降、眩晕、面瘫

等）的慢性中耳炎患者（均采用 GE64排螺旋 CT行颞骨扫描），将颞骨 CT图像进行 MPR重

建，必要时适当调整窗宽、窗位，观察听小骨、半规管及面神经管等重要结构，所得图像与常

规轴位及冠状位对照，分别记录局部破坏情况。 

结果 

  50例患耳，40例听小骨骨质破坏中，32例常规位上可显示，在 MPR图像上有 8例能更好

显示，尤其是砧骨长脚及镫骨；5例半规管骨质破坏中，4例在常规位上可显示，其中 1例在

常规位上显示欠佳，而在 MPR重建图像上可清楚显示；5例面神经管骨质破坏中，3例在常规

位上可显示，经 MPR重建后能更清楚显示破坏的位置，另外 2例则需重建 MPR图像才可显示，

而在常规位上显示欠佳。 

结论 

  基于临床症状（传导性听力下降、眩晕、面瘫等）将慢性中耳炎患者颞骨 CT图像行 MPR重

建技术较颞骨常规位图像能更清楚、准确的展现炎症破坏的情况。 

  

 

 
EP-3243 

高清容积螺旋穿梭技术显示“死亡冠”的应用研究 

 
张越,何岸苇,张继扬,傅菲,邓欣,万业达 

天津市天津医院 300211 

 

目的：死亡冠（CMOR）是闭孔血管、髂外血管和/或腹壁下血管之间吻合的一种解剖变异。其

对临床手术具有重要意义，盆腔手术时误伤该血管有可能引起致命的出血。本文的目的在于探

讨高清容积螺旋穿梭技术（VHS）显示死亡冠的应用价值。 

材料和方法：随机选取骨盆骨折累及耻骨上支需要手术治疗的患者 40例（年龄为 21~75岁，

平均 52岁）分为 A、B两组，每组 20例。所有患者于术前行增强 CT检查观察死亡冠，A组使

用 VHS，B组使用常规 CTA成像。除 A组使用穿梭技术外（pass=8），其余扫描条件 A、B两组

均相同（管电压 120kV，管电流 260mA，螺距 1.375:1，层厚 5mm，大视野）。两组均使用智能

追踪技术进行增强扫描。范围覆盖耻骨上下支。将 CT显示死亡冠的情况与术中所见进行比

较，使用 Kappa检验检测一致性。 

结果：A组 20例患者共 25 例半髋经手术治疗，其中 CT显示 20例存在死亡冠，占该组的

80.0% (20/25) [动脉型 24.0% (6/25); 静脉型 44.0% (11/25); 混合型 12.0% (3/25)]；术

中显示 21例存在死亡冠，占该组的 84.0% (21/25) [动脉型 24.0% (6/25) ; 静脉型 52.0% 

(13/25); 混合型 8.0% (2/25) ]，两者间具有很好的一致性(k=0.821)。B组 20例患者共 28

例半髋经手术治疗，其中 CT显示 15例存在死亡冠，占该组的 53.6% (15/28) [动脉型 17.9% 

(5/28); 静脉型 28.6% (8/28); 混合型 7.1% (2/28)；术中显示 23例存在死亡冠，占该组的

82.1% (23/28) [动脉型 17.9% (5/28); 静脉型 57.1% (18/28); 混合型 7.1% (2/28) ]，两

者间具有中等一致性(k=0.502)。 

结论：高清容积穿梭技术较常规 CTA可以准确的显示死亡冠，特别是提高静脉型死亡冠的显示

率，为临床手术计划的制定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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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244 

分析拍摄胸片时产生二次曝光的原因 

 
王亦菲 

上海市第二人民医院 200011 

 

 

目的：分析我院行胸片检查时二次曝光的原因及预防措施。 

材料与方法：从 2015年 10 月至 2017年 5月，共摄胸片 1.1万余次，其中二次曝光 204例，

年龄 15-90岁，胸部站立 P-A位 100例，设备为西门子 AXIOM Aristos MX/VX。床边片 104

例，设备为 KODAK CR850，影像板 14x17英寸。 

结果：对 204例二次曝光了的影像进行分析，原因分别有“体位不标准”，P-A位 45例，床

边片 38例；“异物伪影”，P-A位 24例，床边片 22例；“相关部位未涵盖”，P-A位 17

例，床边片 40例；“曝光条件不当”，P-A位 14例，床边片 4例。 

结论：P-A位的不标准多在于肩胛骨与肺纹理相重合，未能充分向外拉开，故摆放时要和患者

适当沟通说明，强调肘部及肩关节姿势（年老及上肢受损者除外）。由于床边片患者大部分处

于意识模糊状态，会出现有手捂胸口，无法平躺等情况，技师应嘱家属固定肢体，并迅速曝

光。关于 IP板摆放方面，瘦长者横隔低，肺部狭长，采用竖插方式；矮胖者横隔高，肺部较

宽短，宜采用横插方式，有的放矢，降低因肺部包含不全的重拍率。 

异物伪影干扰也是二次曝光高频率的原因之一，可采用“一视二问三摸”的方法。一视患者颈

部和衣服外表上有无饰品，二在一视基础上再加以询问，三在摆位时对去除胸罩后的女士摸背

部再三确认。尤其在冬天季节，衣物较多，需要技师耐心地一件件检查。床边患者的异物伪影

多来源于衣服上的别针，心电图电极片等。拍摄前应留心做好胸前胸后的异物排查，以防万

一。 

医疗设备的内部零件会随着使用年限的增加而老化，应定期地维护和保养，并记录于案，避免

图像出现白光伪影，中心线偏离等现象。其室内环境温度要控制在 20±2℃，湿度 40%-60%，

随时保持清洁。 

总之，能一次呈现出标准的影像不但在于技师的专业水平和设备本身质量，还在于患者的配合

程度。技师应尽到其相应的责任和义务，避免二次曝光为患者带来辐射伤害。 

 

 

  

 

 
EP-3245 

“三低”技术在低 BMI 患者冠脉 CTA 成像技术中的应用 

 
陈永明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00191 

 

目的：探讨低管电压、低注射速率、低对比剂剂量的“三低”技术在低 BMI（体重指数）患者

行冠脉 CTA检查时，对图像质量及辐射剂量的影响，以确定“三低”技术在临床应用的可行性 

方法：1）连续收集在我院行 CCTA检查的患者 80名，入选条件：BMI≤23kg/m²，无心脏手术

史，心率≤70次/分，无碘对比剂禁忌症。将患者随机分为 A、B两组，每组 40名；使用设

备：GE Revolution CT，扫描方案：A组：冠脉扫描序列，管电压：100KV，SmartmA技术：

100-700，NI（噪声指数）＝26，ASiR-V:60％；心动周期 70％-80％曝光；造影剂（碘佛醇

320），总量 45ml，注射速率 4.0ml/s；并追加 50ml生理盐水，监测层面：左冠开口层面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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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脉，CT值+50后延迟 6s扫描；B组：管电压：80KV，造影剂 30 ml，注射速率,2.5ml/s,余

扫描方案同 A组。2)客观评价：测量左冠开口层面升主动脉 CT值及 SD值，及心尖处心肌 CT

值，图像 SNR=主动脉 CT值/SD值，图像 CNR=（主动脉 CT 值-心肌 CT值）/SD值；主观评价：

由两名副主任医师根据噪声、伪影、管腔边缘锐利度对最佳时相冠脉血管按优、良、差进行评

价，意见不统一时协商解决；最后记录两组患者的辐射剂量 CTDI、DLP及 ED

（ED=DLPx0.014）；3）统计学处理：对两组数据采用 SPSS19软件包进行分析， P<0.05认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1）两组患者性别、年龄、BMI无统计学差异（P＞0.05）；2）客观评价：A、B两组图

像客观评价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3）两组图像主观评价均为优或良，满足诊断需求；

4）A、B两组检查辐射剂量有统计学差异（P＜0.05），B组辐射剂量较 A组降低约 20％ 

结论： “三低”技术在低 BMI患者行 CCTA检查时，既保证图像质量，又减低辐射剂量，值得

在临床推广 

 

 

EP-3246 

磁共振弥散峰度成像和 T2*mapping 技术定量 

检测腰椎间盘退变的对比研究 

 
曾菲菲,査云飞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430061 

 

目的  

探讨磁共振弥散峰度成像（DKI）和 T2*mapping定量技术对腰椎间盘早期退变的诊断价值。 

方法  

在 3.0T磁共振对 80名受检者（年龄 22-66岁）进行腰椎常规 T2WI、DKI与 T2*mapping 成

像，并对腰椎间盘进行 Pfirrmann 分级
[1]
，分析椎间盘髓核（NP）、前纤维环（AAF）、后纤

维环（PAF）的 DKI测量参数-平均弥散峰度（MK）、平均弥散系数（MD）以及 T2*弛豫时间与

Pfirrmann分级的关系；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计算曲线下面积(AUC)，比较不同部位不

同方法的诊断效能（AUC值）。 

结果 

通过对 400个腰椎间盘进行分析发现 NP、AAF、PAF的 MK、MD值及 PAF、NP的 T2*值在 I-Ⅴ级

椎间盘均有统计学意义（P<0.001）；AAF的 T2*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NP、AAF、

PAF的 T2*值与 Pfirrmann 分级的 Spearman相关系数分别为（r= -0.612,P<0.001；r= 

0.091,P=0.125；r= -0.254,P<0.001）。NP的 T2*值与 MK值及 MD值的 Pearson相关系数分别

为（r=-0.515,P<0.001；r=0.581,P<0.001）；AAF的 T2*值与 MK值及 MD值的 Pearson相关系

数分别为（r=0.131,P<0.05；r=-0.055,P＞0.05）；PAF 的 T2*值与 MK值及 MD值的 Pearson

相关系数分别为（r=-0.292,r=0.300,P<0.001）；MK值与 MD值均呈显著负相关（P＜

0.001）。ROC曲线的结果显示 MK、MD、T2*值对早期椎值间盘退变诊断效能 NP＞PAF＞AAF；

MK、MD值对Ⅰ-Ⅱ、Ⅱ-Ⅲ级椎间盘的鉴定能力大于 T2*值。 

结论   

DKI成像可用于定量评价椎间盘退变。而且，对于早期椎间盘退变，DKI的敏感性明显高于

T2* mapping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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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247 

磁共振 Radial Vibe 成像技术在儿童腹部成像中的应用研究 

 
罗昆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430022 

 

目的：在自由呼吸状态下，对比儿童腹部磁共振成像中

Radial volume interpolated breath-hold examination(Radial Vibe) T1加权增强

压脂图像与常规 Vibe图像的质量，并评价 Radial Vibe成像技术的应用价值。方法：收集于

我院行磁共振腹部检查的儿童患者 62例，均采用西门子 Area磁共振扫描仪进行检查。随机分

为两组，A组为 Radial Vibe 组，共 31例；B组为常规 Vibe组，共 31例。A组先进行常规

腹部平扫，增强扫描时使用对比剂马根维显，浓度为 469.01mg/ml，对比剂总量为 0.2ml/kg，

扫描采用 Radial Vibe序列。B组增强扫描时采用常规 Vibe序列，其他情况同组 A。对于图

像质量的客观评价，主要是比较两组 T1加权增强压脂图像中肝脏的噪声及信噪比（SNR）；对

于主观评价，采用 4分值法评估整体图像质量，呼吸运动伪影，门静脉清晰度及肝脏边缘锐利

度。结果：A组的图像噪声明显低于 B组（P＜0.01），A组的 SNR明显高于 B组（P＜

0.01），且 A组的整体图像质量，呼吸运动伪影，门静脉清晰度及肝脏边缘锐利度明显优于 B

组（P＜0.01）。结论：在儿童腹部磁共振成像中，与常规 Vibe相比，Radial Vibe成像技

术可以获得更低的噪声和更高的信噪比（SNR），主观评价中图像质量也更高，具有在临床广

泛推广的价值。 

  

 

 
EP-3248 

CT 结肠三维成像扫描技术的临床应用 

 
刘璇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307 医院 100071 

 

背景：随着多排螺旋 CT的广泛应用，使得空腔脏器的 CT检查技术日臻完善。目的：通过对结

肠充气进行 CT扫描并行三维成像，评价疾病检出的有效性与优势。方法：23例患者经灌肠清

理肠道后再由肛门注入适量空气，进行薄层 CT扫描，经 1名技师利用工作站对扫描获得的数

据进行后处理，获得冠、矢状位图像、表面重建、仿真内窥镜，再由 2位有经验的放射科诊断

医师对上述图像进行分析，评价结肠病变的性质、位置、大小和肠周表现，并与病理对照，从

而对 CT结肠三维成像扫描的优势进行总结。结果和结论：3例为结肠息肉患者，息肉数目为 3

枚，发病部位为乙状结肠及横结肠，CTC观察息肉基底较宽。表现为肠壁局限性增厚者 10

例，发生于直肠及乙状结肠，其中 2例病患为直肠癌术后复发病例。表现为肿块者 8例，主要

发生于直肠及升结肠。2例病患未发现异常。传统 CT图像可对结肠病变的定位、测量大小及

显示肠外表现方面的优势比较明显，仿真内窥镜的敏感性较高，表面重建在显示结肠全景方面

价值较高，因此二者相互结合后才能提高对于疾病的检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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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249 

胸部 CT 扫描中双定位像联合自动管电流技术 

对辐射剂量和图像质量的影响 

 
王辉,于长路,马国栋,韩宇欣,汤漪凡,李博 

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 300170 

 

目的：评估胸部 CT扫描中双定位像联合自动管电流技术（ATCM）对辐射剂量和图像质量的影

响。方法：选取我院 2016年 1月至 7月行胸部 CT患者 80例，按照随机法分为两组，每组 40

例；试验组使用胸部正侧位双定位像定位，对照组使用正位定位像定位，两组均使用自动管电

流 CARE DOSE4D技术扫描；记录两组病例的平均 CTDIvol、DLP及图像噪声，同时 2 位医师按

双盲法对两组病例图像质量行主观评分；比较两组病例的 CTDIvol、DLP、图像噪声的差异，

对两位医师主观评分进行χ
２
 检验，并用 Kappa检验，检验 2医生主观评价结果上的一致

性。结果：试验组 CTDIvol、DLP较对照组显著降低（5.23±0.34 和 6.78±0.64）mGy 和

（161.35± 30.56）、（212.45±58.79）mGy·cm，（t=-5.82，P＜0.05）；试验组胸锁关节

层面图像噪声大于对照组（t=-5.42，P＜0.05），其余层面噪声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

两组图像主观评分无统计学差异（χ
２
=1.87， P＞0.05），两名医生一致性较好

（Kappa=0.785）。结论：胸部 CT扫描双定位像联合自动管电流技术可以在保证图像质量的情

况下，降低辐射剂量，值得推广。 

 

 
EP-3250 

高浓度对比剂联合大螺距扫描在冠状动脉 CTA 中的应用 

 
彭刚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目的：评价高浓度对比剂个性化方案联合大螺距扫描在冠脉 CTA检查中的临床优势。方法：采

用西门子第二代双源 CT，管电流、管电压分别运用 care dose 4D 、care kV 技术，实验组应

用用大螺距扫描模式（flash），重建算法选择 3级迭代重建。对比剂采用典迈伦

（400mg/ml），根据受检者的体重指数（BMI）采用 3组碘流率，分别为 1.2gI/s(BMI<25)，

1.4gI/s(BMI<25)，1.8gI/s(BMI<25)，根据碘流率公式确定对比剂注射速率和用量。对照组采

用前瞻性门控序列扫描，重建算法选择滤波反投影（FBP），对比剂注射速率和用量根据患者

BMI采用固定方案。扫描后对两组图像的质量及辐射剂量作对比评价。结果：在相同 BMI 条件

下，实验组的平均注射速率为 3±0.2ml/s，对比剂平均用量为 39±3ml，平均有效剂量为

1.37±0.1mSv。对照组平均注射速率为 5 ml/s，对比剂平均用量为 65±5ml，平均有效剂量为

5.02±0.3mSv。对比两组图像的对比噪声比（CNR）无显著性差异。结论：高浓度对比剂联合

大螺距扫描模式以及迭代重建技术，可以在保证图像质量及诊断价值的条件下，显著降低对比

剂注射速率和用量，以及受检者的辐射剂量，具有很高的临床应用价值，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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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251 

MRI 对肛门直肠畸形诊断的技术条件探讨 

 
陶钧 

江西省儿童医院 330006 

 

目的：探讨 MRI检查对肛门直肠畸形时的技术条件使成像对直肠盲带、耻骨及盆底肌群有更清

晰的显示，以提高诊断准确率。 

检查方法：准备 1.不灌肠，婴幼儿口服或直肠内给水合氯醛麻醉（1ml/kg），较大儿童可经

直肠给予硫喷妥钠（30mg/kg）  

2. 肛门窝用鱼肝油丸标记，插入导尿管排尽膀胱，有瘘管者可从瘘口插入 2-3mm 的塑料

管进入直肠以利显像，或经结肠造瘘口向远侧结肠注入凡士林油增加图像对比，有利

于显示直肠肛门的瘘口。 

3. 所有患儿检查时采用仰卧位，下肢和臀部摆正。4.开始检查时在外耳道塞入棉花戴上

降噪耳机。检查使用 GE 1.5T Signa HDxt MRI扫描仪，体部相控阵列线圈。 

          扫描方法：常规行冠状、横断及矢状位扫描，冠状位与矢状位与盆底垂

直，横断位与 PC线平行。（PC线：矢状位耻骨联合下缘与骶尾骨间隙连线）；扫描层厚 3-

5mm，层间距 0.25-1.25mm。 

横断位扫描范围自耻骨联合上缘至肛门外口处，作横断位 T1WI扫描；矢状面 T1WI、T2WI和

T2压脂扫描，横断位上确定肛管中央，平行于肛管，要求能观察到直肠下段、肛管全长及尿

道全长。扫描还应包括腰骶椎和脊髓、肾脏，如有异常应进行冠状位和横断位扫描。以肛管为

中心作冠状位 T2压脂扫描，垂直于盆底。 

 

结果：T2WI序列能特别提高瘘管的检出率，显示肛管解剖层次更丰富，STIR序列可抑制脂肪

信号，使肌肉形态显示更为突出，对肌肉发育不良的患儿特别实用，尤其能较准确的区分男性

无肛尿道瘘分属前列腺部瘘还是尿道球部瘘。 

结论：MRI以胎粪为参照物能准确显示肛门直肠的闭锁水平及瘘管发生部位，清楚显示盆底

SMC的发育情况及远端直肠的关系、骶尾椎、骶髓等及泌尿生殖系统的发育异常。 

 

 

 

EP-3252 

 经球囊导管 X 线造影检查诊断小儿先天性肛门闭锁并直肠尿

（阴）道瘘效果分析  

 
郭严延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武汉儿童医院 430017 

 

目的:探讨在小儿先天性肛门闭锁并直肠尿道瘘的 X线造影检查中使用球囊导管辅助诊断的效

果。方法:对 2011年 1月~2017年 6月我院收治的 48例先天性肛门闭锁并直肠尿(阴)道瘘患

儿进行统计，其中 39例经瘘口插输液管注入碘水摄片观察；9例经瘘口插入球囊导管至直

肠，球囊充气后注入碘水摄片观察；结果：39例患儿中有 5例瘘道未能明显显示；9例经球囊

导管注入碘水患儿瘘道均能清晰显示。结论:在先天性肛门闭锁并直肠尿（阴）道瘘的 X线造

影中使用球囊导管进行辅助诊断对比剂使用少，诊断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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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253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症动态 CT 检查方法及表现 

 
唐文娟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430022 

 

目的：观察男性 OSAHS 患者软腭平面气道及舌后区上气道在动态 CT上的检查方法及影像学表

现； 

材料与方法：我院收集 47名男性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均有日间嗜睡和疲惫，频繁打鼾，睡眠

中呼吸暂停，经多导睡眠监测证实为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OSAHS）。所有研究

对象接受了清醒状态下平静呼吸时、Muller 动作下和反咬合动作下的上气道 CT扫描，然后后

处理测量如下指标：软腭长度；硬腭长度；舌骨后上缘距硬腭垂直距离；颏棘到舌体边缘最远

距离；颏棘到咽后壁水平距离；舌骨中心点距咽后壁水平距离；舌骨中心点距颏棘水平距离；

舌骨中心点到颏棘水平线的垂直距离。并将这些测量指标与 OSAHS严重程度进行相关性研究和

轻中度 OSAHS患者和重度 OSAHS患者进行对比。 

结果：收集 47名 OSAHS患者，重度组 36名，轻中度组 11名，全部患者都出现软腭平面的气

道阻塞。与平静呼吸状态相比，Muller 动作时腭后区最小截面积明显减小、软腭明显延长，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在重度和轻中度 OSAHS患者组间，除了舌骨位置外，其他测量指标均无统

计学差异。而反咬合动作下的舌后区气道最小截面积增大，颏棘到咽后壁水平距离增加，舌骨

向前、向上移位，差异均有显著统计学意义；舌后区最小截面积增加值与颏棘到咽后壁水平距

离增加值有统计学意义上的相关性。与轻中度 OSAHS组比较，重度 OSAHS组患者舌骨位置较

低，反咬合动作时舌骨与颏棘相对位置的变化及变化率较小，差别均有统计学意义；Muller

动作时舌骨位置和舌体长度的改变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本研究应用动态 CT三维成像技术模拟显示 OSAHS 患者上气道软腭平面的动态变化：全

部患者均存在软腭平面不同程度的阻塞，但软腭平面的变化程度与 OSAHS严重程度未见明显相

关性；重度组 OSAHS 患者的舌骨位置比轻中度组 OSAHS 患者更低。 

 

 
EP-3254 

磁共振正常人脑灌注效果与心率相关性的初步研究 

 
张玉龙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野战外科研究所 400042 

 

 

目的：探讨磁共振正常人脑灌注效果与心率的相关性 

方法：1.搜集我院 2016年 9月到 2017年 3月行 MRI常规灌注检查，检查结果正常的患者 68例，其中男性

42例，女性 26例，年龄 40至 58岁，平均年龄 47岁，分为 4组，分别是心率 1组（心率 50-60）14例，

心率 2组（60-70）17例，心率 3组（70-80）19例，心率 4组（80-90）18例。采用西门子 Verio3.0T磁

共振，8通道相阵控头部线圈，均行头部常规扫描、PWI扫描。造影剂注射速率 4ml/s， 注射剂量为标准

单倍剂量,部分病例剂量为 3/4单倍剂量。 

2.数据处理与分析 

所有数据导入西门子公司磁共振灌注后处理工作站。动脉输入函数（AIF）上放置三条蓝线（图 1所示），

第一条蓝线放在平台期起始位置，第二条蓝线放在 AIF曲线下降起始部，第三条蓝线放在 AIF曲线上升起

始部，记录第二、三条蓝线显示的时间即 TTP时间。 

3.采用 spss17.0统计软件对 4组 TTP的计数资料行卡方检验，检验标准α=0.05，以 P&lt;0.05认为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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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1. 4组心率组 TTP数据比较 

如表 1所示，可见心率低即测得的 TTP相对慢，4组心率 TTP均值比较为：心率 1组&gt;心率 2组&gt;心

率 3组&gt;心率 4组。 

2. 4组心率组 TTP数据统计分析 

4组资料两两行卡方检验，结果如表 2所示，P&lt;0.05，两者差别有统计学意义。 心率在一定范围内，

即随着心率增加，TTP越短，灌注效果越好。 

3. 同等心率条件下，3/4原定造影剂量可达到同样的灌注效果，即适当的缩短造影剂量反而会有更短的

TTP，灌注效果更好 

结论：正常人心率在一定范围内，即随着心率增加，灌注效果越好；同等心率条件下，适当缩短造影剂剂

量会有更短的 TTP,AIF曲线出现二次灌注的概率更低，灌注效果更好。 

 

 

 
EP-3255 

骨阅片在外伤性肋骨骨折中的应用 

 
喻石光,蔡登华 

贵州省人民医院 550000 

 

[摘要]目的：探讨肋骨无折叠显示技术在外伤性肋骨骨折中的应用价值。方法：收集我院外伤

性肋骨骨折病人 21例，经训练呼吸后行 MSCT胸部肋骨容积扫描分别重建出薄层（1mm）骨

窗、软窗，分别传到 Syngo.via Bone Reading 即骨阅片后处理工作站处理后得 VRT、肋骨无

折叠显示图像，经两名高年资医生进行双盲法阅片。结果：肋骨无重叠显示技术与横断薄层骨

窗结果均为：21例患者共发现 133根肋骨骨折；VRT共 106 匹肋骨骨折；其中单发 2例，19

例为多发。肋骨无折叠显示技术准确率为 100%，诊断快。结论：骨阅片中的肋骨无重叠技术

在肋骨骨折在诊断中具有准确、快速的优点。 

 

 
EP-3256 

BB-MRI 对颈动脉动脉粥样硬化患者易损斑块 

诊断价值的 Meta 分析 

 
崔茹欣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100050 

 

摘要：【目的】评价 BB-MRI 对颈动脉动脉粥样硬化患者易损斑块的诊断价值。【方法】 检索

PubMed、Ovid、谷歌学术、CBM、CNKI和 VIP等数据库，按照诊断试验的纳入标准筛选关于

BB-MRI对颈动脉动脉粥样硬化患者易损斑块诊断价值的诊断试验，采用 QUADA2条目评价纳入

研究的方法学质量，并采用 Review Manage软件进行异质性检验，使用 Stata进行 Meta 分

析，计算特异度、敏感度、阳性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值，并且绘制汇总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

（SROC曲线），计算曲线下面积。【结果】 8个研究的合并敏感度为 0.89（0.86~0.92）；

合并特异度为 0.88（0.84~0.91）；合并阳性似然比为 6.77（4.03~11.37）；合并阴性似然比

为 0.14（0.10~0.21）。SROC 曲线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得到 AUC=0.9374，Q*=0.8742。【结

论】 B-MRI能够用于临床诊断 AS患者的易损斑块，但需要结合其他诊断结果、临床症状和生

化检查结果，以减少漏诊率和误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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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257 

动脉自旋标记成像观察青年听觉皮层的脑血流量变化 

 
张晓晶,娄昕,张爱莲,马林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100853 

 

目的：研究在不同频率声音刺激下大脑听觉皮层的脑血流量的变化情况。方法：应用 GE 

Discovery 750 3.0T超导磁共振扫描仪，32通道头颅线圈，13名青年志愿者，其中 7男 6

女，21~24岁，平均年龄 22±1.0 岁，所有受试者均听力正常，右利手，行常规内听道磁共振

检查，全脑 3D FSPGR成像以及无声音刺激下的 3D ASL，右耳及左耳分别低频、中频、高频声

音刺激下 3D ASL，双耳语音刺激下 3D ASL扫描。所得数据均传输至 adw4.6工作站，测量双

侧颞叶的 CBF数值。应用统计软件 SPSS 17.0对所得数据进行配对 t检验。结果：无声音刺激

下右侧及左侧颞叶 CBF值分别为 73.31±10.99，73.10±10.72 ml/min/100g，p>0.05，二者

差别无统计学差异；右耳低频、中频、高频声音刺激下左侧颞叶 CBF值 74.33 ±11.76，

76.03±10.14，73.17±11.85 ml/min/100g；高于相同频率刺激下右侧颞叶 CBF值

70.46±11.52，70.92±11.03，67.71±10.60 ml/min/100g；p<0.05均有统计学差异；而左

耳低频、中频、高频声音刺激下右侧颞叶 CBF值 78.17±9.84，74.69±10.57，74.51±14.79 

ml/min/100g，高于相同频率刺激下左侧颞叶 CBF值 73.53±10.07，70.00±10.62，

70.03±15.31 ml/min/100g，p<0.05均有统计学差异；双侧语音刺激下左、右两侧的 CBF值

分别为 75.64±8.72、75.52±8.93 ml/min/100g，p>0.05。二者差别无统计学差异。结论：

3D ASL序列可以无创性进行听皮层 CBF值测量，并能反应不同频率声音刺激下左右双侧听皮

层的 CBF值的差别。 

  

 

 
EP-3258 

TIWI BLADE Dark Fluid 序列在重度脑转移瘤中的应用价值 

 
张海平

1
,敖国昆

2
,王宝玲

1
,王凤丹

3
,苏佰燕

3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新华医院 

2.解放军第 309 医院 

3.北京协和医院 

 

目的 探讨磁共振 T1WI BLADE Dark Fluid 序列在脑转移瘤患者增强头颅检查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对 26例产生意识障碍的脑转移瘤患者行头颅增强 T1WI BLADE Dark Fluid和 T1WI 

Dark Fluid序列检查, 由两名放射科医师对两序列图像分析，以显示内囊结构清晰程度为标

准，行 0~III分级法,运用 Wilcoxon符号秩检验比较分析；测量计算两序列灰白质对比度

（contrast to noise ratio betw een gray and white matter，CNRgw）、脑白质信号

噪声比（ signal to noise ratio of white matter，SNRwm），取其均值为最终结果，采用

配对 t检验进行比较分析。结果 T1WI BLADE Dark Fluid 序列头部运动伪影 0、I、Ⅱ和Ⅲ

级病例数分别为 18、7、1和 0例，T1WI Dark Fluid序列分别为 5、9、6和 6例，T1WI 

BLADE Dark Fluid序列运动伪影明显低于 T1WI Dark Fluid 序列（Z=-3.93,P=0.000）；

T1WI BLADE Dark Fluid序列的 CNRgw（42.3±15.88）高于 T1WI Dark Fluid序列 CNRgw

（30.48±14.9），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t=5.05,P=0.000），两序列的 SNRwm分别为

131.12±38.15、112.57±47.5，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t=2.53,P= 0.02）。 结论 T1WI 

BLADE Dark Fluid增强序列可明显减弱脑转移瘤患者头颅检查过程中运动产生的伪影，可减

少镇静剂在 MRI检查中的应用，在头颅增强 T1WI检查中具有较大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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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259 

探讨 IDEAL-IQ 对肝脂肪含量定量分析的可行性 

及 IDEAL-IQ 与 MRS 的对比分析 

 
许佳佳,张艳,赵强,尹慧敏,李佳珍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00191 

 

【摘要】目的： 探讨 IDEAL-IQ对肝脂肪含量定量分析的可行性，以及 IDEAL-IQ与 MRS 定量

测量肝脂肪含量的对比分析。方法：对 55例经我院确诊为非酒精性脂肪肝的患者和 15名健康

志愿者行 IDEAL-IQ和 MRS扫描，对 IDEAL-IQ测得的脂肪含量进行分析并与 MRS进行比较。结

果：70名受检者（55名非酒精性脂肪肝患者，15名健康志愿者）中 IDEAL-IQ扫描成功率

92.86%（65/70），MRS扫描成功率 75.71%（53/70），IDEAL-IQ和 MRS同时扫描成功 50例

（50/70,71.42%）。IDEAL-IQ、MRS的扫描时间分别为（27±1）s、84s。由 MRS 和 IDEAL-IQ

测得的脂肪含量（RLC）、脂肪分数（FF）分别为（15.86±5.76）% 和（13.77±5.57）%，两

者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198 ）；并且对比两种测量方式 IDEAL-IQ比 MRS的测量值显

著偏低（p<0.05）。结论：IDEAL-IQ可以对肝脂肪含量进行定量测量，两者的测得的脂肪含

量呈正相关；IDEAL-IQ测得的值较 MRS偏低。 

  

 

 
EP-3260 

Care KV 技术在头颅平扫中的应用价值 

 
董晓征,陈永明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00191 

 

目的：探讨 Care KV技术在头颅 CT平扫中对图像质量及辐射剂量的影响，以确定其临床应用

价值 

方法与材料： 1）连续收集在我院行头颅 CT扫描的成年患者 80名，将患者随机分为 A、B两

组，每组 40人。2）设备：西门子二代双源 CT；扫描条件：A组：轴扫模式，管电压：

120kv，管电流:Care dose4D 技术，参考 mAs :350mAs,管球转速：1s/圈，探测器宽度：

64x0.6mm；，层厚/间距：5mm；扫描范围：枕骨大孔至颅顶； B组: Care KV技术，参考

KV：120，参考 mAs:350mAs,余同 A组。3）图像客观评价：测量比较两组图像基底节区脑白质

的 CT值及 SD值，同时记录每组患者的辐射剂量 CTDI、DLP 及 ED（ED=DLPx0.0023）；主观评

价：由 2名副主任医师按噪声、伪影、部分容积效应等对图像采用优、良、差进行评价，意见

不统一时协商解决。 4）统计学处理：对两组患者数据采用 SPSS19软件包进行分析，统计方

法包括方差分析及 Post hot 检验，P<0.05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1）两组图像主观评价均为优或良，满足诊断需求；2）A、B两组图像脑白质 CT值分别

为（27.6±4.5、26.9±4.7)HU，SD值分别为(3.3±0.4)、（3.5±0.5），两组数据差异没有

统计学意义（P＞0.05）；A、B两组患者的 CTDI分别为(51.99±6.89、47.20±5.85)mGy，

DLP分别为(791.2±50.2、718.6±48.8) mGy·cm，ED分别为(1.82±0.12、

1.56±0.11)mSv，两组检查辐射剂量有统计学差异（P＜0.05），B组辐射剂量较 A组降低约

15%。 

结论：头颅 CT平扫时，使用 Care KV技术，既保证图像质量，又降低辐射剂量，值得在临床

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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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261 

器官剂量调制技术对鼻窦 CT 图像质量及辐射剂量的影响 

 
董晓征,陈永明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00191 

 

目的：探讨器官剂量调制技术（ODM）在副鼻窦 CT扫描中的价值 

方法与材料： 1）连续收集在我院行鼻窦 CT扫描的患者 80名，将患者随机分为 A、B 两组，

每组 40人。2）设备：GE Revolution CT；两组患者扫描条件相同，均为轴扫模式，管电

压：120kv，SmartmA :10-100mA,管球转速：1s/圈，NI:18,探测器宽度：12或 14cm；ASiR-

V:50％，层厚/间距：1mm；扫描范围：上颌窦下缘至额窦上缘，其中 B组使用 ODM技术，使用

范围同扫描范围。3）图像重建：由 1mm薄层图像重组出轴位及冠状位图像用于图像分析及评

价，重建层厚/间距:3mm；4）图像评价：在软组织窗轴位图像上进行噪声测量，眼球最大层面

组织均匀处选取兴趣区，记录 Ct值的标准差 SD，以此为噪声。图像评分：由 2位诊断医师采

用双盲法独立阅片，观察、分析各组图像并进行评分。最后记录每名患者的 CTDI、DLP、ED

（ED=DLP×0.002）。4）统计学处理：对两组患者数据采用 SPSS13软件包进行分析，统计方

法包括方差分析及 Post hot 检验，P<0.05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A、B两组图像噪声为(7.8±1.5)、(8.1±1.7)HU，骨窗评分分别为(11.0±0.6)、

（10.9±0.5），软组织窗评分分别为（10.5±0.5）、（10.3±0.4）；三组数据差异没有统

计学意义（P＞0.05）；A、B两组患者的 CTDI分别为(5.16±0.89、4.73±0.85)mGy，DLP分

别为(61.91±5.20、56.78±4.85) mGy·cm，ED分别为(0.12±0.033)、(0.11±0.02)mSv，

两组检查辐射剂量有统计学差异（P＜0.05），B组辐射剂量较 A组降低约 10%。 

结论：在鼻窦 CT扫描时，使用 ODM技术，既保证图像质量，又降低辐射剂量，值得在临床推

广。 

  

 

 
EP-3262 

不同比例前置 ASiR-V 对冠脉 CTA 图像质量及辐射剂量的影响 

 
陈永明,袁慧书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00191 

 

目的：探讨不同比例前置迭代重建技术（ASiR-V）在患者行冠脉 CTA检查时，对图像质量及辐

射剂量的影响，以确定最优 ASiR-V的比例。 

方法：1）收集在我院行 CCTA 检查的患者 120名，入选条件：心率≤100 次/分且，无心脏手

术史，无碘对比剂禁忌症。将患者随机分为 A、B、C三组，每组 40名，记录每组病人的性

别、年龄、体重指数；设备：GE Revolution CT，扫描方案：冠脉扫描序列，KV Assist 技

术，参考 KV：120；SmartmA :100-700,NI:26,探测器宽度：14或 16cm，层厚/间距：

0.625mm；心动周期 35％-80％曝光；造影剂（碘佛醇 320）总量：体重（kg）X0.7，注射速率

3.5-4.0ml/s；并追加 50ml 生理盐水，监测层面：左冠开口层面升主动脉，CT值+50后延迟

6-7s扫描；A、B、C三组前置 ASiR-V比例分别为 40％、60％、80％。2)客观评价：测量左冠

开口层面升主动脉 CT值及 SD值，并记录两组患者的辐射剂量 CTDI、DLP及 ED

（ED=DLPx0.014）；主观评价：由两名副主任医师根据噪声、伪影、管腔边缘锐利度对最佳时

相冠脉血管按优、良、差进行评价，意见不统一时协商解决；3）统计学处理：三组数据采用

独立样本 t检验和方差分析（ANOVA）比较，P<0.05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2408 

 

结果：1）两组患者性别、年龄、BMI无统计学差异（P＞0.05）；2）客观评价：A、B、C三组

图像 SD值、CT值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3）A、B 两组图像主观评价均为优或良，满足

诊断需求，C组 6例为差，影响诊断，余为优或良；4）三组患者 CTDI、 DLP、ED均有统计学

差异（P＜0.05），随前置 ASiR-V比例增加，辐射剂量明显减小。 

结论：前置 ASiR-V比例为 60％时，即能保证图像质量，又能减低辐射剂量，行冠脉 CTA 检查

时推荐使用。 

  

 

 
EP-3263 

不同管球角度正位定位像对胸部 CT 图像质量 

及辐射剂量的影响 

 
陈永明,张艳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00191 

 

 目的:探讨不同管球角度（0°、180°）正位定位像在患者行胸部 CT扫描时对图像质量及辐

射剂量的影响 

方法与材料：1）连续收集在我院行胸部 CT平扫的成年患者 80名，将患者随机分为 A、B两

组，每组 40名，记录每组病人的性别、年龄、体重指数；使用设备：西门子 flash CT；患者

体位：患者仰卧于扫描床正中间，双臂上举，水平定位线与患者腋中线重合；A组球管位于

180°采集定位像，B组球管位于 0°采集定位像，定位像扫描条件均为 120KV，30mA；胸部扫

描参数两组相同：管电压：120 KV，管电流 CARE dose4D技术，参考 mAs： 90mAs；准直宽度

64x0.6mm，螺距 1.2；2）图像客观评价：测量比较两组病人的气管分叉层面降主动脉 CT值与

SD值，以及同层背部肌肉的 CT值与 SD值；同时记录每组患者辐射剂量 CTDI、DLP及 ED

（ED=DLPx0.014）；主观评价：由 2名主治以上医师对图像质量采用优、良、差进行评价，意

见不统一时协商解决；3）统计学处理：对两组数据采用 SPSS19软件包进行分析，统计方法包

括方差分析及 Post hot检验，P<0.05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1）两组患者性别、年龄、BMI无统计学意义（P＞0.05）；2）A、B两组图像质量均为

优或良，满足诊断需求；3）A、B两组图像客观评价无统计学意义（P＞0.05）；4）A、B两组

检查辐射剂量有统计学差异（P＜0.05），A组较 B组增加约 15％的辐射剂量 

结论：与管球位于 0°时采集定位像相比，管球位于 180°时采集定位像行胸部 CT扫描，患者

整体辐射剂量会增高，临床应用时应予以注意。 

 

 
EP-3264 

器官剂量调制技术对女性胸部 CT 图像质量及辐射剂量的影响 

 
陈永明,张艳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00191 

 

目的:探讨器官剂量调制技术(ODM)在成年女性患者行胸部 CT扫描时，对图像质量及辐射剂量

的响像 

方法与材料：1）连续收集在我院行胸部 CT平扫的成年女性患者 80名，将患者随机分为 A、B

两组，每组 40名，记录每组病人的年龄、体重指数；使用设备：GE Revolution CT；两组患

者扫描条件相同：KV Assist 技术，参考 KV：120；SmartmA :50-500,NI:15,探测器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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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mm，螺距: 0.984:1，ASiR-V:40％，层厚/间距：5mm；其中 B组使用 ODM技术，使用范围同

扫描范围（肺尖至肺底）；2）图像客观评价：测量两组患者气管分叉层面降主动脉 CT值与

SD值，及同层肺实质的 CT 值与 SD值；同时记录每组患者的辐射剂量 CTDI、DLP及 ED

（ED=DLPx0.014）；主观评价：由 2名副主任医师对图像质量采用优、良、差进行评价，意见

不统一时协商解决。3）统计学处理：对两组数据采用 SPSS19软件包进行分析，统计方法包括

方差分析及 Post hot检验，P<0.05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1）两组患者年龄、体重指数无统计学差异（P＞0.05）；2）A、B两组图像质量均为优

或良，满足诊断需求。3）A、B两组图像气管分叉层面肺实质 CT值及 SD值、同层降主动脉 CT

值及 SD值，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AB两组患者 CTDI，DLP ED均有统计学差异

（P＜0.05），B组较 A组降低约 15％的辐射剂量。 

结论：成年女性患者使用 ODM技术行胸部 CT扫描，既能保证图像质量，又能降低辐射剂量，

值得在临床推广。 

  

 

 
EP-3265 

Asir-V 对图像质量及辐射剂量的影响—实验研究 

 
马长锁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00191 

 

目的：通过对 20cm水模使用前置 Asir-V技术进行扫描，确定不同比例前置 Asir-V对图像质

量以及辐射剂量的影响。 

方法： 

1）使用 GE Revolution CT 对 20cm水模进行扫描，按照前置 Asir-V比例（0、10％、20

％……50％）分为 6组，每组扫描参数相同：管电压:120KV, SmartmA :50-500mA，NI:10,探

测器宽度：4cm,螺距：0.984:1，层厚/间距：5cm/5cm，标准算法，每组扫描 5次。 

2）测量每组 5次扫描所得图像中间层面 CT值及 SD值，每组数据取 5次测量的平均值，并记

录每次扫描辐射剂量 CTDI及 DLP。采用 One-ANOVA对 6组图像的 CT值、噪声值、辐射剂量进

行比较分析，组间的两两比较采用 LSD进行比较分析，P<0.05 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3）分别对比分析。  

结果： 

1）6组图像水的 CT值分别为（-3.5、-3.5、-3.5、-3.7、-3.4、-3.6），SD值分别为

（12.4、12.4、12.6、12.4、12.5、12.7），两组数据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 

2）6组扫描辐射剂量 CTDI 分别为(5.57、4.73、3.91、3.27、2.58、2.05)mGy，DLP分别为

(119.05、101.45、83.77、70.07、55.30、44.01) mGy•cm，6组数据两两比较均有统计学差

异（P＜0.05），辐射剂量随 Asir-V比例增加而减少，Asir-V每增加 10％，辐射剂量较前下

降约 15％-20％。 

结论：当扫描条件固定时，高 Asir-V值可以在保证图像质量的前提下明显降低辐射剂量；

Asir-V每增加 10％，辐射剂量较前下降约 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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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266 

Volume 扫描模式下“双低”在头颅 CTA 中的应用研究 

 
唐婷,王世威,徐志超,马向征,喻迎星,许茂盛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10006 

 

目的 探讨在 volume扫描模式下低辐射剂量及低对比剂用量在头颅 CTA检查中的应用。 

方法 60例拟行头颅 CTA检查的患者（BMI在 18.5-25kg/m
2
）按照随机原则分为实验组和对照

组各 30例。实验组与对照组分别采用管电压 100kV和 120 kV，管电流 250mA，对比剂量 35ml

两组一致。记录两组的容积剂量指数（CTDIvol）及剂量长度乘积（DLP），由两名影像医师以

5分制对两组图像进行主观评价。采用 CTA血管分析软件(Vitrea Extend Version6.7.3)得到

后处理图像，计算得到各部位（颈内动脉、大脑中动脉、后交叉动脉、上矢状窦）信噪比

（SNR）、对比噪声比（CNR）。采用 kappa检验评价两组主观图像质量，采用 Wann-WhitneyU

检验比较两组辐射剂量及两组间 SNR和 CNR差异。 

结果 实验组显示了很好的主观图像质量（优良率 93.3%），与对照组（优良率 90.0%）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kappa=0.851,P=0.00）。实验组和对照组 CTDIvol分别为 16.80(15.0～

17.525)mGy和 23.3 (25.2～25.8) mGy，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5.959,p=0.00）；实验组和

对照组 DLP分别为 229.3(223.075～268.40)mGy·cm 和 373.1(352.3～412.5)mGy·cm，两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6.718,p=0.00）；实验组 SNR中动脉 7.655（5.874～14.381），CNR

中动脉 6.716（4.766～11.481）；对照组 SNR中动脉 7.638（5.358～11.154），CNR中动脉

6.436（4.689～9.771），两组 SNR、CNR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在 volume扫描模式下头颅 CTA可通过降低管电压及低对比剂用量来实现检查，不影响图

像质量来大幅度降低患者所接受的辐射剂量和对比剂量。 

 

 

 

EP-3267 

在低辐射剂量下 Force CT 头颈部动态血管 CTA 联合全脑灌注

成像一次性扫描在脑梗死的临床应用探索 

 
唐滢 

贵州省人民医院 550002 

 

[摘要]目的：探讨在西门子 Force CT“摇篮床”的扫描技术下，在低 Kv、低 mAs及低对比剂

用量的条件下，一站式扫描同时显示头颈部动态血管及全脑灌注成像在脑梗死中临床应用的可

行性。 

方法：应用西门子 Force CT 对 30例脑梗死患者进行头颈部动态血管 CTA联合全脑灌注成像一

次性扫描。扫描流程：头先进，束带将头部固定，双手紧贴身体两侧；摄侧位定位像，扫描范

围由颅顶至主动脉弓处。扫描条件：范围 4D Range：340mm，参考管电压 70Kv，管电流

60mAs；打开 ADMIRE，Strength 选择 3，总共扫描 20~22组图像，扫描时间 40~50s，其中头

颈部血管动态图像用于头颈血管动态血管成像，全脑灌注图像用于获取全脑血流灌注曲线及伪

彩图。增强扫描：对比剂 40ml，流速 5ml/s；采用对比剂示踪技术，监测点设于主动脉弓平

面，阈值 100HU自动触发，扫描方向由头侧至足侧循环扫描。扫描后图像传入 sngio.via 后处

理系统，分别指定 CT动态血管成像、CT神经灌注后处理模块进行处理分析。 

结果：16例脑梗死患者头颈部动态血管（CTA）示头颈部血管重度以上狭窄，20例脑梗死患者

全脑灌注（CTP）示脑梗死区出现异常灌注。对比双侧脑血流量（CBF），平均通过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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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T），流出时间（TTD）及达峰时间(Tmax)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脑血容量

（CBV）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Force CT头颈部动态血管 CTA联合全脑灌注成像一次性扫描检查具有安全、扫描时间

短、低辐射剂量及低对比剂用量低的优势，一次性扫描即可对头颈动态血管成像及脑血流的灌

注情况进行评估，为临床治疗方面提供影像学依据。 

 

 

 

EP-3268 

低剂量 SOMATOM.ForceCT 在肋骨骨折诊断中的应用 

 
邓洪波,王荣品,赵朝祥,施辉友,喻石光 

贵州省人民医院 550002 

 

摘要：目的 观察低剂量 ForceCT扫描及三维重建技术对肋骨骨折的诊断价值。方法 选取

35例肋骨骨折患者在 DR检查后，ForceCT做胸部扫描，并通过 ForceCT三维重建技术显示肋

骨骨折。结果 35例患者共有 60处肋骨骨折，其中 DR检出肋骨骨折 47处，ForceCTCT 检

出 55处。另外，CT还发现了肩胛骨骨折，胸椎骨折，肺挫伤，气胸，肝脾挫裂伤。结

论 ForceCT重建技术对不同部位的肋骨骨折均能清晰成像，并能观察到骨折线的位置、数量

及断端移位情况，因此，对肋骨骨折有较高的临床诊断价值。 

  

 

 
EP-3269 

正常乳腺腺体 IVIM 参数 mono 及 bi 计算方法的对比研究 

 
魏清顺 

解放军兰州总医院 730050 

 

[摘要]  目的 探讨 GE MR750后处理软件体素内不相干运动（IVIM）双指数模型不同计算方

法对参数测量的影响。方法 分析 20例体检者乳腺腺体共 67个 ROI的 mono及 bi IVIM-MR参

数，其中 13个 ROI来自绝经者，54个 ROI来自未绝经者，每个 ROI分别获得 mono及 bi 

IVIM-MR参数；IVIM扫描参数：TR 4000 ms，TE Minimum，层厚 4.0mm，间隔 1.0mm，矩阵

128×128，FOV 32×32cm；ｂ值为 0,30,50,90,120,200,400,600,800,1000,1150,1500s/mm
2
，

激励次数分别为 2,2,2,2,2,2,2,2,2,2,2,4；应用 SPSS 22.0统计软件比较 mono与 bi 计算方

法测量获得的 IVIM参数是否有统计学差异，正常乳腺腺体 IVIM参数 mono及 bi算法获得的 D

值、Dp值及 f值应用配对样本 t检验；来自未绝经者与绝经者的 IVIM参数 mono及 bi算法获

得参数应用应用 Mann-Whitney U 检验。结果 正常乳腺腺体 IVIM参数 mono及 bi两种计算方

法获得参数两两之间均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未绝经者正常乳腺腺体 IVIM参数 mono

及 bi两种计算方法获得参数 D值无统计学差异（p＞0.05），Dp、f值均具有统计学差异（p＜

0.05）；绝经者正常乳腺腺体 IVIM参数 mono及 bi两种计算方法获得参数 f值无统计学差异

（p＞0.05），D、Dp值均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结论 未绝经者正常乳腺腺体 IVIM 参

数 mono及 bi计算方法获得参数 D值具有一致性，但 Dp、f值无一致性；绝经者正常乳腺腺体

IVIM参数 mono及 bi计算方法获得参数 f值具有一致性，但 D、Dp值无一致性，这也许与样

本量不足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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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270 

Dose4 结合自动管电流调制技术在儿童腹部 CT 低剂量的应用 

 
郑美敏 

天津市儿童医院 300074 

 

目的：探讨高级迭代重建算法（iDose4）结合自动管电流调制技术在儿童腹部 CT低剂量的应

用。 

方法：前瞻性选择本院有腹部疾病需要做 CT检查的患儿 120例，体重在 10kg到 20kg 之间，

按就诊顺序，平均分成 a、b、c组，每组 40名患儿，全部患儿均采用 Philips iCT的自动管

电流调制技术进行扫描，范围由膈肌向下扫描至盆底，3组预设的 DRI分别 24、27、29，并采

用 iDose4（1-6）水平重建比例中的 iDose4-1、iDose4-3、iDose4-6进行数据重建，分别记

为 a1、a2、a3、b1、b2、b3、c1、c2、c3。分别选择腹主动脉、肝门静脉作为观察层面，对

比图像的噪声，CNR以及 CTDI,在比较图像噪声时，选取同一层面三个感兴趣区的 SD值进行计

算，即皮下脂肪、腰大肌、空气。对图像质量、图像噪声及辐射剂量均采用 t检验方法进行统

计学分析,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图像质量均满足临床诊断要求，a组有效量为（4.54±1.35）mSv，b组为

（3.51±1.31）mSv，c组为（2.36±1.32）mSv。除 a1与 b3、b1与 c3组间图像噪声值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其余各组图像噪声值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a3图像噪声值最低，

图像质量评分最高；c1图像噪声值最高，图像质量评分最低。 

结论：随着新技术的发展，儿童腹部低辐射剂量扫描已成为可能。迭代重建算法是指在图像处

理过程中多次迭代，每次迭代所采集到的数据与计算机的投影数据进行比较，采用 iDose4算

法可以在保证图像质量的情况下，有效降低腹部辐射剂量改善图像质量。 

  

 

 

EP-3271 

探讨磁敏感加权成像在儿童脑外伤急性出血的应用价值 

 
朱百奇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武汉儿童医院医学影像中心 430016 

 

目的：探讨磁敏感加权像技术（SWI）与 CT在儿童脑外伤后蛛网膜下腔出血(subarachnoid 

hemorrhage,SAH)的敏感性。 

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 25例急诊脑外伤患儿（外伤 6-72h），来我院就诊，行西门子 64排 CT

头部扫描后，即刻在高场 3.0T GE MR750磁共振扫描仪上扫描头部常规序列

（T1WI/T2WI/T2flair及 DWI）和磁敏感加权成像（SWI）,对比分析 CT、MRI常规序列与磁敏

感加权像（SWI）显示脑实质外伤后蛛网膜下腔出血的敏感性及病灶的位置、大小、数目、信

号强度特征。 

结果:MRI FLAIR、DWI序列显示急性 SAH呈高信号影,而在 SWI序列上均呈不同程度的低信

号。 

T1WI、T2WI对于急性 SAH检出率较低; 

CT检出对急性 SAH的检出率分别为 75.00%; 

SWI、FLAIR、DWI对急性 SAH 的检出率为 100% ,均明显高于 CT和 T1WI、T2WI序列,SWI、

DWI、FLAIR联合诊断准确率为 100%,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高场 MRI FLAIR、DWI 和 SWI对对急性蛛网膜下腔出血的诊断敏感性高,具有较好的诊断

价值，可运用到儿童急诊外伤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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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272 

One beat 双期成像联合冠状动脉追踪冻结技术对中等心率受

检者冠状动脉 CTA 图像质量的影响 

 
汪芳,杨利莉,丁婕,高永斌 

宁夏人民医院新院 750004 

 

目的： 探讨冠状动脉追踪冻结技术（snapshot freeze, SSF）联合双期相成像对比单期在改

善中等心率（70〜80bpm）患者 CT冠状动脉造影图像质量中的应用价值。方法：46例疑似冠

心病患者，平均心率 70-80bpm，行 RevolutionCT冠状动脉造影检查。比较标准算法重建和冠

状动脉追踪冻结技术在双期相(45%和 75%)、45%中心期相及 75%中心期相下冠状动脉图像质量

和可诊断率。主现评分评分标准为 Likert4分标准（1分不满意， 4分优秀），主现评分在 2

分以上，图像具有可诊断性。统计学处理对三组不同时相图像的可诊断率比较用χ
2
检验，对

三个不同期相下冠状动脉节段水平图像质量评分比较采用符号秩和检验（signed rank sum 

test）。结果：在常规标准重建（STD）算法下，双期相所采集图像的可诊断率在每支血管水

平、每位受试者水平均高于 75%中心期相及 45%中心期相所采集图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84.8%

（117/138）vs 62%(85/138) vs 67%（93/138），P<0.001]、[63%（29±46）vs 39%

（18±46）vs 37%（17±46），P=0.021]。联合冠状动脉追踪冻结技术（SSF）在每支血管水

平、每位受试者水图像的可诊断率从［84.8%（117/138）、63%（29±46）提高到［96.4%

（133/138）、89.1%（41±46）］。主观评分在应用 SSF重建下，双期相图像质显高于 45%中

心期相及 75%中心期相在每支血管及每位患者水平（ P<0.001）。结论  Revolution CT 单

心动周期（one beat）双期相采集联合冠状动脉追踪冻结技术（snapshot freeze, SSF）可提

高中等心率(70－80bpm)患者冠状动脉 CTA每支血管的图像质量及可诊断率，同时在任意期相

下，SSF重建图像质量优于标准重建算法。 

 

 
EP-3273 

自由呼吸径向 K 空间填充容积内插检查序列与屏气笛卡尔容

积内插检查序列胸部成像图像质量对比研究 

 
李武超,王頔,刘远成,郑念华,田冲,梁力嵩,王荣品 

贵州省人民医院 550000 

 

目的：近来自由呼吸径向 K空间填充容积内插检查序列（radial VIBE）在腹部 MRI T1WI扫

描应用中较屏气笛卡尔容积内插检查序列（c-VIBE）有效降低了呼吸及搏动导致的运动伪影，

明显提高了图像质量
[1-2]

。因此本研究欲对比分析胸部自由呼吸 radial VIBE与屏气 c-VIBE的

图像质量，探讨自由呼吸 radial VIBE在胸部成像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前瞻性收集因胸部病变行 MRI检查患者 36例，根据患者是否能配合屏气，分为屏气检

查组 18例和自由呼吸检查组 18例，其中肺癌 21例，肺结核 6例，肺炎 4例，炎性假瘤 3

例，胸腺瘤 2例。所有患者平扫及增强后 3min先后行 radial VIBE与 c-VIBE检查。由 2名胸

部诊断医师采用“五点分级法”对两组患者不同序列间图像运动伪影、血管清晰度、病灶清晰

度、压脂均匀性及总体图像质量进行评分（>3分为达到诊断需求）。另由 1名胸部诊断医师

在后处理工作站分别测量平扫信号强度变异系数（CV）及增强后病灶血管信号比（LVR）。采

用 Kappa检验两名医师图像质量评分的一致性，采用配对 Wilconxon秩和检验和配对样本 t检

验比较两个序列图像的主观及定量评分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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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2名医师对两组病人不同序列成像质量的评分具有较好的一致性。屏气检查组，

cartesian VIBE血管清晰度、病灶清晰度及压脂均匀性评分高于 radial VIBE（P<0.05），

而两个序列的运动伪影、总体图像质量、CV及 LVR评分无统计学差异。自由呼吸查组，

radial VIBE图像质量的主观及定量评分均明显高于 c-VIBE（P<0.05）。 

结论：对于能配合屏气的患者，radial VIBE图像质量略差于 c-VIBE，但可满足诊断需求，而

对于无法配合屏气检查的患者，radial VIBE明显降低呼吸伪影，其图像质量明显优于 c-

VIBE。 

 

 
EP-3274 

Analysis of correlation between coronary artery 

calcium score and cardiac function of hemodialysis 

patients 

 
SiSi Zhao 

West China Hospital，Sichuan University 610041 

 

【 abstract 】 Objective: To study the patients with maintenance hemodialysis (MHD) 

coronary artery calcium score (CACS) and cardiac MRI assessment of 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 (LEVE)、limitation of ventricular wall motion 

abnormalities (RWMAs) and peak filling rate (PFR) correlation. Methods：We 

analyzed data from 38 participants with MHD,accepting coronary artery 

calcification CT scans and MRI cardiac function examinations.Calculating coronary 

calcium score refer to the coronary artery calcification Agatston quantitative 

method ，and assessing 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 (LEVF)，limitation of 

ventricular wall motion abnormalities (RWMAs) and peak filling rate (PFR) of all 

patients. Consequence：（1）23 cases of 38 patients with MHD CACS is positive,3 

cases with 0＜CACS≤10,5 cases with 10＜CACS≤100,8 cases with100＜CACS≤400,7 

cases with  CACS＞400.（2）The average 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 was 

(60.3 + 9.9) %,38 cases, 1 case of 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 < 40%,5 

cases of ventricular wall motion abnormalities have limitations，Higher CACS is 

associated with lower 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 (P < 0.05) ,a large 

proportion of participants with lower peak filling rate.（3）Factors such as age 

adjusted，high limited ventricular wall motion abnormalities and coronary artery 

calcification have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P < 0.05),CACS > 400 limits the 

incidence of abnormal ventricular wall increased 2.1 times（95%CI:1.30~3.75,P＜

0.001）. Conclusion: Application of coronary artery calcification score can be 

assessment of atherosclerosis in patients with MHD and limitations of ventricular 

wall motion abnormalities.Coronary artery calcium score has certain reference 

value of the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coronary events in patients with MH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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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275 

个体化注射对比剂软件 Medrad P3T 在双源 CT 冠脉 CTA 成像

中对心脏结构显示的初步探讨 

 
陈帅,李德艳,杨亚英,李青青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650032 

 

目的 评价双源 CT采用个性化对比剂注射软件 Medrad P3T 行冠脉 CTA成像的图像质量，探讨

个体化对比剂注射方案的可行性，推广低剂量注射方案的应用。方法 回顾性分析在本院行双

源 CT联合 P3T个性化注射方案冠状动脉成 76例患者及同时期采用检验性传统双筒注射方案行

冠脉 CTA成像 76例患者的图像，比较 2组方案的图像质量及测定各处 CT值。结果 ①采用

Medrad个性化注射组左心室与右心室 CT值较传统注射组有明显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而升主动脉、降主动脉、肺动脉的感兴趣区 CT值差异无明显统计学差异（P＞

0.05）。②采用 Medrad个性化注射组室间隔显示情况明显优于传统注射组（P＜0.05）。③采

用 MedRadP3T个性化注射方案注射所用对比剂总量比传统方案使用对比剂总量减少约 5.7%～

28.7%。结论 Medrad P3T 个性化注射方案与传统注射方案均能在心脏冠状动脉成像中获得良

好的冠脉图像质量以满足临床诊断需求，但 Medrad P3T个性化注射方案对心室结构的显示及

冠脉各段密度均匀显示比传统注射方案更具优势，同时能减低对比剂用量，值得临床借鉴及推

广应用。 

 

 
EP-3276 

CT 图像后处理技术在 X 线摄影骶椎正位体位优化设计 

中的应用 

 
王诗鸣,金瑞,陆云峰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目的：探讨 CT（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图像后处理技术在 X线摄影骶椎前后正位的体位优化

设计过程中的应用。材料与方法：在我院近一周时间内已行 CT平扫检查的患者中，筛选出

100例包含骶椎部位检查病例，要求其均为标准的仰卧检查体位，扫描范围内的脊柱无明显侧

弯等畸形。对其 CT影像进行图像后处理重建，借助 VR和 MIP技术进行图像后处理，由放射技

师 A和放射医师 B分别测出其在 MIP影像中观察每个病例骶椎前后正位的最佳投影倾斜角度

（即骶椎与躯干纵轴的夹角），之后进行统计学分析，将其应用于临床骶椎前后正位 X线摄影

中，并与之前的体位摄取的影像质量做对比分析。结果：A、B两组数据具有较好的一致性

（P>0.05），骶椎前后正位的最佳投影倾斜角度在 MIP标准侧位影像上侧出，为

（37.31±6.06）度。临床应用获取的骶椎正位 X片影像质量较以前的 15°～20°的投影倾斜

角获取的更佳，骶椎各部影像平均质量明显提升。结论：CT图像后处理技术可应用于普通 X

线摄影骶椎正位的体位优化设计中，使该体位得到进一步优化，进一步提高放射影像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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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277 

去除峰值前期及峰值后期数据对 Revolution CT 低剂量脑灌

注参数值的影响 

 
巩青松,李睿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摘要  目的 评估去除动脉峰值邻近前、后两期数据对 Revolution CT低剂量脑灌注参数值的

影响，探讨“一站式”扫描中灌注参数值的准确性。方法  回顾性分析 19例临床怀疑急性脑

卒中患者的全脑灌注数据，所有患者均采用 Revolution CT 低剂量轴扫模式（70kv 100mAs，

采集 19期，扫描总时间 41s），将每一患者图像分别进行两次处理分为 A、B两组，A 组保留

所有灌注数据，B组去除峰值前期、峰值后期两期数据，保留峰值期及其它数据。采用 AW 

volumeshare 5 工作站测量正常侧灰质（尾状核、豆状核）、白质（半卵圆中心）平均脑血流

量（CBF）、脑血容量（CBV）、平均通过时间（MTT）。分别计算两组灰、白质测量值差值及

其平均绝对百分误，统计学评估两组间灌注参数值的差异性及一致性，记录辐射剂量。结

果  两组间灰、白质 CBF(P 灰质=0.841;P 白质=0.778)、CBV(P 灰质=0.52; P 白质=0.629)、MTT（P 灰

质=0.841；P 白质=0.295）值差异性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间灌注值一致性较好；两

组间灰、白质 CBF、CBV、MTT平均绝对百分误差分别为 2.2%、4.6%、5.3%；3.7%，0.3%，

9.1%；6例患者出现双侧、5例患者出现单侧 MTT延长区域；平均辐射剂量约为 2.37msv。结

论 去除峰值期前、后两期数据对 Revolution CT低剂量全脑灌注参数值无显著影响，“一站

式”扫描所得灌注参数值在诊断价值方面无统计性差异。 

 

 

EP-3278 

双低技术下冠脉 CTA 与 DSA 的诊断精准度的对比 

 
曹晖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野战外科研究所 400042 

 

目的 ：因目前全国心血管疾病的人数不断增加。为了优化扫描技术。我们实验使用低千伏，

减少病人剂量；低浓度造影剂，减少病人出现造影剂不良反应的风险。并力求冠脉 CTA 图像

达到 DSA的诊断效果。 

方法  ：病人数据选用体重指数 20至 30之间，并同时做了冠脉 DSA和冠脉 CTA的患者 92

人。分别设置四组参数：第一组为 120KV 370浓度的造影剂（10人）；第二组 120KV 270 造

影剂（11人）；第三组 100KV 370 造影剂（34人）；第四组 100KV 270造影剂（37人）。检

查完之后对图像信噪比进行评价。分别调出诊断报告，对主要的三根冠状动脉进行对比（左前

降支 LAD.左冠旋支 LCX.右冠 RCA)。根据狭窄程度分为轻度（0到百分之五十），中度（百分

之五十到百分之七十五），重度（百分之七十五到百分之百）。对比其报告的相同率，病变显

示的敏感性，和重度狭窄的特异性。 

结果 ：使用双低技术的冠脉 CTA扫描基本能基本达到 DSA对冠脉的诊断标准。准确率：第一

组>第三组>第四组>第二组。 

结论 ： 使用双低技术，基本达到 DSA的诊断要求。不仅减少了病人检查时所吸收的剂量，

也减少了患者由于造影剂所带来的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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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279 

能谱 CT 在肾嫌色细胞癌与肾未分化癌鉴别诊断中的价值 

 
张文娟,周俊林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730000 

 

目的 探讨能谱 CT成像在肾嫌色细胞癌与肾未分化癌鉴别诊断中的价值。 

方法与材料 回顾性分析经手术病理证实的肾细胞癌，其中包括 19例肾嫌色细胞癌 C和 8例

肾未分化癌。所有患者均采用常规平扫和能谱双期增强扫描。于皮质期和实质期比较肾嫌色细

胞癌与乳头状细胞癌 40～140keV单能量 CT值、碘浓度、标准化碘浓度（normalized iodine 

concentrations,NIC）、水浓度比值及能谱曲线斜率，其中曲线斜率的计算根据以下公式：斜

率=(CT50keV-CT120keV)/70 以非参数检验进行统计分析。应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分析不同定量参数鉴别诊断肾嫌色细胞癌与肾未分化癌

的敏感度与特异度。 

结果 肾嫌色细胞癌与肾未分化癌的能谱曲线斜率存在显著差异（1.204±0.28 vs 

2.417±0.25，p <0.05）。在 40〜70 keV条件下，肾未分化癌的能谱曲线斜率高于肾嫌色细

胞癌（均 P <0.05），灵敏度和特异性分别为 89.47％和 72％，而在 80〜140 keV条件下，两

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肾嫌色细胞癌与肾未分化癌皮质期和实质期单能量 CT值、碘浓度、

标准化碘浓度、水浓度比值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能谱 CT曲线斜率有助于提高肾嫌色细胞癌与肾未分化癌的鉴别诊断的准确性。 

  

 

 
EP-3280 

一站式全肝灌注联合腹部增强扫描临床可行性 

及技术优化研究 

 
吕培杰,李莹,王会霞,李伟然,赵慧萍,高剑波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研究一站式全肝灌注联合上腹部增强扫描的临床可行性并优化其对比剂注射方案。 

方法：此前瞻性研究获得伦理委员会同意，所有患者均签署了知情同意书。71 例合并有富血

供肝肿瘤的患者在一次对比剂注射后连续进行全肝灌注 CT 扫描和三期上腹部 CT 增强扫描，扫

描次序分别为灌注流入期（11 个扫描时相），动脉期（21s～24s），灌注流出期（7 个扫描时

相），静脉期（43s～48s）和延迟期（75s～80s）扫描。依据患者的体质量指数（BMI）和临

床诊断需求，将对比剂注射方案分为三组：组 A(n=25), BMI≤23.9 kg/m2，50ml 对比剂；组

B(n=30), 28.9 kg/m2＜BMI＜24 kg/m2，60ml 对比剂；组 C(n=16), BMI≥29 kg/m2, 70mL 对比剂，

注射速率均为 5ml/s。测量每组患者三期增强扫描的肝肿瘤 CT 值并计算其相对于周围肝实质的

对比噪声比（CNR），与全肝 CT 灌注各个扫描时相的肝肿瘤 CNR 采用配对 t 检验方法进行对

比。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肝肿瘤 CT 值与相应肝灌注参数之间相关性。 

结果：A 组、B 组和 C 组患者一次扫描，全肝灌注和 CT 增强扫描达到临床诊断需求（肝脏静

脉期相对于平扫期强化程度大于 50HU）分别约为 88%，92%和 93%，三组之间无统计学差

异。根据肝灌注的时间密度曲线，各组在动脉期达到肝肿瘤 CNR 最大值分别约为 70%（A 组）, 

72%（B 组）和 68%（C 组），三组之间无统计学差异。各组动脉期肝肿瘤 CT 值均和全肝灌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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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参数呈显著相关（达峰时间，正性强化积分和血容量，r 值约为-0.448 ～ 0.671，P 值均＜

0.05）。 

结论：一站式全肝灌注联合上腹部增强扫描可以在量化肝肿瘤的同时提供更多的临床诊断信

息，同时不增加对比剂使用量。 

  

 

 
EP-3281 

Fully Automated Mammographic Density Assessment with 

Deep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Li Songfeng

1
,Wei Jun

2
,Lu Yao

1
 

1.Sun Yat-sen University 

2.University of Michigan 

 

To develop a fully automated tool for quantitative density assessment on digital 

mammograms (DMs). 

With IRB approval, we retrospectively collected two image sets: a training set 

with 478 DMs and an independent test set with 183 DMs. All of the DMs were 

acquired with GE FFDM systems. To establish a reference standard, breast density 

was interactively segmented by two experienced MQSA radiologists. A deep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DCNN), which has 3 convolutional layers as feature 

generators and 3 fully-connected layers as density predictor, was trained to 

generate a map of pixel-wise probability of being dense (PPD) on each DM. Mini-

batched stochastic gradient decent was used to optimize the cross-entropy errors 

with L2 norm in DCNN training. Computerized percentage of breast density (PD) was 

calculated as the ratio of dense area to breast area with PPD > 0.5 being dense. 

For comparison, we also used a feature-based statistical learning approach, in 

which 137 commonly used hand-designed features were extracted and then combined 

with LASSO regression to estimate the PPD. 10-fold case-based cross-validation was 

used for model selection. In model selection, we extracted 968,264 labeled image 

patches with sparse sampling. Dice coefficient (DC) and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r) were calculated to measure the similarity of the automated PDs and 
the reference standard. A two-tailed paired t-test was performed to examin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DCNN and feature-based learning relative to the reference 

standard. 

With cross-validation, DCNN obtained DC=0.79±0.13 and r=0.96 while feature-based 
learning obtained DC=0.72±0.18 and r=0.85. For the independent test set, DCNN 
achieved DC=0.76±0.09 and r=0.94 while feature-based learning achieved 
DC=0.63±0.22 and r=0.79. The DCNN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e feature-
based approach (p<0.0001) for both cross validation and independent testing. 
Our DCNN approach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and more robust than the feature-based 

learning approach in automated PD estimation on DMs. The PD by DCNN was highly 

correlated with the radiologists’ interactive PDs. Breast density is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predictors for cancer risk. Our automated tool by deep learning 

is potentially useful for density reporting as well as for model-based risk 

predi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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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282 

不同浓度对比剂对冠状动脉造影的图像质量影响的初步探讨 

 
方巧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野战外科研究所 400042 

 

【摘要】 目的 探讨不同碘流率对 CT冠状动脉造影的图像质量影响。资料和方法：前瞻性收

集我院 120例冠状动脉 CTA 检查者，分为 A、B、C三组，每组 40例，A组使用 270mgI/ml 的

对比剂，B组使用 320mgI/ml 的对比剂，C组使用 370mgI/ml 的对比剂，A、B、C三组的碘流

率在 1.8g/s±0.05，比较三组主、客观图像质量、图像信噪比及冠状动脉各节段图像质量评

分。结果：C组的冠状动脉各节段图像质量评分优于 A、B两组，但三组图像信噪比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结论：碘流率在 1.8g/s±0.05 之间，使用浓度为 370mgI/ml的对比剂

可以提高 CT冠状动脉的质量，该方法简单易行，值得推广。 

  

 

 

EP-3283 

尿毒症不宁腿静息态脑功能磁共振局部一致性研究 

 
郭建新,贾晓茜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710061 

 

目的 本研究应用静息态功能磁共振的局部一致性分析方法探索尿毒症不宁腿患者的全脑范围

内的局部脑功能改变，比较患者和健康对照局部一致性的差异情况，并进行相关性分析，寻找

尿毒症不宁腿患者症状严重程度的相关因素。 

方法 26例尿毒症不宁腿患者最终被纳入，同期纳入 25例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均匹配的

健康志愿者，其中患者组男性 19人，女性 7人，年龄（25~45，34.62±7.66）；对照组男性

17人，女性 8人，平均年龄（21~47，33.95±8.62）岁。所有被试均进行了一般情况登记、

贝克焦虑评分、贝克抑郁评分、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的量表评估；患者组同期收集了包括肾

功、甲状旁腺激素、血红蛋白等实验室检查指标和 RLS严重程度评分、透析龄等临床评测指

标。两组被试均进行了 rs-fMRI扫描。采用 SPSS18.0统计软件分析；采用 REST软件中的统计

模块对 2组的 ReHo值图进行两样本 t检验比较，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患者组 RLS严重程度评分与透析龄，甲状旁腺激素，BAI，PSQI呈正相关；患者组与对

照组比较，BDI、BAI、PSQI 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全脑 ReHo结果比较显示患者组左侧辅助运动区、双侧丘脑、左侧海马 ReHo值较对照组均增

高，患者组不宁腿严重程度评分与右侧中央前回、中央后回、右侧岛叶的 ReHo值呈负相关，

患者组 PTH与左侧中央前回的 ReHo值呈负相关；患者组 BAI评分与右侧杏仁核、右侧壳核的

ReHo值呈正相关，血红蛋白水平与双侧中央前回的 ReHo值呈正相关。 

结论 尿毒症不宁腿严重影响了患者的情绪心理及睡眠质量，其症状的严重程度与透析龄、血

清 PTH浓度密切相关；患者组相比与正常对照组感觉运动相关脑区、杏仁核、海马等脑区存在

ReHo值异常改变，并且与 RLS严重程度、BDI、睡眠质量指数密切相关，为解释终末期肾病患

者出现不宁腿症状提供了新的影像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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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284 

不同剂量对比剂对多层螺旋 CT 全肝灌注影响的实验研究 

 
胡跃群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410013 

 

目的：利用 64排螺旋 CT对实验动物(中华田园犬)进行全肝灌注扫描，探讨 CT灌注成像技术

及灌注参数，寻求最优化方案。 

材料与方法：以 10只中华田园犬作为检查对象采用 PHILIPS 64 排螺旋 CT全肝 JOG灌注模式

使用双筒高压注射器分别以 0.5、0.8、1.0、2.0mL/kg体重剂量及 5.0ml/s速度注入对比剂进

行灌注扫描。通过肝脏灌注软件分别以肾脏皮质和脾脏的增强最大值作为肝脏动脉期和门静脉

期的分界点对灌注图像进行后处理分析并得出各剂量、各参照脏器下图像达标率及各灌注参数

值肝动脉灌注量(HAP)，门静脉灌注量(HPP)，肝脏总灌注量(TLP)，肝动脉灌注指数(HAPI)。 

结果：0.8 mL/kg剂量下扫描图像质量后处理达标率为 100％；0.8mL/I(g剂量下分别以肾脏

和脾脏作为参照脏器进行后处理的成功例数为 8例和 6例，两者都成功为 6例。且该剂量下以

肾脏和脾脏作为参照脏器进行后处理所得的灌注参数值分别为

HAP(29.88±9.94)mL/min/l00mg 和(28.25±2.19)mL/min/100mg，

HPP(59.55±10.11)mL/min/100mg 和(53.534±10.71)mL/min/100mg，

TLP(89.43±26.87)mL/min/100mg 和(81.78+18.56)mL/min/l00mg，

HPI(0.33±0.06)mL/min/100mg 和(0.30±0.16)mL/min/100mg。该剂量下各参数均无显著性差

异(P>0.05)。 

结论：用 PHILIPS 64排对犬肝进行全肝 JOG(轻跳)灌注扫描，通过不同剂量的图像达标及肝

脏灌注软件后处理分析研究，发现 0.8mL/kg体重的剂量、5.0ml/s注射速度下以肾脏和脾脏

增强最大值作为肝脏动脉期和门脉期分界点，均能获得最好的后处理效果。 

 

 

EP-3285 

Evaluation of hepatic steatosis after liver 

transplantation using iterative decomposition of 

water and fat with echo asymmetry and least-squares 

estimation-iron quantitation (IDEAL IQ) sequence  

 
shan qungang 

The Thir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un Yat Sen University 510630 

 

PURPOSE: To evaluate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IDEAL IQ derived metrics to 

hepatic steatosis after liver transplantation. 

MATERIALS AND METHODS: The study was approved by the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and written informed consents were obtained from each enrolled patient. In 

total, 20 patients with fatty liver (fatty liver group) after liver 

transplantation and 30 healthy subjects (control group) were enrolled in this 

study. All subjects underwent IDEAL IQ sequence using a 3.0T MR system. Fat 

ratio and R2* values derived by IDEAL IQ were obtained using vendor 

provided software. The metric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u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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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coxon rank test.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analysis was performed 

to evaluate the performance of these metrics in diagnosing hepatic steatosis. 

RESULTS: The fat ratio value of fatty liver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control group (P < .001). On the other hand, R2* values did not show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The area under the ROC curve (AUC-

ROC) of the fat ratio for diagnosing hepatic steatosis was 0.935.  

CONCLUSION: In summary, IDEAL IQ sequence could be useful for diagnosing hepatic 

steatosis after liver transplantation. 

  

 

 
EP-3286 

 MRI、增强 CT、钼靶摄影对乳腺癌术前评估的价值及比较 

 
欧洪琼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646000 

 

目的：对比研究 MRI、增强 CT、钼靶摄影对乳腺癌术前评估的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 40例

我院经手术及病理证实的乳腺癌患者，术前均接受 3.0 Philips 乳腺 MRI、Philips 256 层增

强 CT、SIEMENS乳腺钼钯仪检查。将三种诊断方法对乳腺癌的检出率、数目、病变大小及腋窝

淋巴结情况与病理结果进行对比，评估三种方法对乳腺癌的检出率及对病变数目及腋窝肿大淋

巴结的诊断灵敏度、特异度、准确率等，评价三种方法对诊断乳腺癌的价值。结果：MRI、增

强 CT、钼靶摄影对乳腺癌的检出率分别为 93.2％ 、80.1%、72．5％ 。MRI对乳腺癌检出率

明显高于增强 CT和钼靶摄影(P<0．05)。两种检查方法对病灶大小评价与病理结果进行相关性

分析，相关系数 r分别为 0.89、0.80、 0.71，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病变数目及腋

窝肿大淋巴结的诊断灵敏度、特异度、准确率分别为 93．5％ 、82.1% 、70．0％  ；

83.3%、79.8％、62.5％；80.5% 、75.4%、72．3％ 。MRI灵敏度、准确率明显高于增强 CT

和钼靶摄影(P<0．05)。结论：MRI在乳腺癌检出率、病变大小、数目及腋窝肿大淋巴结评估

方面优于钼靶摄影，可作为乳腺癌术前诊断重要的影像方法。 

  

 

 
EP-3287 

颞骨 CT 多平面重建临床应用探讨 

 
张家宙 

广西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530023 

 

颞部和耳部解剖复杂，其内部结构细微而众多，方位各异且相互重叠，颞部及耳部病种众多，

相关疾病的临床特点不一，其中常见的有先天性、外伤性、炎性、肿瘤及瘤样病变、骨纤维异

常增值、硬化性等多种病变。检查方法有 DR、CT、MRI等。DR检查因其组织结构重叠难以达

到准确的诊断、MRI检查对小脑角发出的神经和血管有较好的显示，但对骨性结构组织显示欠

缺。多层螺旋 CT（MSCT）为做出准确全面的诊断解剖结构的显示提供了更多选择，在一次扫

描获得原始数据后，可进行多次后处理重建，灵活应用二维、三维及多平面重建可对颞部、耳

部内的病变作出准确全面的诊断。特别是多平面重建（MPR）在颞部及耳部图像重建在 CT 诊

断中具有不可取代的位置。 本文对颞骨 M P R 图像重建的临床应用进行了初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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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288 

基于 DCE-MRI 的纹理分析对于前列腺良恶性结节 

的鉴别诊断价值 

 
马小梅,黄刚 

甘肃省人民医院 730000 

 

目的： 

通过分析前列腺良恶性结节的 DCE-MRI图像纹理特征参数，获得有诊断价值的参数，并评价这

些参数与前列癌 Gleason分级之间的相关性。             

材料和方法： 

回顾性分析 60例前列腺疾病患者的 DCE-MRI图像，包括 34例前列腺癌及 26例前列腺增生

患者，利用双室模型提取患者图像的定量参数 Ktrans, kep, ve vp 然后测量病灶感兴趣区内

诸参数的异质性，包括直方图参数（中位数，平均值，变异度，偏度系数，峰度系数等），形

态学参数及基于灰度共生矩阵的纹理特征参数（对比度，相关性，能力，熵等），分析诸参数

对前列腺良恶性结节诊断价值，筛选有诊断意义的参数，并分析其与与前列癌 Gleason分级之

间的相关性。 

结果： 

前列腺良恶性结节的渗透性参数 K
trans

 , kep平均值的差异有显著统计学差异(P < 0.05)，前

列腺良恶性结节的纹理特征参数中，基于 K
trans

 图,ve 图,kep 图的峰度系数、偏度系数，

一致性等参数均有显著的统计学差异，但是上述参数与前列腺癌 Gleason分级之间没有显著的

相关性。 

结论： 

图像纹理分析不仅可以提供更多图像特征的信息，还可以反映组织的异质性，是一种新的可以

用于精确鉴别前列腺良恶性结节的方法。 

  

 

 

EP-3289 

膝关节滑膜囊肿的 CT 及 MRI 诊断 

 
芦佳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六三医院 110042 

 

目的 探讨膝关节滑膜囊肿的 CT、MRI表现及诊断价值。资料及方法 收集经手术和病理证实的

36例膝关节滑膜囊肿患者的 CT(12例)、MRI（36例）资料。复习 CT、MRI各种征象及病理作

回顾性分析、记录。结果 囊液 CT呈均匀低密度，MRI明显长 T1、长 T2信号，增强无强化，

囊壁呈均匀薄膜状，CT上呈中等密度，MRI中等信号，增强中度强化。关节囊滑膜疝 16 例，

腓肠-半膜肌滑囊积液 15例，胫侧副韧带囊肿 3例，鹅足腱囊肿 2例；手术见囊肿位置、大

小、形态与关节腔交通情况均与术前 CT、MRI检查结果吻合。合并骨质增生 21例伴关节积液

16例，半月板退变 13例，半月板损伤 17例，关节软骨损伤 15例，韧带损伤 12例，滑膜骨

软骨瘤病 5例，类风湿关节炎 2例。MRI显示关节内病变与手术结果相吻合。结论 CT、MRI对

膝关节滑膜囊肿均可作出正确诊断，MRI优于 CT，能发现关节内病变，为临床制定合理的手术

方案提供重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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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290 

跟骨的外伤投照方法 

 
李保健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六三医院 110042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发展迅速，医学影像学这门综合性学科也日入装大起来，机器从最传统的 x

光机更新到 CR机器在到数字化 DR机器更新的迅速，这样对影像科是最大的挑战，对影像科技

术人员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飞跃，对我的个人也是技术上的挑战与升华，下面我就讲根据自

己在实际工作中的一些心得与体会，就数字影像技术对外伤来的患者一些被动体位投照方法。 

 

 

 
EP-3291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Spectral Insufflation CT low 

dose scanning protocol preoperatively optimized for T 

stage on esophageal cancer 

 
zhou yue,Hou Ping,Zha Kaiji,Wang Mingyue,Gao Jianbo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450052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T stage for esophageal cancer using low-dose spectral 

insufflation CT technique, and to discuss the diagnosed accuracy of T stage based 

on low dose scanning. 

Method：Fifty-two patients with esophageal cancer confirmed by surgery or 

esophagoscopy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were enrolled in our study. Dual-

phase chest insufflation CT enhancement was performed by using GE HD750 CT. 

Spectral CT were performed in study group with 300mgI/kg contrast medium injection, 

while control group underwent conventional 120 kVp CT with 450mgI/kg contrast 

medium injection.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sub-groups with A/C (FBP 

reconstruction) and B/D (ASIR). The SNRs, CNRs and subjective image quality score 

were calculated in four groups. Radiation dose were measured automatically in 

study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T stages were evaluated by a radiologist with 10 

years experience of CT diagnosis. 

Result：The CNR and SNR in four groups show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The 

SNR in group B was the highest, followed by group A, group C was the lowest. The 

overall image quality score and anatomy detailed score among four groups exhibi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Group B was the highest while group C was the 

lowest. The sensitivity and accuracy in study group (A and B) in terms of T1/2 

stage were higher than control group (C and D). With regard to T3, th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in study group (A and B) were higher than control group (C and D). 

The accuracy in diagnosis of T4 between study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were similar. 

Conclusion：Low dose spectral CT scanning optimized the image quality for chest CT 

enhancement and reduced the radiation and contrast medium dose. Compared to 

conventional CT, low dose insufflation spectral scanning promoted the differen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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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gnosis between T1/2 and T3, and improved th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in 

differential diagnosis between T1/2 and T3. 

  

 

 
EP-3292 

MRI 动态增强定量分析宫颈鳞癌微血管通透性价值的研究 

 
刘阳 

深圳市妇幼保健院 518028 

 

[摘要] 目的 应用 4D-THRIVE动态增强扫描磁共振成像技术，分析宫颈鳞癌微血管通透性的

特点及临床意义。方法 对 30例正常宫颈组及 72例宫颈鳞癌组(Ⅱ期及Ⅲ期分别为 44例，28

例）分别进行 4D-THRIVE动态增强扫描检查，在 Matlab平台下对兴趣区内 STC及 CTC 进行非

线性拟合获得血管通透性相关参数 K
trans

，Kep及 Ve值，评估正常宫颈组、宫颈鳞癌Ⅱ期及宫颈

鳞癌Ⅲ期血管通透性的特点。结果 宫颈鳞癌组与正常宫颈组比较，宫颈鳞癌组的 K
trans

，Kep

及 Ve值较正常宫颈组显著升高(P<0.05) ；宫颈鳞癌Ⅱ期、Ⅲ期的微血管参数相比较，Ⅲ期的

K
trans

及 Kep值较正常宫颈鳞癌组显著升高(P<0.05) ，Ve值无显著性差异(P>0.05) 。结论 MRI

动态增强定量分析微血管通透性可作为宫颈鳞癌临床分期的有益补充。 

  

 

 

EP-3293 

比较 1.5T MRI 分段扩散成像和单次激发平面回波序列 

对颈部 DWI 图像质量的影响 

 
邓文明

1
,黄华

1
,康文焱

1
,刘周

1
,李天然

1
,汪丽娅

1
,罗德红

1,2
 

1.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深圳医院 

2.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目的：本研究拟通过对比分析分段扩散成像技术(RESOLVE)与常规单次激发平面回波(SS-EPI)

对颈部 DWI图像质量的影响，优化颈部 DWI成像序列。 

材料与方法： 

收集我院行颈部 MRI检查（SIEMENS Avanto 1.5T）并有阳性病变的患者 17例，除常规行

T2WI、T1WI+FS增强外，采用 SS-EPI-DWI及 RESOLVE序列行 DWI扫描，b值均为 0 及 800 

s/mm
2
。由 2名主任医师采用双盲法在 Synge MR工作站上对图像质量进行评估，评分标准：1

分：图像伪影严重、变形明显、解剖结构无法识别、SNR极低，无法显示病变；2分：图像伪

影较多、轻度变形、解剖结构模糊，可识别大的病灶（大于 5cm）；3分：图像有伪影、有变

形，可识别较大病灶（2～5cm），但无法显示 T1WI增强及 T2WI所见短径小于 1cm的淋巴结；

4分：图像伪影、变形很轻，对 T1WI增强及 T2WI见到的病变均能显示；5分：图像质量极

好，无伪影及变形，解剖结构层次清楚，病变显示清晰。评分≥3分认为符合诊断要求，≥4

分认为图像质量满意，计算合格率和满意率，并比较两种 DWI图像的的差异。采用一致性检验

分析对两者主观评分进行一致性分析，kappa＞0.4认为存在一致性。 

结果和讨论： 

RESOLVE序列和 SS-EPI序列的评分分布见表 1，合格率分别为 94.1%（16/17）、58.8

（10/17）(P =0.039），满意率分别为 94.1%（16/17）、17.6（3/17）(P =0.000），均匀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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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学差异（见图 1）。通过一致性检验提示两者图形质量评分无一致性（Kappa=-0.028）。结

果显示 RESOLVE序列 DWI图像质量明显优于 SS-EPI序列（图 2）。 

结论： 

颈部 DWI检查中，RESOLVE 序列对颈部正常解剖结构及病变的显示优于 SS-EPI-DWI序列，为

临床影像诊断提供一种更为优化的颈部 DWI成像序列。 

 

 
EP-3294 

分析比较不同设备在肺动脉成像图像质量 

和辐射剂量上的区别 

 
陈锴元 

广东省人民医院 510100 

 

目的 比较肺动脉 CT血管造影（CTPA）成像中，西门子双源 CT、飞利浦 128排（256层）螺旋

CT及美国 GE 64排螺旋 CT 扫描下，图像成像质量及辐射剂量的差异。 

资料与方法 我院 2017年上半年临床拟诊为肺动脉栓塞的 501例患者，以 BMI=22~24 kg/m
2
为

标准，各选出体重指数和年龄匹配的 3组不同受检者，每组 20例。由 2名医师对图像质量进

行 5级评分及信噪比（SNR）比较，并比较各组 CT容积剂量指数（CTDIvol）、剂量长度乘积

（DLP）及有效剂量（ED）。 

结果 飞利浦 128排 CTDIvol 最小，其次为西门子双源 CT，最后是 GE64排；DLP和 ED 最小的

是西门子双源 CT，最后是 GE64排。 3种设备对肺动脉不同部位图像质量主观评分和 SNR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3种设备扫描得到的图像质量无明显差异，西门子双源 CT的辐射剂量稍低于飞利浦 128

排（256层）CT，GE 64排 CT辐射剂量最大。 

 

 
EP-3295 

双源 CT 头颈部 CTA 扫描参数优化的研究 

 
葛小雨 

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 300170 

 

目的：选择脑双源 CT静脉造影的最佳扫描时相及重建层厚，以获得良好的脑静脉图像。 

方法：①15 例志愿者行同层动态增强扫描，以探讨团注追踪触发技术的理论阈值。以理论阈

值为中心，将 21例志愿者随机分为 3组探讨团注追踪触发技术的应用阈值。②将扫描所获得

原始数据以 0.75mm和 1.50mm 层厚重建，比较２组层厚重建的三维血管图像质量，进行统计分

析。 

结果：触发阈值 100HU组，靶血管全程显示良好；采用 0.75mm层厚重建的三维血管图像质量

优于 1.50mm层厚（Ｐ＜0.05）。 

结论：采用 100HU阈值进行静脉触发扫描和 0.75mm层厚重建血管可以获得良好的脑 CT静脉造

影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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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296 

大孔径 CT 不同探测器组合方式下肺内孤立性病灶 

大体肿瘤体积的比较 

 
尚东平,尹勇 

山东省肿瘤医院 250117 

 

目的 探讨大孔径 CT模拟定位轴位扫描不同探测器组合对肺内孤立性病灶大体肿瘤体积(GTV)

大小和中心点位置的影响。方法 对 15例拟行放疗的肺内孤立性病灶行自由呼吸状态下

16×1.5mm 探测器组合条件下轴位 CT扫描并勾画 GTV16，对感兴趣区序贯完成自由呼吸状态下

4×1.5mm 探测器组合轴位扫描并勾画 GTV4；在主动呼吸控制(ABC)条件下完成螺旋扫描并勾画

GTVabc；对感兴趣区完成四维 CT(4D CT)扫描，对重建图像进行最大密度投影(MIP)，并在 MIP

图像上勾画 GTVmip。结果 GTV16、GTV4大小分别为(9.87±12.24)cm
3
、

(9.50±11.19)cm
3
(t=0.89,P=0.39)，GTV16、GTV4中心点三维方向坐标值 x轴(左右方向)分别

为 3.07±6.43 、3.12±6.50(t=1.12,P=0.28)，y轴(前后方向)分别为 5.75±2.56、

5.79±2.66(t=0.70,P=0.50)，z轴(头足方向)分别为 10.80±49.00、 

10.65±49.03(t=2.05,P=0.06)，GTV中心至坐标原点的距离分别为(42.16±26.74)cm、

(42.21±26.69)cm(t=0.57,P=0.58)；GTVmip相对于 GTV16、GTV4的体积比(GTVmip/GTV16、

GTVmip/GTV4)分别为 1.58±0.41、1.64±0.57(t=0.49,P=0.63)；GTV16、GTV4相对于 GTVabc的体

积比(GTV16/GTVabc、GTV4/GTVabc)分别为 1.02±0.16、1.00±0.16(t=0.41,P=0.69）。结论 CT

模拟定位轴位扫描不同探测器组合或不同探测器宽度的 CT设备对肺内孤立性病灶 GTV 大小和

中心点位置影响不大，但探测器越宽，患者接受辐射的时间越短。 

  

 

 
EP-3297 

ADMIRE 重建技术在肾脏 CT 扫描中的应用价值探讨 

 
王楠竹,刘莉,王谦,曾宪春* 

贵州省人民医院 550002 

 

 

目的 探讨 FORCE CT实时迭代 ADMIRE重建技术在肾脏 CT扫描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临床疑肾脏患者 90例，行 FORCE CT肾脏平扫后，分别采用 FBP重建和 ADMIRE~1-5级重

建，比较六组图像的平均 CT值、噪声、SNR、CNR及图像质量的主观评分及诊断效能等。 

结果 比较六组图像显示，肾实质平均 CT值无统计学差异(p>0.05)；噪声、SNR、CNR及主观

评分间均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ADMIRE-5重建噪声最小、SNR、CNR最大。图像主观评分

ADMIRE-1和 ADMIRE-5图像评分低于 FBP，ADMIRE-2~4高于 FBP，绝对评分最高为 ADMIRE-3重

建，但六种重建图像对病变诊断效能一致。 

结论 肾脏 CT平扫结合 FORCE CT 实时迭代 ADMIRE重建技术能有效降低图像噪声及提高图像

质量，具有潜在降低扫描剂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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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298 

Model-based Iterative Reconstruction Algorithm: 

Effect on Image Quality of Abdominal-Pelvic CT with 

Different Noise Indexes 

 
Wang Mingyue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zhou university 450052 

 

To compare the effects of model-based iterative reconstruction (MBIR), 50% 

adaptive statistical iterative reconstruction (ASIR50%) and filtered back-

projection (FBP) algorithms on the image quality of abdominal-pelvic CT with 

different noise indexes. Methods: Ten 10 cadavers were subject to 5 abdominal-

pelvic scans on Discovery CT HD 750 with different noise indexes (NI = 8.5, 10.5, 

14.5, 20.5 and 30.5). The acquired images were reconstructed by MBIR, ASIR50% and 

FBP algorithms at a reconstruction slice thickness of 0.625mm to provide 15 

reconstruction sequences. The standard deviation (SD) of CT value of liver and 

bladder was measured in each reconstruction sequence to serve as the abdominal-

pelvic image noise. The radiation dose of images at varying NI was recorded, 

including CT dose index (CTDI) and dose length product (DLP); compared with FBP 

and ASIR50%, the noise improvement rate of MBIR was calculated by [(SDFBP-SD 

MBIR)/SDFBP × 100, (SDASiR50%-SD MBIR)/SDASiR50% × 100(SDFBP-SD MBIR)/SDFBP × 

100 or (SDASiR50%-SD MBIR)/SDASiR50%×100], respectively. Besides, the image noise 

ratio of three reconstruction algorithms at NI=10.5, 14.5, 20.5 or 30.5 and at 

NI=8.5 was calculated by SD(NI10.5~NI30.5)/SDNI8.5×100. The images obtained by 

three reconstruction algorithms with varying NI were subjectively evaluated with a 

5-point scale. Results: The radiation dose of images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NI. At the same NI, abdominal-pelvic image noise of FBP was the highest, 

while that of MBIR was the lowest. The image noise of all three reconstruction 

algorithms was increased with the elevation of NI; the rapidest and biggest 

increase was observed in FBP while the slowest and smallest increase was found in 

MBIR. The noise improvement rate of MBIR from FBP was greater than that from 

ASIR50%. The abdominal-pelvic image noise ratio at NI=10.5, 14.5, 20.5 or 30.5 and 

at NI=8.5 was lowest in MBIR and equivalent in FBP and ASIR50%,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FBP or ASIR50% and MBIR was increased with the elevation of NI. As NI was 

increased, the subjective score of three reconstruction algorithms was decreased; 

at single NI, the subjective score of the same part was MBIR＞ASiR50%＞FBP; at 

NI=14.5, the subjective score of abdominal-pelvic images by MBIR was >3.0, but 

that by ASiR50% and FBP was <3.0. Conclusion: With the increase of NI, MBIR has 

the lowest SD variation rate, showing a little dependence on NI; compared with 

ASIR50% and FBP, MBIR can provide images with the subjective score >3.0 at a 1/2 

radiation dose. Therefore, MBIR is more effective than ASIR50% and FBP in 

low/middle-dose abdominal-pelvic CT s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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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299 

探讨膝关节前交叉韧带术后骨道的扫描方式 

 
李佳珍,赵强,张艳,许佳佳 

北医三院 100191 

 

目的 研究 MRI膝关节前交叉韧带术后骨道显示的最佳扫描方式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00例膝关节前交叉韧带术后骨道 MRI 图像。每位受检者都按两种不同方式

进行扫描。第一组：正冠位扫描，在矢状位上扫描线垂直于胫骨平台。第二组：斜冠位扫描，

在矢状位上扫描线平行于术后重建的前交叉韧带。观察两组 MRI图像的骨道显示情况, 将骨道

图像分为部分显示、全部显示、不显示三种, 最后将统计出的数据进行分析。 

结果:第一种扫描方式全部显示 2 例(2/ 100)、部分显示 97 例(97/ 100)、不显示 1 例

(1/100);第二种扫描方式全部显示 95 例(95/100)、部分显示 5 例(5/100)、不显示 0 例

(0/100)。 

结论:两种扫描方式前交叉韧带的显示程度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 <0 .01), 第二种扫描方式对

前交叉韧带术后骨道的显示情况良好, 是一种较为理想的扫描方式, 能显著提高前交叉韧带术

后骨道的显示率。 

 

 
EP-3300 

背景抑制扩散加权成像在盆腔肿瘤病变中研究进展 

 
单述,孟令平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金山分院(上海市金山区中心医院) 201500 

 

背景抑制磁共振扩散加权成像（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 with background 

suppression，DWIBS）是在传统扩散加权成像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一种新的成像方法，可以在

自由呼吸状态下完成全身大范围的扩散加权成像扫描，通过后处理技术，可三维重建图像，多

角度观察病变，利用黑-白翻转技术所得到的图像可达到类 PET效果，能够直观、清楚地显示

病变大小、形态，对于恶性肿瘤及其并发的淋巴结转移及腹膜种植转移的情况也可以较清晰的

反映出来.背景抑制成像（DWIBS） 最早是由日本学者开发的 DWI 新技术，其核心技术包括:

单次激发平面回波成像技术, 短 T1反转恢复序列和敏感编码技术获得不受呼吸的限制的 DWI 

影像，将 DWI 得以应用在全身检查，甚至包括急诊外伤性损伤筛查
.
DWIBS 突出病变区域的弥

散加权对比，可以有较明显的信号差异，大大提高了病变组织、尤其是恶性肿瘤及转移瘤的检

出率。结合常规 MR检查序列，对病灶形态的反映更为准确直观，由于不受患者呼吸运动的干

扰，并且检查时间较快，MR-DWIBS可以应用到全身的检查当中。近年来，DWI及 DWIBS被越来

越多的应用到了 MR的检查序列当中，但对于盆腔肿瘤筛查，虽说可以直接观察病变的位置、

形态及轮廓，但也有一定的局限性，比如正常组织小肠及其内容物、子宫内膜、卵巢等，在

DWIBS源图像上都表现出高信号，与病灶和淋巴结的信号相似，因此该技术的应用仍然需要与

常规 T1WI、T2WI及 CT相结合，才能对盆腔肿瘤做出较为准确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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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301 

Application of spectral monochromatic imaging and 

adaptive statistical iterative reconstruction (ASIR) 

combined with automatic spectral imaging mode 

selection for individually reducing radiation and 

iodine contrast dose in computed tomographic 

enterograph 

 
Hongran Liu,Li Xin,Yang Ming,Han Ping 

Union Hospital，Tongji Medical College，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 Wuhan， 

Hubei， China 430022 

 

To investigate the image quality and feasibility of using monochromatic imaging 

and adaptive statistical iterative reconstruction (ASIR) combined with GSI Assist 

for individually reducing radiation and iodine contrast dose in CT enterography . 

METHOD AND MATERIALS 

104 patients with proven or suspected small intestinal disease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four groups: group A (n=27) and group B (n=22) were scanned with 

conventional 120 kVp polychromatic imaging for noise index (NI) of 10 with FBP 

reconstruction and 450mgI/kg for group A, 300mgI/kg for group B; group C (n=27) 

and group D (n=28) were scanned by using GSI mode combined with GSI Assist for 

noise index (NI) of 10 (group C) and 13 (group D) with 300mgI/kg. Regions of 

interests were drawn in distance ileum wall and nearby intestinal lumen, optimal 

keV were generated by GSI viewer automaticly. GSI groups were reconstructed at 

average optimal keV with 50%ASIR. Quantitative parameters (CT values, standard 

deviation (SD) of portal vein, paraspinal muscle and fat, SNR, CNR) were measured 

and image quality were qualitatively assessed by two blinded and independent 

readers. 

Results 

The range of the optimal keV of the group C and D were 57-64keV. The CT values in 

group A, C and D ha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nd higher than group B; As for 

the image noise, group A and B show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t, and was higher 

than group D, image noise in group C was the least; The SNR and CNR of group D 

were higher than 120kvp groups; For the Image assessment, group A and D provided 

similar image quality, and lower than group C.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mong the group A, B and C in CTDIvol and DLP, but the group D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e CTDIvol, DLP and ED were reduced by 35.08%, 35.22% and 

35.18%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The use of monochromatic imaging at 60kev and 50%ASIR combined with GSI Assist can 

individually reduce radiation and iodine dose without decreasing image quality in 

CT enter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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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302 

孤立性肺结节能谱及灌注成像参数相关性研究 

 
王素雅,高剑波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 探讨孤立性肺结节能谱及灌注成像参数之间的相关性。方法 收集 47例肺结节患者，

采用一站式能谱及灌注成像（GSI Perfusion）技术扫描，获得能谱及灌注图像。应用

Perfusion 4-body tumor软件测量肺内病灶灌注参数血容积（BV）、血流量（BF）、表面通

透性（PS)及平均通过时间（MTT）。选择延迟 30s、60s（对应第 12-pass、第 27-pass 动态扫

描）作为动脉期及静脉期,测量并计算病灶碘浓度（IC）及标准碘浓度(NIC)。采用 SPSS17.0

软件包将灌注参数 BV、BF、PS与能谱参数 IC、NIC做相关性分析。结果 动、静脉两期 IC、

NIC与 BV、BF、PS均呈正相关（P均＜0.05）；动脉期 IC、NIC与 MTT呈负相关（P均＜

0.05），静脉期 IC、NIC与 MTT无相关性（P均＞0.05）。结论 CT能谱参数与 CT灌注参数具

有较好相关性，可以作为反映孤立性肺结节血供的指标。 

  

 

 
EP-3303 

头颅柔性线圈与硬质线圈成像质量的比较研究 

 
谭文莉,詹松华,陈义磊,黄炎文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201203 

 

目的: 通过与头颅 16通道（HNC16）、24通道硬质线圈（HC24）比较，确定头颅 14通道柔性

磁共振线圈（AHC14）的成像效果。方法: 首先对三个线圈进行物理测试，之后招募 10例正常

健康志愿者，分别采用同一磁共振仪、同一成像序列，先后采用 AHC14、HC24、HNC16进行头

颅成像，成像序列包括横断位 T1WI、T2WI、和弥散加权成像。对图像质量进行主观评分，测

量及计算图像信噪比，并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在 T1WI、T2WI图像中，AHC14线圈图像信

噪比高于 HC24线圈、HNC16 线圈，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 DWI图像中，AHC14、

HC24线圈图像信噪比相仿，均高于 HNC16线圈。在图像的主观评分方面，T2WI、DWI图像评分

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AHC14柔性线圈可获得与 HC24硬质线圈相同的图像质量，

可进行临床常规头颅磁共振检查。 

  

 

 
EP-3304 

冠脉联合肾上腺增强扫描在 Revolution 上初步探讨 

 
李莹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00 

 

目的 探讨 Revolution CT宽体探测器在冠脉联合肾上腺增强扫描中应用的可行性。 

方法：前瞻性收集因病情需要行 CCTA及肾上腺增强扫描的 75例高血压伴冠心病患者，采用一

站式前瞻性心电门控扫描联合上腹部肾上腺增强扫描。测量并计算图像的客观评价指标[主动

脉根部（AS）、左冠主干（LMA）、前降支近段（LAD-p）、左回旋支近段（LCX-p）及右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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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RCA-p）的 CT值、噪声、SNR及 CNR；双侧肾上腺的 CT值、CNR及 SNR]及辐射剂量，主观

评价冠状动脉可判读节段数百分比（美国心脏学会 15分段以 4分法进行评价，≤3为可判

读）及肾上腺图像质量（5 分制，≧3分及以上符合临床诊断需）。结果 冠脉 AS、LMA、LAD-

p、LCX-p和 RCA-p的 CT 值分别是（443.9±84.9）HU、（421.1±92.5）HU、

（410.8±88.1）HU、（401.7±86.5）HU和（418.9±92.2）HU；图像噪声 SD、SNR、CNR分

别为 32.3±5.9、14.1±2.9 和 17.2±3.4。全组共 925段冠状动脉纳入被评价范围，其中

67.6%（625/925）图像优秀，21.8%（202/925）图像质量良好，9.2%（85/925）图像质量中

等，1.4%（13/925）图像质量差。75例高血压患者中 68例图像满足诊断，其中 9例具有肾上

腺结节，13例伴有肾上腺增粗，另有 7例图像质量较差。总对比剂用量为 32-79ml，平均

（56±10）ml。冠脉及肾上腺增强 CTDI分别是（9.73±3.28）mGy、（9.30±2.88）mGy；DLP

分别为（152.06±52.10）mGycm、（165.34±51.39）mGycm。结论 Revolution CT宽体探测

器在冠脉联合肾上腺增强扫描中均可获得较高质量的冠脉及肾上腺图像，对比剂用量和患者的

辐射剂量均较低。 

  

 

 
EP-3305 

核磁三维成像对颈动脉狭窄的介入治疗的指导意义 

 
姚嫣群

1,2
,赵瑞峰

2
,吕晋浩

2
,郭豪斐

1,2
 

1.山西医科大学 

2.山西晋城煤业集团总医院 

 

目的 

探讨核磁三维成像对指导颈动脉狭窄介入治疗的临床意义。 

材料和方法 

回顾性纳入我中心经ＭＲＩ确诊的颈动脉闭塞患者 2名，患者已行常规 MRI扫描、磁共振三维

血管成像技术（Three Dimens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Angiography, 3D MRA）、高分辨磁

共振（HRMRI），有两名高年资神经影像医师进行读片，诊断。 

结果 

其中一个患者右侧颈内动脉全程闭塞，管腔内有血栓形成；另一个患者右侧颈内动脉粗细不

均，部分节段瘤样扩张，病变节段可见“双枪征”，伴壁间血肿形成，考虑夹层动脉瘤可能性

大。行介入治疗后均可证实，并为介入治疗提供了帮助。 

结论 

三维高分辨磁共振管壁成像不仅能够对血管形态进行重建，而且可以判断斑块性质，了解斑块

成分，为介入治疗策略提供路图及相关风险评估。并且能够减少术者及患者的辐射照射量，从

而使手术进行的更加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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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306 

门控扫描技术在颅内动脉瘤 CTA 扫描方法中的应用研究 

 
张婷婷,陈旭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100050 

 

目的:探讨利用门控技术进行头颅 CTA扫描，一个周期中不同相位颅内动脉瘤的体积及形态变

化与破裂因素的相关性研究。 

方法:对 2011年 11月到 2013 年 4月间 6例怀疑颅内血管瘤患者行头颅 CTA检查。其中有蛛网

膜出血者 3例，未破囊性动脉瘤 3例。此 6例患者之后均经手术认证。头颅 CTA检查中加门控

检测技术，之后将原始数据分为 10个时相。在 GE ADW4.4 工作站分别按每个时相对动脉瘤的

体积等影像学因素进行测量，并计算出各时相与第一时相的变化率。分析 2组病例个影像学特

征的差异。 

结果：未破裂组动脉瘤瘤体体积随不同时相发生规律性变化，破裂组动脉瘤瘤体体积变化不规

律，两者之间有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动脉瘤破裂主要因素为血管内皮受损，血流动力学改变。因此较易破裂的动脉瘤其血管

顺应性更差，不能自然收缩舒张。通过门控扫描，可判断瘤体的变化与搏动周期的符合情况，

以进一步判断动脉瘤的破裂风险。 

  

 

 
EP-3307 

前置 ASiR-V 在低剂量肺结节筛检中应用价值的体膜研究 

 
王素雅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比较不同权重前置前置 ASiR-V对不同性质、不同大小肺部结节的检出效能。方法：在

胸部体膜中置入模拟结节，直径为 3mm、5mm、8mm、10mm 的实性结节、亚实性结节及磨玻璃结

节，采用不同扫描条件进行扫描（100kVp,NI:15,前置 ASiR-V权重 0%、10%、30%、50%、

70%、90%），比较扫描辐射剂量、结节的主观评分及客观评分。结果：随着前置 ASiR-V权重

的增加，扫描剂量依次减低：1.16mSv、0.95mSv、0.64mSv、0.38mSv、0.20mSv、0.09mSv；所

有组图像噪声无显著差异，SNR、CNR无显著差异，客观评分于 50%时开始降低，90%时 3mm磨

玻璃结节已无法显示，所有扫描条件 5mmm磨玻璃结节均可以检出。结论：前置 ASiR-V的应用

可以明显降低肺结节筛检的辐射剂量，可根据结节大小及性质选择优化的个体化扫描及随访方

案。 

 

 
EP-3308 

CTC 结合后处理技术对结肠病变的诊断价值 

 
李刚 

上海市东方医院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 200120 

 

目的：分析 CT结肠造影（CTC）及其后处理技术在诊断结肠病变中的应用价值。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2433 

 

方法：收集我院 32例已完成电子结肠镜检查的患者，采用西门子双源 CT机进行 CTC扫描，扫

描前患者清肠，经直肠注入气体直至耐受，约 1000—1500ml，采用仰卧位和俯卧位平扫以及

全腹三期增强扫描（2-3ml/s；60-70ml）。将 CT 扫描后数据传输至工作站调入 Colon 菜单下

进行后处理，以获取多平面重建（MPR）、结肠仿真内镜（CTVC）、表面遮盖显示（SSD）、透

明法（Raysum）和管腔展开图像，将其数据与结肠镜结果进行对比分析。 

结果：32例中有 3例正常结肠，其他 29例患者共检出 15枚结肠息肉，18例结肠癌和 5例结

肠炎性病变。对这 3种类型病变的检出率，MPR分别为 73.3%、93.3%和 66.7%；CTVC分别为

80%、86.7%和 53.3%；SSD分别为 26.7%、60%和 20%；透明显示分别为 33.3%、60%和 20%；管

腔展开技术分别为 86.7%、93.3%和 86.7%。CTC结合后处理技术对直径 6 mm以上的息肉、3mm

以上的管腔狭窄能较好的满足临床诊断需要。 

结论：CTC及其后处理技术能良好的显示结肠疾病，可作为结肠疾病常规的筛查手段，应得到

更广泛的应用。 

 

 

EP-3309 

浅谈钼铑双靶乳腺数字 X 线机跟腱摄影体会 

 
彭松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410013 

 

目的：评价采用传统 DR与钼铑双靶乳腺数字 X线机拍摄的跟腱影像，比较两种设备影像质

量，尝试获取钼铑双靶乳腺数字 X线机拍摄跟腱的经验。 

方法：100例重症高胆固醇血症入组病人按照日本大冢制药研发（北京）有限公司跟腱 X线测

量标准协议采用传统 DR、钼靶与钼滤过、铑靶与铑滤过三种方式摄片，传统 DR摄片条件：

50KV，5mAs，SID:120cm；乳腺数字 X线机两种方式摄片条件均为：30KV，5mAs，SID：50cm。

5名高年资放射科技师对三组影像进行分析，按不显示、显示、显示清楚三种等级为跟腱显示

情况投票，当意见不一致时，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进行统计。 

结果：传统 DR组：不显示：10例，显示：55例，显示清楚：35例；钼靶与钼滤过组：不显

示：0例，显示：45例，显示清楚：55例；铑靶与铑滤过组：不显示：0例，显示：40 例，

显示清楚：60例，传统 DR 组与乳腺数字 X线机的钼靶与钼滤过、铑靶与铑滤过两组评价意见

经统计学处理，差异有非常显著性意义（p<0.001），乳腺数字 X线机的钼靶与钼滤过、铑靶

与铑滤过两组评价意见经统计学处理没有差异。 

结论：钼铑双靶乳腺数字 X线机拍摄跟腱获取的图像质量比传统的 DR获取的图像质量要优

异，可以作为跟腱数字 X线摄影的首选方法。 

 

 

 

EP-3310 

3D-FIESTA-c 序列平扫在 LDH 压迫腰骶神经根成像中 

的初步研究 

 
闫海龙,韩东明 

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453100 

 

目的 探讨 3D-FIESTA-c序列平扫在 LDH压迫腰骶神经根成像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分析 20例椎间盘突出患者腰骶脊神经根 3D-FIESTA-c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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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在 3D-FIESTA-c图像上，所有病例脊神经根表现为高信号包绕的低信号线条影；马尾神

经清晰显示，呈低信号。66.7％的椎间盘突出单根神经根受累，16.7％的椎间盘突出 2 根神经

根同时受累，6.7％的椎间盘突出多根神经根受累；9.9％的椎间盘突出仅见硬膜囊受压。 

结论 3D-FIESTA-c序列平扫能直观显示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腰骶神经根走形及受压情况。 

 

 

EP-3311 

第二代双源 CT 大螺距扫描联合智能调制技术及迭代重建技术

在急诊主动脉夹层成像中的应用价值 

 
蒲进,夏春潮,李真林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610041 

 

【摘要】 目的  探讨第二代双源 CT大螺距扫描联合智能调制技术及迭代重建技术在急诊主

动脉夹层成像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纳入拟行 CT主动脉夹层成像的急诊患者 40例，按数字表

法分为 2组，常规组与对照组各 20例，常规组行双能量扫描，对照组行大螺距联合智能调制

技术及迭代重建技术扫描。测量主动脉各节段的 CT值、噪声，计算主动脉平均 CT值、平均噪

声、信噪比、对比噪声比。记录扫描时间、长度及辐射剂量，对图像整体质量进行评分并进行

统计学分析。结果 40例患者均成功完成 CT主动脉夹层成像。常规组与对照组的图像整体质

量无差异（t=1.283，P＞0.05）。常规组主动脉平均 CT值（430.16±95.00）HU、平均噪声

（34.13±20.61）HU均高于对照组（420.61±44.60）HU、（20.36±5.26）HU，但 SNR、CNR

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1.042，P＜0.05；t=-15.924,P＜0.05；t=8.530,P＜

0.05；t=11.495，P＜0.05）。常规组主动脉根部图像质量较对照组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x2
=22.556，P＜0.05）；常规组辐射剂量（10.59±3.89）mSv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6.39±0.81）mSv，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12.327，P＜0.05）；2组扫描长度无差异

（t=0.440，P＞0.05），但扫描时间上具有差异（t=-30.662，P＜0.05），对照组扫描时间更

短。结论 双源 CT大螺距扫描联合智能调制技术及迭代重建技术可缩短扫描时间，保证图像整

体质量，降低辐射剂量，较常规扫描方式更适用于急诊 CT主动脉夹层扫描。 

 

 

 
EP-3312 

双源 CT 大螺距回顾性扫描联合智能调制技术及迭代重建技术

在急诊胸痛三联征成像中的应用价值 

 
蒲进,夏春潮,李真林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610041 

 

目的 探讨双源 CT大螺距回顾性扫描联合智能调制技术及迭代重建技术在急诊胸痛三联征成

像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连续纳入 2016年 7月-2017年 7月行急诊 CT胸痛三联征成像患者 40例，按数字表法分

为常规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20例。常规组行常规 CT胸痛序列成像，对照组行大螺距回顾性扫

描联合智能调制技术及迭代重建技术成像。测量主动脉及肺动脉各节段的 CT值和噪声，脊柱

旁肌肉的 CT值及背景空气的噪声。计算每位患者主动脉及肺动脉的平均 CT值、平均噪声、信

噪比、对比噪声比、有效辐射剂量，对图像整体质量进行评分评价并进行统计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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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40例患者均成功完成扫描。常规组与对照组的图像整体质量无显著差异

（t=1.118,P=0.265）。常规组肺动脉的平均 CT值（414.13±109.04）HU、信噪比

（14.94±4.19）、对比噪声比（32.23±9.38）均低于对照组对应的（500.19±68.20）HU、

（22.65±2.96）、（49.16±6.25），常规组平均噪声(30.66±4.14)HU 高于对照组

（25.70±7.28）HU，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常规组主动脉平均 CT值

（426.37±117.80）HU和平均噪声（19.48±3.98）HU均高于对照组（405.00±52.70）HU、

（14.38±2.31）HU，常规组信噪比（22.51±4.72）及对比噪声比（35.28±11.13)均低于对

照组（29.83±6.80）、（43.82±9.7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常规组有效辐射

剂量（9.35±5.38）mSv显著高于对照组（2.90±0.35）mSv，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 双源 CT大螺距回顾性扫描联合智能调制技术及迭代重建技术可保证急诊胸痛三联征成

像质量，同时大幅降低辐射剂量，可作为急诊胸痛三联征成像的常规扫描模式。 

 

 

 
EP-3313 

能谱 CT 单能量成像结合前瞻式心电门控低对比剂 

在胸痛三联一站式扫描中的临床应用研究 

 
杨祺,陈晓侠,贾永军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712000 

 

目的：探讨能谱 CT 单能量成像结合低浓度对比剂对胸痛三联血管造影图像质量和辐射剂量的

影响。 

方法：对 40例心率≤70次/分急性胸痛患者随机分成 A、B两组（每组 20例）做一站式 CTA。

A组采用前瞻性心电门控能谱扫描模式作一站式 CTA血管成像。采用双相对比剂注射，第一阶

段以 3.5-4.0ml/s流率注射对比剂（碘海醇 300mg I/m L），用量为 0.8ml/kg, 后期注射速度

减为 3.0ml/s，总量为 15ml，后续注射 30ml生理盐水。B组采用回顾性心电门控，管电压

120kVp，管电流 600mA，采用双相对比剂注射，第一阶段以 5ml/s流率注射对比剂（碘海醇

350mg I/m L），用量为 0.8ml/kg, 后期注射速度减为 3.0ml/s，总量为 30ml，后续注射 30ml

生理盐水，对比剂追踪自动激发。 A组重建 65keV，0.625mm，60%ASiR单能量图像，B组重建

0.625mm，40%ASiR图像，采用多种图像重建技术显示肺动脉、胸主动脉及冠状动脉，由 2名

资深放射科医师对两组图像质量进行双盲法 4分制主观评分；计算冠状动脉、肺动脉及胸主动

脉的信噪比（SNR）、对比噪声比（CNR）均值。对所得数据资料进行独立样本 t检验比较两组

图像 CT值、SNR、CNR、主观评分、辐射剂量。 

结果：A、B两组病人一般资料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位医师对两组冠状动脉图像评价结

果一致性较好（Kappa 值均>0.800）。两组图像的 CT值、SNR、CNR、主观评分，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 两组患者的辐射剂量进行统计，所得实验组的有效辐射剂量较对照组明

显减低(8.00mSv vs. 21.35mSv, p<0.05）。两组的造影剂用量实验组明显较对照组减低

（p<0.05）。 

结论：能谱 CT胸痛三联一站式血管成像单能量图像在获得与常规扫描相同的图像质量同时可

降低患者辐射剂量和对比剂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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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314 

宝石能谱 CT 单能量成像技术在消除胸部经皮穿刺中 

穿刺针金属伪影的研究 

 
张中旭,曹丽娜,秦涛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712000 

 

【摘要】目的  探究能谱宝石 CT单能量（Mono）成像技术在消除胸部穿刺活检穿刺针金属伪

影的临床价值。方法 收集我院 2016年至 2017年共 40例胸部经皮穿刺活检下的病人行能谱扫

描（GSI）。扫描后获得图像传输到 AW4.6工作站，重建单能量图像，含 60~140keV共 91个单

能量（Mono）图像，并以 10keV为间隔重建 9组单能量（Mono）图像，用能谱分析软件（GSI 

Viewer）进行分析。客观评价：选择穿刺针穿入病灶组织内的横断图像，在穿刺针条形伪影区

及距穿刺针 1cm处各画 1个 ROI，测量每个 ROI的 SD值（Standard Deviationg，SD），分别

计算伪影指数（artifacts index，AI）。主观评价：2位中级职称的放射科医师对常规扫描

图像图像、40~140keV单能量图像行双盲法主观评分。评分方法：根据伪影对图像质量影响程

度予以记 3、2、1、0分。3分为图像质量好，基本无伪影，穿刺针及邻近病灶组织显示清

楚；2分为图像质量尚可，可区分穿刺针与邻近病灶组织的关系；1分为图像质量差，伪影较

重，尚能观察到穿刺针的位置及与邻近病灶的关系，0分为图像无法观察，伪影重，无法定位

穿刺针的位置及与邻近病灶的关系。结果：1.客观评价：单能量（Mono）图像中 AI随 keV的

增高而减低。在 20例中最大 AI为 70~100，均在 40keV时出现；最小的 AI为 17~30，出现在

100keV~140keV，且在 120keV~140keV 时 AI变化不大，都趋于最低。2.主观评价：随着 keV的

增加，图像伪影减少，但穿刺针与邻近病变组织的对比度降低，穿刺针横径变细；主观评分逐

渐增高，在 120keV时出现反折，逐渐降低。结论：宝石 CT能谱扫描在胸部穿刺活检中能显著

减少穿刺针的金属伪影，提高穿刺活检的准确性，具有较高的临床价值，且在 120 keV为最佳

单能量点。 

 

 

 

EP-3315 

3TMRI 波谱成像在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的诊断价值 

 
李权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武汉儿童医院 430015 

 

一、目的：新生儿缺血缺氧性脑病(hypoxieisehemieeneephalopa-hty,IHE)常引起儿童永久性

神经功能障碍,给社会和家庭造成巨大的负担。H一 MRS能早期地从分子水平上反映缺氧缺血

脑组织的损伤及程度,评估预后。本文采用’H一 MRS技术研究 IHE患儿早期脑代谢物的变化

研究其在诊断的作用。通过探讨氢质子磁共振波谱成像与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代谢变化的关

系,以评估其在诊断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的应用价值。 

二、材料与方法：2015-2016 收集我院 2年间经临床确诊为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的足月早产

新生儿共 60例为实验组,随机抽出同期在我院产科出生健康的新生儿共 30人,为对照组。 

三、结果： 实验组的中、重度 IHE患儿呈现 NAA:比值显降低,证明 NAA峰的降低或提示神经

元缺失及不可逆性脑损伤,与疾病的严重程度相关 s[]。有些研究报道 IHE患儿的 Cho/Cr水平

明显升高,这是由于脑细胞膜上的磷脂分解破坏,并释放出游离 Cho,引起 Cho波峰上升。Cho波

峰的增加还提示活动性脱髓鞘和神经组织的脱髓鞘有关。①新生儿缺血缺氧性脑病早期可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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颅内基底节 NAA/Cr、Lac/Cr、GLx/Cr化合物的改变,且病变越重,相关的改变越明显。②新生

儿缺血缺氧性脑病各代谢物的改变与预后高度相关。 

四、结论：HIE患儿的 HMRS 最典型的表现为出现特征性的 LaC双峰,且神经运动发育的结果和

aLC水平呈负相关,HIE足月儿的 HMRS结果也表明了,在基底节与丘脑区,aLc/Cr和 IHE 的严重

程度及长期神经学发育结果有很强的相关性。氢质子磁共振波谱对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的临

床诊断具有重要临床意义,而且无创伤及辐射值得深入研究及推广。 

  

 

 
EP-3316 

探讨 4% 钡剂浓度左心房及肺静脉同步食管 CT  

血管成像临床价值 

 
严伟杰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610041 

 

 

心房-食管瘘是心房颤动介入及心脏外科手术射频消融治疗中少见但严重的并发症 ，伴有极高

的病死率。最安全有效的预防心房-食管瘘发生的方法， 应当是术前了解左心房、 肺静脉及

周围脏器解剖关系， 预防消融烧伤食管心房段。我们进行了患者术前检查并在二代双源

Flash模式下左心房及肺静脉成像同时引入食管吞钡造影，检测食管和左心房的成像。 

方法：60例左心房及肺静脉成像 同步进行食管联合造影， 即注射造影剂的同时食管吞入配

制好的 4%浓度钡剂（5g钡剂,120ml水,钡剂质量用电子秤测量，水用 100ml量筒测量） 取配

制好的溶液 25ml，让患者含在口里，吞咽指令发出后进行吞咽，以观察食管走形和左心房的

关系。扫描均采用双源 DefintionFlash CT 扫描仪，扫描范围气管隆突至心脏隔面。采用非离

子造影剂碘帕醇 370mgI/ml。采用高压注射器。扫描参数：层厚 0.75mm，FOV150-180mm。管电

压 120kv，电流 120mAs,造影剂：5ml/s20ml盐水+4ml/s35ml+3.5ml/s30ml混合液（50%造影剂

和 50%盐水）+4ml/s20ml盐水。应用造影示踪法，在左房层面选择兴趣区检测 ct值当其内达

到 100HU时，使用吞咽指令，在无闭气情况下进行心脏扫描。 

根据食管心房后壁段与上下 PV 的关系将食管走形，进行主观和客观因素评价。 

结果：60例患者中成功 50 例，成功率达到 83%。成功 50例在 25ml钡剂下，食管充盈完美，

很清楚的观察食管走形和左心房的关系。成功 50例中图像在进行射频消融术中均能顺利融

合，清楚的显示食管，左心房，肺静脉三者之间的关系。 

结论：在 Flash模式下 25ml（4%钡剂浓度）左心房及肺静脉同步食管 CT 血管成像，在利用

融合影像学技术在射频消融术中指导解剖位，提高手术安全性。 

 

 
EP-3317 

基于胸部体模扫描探讨 70KV、前置 ASIR-V 在不同 NI 

下对 CT 图像质量、辐射剂量的影响 

 
丁婕,杨利莉,曹永佩 

宁夏人民医院 750021 

 

【摘要】目的:在 70KV、不同百分比自适应迭代重建技术（adaptive statistical iterative 

reconstruction，Veo，ASIＲ-V) 下，探究在不同噪声指数( noise index，NI) 设定下对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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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体模 CT 扫描图像质量的影响，探索在低剂量、保证图像质量的前提合适的 NI 、前置

ASIR-V范围。方法：在 GE Revolution CT 用 70KV，自动管电流（10-500mA），不同百分比前

置 ASIR-V（20%、40%、60%）行胸部体模 CT 扫描，NI 预设为 6、8、10、12、14、16、18、

20、25、30、35。扫描方式:16cm 宽体轴扫；SFOV: Ped Body；扫描速度：0.28 秒；扫描层厚: 

标准窗 5mm;重建（肺窗/纵膈窗）:1.25mm。由 2 位放射科医师采用分别对体模标准窗、肺窗

图像质量进行主观评分( ＜ 3 分，不能诊断; 4分，良; 5 分，优) 。测量自制肺标本体模

水带 SD值。记录各组 CT 容积剂量指数( CT does index volume，CTDIvol) 。结果：随着 NI 

的升高，图像噪声增大，图像主观评分下降；随着前置迭代 ASIR-V百分比的升高，辐射剂量

明显降低；当 NI≧30 时，60%Asir-v扫描下辐射剂量不再随 NI的增大而降低。NI=10~18，三

组迭代图像质量主观评分均在 4分以上，6≧NI≦25 三组迭代图像均满足诊断。NI = 30 时，

40%、60%Asir-v的图像仍可满足诊断且剂量最低。NI=6~35 时三组前置 Asir-v降噪水平无统

计学差异（P=0.36>0.05）。结论：在 70KV，6≧NI≦25,20%、40%、60%ASIＲ-V迭代图像均满

足诊断。NI在 10~18范围时，随着 NI的增大辐射剂量逐渐降低且可保证良好的图像质量。前

置 ASIR-V随百分比的增高辐射剂量显著降低噪声无明显变化。 

  

 

 
EP-3318 

自由呼吸状态下的不同扫描触发模式的 One beat CCTA 

检查的对照研究 

 
李念云,王庆国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人民医院 200080 

 

 

        

目的：探讨自由呼吸状态下的不同扫描模式的 One beat CCTA检查的对照研究 

方法：198例患者行自由呼吸状态下的 CCTA检查，采用 GE revolution CT，扫描参数： 管电

压为 100kVp，管电流为 smart mA，探测器宽度为 14cm，对比剂为优维显（370mgI/ml），对

比剂注射速率为 25mgI/kg/s, 持续注入时间为 12s，采用智能跟踪（smart prep)技术选取升

主动脉动脉为 ROC监测点，A组为阈值 70HU延时 9.9S触发扫描延时,B组为阈值 300HU 触发扫

描。由高年资放射科医师对三支冠状动脉（RCA，LAD，LCX）按 5分制进行主观评分，比较两

组图像噪声、信噪比和冠状动脉主观评分。 

结果：两组间 RCA、LAD和 LCX的主观评价得分无统计学差异（all P values＞0.05）。A组

的图像信噪比平均值为 14.59，B组为 12.97，两组间具有统计学差异（P=0.002）。A、B两组

的图像噪声无统计学差异（P=0.15）。A组主动脉平均 CT 值为 521.18±111.71，B组为

454.32±52.35HU，两组具有统计学差异（P＜0.01）。 

结论：自由呼吸状态下阈值 70HU延时 9.9S触发扫描方案较阈值 300HU即可触发扫描提高了冠

状动脉的信噪比和强化程度。 

临床应用：自由呼吸状态下阈值 70HU延时 9.9S触发扫描可提高图像客观质量，具有临床推广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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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319 

高级迭代重建算法在改善常规剂量上腹部 CT 图像质量的价值 

 
雷雨欣,贺太平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712000 

 

目的：探讨新一代基于模型迭代重建（MBIR）中的 stand设置、自适应统计迭代重建技术

（ASIR）在改善常规剂量上腹部 CT图像质量中的应用价值。方法：收集我院能谱 CT上腹部增

强三期扫描患者 20例，对延迟期（180s）行常规扫描:管电压 120kVp,噪声指数为 10，螺距

1.375:1，转速 0.6s/r，扫描后分别进行 FBP、40%ASIR、MBIR中的 stand重建 0.625mm薄层

图像。在三组图像上分别测量肝脏、脾脏、胰腺、双肾实质及皮下脂肪 CT值及 SD值，其中

SD值代表测量噪声，双肾实质的 CT值及 SD值分别为左右肾 CT值及 SD值的平均值，计算各

参数的信噪比（SNR）,SNR=CT 值组织/SD值组织;以皮下脂肪为背景分别计算各测量参数的对比噪

声比（CNR），CNR=（CT值组织－CT值脂肪）/SD值脂肪，与 FBP相比分别计算 40%ASIR、MBIRstand的

SD降低率和 SNR、CNR提高率,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对三组图像的 SD值、SNR、CNR进行统计分

析，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由两名有经验的医师采用 5级制对三组图像质量进行双盲法主

观评分，利用 Kappa检验比较两位观察主观评分的一致性。结果：FBP、ASIR、MBIRstand三组图

像主观评分分别为 3.12±1.03, 4.08±1.14，4.82±1.2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MBIRstand图像肝脏、脾脏、胰腺、双肾实质的 SD均低于 40%ASIR组和 FBP组，结果有统计学差

异（p＜0.05）；MBIRstand图像肝脏、脾脏、胰腺、双肾的 SNR和 CNR均较 40%ASIR组和 FBP组

提高，且 SNR、CNR在三组图像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相对于 FBP重建，新

一代基于模型迭代重建技术（MBIR）和 40%自适应统计迭代重建可以降低图像噪声并图像质

量。 

 

 

 

EP-3320 

不同对比剂注入时间对自由呼吸 CCTA 图像质量的影响以及降

低对比剂用量的可行性研究 

 
李念云,王庆国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人民医院 200080 

 

目的：自由呼吸状态下使用不同对比剂注入时间平台，评价 CCTA图像质量的影响以及降低对

比剂用量的可行性。 

方法：196例患者行自由呼吸状态下的 CCTA检查，采用 GE revolution CT扫描，扫描参数：

管电压为 100kVp，管电流为 smart mA，探测器宽度为 14cm，对比剂浓度为 370mgI/ml，注射

速率 25mgI/kg/s，A组注入时间为 12s，B组为注入时间为 9s。采用智能跟踪（smart prep)

技术，选取升主动脉根部为 ROC监测点，CT阈值 300HU触发扫描（自由呼吸状态下最短扫描

启动时间为 1.6S）。比较两组图像噪声、信噪比及左冠开口水平的主动脉 CT值。由 1 位高年

资放射科医师采用 5分制对 RCA、LAD和 LCX进行主观评分，并比较两组对比剂使用剂量。 

结果： 两组 RCA、LAD和 LCX的主观评价得分无统计学差异（all P values＞0.05）。A组的

图像信噪比平均值为 12.97，B组为 13.87，两组间具有统计学差异（P=0.02）。A、B两组的

图像噪声无统计学差异（P=0.85）。A组主动脉平均 CT值为 454.32±52.35HU，B组为

471.85±70.50，两组具有统计学差异（P=0.04）。B组降低了 25%对比剂使用剂量，图像无右

心室对比剂伪影影响，图像质量无明显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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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自由呼吸状态下对比剂持续注入时间 9S方案较常规 12S方案在保证图像质量的前提

下，降低对比剂使用剂量，减少右心房造影剂污染。 

临床应用：自由呼吸状态下对比剂持续注入时间 9S方案减少了造影剂用量，减少了右心房造

影剂污染，具有临床推广价值。 

  

 

 
EP-3321 

Auto Gating 技术在 CCTA 扫描中降低辐射剂量中的应用价值 

 
李念云,王庆国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人民医院 200080 

 

目的：探讨 Auto Gating技术 CCTA扫描中降低辐射剂量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91例患者行 CCTA检查，采用 GE revolution CT扫描，扫描参数：100kV，smart mA，

探测器宽度为 14cm，对比剂浓度为 370mgI/ml，注射速率为 25mgI/kg/s，注入时间 12s。根据

心率 Auto Gating自动选择期相进行扫描, A组（43例）心率<72bpm，采集 70～80%舒张中期

的期相,B组（22例）心率>84bpm，采集收缩末期 40～55%的期相,C组心率 73～83bpm（26

例），双时相采集，分别为 40～55%和 70～80%期相。由 1位高年资放射科医师采用 5 分法进

行主观评分。比较三组图像的噪声和信噪比。统计 A和 B组合并后平均辐射剂量和 C组平均辐

射剂量之间的差异。 

结果：三组间 RCA、LAD和 LCX的主观评价得分无统计学差异（all P values＞0.05）。三组

之间图像噪声无统计学差异（F=0.42，P=0.49）。A、B、C组的图像信噪比分别为

13.15±2.40，12.62±1.96 和 15.73±1.71，C组的图像信噪比与 A、B两组均有统计学差异

（P＜0.05）。A和 B组合并后平均辐射剂量为 1.15±0.35mSv，C组平均辐射剂量为

1.92±0.33，具有统计学差异。 

结论：Auto Gating技术在 CCTA扫描中针对不同的心率范围，自动选择最佳期相， 从而保证

CCTA扫描的成功率接近 100%，较常规双期相采集降低辐射剂量达 40%。 

 

 

 

EP-3322 

IQon Spectral CT 低对比剂注射方案行肾动脉 CTA 

的影像质量对比研究 

 
范婧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200025 

 

目的:利用 PHILIPS IQon Spectral CT 在少量对比剂下行肾动脉 CTA时应用 MonoE 40keV 和

MonoE 60keV后处理重建技术后所得的血管影像图像质量进行对比分析，探讨 IQon低对比剂

注射方案行肾动脉 CTA扫描对于肾功能不全无法进行大剂量对比剂增强 CT检查病人的临床应

用价值和技术要点。 

方法:对 50例患者均采用 120keV上腹部平扫后，统计病人身高、体重得到 BMI值并计算相应

对比剂注射量（体重>75Kg：含碘量 130 mgI/Kg；体重<=75Kg：含碘量 110mgI/Kg），进行智

能追踪监测腹腔干触发动脉期扫描和延时扫描，后进行 iDose(4)、MonoE 40keV和 Mon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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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keV后处理重建，分别对三组后处理数据的腹主动脉、左右肾动脉及其分支等方面进行统计

学分析。 

结果：MonoE 40keV和 MonoE 60keV与原始数据主观评价有显著差异，在 MonoE 60keV 图像

上，能更明显看到肾动脉及其分支血管走形；客观评价配对样本 T检验得到 MonoE 40keV 和

MonoE 60keV与 iDose(4)存在显著统计学差异(P<O．05)。 

结论：采用 IQon Spectral CT在少量对比剂下行肾动脉 CTA时应用 MonoE 40keV和 MonoE 

60keV后处理重建技术后所得的血管影像图像质量更好，可运用于临床并满足临床诊断需要，

存在显著统计学差异。 

  

  

 

 
EP-3323 

 CESM 与普通钼靶技术（MG）对乳腺疾病诊断效能的比较 

 
卢子逍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崇明分院 202150 

 

摘要：目的 探讨对比增强乳腺能谱摄影与常规乳腺摄影技术对乳腺疾病诊断效能的比较。方

法 对 2015年 9月至 2016 年 12月间我院甲乳外科门诊拟诊为乳腺占位性病变的患者进行

CESM检查，经由上肢静脉注射碘对比剂后均采用头尾位（CC位）和内外斜位（MLO位），选

用钼铑双靶组合方式及标准模式中的自动模式曝光，得到常规 MG和 CESM图像，由三名放射科

钼靶诊断医师对所得图像进行质量分析并作出影像学诊断，将其中 69例患者的 CESM图像与常

规 MG图像对比病理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采用配对 t检验，以 P<0.05为有统计学差异。结

果 69例患者中 48例为乳腺癌，21例为良性病变。CESM 与 MG相比，对乳腺疾病的敏感度，

特异度，阳性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值要高，假阳性率和假阴性率均低，且两者与病理结果相比对

乳腺恶性疾病的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差异（p<0.05）。结论 对比增强乳腺能谱摄影对乳腺疾

病的诊断效能优于常规乳腺摄影技术。 

  

 

 

EP-3324 

64 排螺旋 CT 低剂量对比剂在 CT 肺动脉血管造影检查中 

应用的可行性分析 

 
姚利华 

上海新华医院崇明分院 202150 

 

摘要：目的分析 64排螺旋 CT低剂量对比剂在 CT肺动脉血管造影检查中的应用可行性。方法 

选取我院 2012年 11月至 2014年 11月临床怀疑为肺动脉栓塞的患者 64例，随机抽签分为两

组，每组 32例，低剂量组使用 30mL对比剂，常规剂量组使用 70mL对比剂。比较两组患者肺

血管强化 CT值、图像噪声、信噪比、对比噪声比、主观图像质量评分及不良反应发生率，比

较两组诊断肺栓塞的灵敏度、漏诊率、特异度和误诊率。结果 常规剂量组肺静脉血管强化 CT

值较低剂量组显著较高（P＜0.05）；低剂量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12.5%较常规剂量组 43.75%

显著较低（P＜0.05）。结论 在 CT肺动脉血管造影检查中应用 64排螺旋 CT低剂量对比剂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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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满足临床诊断需求，在图像质量以及对肺栓塞诊断的准确度、敏感度和特异度方面与使用常

规剂量无显著差异，且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降低，值得临床应用推广。 

 

 

 
EP-3325 

BH-sMRCP_3D_GraSE 和 sMRCP_3D_HR 两种 MRCP 序列 

在胆系结石的应用对比 

 
徐子焱 

上海市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200025 

 

探讨磁共振胰胆管成像（MRCP）技术中两种不同的序列在临床应用中对胆系结石的诊断价值对

比及实际扫描过程中的应用范围对比。收集在 Philips 3.0T MRI成像仪检查的 100例胆系结

石患者，分别使用两种不同 MRCP序列进行对比扫描，其中 23例患者应无法配合屏气要求只运

用 sMRCP_3D_HR序列进行扫描。其余 77例运用两种序列扫描。本研究主要探讨 BH-

sMRCP_3D_GraSE和 sMRCP_3D_HR 2 种不同成像方式的序列的应用范围和价值。 

  

 

 
EP-3326 

结合迭代重建算法的低剂量螺旋 CT 在颈部的应用研究 

 
胡启云,董越 

辽宁省肿瘤医院 110042 

 

摘要 目的：探讨低剂量螺旋 CT及迭代重建算法在颈部应用价值。方法：60例疑头颈部病变

患者应用东芝 640多排螺旋 CT进行检查，患者随机分为常规剂量组和低剂量组，常规剂量组

管电流 125mAs，低剂量组选择自动毫安技术（管电流范围：40-110mAs），其余扫描条件一

致。两组图像分别行迭代重建（iDOSE）及滤波反投影重建（FBP），最终获得常规剂量+FBP、

常规剂量+iDOSE、低剂量+FBP、低剂量+iDOSE四组图像。由两位 8年以上工作经验的 CT影像

医师对影像盲法评分，采用 5分法标准评分（1=无诊断价值，5=质量极佳）。在下颌角水平及

上纵隔水平分别测量颈内静脉、胸锁乳突肌、上腔静脉、胸大肌及同层皮下脂肪的 CT均值及

标准差；以同层皮下脂肪的 CT值作为背景噪声（BN），对比噪声比（CNR，CNR=(V 静脉-V 肌

肉)/ [ (SD 静脉)
2
+（(SD 肌肉)

2
]
1/2
)；统计不同扫描方式下患者的辐射剂量。分别采用 Kappa、配

对 T及配对卡方检进行分析。结果：两个诊断医师评分的一致性很好（k>0.8）；同一扫描剂

量下,iDOSE迭代重建图像得分高于 FBP重建；不同扫描剂量组中，低剂量组 iDOSE重建图像

与常规剂量组 FBP重建图像得分无明显差异。同一剂量下,常规剂量及低剂量的 iDOSE 重建图

像噪声均明显低于 FBP重建；下颌角及上纵隔水平 iDOSE重建图像 CNR均高于 FBP重建。不同

剂量下，低剂量 iDOSE重建与常规剂量 FBP重建图像质量对比，颈内静脉噪声较高，腹壁脂肪

噪声较低；两组图像间 CNR 无明显差异性。与常规剂量组相比，低剂量组剂量指数减低 64%，

剂量长度减低 58%。结论：对于颈部 CT检查患者，iDOSE迭代重建技术可以在辐射剂量减低

64%的情况下得到与常规剂量 FBP重建相似的图像质量，迭代重建算法在头颈部低剂量螺旋 CT

上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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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327 

抑制颈椎 MRI 检查中 T2WI 矢状位上伪影的方法研究 

 
傅萌,李若坤 ,赵洪飞,董海鹏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200025 

 

1.研究对象 

自 2017年 1月至 2017年 3月，共收集病例 120例，其中女性 64例，男性 56例，年龄 21~87

岁，均无脊髓外伤，肿瘤，脊髓空洞等病史。 

2 MRI扫描 

所用的磁共振仪器为联影公司生产的 1.5T场强 uMR560。 

3 图像分析 

 所有图像评价分析在工作站（Unisight Version 4.2b）,完成由 2名高年资影像科医师对颈

椎 T2WI 矢状位图像进行评价，意见不一致时通过讨论达成共识。根据脊髓内是否出现截断伪

影及其严重程度进行评分，共分 1~4分：5分脊髓内信号均匀，无伪影，图像质量极佳。4分 

脊髓内信号均匀，无明显伪影，图像清晰;3分 脊髓内信号较均匀，有少量伪影，但尚可用于

诊断;2分 脊髓内信号欠均匀，有大量伪影，影响诊断;1 分 脊髓内信号不均匀，有大量截断

伪影伴运动伪影无法诊断。 

定量分析主要评价图像脊髓信号变异系数（CV），在脊髓上中下 3处绘制感兴趣区（region 

of interest,ROI）,避开明显受椎间盘压迫区域，测量标准差（SD）平均值（MEAN），计算变

异系数 CV=SD/MEAN。 

4 统计分析 

采用 SPSS20.0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比较原始序列和去伪影序列综合评分，变异系数的差

别，统计方法采用 t检验方法。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去伪影序列的图像综合评分显著高于原始序列，差别具有显著的统计学差异（P<0.01）；定量

分析中去伪影序列脊髓下端 CV明显小于原始序列，差别具有显著的统计学差异（P<0.01）。 

讨论 

颈椎的伪影包括了运动伪影和算法的伪影，一般通过在颈前区加预饱和带，抑制吞咽伪影，能

起到一定的效果。但是脑脊液搏动伪影在采取了头尾方向的相位编码后，往往依然存在。本次

研究通过增加平均激励次数，（从 1次增加到 3次）增加平行采集因子的方法，（使用了 1.8

倍的相位加速）尝试在不延长检查时间的情况下减少搏动伪影，增加频率与相位方向上的分辨

率有效提高了图像的质量。 

 

 

EP-3328 

目前常用的三种全长摄影方法对比 

 
李志强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随着普放设备的发展，相关的功能越来越多。全长摄影（全脊柱，全上肢，全下肢）在

临床上，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目前在普放领域使用最多的全长摄影设备分别是爱克发的 CR全

长摄影，锐珂的全长摄影和 GE的全长摄影。三种方法各不相同，又各有利弊。 

    爱克发的 CR全长摄影是使用专用的支架，将两至三块 IP板放进支架内，一次曝光

后，再将三块 IP板放到 IP 读取器中读取出来，最后通过后处理软件进行全长拼接。此方法的

优点是一次曝光，时间短，能使不好配合的患儿或特殊患者，只要抓住合适的时机，也可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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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成功。缺点是在全下肢和全脊柱的摄影中，因为上下部位厚度不均，即使利用了阳极效应，

也无法解决摄影条件的相互兼顾，容易出现一侧曝光过度，一侧曝光不足的问题。同时由于射

线锥形的原因，全长影像当中，上下两侧的影像容易出现几何失真。摄影时间最短。 

    锐珂的 DR全长则是在确定好需要采集的上下限范围后，探测器依次从上向下移动，并

分三至四次进行采集，X线球管则以球管为中心，转动一定角度，使得中心线始终对准探测器

中心进行依次曝光。这种全长的摄影方法，可以选用 AEC，也可以不采用 AEC而手动设定曝光

条件。曝光完成后软件进行自动拼接或手动进行适当的微调。同时由于其在曝光过程中，模拟

了 CR的曝光方式，故无法解决影像当中靠近上下两侧区域的影像失真。 

    GE的全长摄影中，探测器和球管依次按照设定好的全长目标部位进行曝光，、在每次

采集完毕探测器移动时，球管同步移动，使得中心线在曝光过程中，始终垂直于探测器。因为

摄影距离可以达到 180CM，这样就最大限度的避免了全长影像的几何失真。同时，摄影条件分

别可以选择 AEC或着手动设置曝光参数，使得影像质量得到了保障。摄影完成后后处理软件可

自动进行拼接或手动微调。 

    综上所述，三种全长摄影方法各有利弊，根据不同的患者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摄影方

法至关重要，也是是否能摄影成功的关键。 

 

 
EP-3329 

Clinical benefit evaluation of retrospective spectral 

workflow using a dual layer spectral CT 

 
qin le,Yan Fuhua,Yang Wenjie,Yang Yanzhao,Dong Haipeng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Medical School Affiliated Ruijin Hospital 200025 

 

PURPOSE To evaluate the clinical benefit of retrospective spectral workflow using 

a dual layer spectral CT by evaluating the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spectral 

reconstructions compared to conventional CT scans.  

METHOD AND MATERIALS   348 patients who underwent CT scans on a dual layer 

spectral CT scanner were enrolled to ours study. Spectral reconstructions 

including monochromatic images, iodine maps, virtual non-contrast images, and 

effective-Z maps were retrospectively performed for each patients. The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spectral reconstructions was evaluated at both individual level 

and scan level according to clinical findings and image quality, and was graded as 

0- no significant; 1- low; 2- intermediate, 3-moderate; and 4-highly significant. 

Moreover, the cases which benefit from spectral reconstructions and the type of 

reconstruction were recorded.  

RESULTS 348 patients of 526 scans including 210 contrast-enhanced and 316 non-

contrast scans (133 chest, 70 abdomen, 39 CT urography, 12 pelvis, 31 head, 5 neck, 

1 spine, 5 bone joints, 23 coronary CTA and 28 other angiograms) were 

investigated.  Clinical significance was rated as 0 in 10.92% and 7.22%, 1 in 

30.17% and 30.41%, 2 in 31.61% and 35.74%, 3 in 19.25% and19.20% , and 4 in 8.04% 

and 7.41% , at individual and scan level respectively. Monochromatic 

reconstructions were found clinically beneficial to 298 patients (85.63%) of 421 

scans (80.03%), among which, 201 patients (57.76%) of 289 scans (54.94%) were 

beneficial from low mono-energy images, while 183 patients (52.59%) of 220 

scans(41.82%) were beneficial from high mono-energy images. Iodine maps were f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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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eficial to 101 patients (29.02%) of 168 scans (31.94%), virtual non-contrast 

images were found beneficial to 47 patients (13.50%) of 47 scans (8.93%), 

effective-Z maps were found beneficial to 33 patients (9.48%) of 33 scans (6.27%). 

2.15 of spectral reconstructions on average were required per patient. 

CONCLUSION   Spectral reconstructions were clinically useful for more than 90% 

of patients and scans, which indicated that a retrospective spectral workflow 

could help providing considerable spectral information supplement to conventional 

scans without spectral protocol.   

  

 

 
EP-3330 

3D CUBE 序列在颅内动脉斑块的应用研究 

 
刘成佳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310009 

 

目的 利用 3D CUBE序列评估颅内动脉的狭窄程度及斑块稳定性，为临床脑动脉狭窄或闭塞的

治疗及预后评估提供可靠性依据。 

方法 选取 40例经 DSA确诊大脑中动脉狭窄并通过取栓或溶栓后病情稳定的病人，进行磁共振

大脑中动脉高分辨成像，分别采集矢状位 T2W序列、MRA—TOF序列、冠状位 CUBE T1W平扫和

打药后延迟五分钟冠状位 CUBE T1W序列。分别统计 T2W 序列、MRA-TOF显示的血管狭窄程度

和 CUBE T1W平扫和增强显示的血管狭窄程度以及稳定斑块和非稳定斑块的个数，利用 t检验

比较两组序列显示血管狭窄程度差异是否有统计学意义，使用卡方检验统计两组序列在显示动

脉斑块稳定性是否统计学差异。 

结果 40例病人中发现左侧大脑中斑块 18个，右侧大脑中斑块 19个，有三个病人未见斑块形

成。使用 T2W序列、MRA—TOF序列统计血管狭窄程度为 57.63%+_11.20%,使用 CUBE T1W 平扫

和增强序列统计的血管狭窄程度为 61.32%+_13.6%,差异未见统计学意义（P>0.05）。使用 T2W

序列、MRA—TOF序列统计血管斑块稳定个数 21个，不稳定斑块为 16个，使用 CUBE T1W 平扫

和增强序列统计的血管斑块稳定 17个，不稳定数为 20个，卡方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3D CUBE序列平扫和增强序列在评估颅内动脉狭窄程度与常规高分辨序列无差异，対斑

块稳定性评估更具有优势 

 

 

EP-3331 

前瞻性心电门控在 256 层 MSCT 冠状动脉成像中的应用 

 
魏丹丹,付丽媛,陈建新,陈自谦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 350025 

 

目 的：对比前瞻性心电门控与回顾性心电门控在 256层 MSCT冠状动脉成像检查中的辐射剂量

及图像质量，并探讨前瞻性心电门控在冠状动脉成像检查中的应用价值。 

方 法：按拟定的排除标准共 60例病人纳入本研究，并分为 A、B两组，每组 30例。A 组：常

规回顾性心电门控组（对照组）；B组：前瞻性心电门控组（实验组）。所有病人随机分组。

记录每例病人的性别、年龄、体重、身高、平均心率，同时进行图像质量评价，并计算出有效

辐射剂量。然后对图像质量及有效辐射剂量进行统计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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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果：①A、B两组病人的图像总评分分别为：4.63±0.41 分、4.62±0.45 分，两组之间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②A、两组病人的有效辐射剂量分别为：14.34±0.92mSv、

3.56±0.36mSv，两组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 论：前瞻性心电门控技术与常规回顾性心电门控技术进行冠状动脉 CTA检查相比，前者在

得到满足诊断要求的图像质量的同时可显著地降低辐射剂量。 

 

 
EP-3332 

Slot 摄影技术在膝关节置换术中的应用研究 

 
陈建新,付丽媛,陈自谦,杨熙章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 350025 

 

目的 探讨 Slot摄影技术在全膝关节置换术前检查和术后复查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1年 1月至 2014年 12月前来我院行全膝关节置换术的 72例患者术前检

查与术后复查双下肢全长负重位 X线影像。采用 Slot摄影检查技术，对 72例行全膝关节置换

术患者进行术前检查与术后复查，每位患者通过一次连续几秒曝光获得包含双髋关节至踝关节

的双下肢全长负重 X线摄影。 

结果  72例患者均完成全膝关节置换术前与术后双下肢全长负重位 X线检查。其中，膝关节

内翻畸形 68例，外翻畸形 4例。所摄 X线照片中，患者双髋关节、股骨、膝关节、胫腓骨及

踝关节影像均显示良好，为术前计划和术后评估提供了可靠的 X线依据。 

结论  采用 Slot检查技术对行全膝关节置换术患者进行术前双下肢全长负重位 X线检查与术

后复查，能够清晰的显示双下肢全长影像，对全膝关节置换术患者进行术前计划与术后评估具

有重要的临床意义与应用价值。 

 

 

EP-3333 

Value of dual energy spectral CT for detecting uric 

acid depositing in tophaceous gout with base material 

mapping 

 
li xiaohu,Yu Yongqiang,Liu Bin,Shu Hongmin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Anhui Medical University 230022 

 

 

PURPOSE 

To assess the feasibility and diagnostic value of detecting uric acid depositing 

among patients with tophaceous gout by using Gemstone spectral imaging(GSI)-based 

qualitative analysis technique of uric acid. 

  

METHOD AND MATERIALS 

Thirty one patients with clinical obvious tophaceous gout and 10 discharge of 

joint disease in healthy volunteers underwent Discovery CT 750 HD scan with GSI 

mode. Analysis and comparison of more than 10 mm diameter case group tophi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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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e level of their muscles, cortical bone, cancellous bone and muscle control 

group, cortical, cancellous bone CT imaging spectroscopy quantitative parameters 

[uric acid (Ca) concentration, calcium (uric acid ) concentration of calcium 

(water) concentration, water (Ca) concentration] differences. Univariate analysis 

of variance between the case group compared quantitative parameters; independent 

samples t test comparing the case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between the 

quantitative parameters of the above 

  

RESULTS 

 Case group tophi base substance concentration ,uric acid (Ca) concentration (1 

268.8 ± 32.2) mg/cm ³, calcium (uric acid) concentration (19.4 ± 9.5) mg/cm ³, 

calcium (water) concentration (10.8± 9.5 ) mg / cm ³, water (calcium) 

concentration (1 171.0± 26.8) mg / cm ³;cortical bone of the base substance 

concentration,uric acid (Ca) concentration (1 333.6 ± 83.8) mg / cm ³, calcium 

(uric acid) concentrations (271.1 ± 85.0) mg / cm ³, calcium (water) 

concentration (262.6 ± 85.4) mg / cm ³,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F 

value were 665.04,646.13,642.10 and 692.41 respectively,P＜0.01 

  

CONCLUSION 

Dual-energy spectral CT can detected within the peripheral joints in patients with 

gout tophi and tophi within the quantitative measurement of the concentration of 

the base material for the quantitative monitoring of clinical outcomes tophi 

provide new imaging methods 

 

 

 
EP-3334 

双源 CT 主肺动脉成像中不同监测层面对图像质量 

和辐射剂量的影响 

 
蒲进,夏春潮,李真林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610041 

 

目的 探讨双源 CT主肺动脉成像中不同监测层面对图像质量和辐射剂量的影响，寻求相对最

佳监测层面。方法 连续纳如 2016年 6月-2017年 6月行 CT主肺动脉成像的患者 51例，按

数字表法分为 A、B、C三组，每组各 17例。三组监测层面依次为升主动脉、肺动脉干、降主

动脉。测量升主动脉、主动脉弓、降主动脉、肺动脉干、左肺动脉干、右肺动脉干的 CT 值、

噪声及背景空气噪声，计算主动脉和肺动脉的平均 CT值、平均噪声、信噪比、对比噪声比、

有效辐射剂量。对图像整体质量进行评分评价并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所有患者均成功完成

检查。A、B、C组图像整体质量评分依次为（2.18±0.71）、（2.76±0.24）、

（2.53±0.61），B组图像整体质量最好，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3.791，P=0.030＜0.05）；

3组主动脉平均 CT值、平均噪声、信噪比、对比噪声比的差异不显著，无统计学意义（P＜

0.05）；3组肺动脉平均 CT 值、平均噪声、信噪比、对比噪声比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

（F=12.343，P=0.000＜0.05；F=4.882，P=0.012＜0.05；F=5.111，P=0.01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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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9.621，P=0.000＜0.05）；A、B、C组有效辐射剂量分别为（2.52±1.04）mSv、

（4.06±2.39）mSv、（2.42±0.77）mSv，B组明显高于 A、C组，A组高于 C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F=3.459，P=0.040＜0.05）。结论 双源 CT主肺动脉成像中，监测层面为降主动脉

时，既可保证图像质量又能避免多余辐射损伤，推荐以降主动脉作为其监测层面。 

  

 

 
EP-3335 

头颈血管联合夹层 CTA 一站式扫描 

 
王紫薇,帅桃,李真林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610041 

 

 

目的：头颈血管联合胸腹血管 CT一站式扫描可行性研究。 

方法：选取临床需检查头颈血管和胸腹血管患者 60例，随机分为 A、B两组，A组进行 CT头

颈血管和胸腹部血管的一站式扫描；B组先行头颈血管 CT 扫描，检查结束后 48小时再行胸腹

部血管 CT扫描。A组扫描参数，100kv，smartmA100-500，NI13，Rotation time0.5s，

Detector coverage 80mm；选取降主动脉起始部为阈值触发点，触发阈值为 100HU，造影剂

1.5ml/kg，注射速率为 4.5ml/s。B组 CT扫描参数，胸腹血管与 A组相同；头颈血管扫描参数

为，100kv，smartmA100-500，NI4.5，Rotation time0.5s，Detector coverage 80mm；造影

剂头颈血管为 45ml，胸腹部血管为 1.5ml/kg，注射速率为 4.5ml/s。 

结果：分别对比 A组和 B组的左右侧头颈血管颈总动脉、大脑中动脉以及腹主动脉的信噪比对

比噪声比以及主观评分。A 组和 B组的左侧颈总动脉信噪比及对比噪声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右侧颈总动脉以及大脑中动脉信噪比和对比噪声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B组优于 A组。A、B两

组腹主动脉信噪比及对比噪声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主观评分，头颈血管 A、B两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B组优于 A组，腹主动脉 A、B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头颈血管联合胸腹部血管 CT一站式扫描，图像能够满足诊断的需求。联合扫描能减少

患者检查次数，造影剂的使用量，优化了检查流程。 

 

 

EP-3336 

CTE 对消化道出血病因诊断的价值 

 
赵旖旎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30022 

 

目的 探讨口服等渗甘露醇行 CT小肠造影(computed tomography enteroclysis,CTE)检查，

在提示消化道出血部位及病因中的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5年 1月-2016年 12月我院经

临床拟诊为消化道出血病例 111例，男 73例，女 38例，所有患者均行 CTE检查，将所有 CTE

结果与最终临床诊断对比，对 CTE阳性结果、阴性结果及误诊情况进行分析。结果 本组 CTE

诊断真阳性率 69.1％（65/94），假阴性率 30.9％（29/94），阳性预测值 100% ( 65/65) ，

阴性预测值 37% ( 17/46) ，肿瘤性病变诊断率 88.9％，炎性病变诊断率 69.8％，血管性病

变诊断率 58.3％，憩室诊断率 75％；先天性巨结肠诊断率 100％，息肉、钩虫病及内痔诊断

率 0％。结论 CTE检查用于消化道出血性疾病病因诊断阳性率高，对肿瘤、炎性病变及血管

性病变检出率较高，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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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337 

各向同性 3D 高分辨磁共振血管壁成像在鉴别颅 

内动脉狭窄病因中的应用 

 
吴韬,孙家瑜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610041 

 

目的：颅内动脉的狭窄是缺血性脑卒中的重要原因，了解狭窄的病因有助于选择正确的治疗方

法。本研究运用各向同性的 3D高分辨磁共振血管壁成像鉴别颅内动脉狭窄的病因，探究其在

临床中应用价值。 

方法和材料：2015年 11月-2017年 6月，收集临床确诊病因的 23例有症状的颅内动脉狭窄患

者，并进行传统的磁共振血管成像以及增强前后的各向同性的 3D高分辨磁共振血管壁成像。

两位放射科医生盲法对图像进行诊断。运用 Kappa值分别评价两位诊断医生诊断结果之间，以

及诊断结果与临床结果之间的一致性。 

结果：23例患者中，有 15 例为动脉粥样硬化狭窄，4例为烟雾病，2例为动脉血栓，2例为动

脉炎。两位放射科医生的诊断结果分别是 13例动脉粥样硬化，5例烟雾病，4例动脉血栓，1

例动脉炎；14例动脉粥样硬化，4例烟雾病，3例动脉血栓，2例动脉炎。两位医生与诊断结

果的 Kappa值分别 0.773和 0.922；两位诊断医生之间的 Kappa值是 0.853。影像诊断结果与

临床结果，以及两位诊断医生的诊断结果之间均具有较好的一致性。 

结论：各向同性的 3D高分辨磁共振血管壁成像在颅内动脉狭窄病因分析诊断中具有重要的价

值。 

 

 

EP-3338 

Preliminary Study on RESOLVE-EPI DWI to Improve the 

Imaging Quality on Intracranial Mass lesions 

 
zhang kai,Xia Chunchao 

West China Hospital，Sichuan University 610041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value of readout-segmented echo-planar imaging 

(Rs-EPI) sequence in the assessment of intracranial mass lesions compared to the 

standard single-shot EPI (Ss-EPI) sequence. Methods  21 patients with 

intracranial mass lesions underwent both Ss-EPI and Rs-EPI DWI at 3.0T MR scanner 

with a twenty-channel head-neck coil. The quality of images was assessed by two 

experienced radiologists independently. The differences in image quality between 

two sequences was analyzed using the Wilcoxon signed-rank test. Interobserver 

agreement were analyzed using the inter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and Kappa 

test. Results  All objectives were completed on 3.0T MR. The signal-to-noise 

ratio（SNR）(130.46±49.10 vs. 71.58±30.43，P=0.000) and contrast-to-noise ratio
（CNR）(33.22±18.86 vs. 17.92±18.72，P=0.003) in Rs-EPI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Ss-EPI. The scores of overall image quality(3.86±0.86 vs. 2.71±0.46，P<0.05) 
and ghost artifact where next to the paranasal sinuses，mastoid air cells and 

frontal sinus (3.67±0.48 vs. 2.10±0.10，3.57±0.50 vs. 2.33±0.58，3.90±0.30 vs. 

2.80±0.60，respectively；all P<0.05) of Rs-EPI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Ss-EPI. Meanwhile, the geometric distortion of anatomical structure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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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EPI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compared to Ss-EPI sequence(0.016±0.021 vs. 

0.037±0.069，P=0.00). The inter-reader and intra-reader agreements for the 
assessment of qualitative parameters were good﹝0.74≤Kappa（ICC）

≤0.92﹞.Conclusion  Rs-EPI DWI sequence is a potential technique to improve the 

imaging quality in diagnosis of intracranial mass lesions. 

 

 
EP-3339 

RESOLVE 弥散加权成像在颅内占位性病变的初步研究 

 
张凯,夏春潮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610041 

 

目的 与常规 Ss-DWI比较，探讨读出方向分段采样（readout-segmented）DWI序列在颅内肿

瘤病变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 连续纳入临床诊断为颅内占位性病变的患者 21例，采用

SEIMENS Skyra 3.0T MRI及 20通道的头颈联合线圈，行常规 Ss-EPI DWI和 Rs-EPI DWI序列

扫描，由 2名高年资影像诊断医师从对比噪声比、信噪比、伪影、图像整体质量及病变显示进

行评价分析。图像质量分析采用非参数 Wilcoxon符号秩和检验，2名阅片者之间一致性检测

采用 Kappa检验及 ICC系数。结果 21例患者均成功完成两组序列扫描。Ss-EPI DWI序列的

SNR、CNR（130.46±49.10，33.22±18.86）高于 Rs-EPI DWI序列（71.58±30.43，

17.92±18.72）（P=0.000，P=0.003）。鼻窦旁、乳突气房旁、额窦旁 Rs-EPI DWI畸变伪影

（3.67±0.48，3.57±0.50，3.90±0.30）小于 Ss-EPI DWI（2.10±0.10，2.33±0.58，

2.80±0.60）（P均<0.05）；Rs-EPI DWI病变显示优于 Ss-EPI DWI（3.95±0.22 vs. 

3.19±0.60，P<0.05）。Rs-EPI DWI图像整体质量优于 Ss-EPI DWI（3.86±0.86 vs. 

2.71±0.46，P<0.05）。Rs-EPI DWI图像变形小于 Ss-EPI DWI（0.016±0.021 vs. 

0.037±0.069，P=0.00）。2名阅片者对两种序列的主观及客观评价一致性好﹝0.74≤Kappa

（ICC）≤0.92﹞。结论 Rs-EPI DWI序列提高颅内占位性病变显示情况，降低了图像畸变伪

影，可获得高分辨、高图像质量的弥散加权图像。 

 

 

 

EP-3340 

Application value of cine PC MRI in evaluating the 

efficacy of Endoscopic Third Ventriculostomy  

 
Tao Wu,Sun Jiayu,Wen Deying 

West China Hospital， Sichuan University 610041 

 

Objective: Endoscopic third ventriculostomy (ETV) has considered the main 

treatment for obstructive hydrocephalus. However, the efficacy of ETV for young 

children is still disputed. Our study aimed to evaluate the efficacy of ETV by 

using the cine Phase-Contrast MRI. 

Methods: Ten patients (male: 6; female: 4) who had an operation of ETV were 

recruited from March 2015 to July 2017. Every patient underwent 

the MRI protocol on a 3.0 Tesla (Skyra, Siemens) scanner with a 16 head coil pre- 

and post-operation. The median sagittal plane of T1 SPACE was used for loc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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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xial cine PC MRI was performed on imaging plane of aqueduct of sylvius, 

prepontine cistern, diaterma and foramen magnum. The mean velocity and mean flow 

were analyzed and compared with the clinical outcome. 

Results: According to the clinical outcome, 6 patients showed improvement and 4 

patients didn’t improve. In improved group, there was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between clinical outcome and mean flow and mean velocity on plane of 

diaterma and prepontine cistern, but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no improved group. 

On the plane of aqueduct of sylvius and foramen magnum, the mean flow and mean 

velocity were no difference in both two groups. The mean flow and mean velocity 

maybe indirect predictors for efficacy of treatment. 

Conclusion: This study shows that PC cine MRI has important clinical value to 

evaluate the post-operation efficacy of ETV for young children.  

  

 

 
EP-3341 

Isotropic 3D high-resolution MRI of the vessel wall 

in patients with symptomatic stenosis of the 

intracranial artery 

 
Tao Wu,Sun Jiayu 

West China Hospital， Sichuan University 610041 

 

Objective: As we know, intracranial artery stenosis is a common cause of stroke, 

it would be good for treatment if we know the etiology. Our study aimed to use 

isotropic 3D HR-MRI to identify the etiology of intracranial arterial stenosis and 

explore its clinical value. 

Methods: From November 2015 to July 2017, 23 patients with clinical symptoms were 

enrolled in our study. And we used a Siemens 3.0 Tesla scanner (Trio Tim, Siemens 

Medical) with a 32-channel head coil. Every patient underwent conventional MRA and 

isotropic three-dimensional HR-MRI (voxel: 0.53x0.53x0.53mm) was done before and 5 

minutes later after Gadolinium injection. Two images were analyzed with two 

radiologists respectively. The Kappa values 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 consistency 

between two radiologists, as well as the diagnostic results and the clinical 

outcome. 

Results: According to clinical outcome, 15 were atherosclerosis, 4 were Moyamoya 

disease, 2 were artery thrombosis and 2 were arteritis. The results of two 

radiologists were 13 for atherosclerosis, 5 for Moyamoya disease, 4 for artery 

thrombosis and 1 for arteritis; 14 for atherosclerosis, 4 for Moyamoya disease, 3 

for artery thrombosis and 2 for arteritis. The consistency between radiographic 

results and clinical outcome were substantial (k=0.773) and excellent (k=0.922), 

respectively; the consistency between the two radiologists was excellent (k=0.853). 

Conclusion: Isotropic 3D HR-MRI is a useful technology to distinguish the etiology 

of intracranial artery sten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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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342 

系统评价弥散加权成像(DWI)对肺部良恶性肿瘤的 

鉴别的诊断价值 

 
潘云龙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610041 

 

目的：系统评价弥散加权成像(DWI)对肺部良恶性肿瘤的鉴别的诊断效能。方法：首先，全面

检索相关文献，按照制定的标准对文献进行筛选，并对纳入研究的文献进行相关数据提取、质

量评价。其次，系统评价，用试验四格表及诊断敏感度、特异度、准确率的数据，采用软件

metadisc进行异质性检验及效应量合并分析。结果： 纳入研究的 16篇文献中， DWI诊断鉴

别恶性肿瘤与良性病变的敏感度为 80％～95％。混合平均 87％（正常范围 80%-89%）。卡方

检验得 p〉0.05. 异质性为 43.4%，特异性为 53%到 85%。混合特异性为 69%(正常范围 62%-

75%)，卡方检验 p小于 0.05. 异质性为 58.7%。阳性似然比是 1.81到 6.4，混合阳性似然比

为 2.64（正常范围 1.74到 3.78）。卡方检验 p小于 0.05，存在差异。异质性为 55.6%。阴性

似然比为 0.09到 0.33.有软件的混合阴性似然比为 0.2（正常范围 0.15到 0.28）卡方检验 p

大于 0.05，没有差异。异质性为 19.8%。拟合 sroc曲线：中间为拟合曲线。上下两条为置信

界限。拟合曲线 sroc下面积 0.8914.Q值为 0.8280。由于 p小于 0.05，存在差异。结论： 研

究中的各项合并指标虽有差异，但可以得出敏感性是 0.87，DWI在早期筛查肺部恶性肿瘤，进

而指导治疗非常的有价值。特异性 0.69，具有诊断价值，若各实验研究者规范及优选标准，

这种阈值效应带来的特异性差异会小很多。对指导下一步临床治疗及评定病人的预后情况就会

有更积极作用。同时随着技术发展，应大力发展新的技术或方法能够克服肺部 mri检查的更多

难题。其诊断价值将更为深远。 

 

 
EP-3343 

头颈 CTA 预测试改良技术联合低剂量扫描方法的应用研究 

 
莫夏萍 

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500030 

 

目的 探讨改良后的低剂量预测试技术联合头颈部 CTA低剂量扫描方法的应用效果。方法 将同

时拟行头颈部 CTA及 DSA检查的 150例患者随机均分成三组，确定扫描延迟时间（DT）：A组

（传统预测试技术）：120kV，60mA，5mm，20ml碘佛醇（320mgI/ml），B、C组（预测试改良

技术）：80kV，20mA，1.25mm，按患者体重 1ml/kg的 10%计算对比剂用量；正式扫描：A、B

组（常规扫描方法）：120kV，500mA，C组（低剂量扫描方法）：80kV联合自动管电流调节技

术（NI=10，mA=100-300）及 50%ASIR，三组均采用对比剂用量=患者体重×1ml/kg。记录三组

的平均 DT、人均碘用量（I）、DLP及 ED，测量、计算三组最终原始图像靶血管的平均 CT值

(AACTValue ,M1CTValu,)、噪声（N）、SNR、CNR，由两名高年资医生采用双盲法对每组患者头颈部动

脉的显示情况评分，同时对存在脑血管中度及中度以上狭窄的患者，以 DSA检查结果为标准，

对二级侧枝循环的成像情况评分。对以上三组间各值统计学分析，P＜0.05认为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结果 B、C组预测的 DT较 A组的平均缩短约 0.4s，C组的靶血管平均 CT值、N均高

于 A、B两组，但三组的 DT、图像质量的客观参数（平均 CT值、N、SNR、CNR）及主观评分均

无统计学差异（P ＞0.05），并且三组图像评分不低于 3分；C组的 DLP、ED均低于 A、B组

（P ＜0.05），平均 ED分别约为 A、B组的 24.07%、25.70%；B、C组的 I均低于 A组（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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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分别约为 A组的 82.33%、81.45%（P ＜0.05）。结论 预测试改良技术联合头颈部

CTA低剂量扫描方法在保证成像质量的同时，能有效降低辐射剂量和对比剂用量。 

 

 

EP-3344 

TOFu MRA 在颅内动脉瘤诊断的临床应用价值 

 
夏春潮,李真林,宋彬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610041 

 

 

目的：与“金标准”DSA 对照，探讨 3D TOFu MRA对颅内动脉瘤诊断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连续纳入 DSA确诊有单个或多个动脉瘤的患者 32例，采用 SEIMENS Skyra 3.0T MRI及

20通道头颈联合线圈，行常规 TOF MRA和 TOFu MRA序列扫描。由 2名高年资影像诊断医师从

对比噪声比、信噪比、伪影、图像整体质量及病变显示进行评价分析。图像质量分析采用非参

数 Wilcoxon符号秩和检验，2名阅片者之间一致性检测采用 Kappa检验。 

结果：32例患者均成功完成两组序列扫描。TOF MRA、TOFu MRA 和 DSA共检测到 46个颅内动

脉瘤。TOFu MRA序列的动脉瘤体的 SNR、CNR均高于常规 TOF MRA序列（P=0.000，

P=0.003）。TOFu MRA饱和效应小于常规 TOF MRA（P&lt;0.05）；TOFu MRA病变显示优于常

规 TOF（P&lt;0.05）。TOFu MRA 图像整体质量优于常规 TOF MRA（P&lt;0.05）。2名阅片者

对两种序列的主观及客观评价一直性好（0.74≤k≤0.92）。 

结论：相对于 DSA，TOFu MRA 序列准确显示颅内动脉瘤的同时，提高的病变显示情况，降低了

血管的饱和效应，可获得高分辨、高图像质量的颅内动脉血管图像。 

 

 
EP-3345 

Time-of-Flight Magnetic Resonance Angiography With 

Sparse Undersampling of unruptured intracranial 

aneurysms at 3.0T: Comparison with digital 

subtraction angiography 

 
xia chunchao,Li Zhenlin,Song Bin 

West China Hospital 610041 

 

 

Purpose To prospectively evaluate Time-of-Flight With Sparse Undersampling 3-Tesla 
(T) Magnetic Resonance Angiography(MRA) for delineation of unruptured intracranial 

aneurysms(UIAs) in comparison with Digital Subtraction Angiography(DSA). 

Material 46 patients with single or multiple UIAs were enrolled in this study. 
Sequences acquired at 3 T were TOF MRA and TOF With Sparse Undersampling MRA. All 

patients additionally underwent 3D rotational DSA. Two neuroradiologists 

individually analyzed the following aneurysm and image features on a five-point 

scale in 2D and 3D image reconstructions: delineation of parent vessel, dome and 

neck; overall image quality; presence of artefacts. Interobserver accordance was 

assessed by the kappa coeffic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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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 A total of  UIAs were detected in DSA and in all 2D and 3D MRA image 

reconstructions. Comparable results for DSA and TOFu MRA when considering all 

image reconstructions. Highest ratings for individual image reconstructions were 

given for 3D MPRAGE and 3D TOF MRA. Interobserver accordance was almost perfect 

for the majority of ratings. 

Conclusion This study demonstrates excellent delineation of UIAs using Tofu MRA 
within a clinical setting comparable to the gold standard, DSA. 

 

 
EP-3346 

磁共振动态增强扫描技术对子宫肌瘤诊断价值的探讨 

 
蒙建兴 

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530023 

 

目的：研究并探讨磁共振动态增强扫描技术对子宫肌瘤的诊断价值。方法：选取 2014年 1月

~2016年 10月期间我院妇科收治的 80例疑似子宫肌瘤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均接受

MRI动态增强扫描，以穿刺活检病理诊断结果为参照，分析其诊断结果。将确诊子宫肌瘤患者

设为子宫肌瘤组，另选取同期 60例健康妇女作为对照组，比较两组妇女的 MRI动态增强扫描

参数。结果：MRI动态增强扫描对子宫肌瘤的诊断灵敏度、特异度、准确性分别为 97.01%、

92.31%、96.25%，与穿刺活检病理诊断结果一致性良好。在 MRI动态增强扫描参数方面，相比

于对照组，子宫肌瘤组的峰值时间明显缩短（P<0.05），其表观扩散系数明显降低

（P<0.05），最大信号强度明显增强（P<0.05）。结论：采用磁共振动态增强扫描技术对子宫

肌瘤进行诊断具有较高的准确性，可通过动态增强扫描参数进行准确诊断。 

  

 

 
EP-3347 

DTS 与 MSCT 对骨肿瘤术后金属植入物术后复查 

的临床应用价值 

 
冷琦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610041 

 

目的：探讨 DTS（数字化体层融合）与 MSCT（多层螺旋 CT）对骨肿瘤术后金属植入物的临床

应用价值。 

方法：收集 2015年 7月-2016 年 4月我院 27例股骨骨肿瘤金属植入物患者，均已进行 DTS和

MSCT检查。①将获得的 DTS 原始数据根据植入物的大小、形态选择合适的后处理方式进行重

建；根据相关文献报道“MIP 为显示金属植入物较好的 CT后处理方法”，故将采集的 MSCT原

始数据在后处理工作站中进行处理，获得最佳 MIP图像。将获得的两组图像由两名高年资的诊

断老师和两名骨科医师，从图像显示情况和对手术部位功能恢复的反映情况进行评价。 

结果：获得的 27组 DTS图像中，21例图像对植入物与周围组织关系显示良好，6例图像显示

欠佳，②获得的 27组 CT图像中 4例对植入物与周围组织关系显示良好，23例因伪影干扰对

植入物与周围组织关系显示欠佳， 

关键词：金属植入物 数字化体层融合 螺旋 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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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DTS作为一种新的 X 线检查技术，可避免影像的重叠，与 MSCT均可在不同层面分层逐

一显示图像，不足为 DTS只能冠状和矢状显示，不能像 CT一样进行三维处理、其次 DTS能清

晰显示植入物与周围组织关系，能为临床提供植入物有无松动的可能，且伪影干扰部分较 CT

明显减少，而且 DTS对于膝关节所做的动态成像所能显示的关节固定及功能恢复情况，是

MSCT所不具备的，具有其无法取代的临床应用价值。 

  

 

 

EP-3348 

双能量能谱 CT 分析体内尿酸结石的诊断价值 

 
李小虎,张玉娇,纵然,江兆祥,钱银锋,刘斌,余永强,束红敏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30022 

 

目的：探讨双能量能谱 CT对泌尿系尿酸结石的诊断价值。方法：回顾性研究 57例泌尿系结石

患者行双能量能谱 CT扫描，采用有效原子序数及直方图等判断结石成份，对比能谱分析及红

外光谱分析结果，计算能谱 CT区分纯尿酸结石、纯非尿酸结石及混合成份结石的敏感性和特

异性。结果：57例泌尿系结石患者共 89枚结石纳入本研究，其中纯尿酸结石 11枚、纯非尿

酸结石 12枚、混合成份结石 66枚，能谱 CT测量平均有效原子序数分别为 7.30±0.32、

13.32±0.57 及 12.49±1.14。以红外光谱分析结果作为参照标准，双能量能谱 CT分析体内纯

尿酸结石、纯非尿酸结石、混合结石成份分别得到灵敏度 100％、91.7％、97.0％，特异度

100％、97.4％、95.7％，阳性预测值 100％、84.6％、98.5％以及阴性预测值 100％、98.7

％、91.7％。结论：双能量能谱 CT通过有效原子序数结合直方图诊断体内纯尿酸结石、纯非

尿酸结石、混合结石准确性高，可准确区分尿酸及非尿酸结石，对纯非尿酸结石的诊断具有较

高的价值。 

  

 

 
EP-3349 

80Kv、270mgI/ml 造影剂结合迭代重建技术在 

心脏三维 CTA 检查中的应用价值 

 
廖凯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610041 

 

 

目的：探讨低电压、低对比剂浓度在心脏三维 CTA成像中降低辐射剂量及碘摄入量的可行性研

究。 

方法：将 70例行心脏三维 CTA患者随机分为实验组及对照组各 35例。纳入标准：无碘过敏肾

功能、呼吸功能、心脏功能不全；体质指数 BMI&lt;30；回顾性心电门控扫描。当心率小于 75

次/min时，触发时选择 R—R间期 75%，大于 75次/min时选择 R—R间期 45%。实验组采用

80kVp、220mA、威视派克 270mgI/ml、迭代重建技术（ASIR)进行扫描。对照组采用 120kVp、

220mA、优维显 370mgI/ml、滤波反投影技术（FBP)进行扫描。由两位高年资放射科医生进行

双盲评分并测量左心房肺静脉四支的 CT值、噪声、信噪比 SNR、对比噪声比 CNR,记录辐射剂

量（CTDIvol,DLP,ED)进行统计学分析。双盲评分采用 Kappa 进行一致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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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两组图像左心房四支血管 CT值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lt;0.05)。实验组 DLP 值、ED

值、CTDIvol值与对照组相比均有统计学意义（P&lt;0.05)。图像质量主观评价均符合临床诊

断需求，双盲评分高度一致性（Kappa=0.97)。 

结论：双低扫描结合适当的迭代重建技术在心脏三维 CTA检查中与常规扫描方法相比，不仅可

以得到相同的图像质量，还可以大大降低患者的辐射剂量及碘摄入量。 

 

 
EP-3350 

Clinical value of 256-row 16cm wide-detector CT in 

coronary computed tomography angiography for patients 

unable to hold breath: comparison with digital 

subtraction angiography 

 
shuai tao,PAN YUN LONG 

west china hospital of sichuan university 610041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clinical value of coronary computed tomography 

angiography (CCTA) for patients unable to hold breath using a 256-row, 16cm wide-

detector CT scanner, using digital subtraction angiography (DSA) as a reference 

standard. 

Methods: 40 cases who underwent both free-breathing CCTA on a GE Revolution CT and 

DSA were included in the study. The analysis was on the per-segment basis. The 

coronary artery segments were divided to no-stenosis, mild (<50% stenosis), 

moderate (50%-75% stenosis), severe (≥75% stenosis) and complete stenosis groups 

based on CT results. The CT results were compared with those of DSA and the 

accuracy,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 and negative 

predictive value of CCTA with wide-detector CT were calculated. 

Results: In CCTA, the coronary segments with no stenosis were 548/656, mild 51/656, 

moderate 28/656, severe stenosis 24/656 and complete stenosis 5/656. The 

corresponding values by DSA were 545/656 , 64/656,20/6560, 25/656 and 2/656.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free-breathing CCTA with 

wide-detector CT and DSA. Separately, for the mild stenosis group (<50%), the 

accuracy,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 and negative 

predictive value were 97.8%, 79.7, 100%, 100% and 97.8%, respectively; These 

values were 98.7%, 100%, 98.7%, 71.4% and 100% for the moderate group (50%-75%); 

99.6%, 100%, 99.6%, 93.1% and 100% for the severe group (≥75% ). 

Conclusion: CCTA with 256-row, 16cm wide-detector CT scanner has very high 

accuracy for detecting coronary artery stenosis in comparison with DSA for cardiac 

patients who cannot hold their bre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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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351 

128 层螺旋 CT 冠状动脉成像判断冠脉临界病变的准确性 

 
高荣慧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610041 

 

目的 评价 128层螺旋 CT冠状动脉成像在冠脉临界病变诊断方面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一般资料：收集 2017年 1月至 2017年 6月期间入院，经选择性冠状动脉造影证实每例至少有

一支或多支冠脉某一节段狭窄为 50%~70%的冠心病患者 15 例，其中男 9例，女 6例；年龄

45~80岁，平均年龄（65±5.23）岁。 

检查方式：所有患者均行 128层 CT冠脉造影以及血管内超声（IVUS）检查， 

CT检查设备为 128层螺旋 CT。扫描参数：管电压 120kV,管电流 80mAs,准直器 128x0.6mm,重

建层厚 0.625mm。扫描范围从气管分叉下 1cm至心脏膈面下 1~2cm。血管内超声检查设备为美

国 VOLCANO血管内超声诊断仪。 

数据分析：测量近端参考血管横截面积、远端参考血管横截面积以及病变处管腔横截面积

（LA），CT管腔狭窄的计算，狭窄程度（SD）=斑块面积（PA）/参考部位血管横截面积

（NA）；NA=近端参考血管横截面积+远端血管横截面积/2；PA=NA-LA。IVUS管腔狭窄的计

算，狭窄程度=斑块面积（PA）/外弹力膜面积（EA）；PA=EA-LA。以上数据均通过 SPSS统计

软件处理。 

结果 以 IVUS为标准，128 层螺旋 CT诊断冠脉临床病变的敏感性、特异性、准确性分别为

89.1%、95.7%、93%。 

结论 128层螺旋 CT评估冠脉临界病变具有较高的准确性，是一种无创、操作简单的诊断冠脉

病变的检查方法。 

 

 

EP-3352 

比较分析双源 CT Flash 技术 应用于婴幼儿气管 

及支气管异物检出的优势 

 
胡航佳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610041 

 

材料与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 60例急诊高度怀疑气管或支气管异物的患儿，年龄 6月~5岁，

平均年龄 3.5岁，其中 20例用西门子二代双源 CT行 Flash 技术扫描,命名为组 A，20例用

西门子二代双源用 CARE DOSE 4D 技术进行常规扫描，管电压为 80KV，命名为组 B，20 例用西

门子二代双源 CARE DOSE 4D，和 CARE KV技术。扫描结束后记录扫描时间有效辐射计量。同

时将三组扫描数据重建得到三维后处理图像，包括多平面重建( MPR) 、最小密度投

影 ( MinIP) 、容积再现技术(VRT) 中的气道显影( Airways) 、肺实质显影

( Lung Parenchyma)，并将观察结果与支气管镜检查结果进行比较。结果:经 CT三维重建所

有图像均显示清晰，A组 17 例异物位置与支气管镜显示结果一样，其中假阴性 1粒，B组 18

例异物位置与支气管镜检查结果一致，C组 17例与支气管镜显示结果一样，其中假阴性 1

例，A组准确度为 95%，B组准确度均为 100%，C组准确度为 95，B组略高于 A组和 C组，但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A组有效辐射剂量低于 B组合 C组（p＜0.05），具有统计学

差异。A组扫描时间明显低于 B组合 C组（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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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西门子双源 CT的 Flash技术应用于婴幼儿气管及支气管异物检出是一种准确、无创性

的检查方法，不仅可以清晰显示气管、支气管异物的有无，显示其位置、形态、大小，而且相

对于传统螺旋 CT技术,可以有效缩短 CT检查时间和降低辐射剂量，对婴幼儿气管及支气管异

物检出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EP-3353 

Value of Care Technique in Skull CT Exam using a 128-

row multidetector CT scanner 

 
Hu Hangjia 

West China Hospital 610041 

 

[abstract]Purpose:to investigate the value of Care technology in decreasing 

radiation dose of 128 spiral CT in adult skull scanning.[methods]: 150 patients in 

our hospital because of various conditions required CT scan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ABC, 50 cases in each group.Roution protocol(120KV and 280 mAs) 

was usea in group A. Care Dose 4D technology was used in group B. Care Dose 4D 

technology ang Care kv technology was used in group C.Infraorbital line was used 

to be the baseline. Effective mAs value,volume CTdose index (CTDLvol)and dose 

lengh product(DLP) were recorded and  signal to noise ratio(SNR) of the CT image 

were calculated after exam.The image quality at the top,suprasella cistern and 

base level of the skull was judged and calssified as the three 

levels(excellent,good,poor) by two deputy chief physicians with double blind 

metho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hree groups scanning radiation dose and image of 

SNR using analysis of variance, the difference in image quality using the chi-

square test was used for statistical analysis.Results:The mean CTDLvol and mean 

DLP for group A was 39.54mGy and 579 mGy,those for group B was 43.95mGy and 633 

mGy,those for group C was 48.67 mGy and 678 mGy.The difference of CTDLvol and DLP 

between the three groups  were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t (p <0.001). At the 

top level and base level of the skull,the difference was with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t（p＞0.05）,but at the suprasella cistern, the difference was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t（p＜0.05）.The SNR of image in group C was 

slightly  higher than A,B group.And the SNR of image in group B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groupA.For the image quality evaluation, the average fine rate was 96.4% 

in group A, group B was 96.5%, 97.1% in group C. Image quality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 0.05).Conclusion: On the Siemens 128 slice CT models, Care Dose 4D 

technology alone did not significantly optimize image quality of the head image, 

but also increase the radiation dose to the patient.And in combination with care 

kv technique, the image quality has improved, but the radiation dose i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So in the head CT scan, especially in patients with requires 

repeated CT follow-up has important clinical value and significance, is not worth 

popularization and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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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354 

MAVRIC-SL 技术在膝关节置换术后的 MRI 中的应用价值 

 
陈庭宇,唐鹤菡,邓旭东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610041 

 

               MAVRIC-SL 技术在膝关节置换术后的 MRI中的应用价值 

目的：探讨评估多采可变共振图像组合选择（MAVRIC-SL）技术在膝关节置换后磁共振成像中

的应用价值。 

材料方法：对 25例行膝关节置换术后的患者分别用 FSE 序列和 MAERIC-SL序列扫描采集图

像，收集在我院行膝 

关节置换术后的 21个膝关节的 FSE 图像和 MARIC-SL图像，然后对 21个膝关节组成的成对的

图像组进行评估。定 

量分析金属植入物区域，分别计算横断和矢状位最大层面上两组图像伪影面积。对影像质量，

脂肪饱和度，图 

像失真度，人工关节周围的膝关节解剖结构（前后交叉韧带，软骨，副韧带等）的显示进行 5

分制评分。 

结果:运用 MAVRIC-SL 技术的图像上的伪影面积明显低于 FSE序列，（P值<0.05），膝关节周

围被遮挡的解剖结 

构明显减少，解剖显示评分明显高于 FSE序列的图像。 

结论:MAVRIC-SL 技术可明显减少膝关节置换术后 MRI的金属伪影，显示关节周围关节结构，

为术后评估提供更多信息。 

 

 

 
EP-3355 

T1-mapping 和 ECV 技术在缺血性心肌梗死进程中的应用价值 

 
刘秀民,孙家瑜,陈玉成,程巍,王思梦,刁乙珂,杨丹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610041 

 

目的：探讨 T1-mapping和 ECV 在缺血性心肌梗死进程中的变化规律及应用价值。 

方法：16只雄性短尾恒河猴，年龄 3—4岁，体重 3.7—6.4kg，行永久冠状动脉左前降支结扎

术，使远端缺血段的长度占前降支总长度比例为 40%(LAD40%)，建立缺血性心肌梗死模型。采

用 3.0T磁共振(Trio, Siemens)在其术后 2天（t1）、16天（t2）、30天（t3）、90 天

（t4）分别做增强前 T1 mapping 成像、功能成像、灌注成像、延迟对比增强成像（LGE）、增

强后 T1 mapping成像。使用配准软件 FSL-Flirt以 t4为参考图像对 t1、t2、t3进行图像配

准。根据延迟强化的有无，将心肌节段分为 LGE阳性组和阴性组。根据各节段与延迟强化节段

的位置，分为延迟强化节段、临近节段及远离节段。分别测量各组中各节段的初始 T1值和强

化后的 T1值，计算细胞外容积( extracellular volume，ECV)，行独立样本 t 检验，分别比

较各组间 T1值 和心肌 ECV 值的差异，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对照结果显示：延迟强化节段组与远离节段组的 T1值和 ECV值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临近节段组与远离节段组 T1值和 ECV值差异无统计学差异。术后 2天及 16天心

肌梗死段 T1值和 ECV值均比远下壁段显著增高，而术后 30天和 90天两者 T1值和 ECV 值均无

明显差异。采用初始Ｔ１值和ＥＣＶ值评估缺血性心肌梗死模型的准确率、敏感度、特异度、

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均＜0.05）。其中初始 T1值的敏感度和

特异度均低于 ECV值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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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T1-mapping 技术可用于有效评估心肌损伤的严重程度，能够对心肌梗死后的变化规律

进行有效量化，有助于对心肌梗死的恢复情况进行可靠评估。其中心肌初始Ｔ１值和ＥＣＶ值

的敏感性均较高，且ＥＣＶ明显高于初始Ｔ１值。 

  

 

 

EP-3356 

Feasibility of Coronary Combined with Carotid and 

Cerebrovascular CT Angiography using CT with High 

Temporal Resolution and 16cm Wide-Detector 

 
Li Wanjiang,Shuai Tao,Song Tingni,Liao Kai,Li Zhenlin 

West China Hospital，SiChuan University 610041 

 

Purpose To explore the feasibility of combining coronary CT angiography (CCTA) 

with carotid and cerebrovascular CT angiography (CCCTA) using CT system with high 

temporal resolution and 16cm wide-detector coverage. Methods 60 patients with 

suspected cardiovascular and cerebrovascular disease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groups A and B. Group A (n=30) with integrated CT workflow: CCTA immediately 

followed by CCCTA after 1.1s delay with one injection of contrast agent. Group B 

used the conventional CT workflow: CCTA after contrast injection; patient rested 

for 90min, and contrast re-injection for CCCTA. The amount of the contrast in each 

injection was weight-dependent at 0.7ml/kg (370mgI/ml) and the flow rate was 5ml/s. 

The subjective image quality of CTA was assessed by two senior radiologists using 

a 4-point system for blind assessment (4=best). The CT values and SD values of the 

aortic root, right coronary artery opening, left anterior descending branch 

opening, left rotation opening and fat in the anterior chest wall; and of the 

aortic arch, carotid cartilage median layer，carotid vein，internal carotid artery 

M1 segment and muscle at the same level 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 objective image 

quality of CCTA and CCCTA, respectively. CNR for vessels were calculated. The 

effective dose was calculated. The contrast dose, the CT examination time，the 

corresponding CT image quality and radiation dose between groups A and B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dose of contrast agent in group A (44.60±5.93ml) was 

significant lower (P=0.000) than group B (91.90±11.78ml).The examination time was 

reduced from 100min in group B to 5min in group A. Group B had slightly better SNR 

and CNR values than group A in CCTA. However,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the 

subjective scor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3.40±0.67 vs. 3.50±0.63) (P=0.56) and 

all CCTA images were diagnostic.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both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image quality of CCCTA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total radiation dose between group A (2.42±1.10mSv) and group B 

(2.94±1.25mSv) (P>0.05). Conclusion It is feasible to combine CCTA with CCCTA 

using a 256-row, 16cm wide-detector CT system to simplify workflow, reduce 

contrast dose and maintain diagnostic images of the heart and h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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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357 

探讨 X 线数字化断层融合(DTS)运用迭代重建技术(IR),降低

髋关节图像金属植入物伪影的可行性和临床应用价值。 

 
陈庭宇,杨吉学,张雪琴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610041 

 

 

目的:探讨 X线数字化断层融合(DTS)运用迭代重建技术(IR),降低髋关节图像金属植入物伪影

的可行性和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方法:50例人工膝关节置换术后患者行 DTS扫描,分别采用滤波反投影重建(FBP)技术和

迭代重建(IR)技术对原始图像进行重建。选用髋关节ＴＯＭＯＳ断层融合扫描序列，均行正位

和斜位扫描。曝光条件：70ｋＶ，２．５ｍＡｓ，断层夹角４5°，成像时间为７．５ｓ，得

到原始图像 80幅。从图像清晰度、假体金属植入物与周围骨相连结构的显示度、金属伪影的

多少等方面对两组图像进行分析并评价。根据骨科临床对人工髋关节的分区,在后处理工作站

上测量髋关节区域内假体与骨之间硬化束金属伪影的长度。 

结果：结果:对两种重建技术所得到的图像进行主观评价,IR组优片率为 87.6%,FBP组优片率

为 61%,IR组优片率高于 FBP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lt;0.05)。IR组重建图像在髋关节区域

无金属伪影,FBP组人工假体在髋关节区域均见金属伪影,伪影长度为 0.6~2.0mm。FBP组图像

伪影明显多于 IR组。 

结论：结论:有金属植入物的人工髋关节置换术后患者行 DTS检查,运用 IR技术可明显减少金

属植入物伪影,图像质量明显改善,在术后随访中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EP-3358 

探讨 CARE kV 技术应用于 CT 胸部普通扫描定位像对患者辐射

剂量的影响研究 

 
李万江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610041 

 

目的 探讨在 CT胸部普通扫描应用 CARE kV技术，定位像的扫描方式对患者的辐射剂量影响。

方法 选取临床上需要行胸部 CT检查的患者 100例，按患者检查的时间先后顺序分为 A、B两

组，每组各 50例。A组患者扫描正位和侧位定位像，B组患者按传统扫描模式只扫描正位定位

像。两组患者的参考为管电压 120KV并使用 CARE kV技术，参考管电流为 110mAs并使用 CARE 

Dose4D技术。在 CT扫描结束后，分别记录两组患者辐射剂量参数包括：容积剂量指数

CTDIVOL，剂量长度乘积 DLP，并计算出患者的吸收剂量（E）。对两组患者的图像质量进行主观

评分和客观评价。运用独立样本 t检验的统计学方法对以上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A组和 B

组图像质量客观评价和主观评分之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辐射剂量之间

差异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 A组患者接受的辐射剂量比 B组降低了约 20%。结论 

在 CT胸部普通扫描应用 Care KV 技术，先扫描正位和侧位定位像，可以在保证图像质量的同

时，进一步的降低患者的辐射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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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359 

  T2mapping 联合水脂分离技术对强直性脊柱炎髋关节损伤

患者经肿瘤坏死因子抑制剂治疗的疗效评价  

 
李玉明,李真林,孙家瑜,夏春潮,李磊,赵飞,张凯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610041 

 

目的：运用 T2mapping联合水脂分离技术评价肿瘤坏死因子抑制剂对强直性脊柱炎髋关节损伤

的治疗效果。材料与方法：纳入 2016年 6月到 2016年 12 月确诊为强直性脊柱炎髋关节受累

的患者 7例，行髋关节 T2mapping 及水脂分离扫描，测量患者髋关节关节软骨的 T2值，及髋

关节股骨头和髋臼的骨髓脂肪，并记录测量结果。期间患者服肿瘤坏死因子抑制剂，七个月后

患者复查磁共振，扫描参数及测量方式与第一次相同，分别记录测量结果。用配对 t检验比较

患者前后自身的软骨 T2值，股骨头和髋臼的骨髓脂肪信号值。用独立样本 t检验分别比较患

者治疗前，治疗后髋臼及股骨头的 T2值，并记录统计结果。结果：患者在治疗前的髋关节软

骨平均 T2值为 50.7s，治疗后平均值为 42.0 s（t=3.265，P=0.047）。治疗前的股骨头和髋

臼骨髓脂肪分别为 185.9，129.4，治疗后分别为 291.6，187.9。股骨头骨髓脂肪治疗前与治

疗后的对比分析结果为 t=-0.361，P=0.753；髋臼骨髓治疗前与治疗后的对比分析结果为 t=-

5.108，P=0.036。治疗前股骨头和髋臼的骨髓信号对比分析结果为 t=1.644，p=1.77，治疗后

股骨头与髋臼信号对比分析结果为 t=1.03，P=0.214。结论：T2mapping可用于强直性脊柱炎

髋关节损伤患者的肿瘤坏死因子抑制剂类药物疗效的评价，治疗后，关节软骨的 T2值显著降

低。同时，经肿瘤坏死因子抑制剂治疗后，强直性脊柱炎患者髋臼骨髓的脂肪含量升高，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EP-3360 

Effect of Different Low-time-resolution Breast 

Dynamic Contrast-enhancing (DCE)-MRI on 

Pharmacokinetic Parameters 

 
Yuming Li

1
,Li Zhenlin

1
,Xia Chunchao

1
,Li Xin

2
,Peng Wanlin

1
,Zhang Jinge

1
 

1.West China Hospital SCU 

2.GE health care 

 

Object: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temporal resolution on pharmacokinetic 

parameters of breast cancer in low-time-resolution breast dynamic contrast-

enhancing (DCE-MRI. 

Meterial and methods:30 patients were enrolled into our research 

retrospectively ,that was diagnosed as breast cancer by surgery. 20 patients 

performed a “1+17”scan protocol as relatively high temporal resolution group, 

whose temporal resolution was 24.4s.10 patients performed a “1+6”scan protocol 

as relatively low temporal resolution group, whose temporal resolution was 58s.For 

the convenience of calculation of pharmacokinetic parameters, we ‘ve simply taken 

1st ,4th ,6th ,8th ,11th’,13th and 16th phases to stimulate a new “1+6”scan 

protocol based on “1+17”protocol according to the center K space filling time as 

stimulation low temporal resolution group. Independent T test was used to comp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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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trast to noise ratio (CNR) of the first phase of two groups. Pared T test 

was performed to compare the pharmacokinetic parameters based on reference region 

model, include: volume transfer constant (Ktrans), constant flux rate (Kep) and 

unit blood vessel volume per unit tissue volume (Vp). 

Results:The CNR for relatively high and relatively low temporal resolution group 

were 53.87 and 20.58（p=0.318）,the difference was no statisticly significant. The 

Ktrans,Kep and Vp were separately 1.351,0.2996 and 0.1527 in relatively high 

temporal resolution group ; 1.3927,0.3487 and 0.1992 （P=0.773,P=0.215 and 

P=0.007）in stimulation relatively low temporal resolution group. Where there was 

no statistic significant difference for Ktrans and Kep except for Vp between the 

two groups. 

Conclusion:When in low-time-resolution breast dynamic contrast-enhancing (DCE)-MRI, 

reference region model could get no-statistic-significant-difference 

pharmacokinetic parameters in ultra-low temporal resolution group and in 

relatively high temporal resolution group without compromise of image quality. 

Which could be used in some limited-equipment conditions. 

 

 

EP-3361 

双源 CT 80kV 结合低浓度碘对比剂在低体质数患者冠状动脉

成像中的应用 

 
何其舟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 646000 

 

[摘要]：目的 探讨 80kV结合低浓度碘对比剂在低体质数(BMI)患者 CT冠状动脉成像(CTCA)

中的应用；方法 取 100例疑有冠状动脉疾病，BMI≤23kg/m
2
的自由心率（心律变异≤5次

/min）患者，按数字表法随机分成 80kV组和 120kV组行双源 CTCA检查，每组各 50例，80kV

组为 320mgI/ml，120kV组为 350mgI/ml；两组碘对比剂用量为 0.8ml～1.0ml/kg；注射速率为

对比剂用量/10s；两组均使用自动管电流技术和自适应前瞻性心电门控序列扫描技术，80kV

组使用迭代重建（SAFIRE）技术，120kV组采用滤波反投影（FBP）技术；采集期相 R-R间期

60%～80% (心率＜75次/min)或 30%～50% (心率≥75 次/min)；对两组对比剂用量、图像质

量、平均 CT值、图像噪声、信号噪声比(SNR)、对比噪声比(CNR)及辐射剂量进行对比分析。

结果 80kV和 120kV组碘对比剂用量为（47.52±4.41）ml与（47.64±3.70）ml，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两组图像质量评分分别为( 4.52±0.55)分与(4.51±0.56)分，其满足

临床诊断率分别为 94.3%与 95.1%，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图像的平均 CT

值、图像噪声平均值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 SNR平均值(15.62±5.67)与

(19.78±5.54)、CNR平均值(13.33±5.27)与(16.49±5.28)，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0.05）；两组辐射剂量 CTDIvol、DLP、ED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

论 BMI≤23kg/m
2
患者，80kV 结合低浓度碘对比剂行 CTCA 是可行的，其图像质量能满足临床

诊断,同时也明显降低辐射剂量和对比剂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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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362 

Combined Intravoxel Incoherent Motion and Mean Micro-

vessel Density Imaging MRI to Evaluate Intratumoral 

Vascularity in HCC Tumor Model 

 
Yang Shuohui

1,2
,Lin Jiang

2
,Lu Fang

1
,Han Zhihong

1
,Zhan Songhua

1
 

1.Shuguang Hosipital， Shangha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2.Zhongshan Hospital， Shanghai Medical College， Fudan University， and Shanghai Institute of 

Medical Imaging 

 

Objective To assess the usefulness of combined intravoxel incoherent motion  and 

mean micro-vessel density imaging (Q) to evaluate intratumoral vascularity in an 
orthotopic xenograft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nude mouse animal models. 

Materials and Methods A total of 38 HCC models were sequentially and successfully 

performed with IVIM and mean micro-vessel density imaging on a 1.5T Siemens MR 

scanner at 21 days (baseline) after model established and the following 7, 14 and 

21 days. The measurements of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ADCtotal), true 

diffusion coefficient (D), pseudo-diffusion coefficient (D*
) and perfusion 

fraction (f) were obtained. Q values were calculated. They were compared 
longitudinally among the different time points. Finally, correlation between 

ADCtotal, D, D
*
, f, Q and histologically features including necrotic fraction (NF) 

and micro-vessel density (MVD) were analyzed. 

Results Both ADCtotal and D decreased at 7 days significantly compared with the 
values at baseline (P < 0.05). Compared with baseline, Q was found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at 14 and 21 days (P < 0.001). Both f and Q from baseline to 21 days 
showed significantly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histological MVD (f: r = 0.590, P < 
0.001; Q: r = 0.645, P < 0.001).  and NF (f: r = 0.458, P =0.004; Q: r = 0.692, 
P < 0.001). Good correlation was also observed between f and Q (r = 0.626, P < 
0.001). 

Conclusions f and Q may be the novel biomarkers for evaluating the intratumoral 
vascularity of H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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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363 

Evaluation of a new Nonrigid-registration method 

using Non-local Spatio-temporal Priors on liver 

perfusion CT in patients with hepatic cellular 

carcinoma 

 
qingguo wang 

Shanghai General Hospital 200080 

 

PURPOSE 

To evaluate the feasibility of the Nonrigid-registration method on free-breathing 

liver CT perfusion in comparison with standard Rigid-registration method. 

METHODS 

Six studies of three patients with hepatic cellular carcinoma underwent free-

breathing liver CT perfusion scanning by using a 128-row CT scanner (Revolution CT, 

GE Healthcare, Milwaukee, WI). The original axial CT images of all studies were 

registered by Nonrigid-registration method using Non-local Spatio-temporal Priors 

(GE Healthcare, Milwaukee, WI) and standard Rigid-registration method (ANALYZE 

software supplied by Mayo Clinic, Rochester, MN) respectively. The CT perfusion 

maps (BF, BV, MTT, PS, HAF, HAP and PVP) and motion in tumor regions on images 

registered by Nonrigid-registration and Rigid-registration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Nonrigid-registration method significantly reduced respiratory motion on whole 

liver region, whereas only focused tumor region can be registered well by using 

standard Rigid-registration in our study. All the perfusion parameters had no 

statistically difference between Nonrigid-registration and Rigid-registration (all 

P values > .05) (Figure 1-4). 
CONCLUSION 

The new Nonrigid-registration method using Non-local Spatio-temporal Priors gained 

better alignment on whole liver region than Rigid-registration. The Nonrigid-

registration method promotes the application of free-breathing liver CT perfusion 

in clinical practice. 

  

 

 
EP-3364 

头颈部 CTA 的精准影像检查路径探讨 

 
戴贵东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646000 

 

目的：探讨双定像位下的“精准”扫描在头颈部 CTA检查中的应用价值。方法：收集 2015年

10月至 2016年 4月间在我院进行头颈部血管成像检查的 158例患者的扫描图像资料，年龄是

17～85岁，其中男性 98例，女性 60例。将其随机分为常规扫描方案组 A和优化方案组 B， A

组 126例，采集矢状位定位像； B组 32例，采集矢状位与冠状位双定位像。所有扫描数据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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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MPR、MIP、VR等后处理方式进行观察，评价和测量。在 VR图像上使用 2D工具测量两组

数据颅顶至颈部血管起始端下缘之间的距离，主动脉弓最上缘至颈部血管起始端下缘的垂直距

离，分别定义为最佳扫描范围，最佳定位参考范围。通过实际扫描范围与最佳扫描范围之差得

出扫描误差。同时通过五级分组法将 A,B两组数据按照实际范围与最佳扫描的不同距离进行分

级：I级-扫描不足；II级-扫描范围超过最佳扫描范围≤20mm；III级-20mm~40mm；IV 级-

40~60mm；V级-差距>60mm，其中 II及定义为最佳级别。采用 T检验对两组数据扫描误差及扫

描成功率进行比较分析，同时计算所有成功病例中最佳定位参考范围均值。结果：158例病例

中，所有病例均获得满意图像。其中 A组扫描范围分级如下:I级 10例；II级 40例；III级

51例；IV级 20例；V级 5 例。B组是:II级 29例；III级 3例。比较两组最佳级别的差异，B

组中占 90.6%，远大于的 A 组 31.7%的比例，且 A组有 10例扫描不完整。通过对 148例扫描完

整的 VR图像进行测量，AB 两组的扫描误差均值分别是：26.47±16.25 和 12.43±6.49，组间

具有显著统计学差异，同时，148例病例测得的最佳定位参考范围均值为 18.40±5.95。结

论：通过双定位的头颈部 CTA扫描与矢状单定位相比提供了更加精准的扫描范围参考，大大减

少扫描误差，降低辐射剂量，提高检查的成功率. 

 

 
EP-3365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precision scan with dual-

scout view in head and neck CTA examination 

 
Dai Gui Dong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outhwest Medical University 646000 

 

Objective: Compare the scan range difference between single-scout view  and dual-

scout view in head and neck CTA examination; measure the precision anatomical 

distance in CTA image as a reference in scout image. Materials and Methods : 158 

patients who were confirmed with Head and Neck CTA in our Hospital were randomly 

chosen from October 2015 to April 2016. 126 cases of group A were treated with 

signal scout view （sagittal）; 32 cases of group B with double scout view

（sagittal and coronal）. VR,MIP and MPR were used to view and measure the actual 

scan range ,which was scored by five grade I~V, compared with Optimum scan range . 

Calculate difference between actual scan range and optimum scanning range of two 

groups and analysis with T test. Optimum reference range of Pre-scan was 

measured(2D) in VR image from the patients with complete neck vascular image . 

Actual scan range was defined with the distance recorded from first image to last 

image. Optimum scan range: the distance measured from lower margin of the neck 

vascular origin to the top of skull. Optimum Reference range of Pre-scan：The 

vertical distance measured from upper margin of aortic arch to lower margin of the 

neck vascular origin. Scan range deviation: actual scan range - Optimum scan 

range   (all patients with complete neck vascular image). five grade 

evaluation standards of actual scan range include: I-The distance not long enough 

to  Optimum scanning range ;II-0~20mm longer than Optimum scanning range(the 

best );III-20~40mm longer than Optimum scanning range;IV-40~60mm longer than 

Optimum scanning range; V->60mm longer than Optimum scanning range T-test was used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 Results All patients were swimmingly completed CT 

enhanced scan. Actual scan range of groupAwas:I-10;II-40;III-51;IV-20;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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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roupBwas I-0;II-29;III-3;IV-0;V-0.The difference was evident. Scan range 

deviation between group A and group B was 26.47±16.25mm and 12.43±6.49mm .The 

difference was evident, too. And Measurement of Optimum Pre-scan reference range 

was 18.40±5.95mm. Conclusion Head and neck CTA examination with dual- scout view 

can provide more precise scan range, compared with single scout view; Optimum 

Reference range of Pre-scan will be a good guidance for future pre-scan plan. 

  

 

 
EP-3366 

新一代去骨技术在头颈部计算机断层扫描血管成像（CTA）中

的应用效果评价 

 
谢敬昊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 200080 

 

目的：评估新一代去骨技术（Autobone-Xpress II）相较于前一代软件（Autobone-Xpress 

I）对于 80kVp低球管电压头颈部计算机断层扫描血管造影(CTA)图像计算机三维重建去骨处理

后的视觉效果改善情况。 

材料与方法：回顾性地将 64例在 2016年 6月至 2017年 3月在我院进行的头颈部 CTA 检查根

据不同扫描剂量分为两组：低剂量组扫描剂量为 80kv-399ma并注射 55ml造影剂，常规剂量组

扫描剂量为 100kv-499ma并注射 65ml造影剂。根据脑血管病的最终诊断结果，进一步将所有

患者分为四个亚组：常规剂量阴性组 HN，低剂量阴性组 LN，常规剂量阳性组 HP和低剂量阳性

组 LP。对原始数据分别采用 Autobone-Xpress I和 Autobone-Xpress II进行重建，由两名高

年资放射科副主任医师进行满分 5分的主观评分。 

结果：观察者之间的主观评分趋于一致（K值为 0.64）。使用 Autobone-Xpress II处理的图

像平均得分明显优于以往版本（3.91比 3.49，P＜0.05）。使用 Autobone-Xpress I处理的图

像，低剂量组的去骨效果明显较常规剂量组差（NL：3.69 对 NH：3.94，P＜0.05；PL：2.72

对 PH：3.63，P＜0.05），阳性组效果同样劣于阴性组（PL：2.72对 NL：3.69，P＜0.05；

PH：3.63对 NH 3.94，P＜0.05）。相比之下，将同样的图像使用 Autobone-Xpress II进行去

骨处理，四组得分之间结果无统计学差异（NH：4.03，NL：4.03，PH：3.75，PL：3.81，P＞

0.05），质量基本相同。 

结论：新版本的 Autobone-Xpress II可以有效提高头部和颈部 CTA图像的质量，尤其是低剂

量 CTA和头颈部血管影像学检查有阳性发现的患者的图像高质量。将该三维重建方法应用于临

床是可行的。 

  

 

 

EP-3367 

Accurate and continuous ultrasonography evaluation of 

small diameter vascular grafts in vivo 

 
Shi Jing,Zhang jialing,Du Jun,Wang Qian,Yin Meng 

Shanghai Children’s Medical Center，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20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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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mall-diameter vascular graft is widely applicable clinically; however, it has 

not been extremely successful to date. Moreover, the processes underlying the 

continuous monitor in vivo remains unclear; thus, an optimal successive, non-
invasive imaging modality is essential for the study of vascular transplantation. 

In this trial, the common carotid artery defect model of rabbits was used as 

animal models. The patency and hemodynamics characteristics of implanted grafts 

was monitored continuously after surgery by color Doppler ultrasound by three 

modes including B-mode, color flow map, and Pulse-Doppler examination. The current 

study confirmed that ultrasound has enough spatial resolution to generate clear 

images of rabbit’s carotid artery with or without the implanted grafts. 

Ultrasound can be used to judge and differentiate the patent, stenosis, and 

occlusion of rabbit’s carotid artery with different vascular grafts implanted. 

Moreover, it is a perfectly optimal imaging modality for continuous monitoring in 
vivo. Finally, quantitative analyses included measuring the diameter of vascular 
lumens and the flow velocity of the region of interest. The study recommends 

vascular ultrasound as the optimum choice for continuous surveillance of the 

small-diameter vascular prosthesis in vivo, which will provide the valuable 
information about the grafts in order to greatly shorten the experimental period. 

  

 

 
EP-3368 

脊髓弥散张量白质纤维束成像技术（DTI）在脊髓损伤诊断及

预后中的应用价值 

 
李丹菲,陈自谦,王晓阳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 350025 

 

目的  评价弥散张量成像（DTI）对脊髓损伤诊断的应用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5 年 5月至 2017年 5月神经外科可疑脊髓损伤患者 15例，均行弥

散加权多次激励分段读出平面回波成像序列(RESOLVE)扫描，通过连续示踪纤维分配算法对白

质纤维束进行重建，并且将结果与 T2-3D序列进行匹配，得到的融合图像用于评估脊髓白质纤

维束是否正常、移位或者中断，定义白质纤维束破坏≤1/3 为轻度损伤，1/3＜白质纤维束破

坏＜2/3为中度损伤，白质纤维束破坏≤2/3 为重度损伤，利用统计学方法计算白质纤维束损

伤程度与患者出院时病情对比入院时病情变化的相关性，患者住院时间均在 7天以上，病情变

化包括恶化、好转、无明显变化。 

结果  15例患者中白质纤维束轻度损伤 6例，白质纤维束中度损伤 4例，白质纤维束重度损

伤 5例。病情好转 7例，恶化 4例，没有明显变化 4例。患者白质纤维束损害程度与病情变化

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结论  使用弥散张量白质纤维束成像有助于脊髓损伤的诊断及病情变化的预估，为临床预后

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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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369 

Application of low concentration contrast agent 

combined Double Low Dose in CT pulmonary angiography 

for pulmonary embolism 

 
Li Lei 

West China Hospital，Sichuan University 610041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feasibility of low concentration contrast 

agent combined Double Low Dose in CT pulmonary angiography .Methods 60 

patients with clinically suspected pulmonary embolism examed by CTPA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experimental group：n=30,80 kV,15 ml 320 mg I/ml；

control group：n=30,120 kV，50 ml 370 mg I／ml)．The main right and left 

pulmonary arteries,lobar arteries,and then the average CT value was 

calculated.Imaging post processing techniques included CPR, VR, MIP. The artifact 

of the remaining contract in the superior vena cava and overall quality of the 

image were observed by two senior doctors who were double blinded and analyze the 

results. 

ResultsThe image qualities of two groups were satisfy clinical diagnostic 

requirements,and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of the image qualities between two 

groups(Z=-1.412，P>0.05).The evaluation of venous pollution in experimental group 

was better than control group（Z=-6.395，P<0.01）.There was no difference of CT 

value between two groups[experimental group(423.2±89.4HU),control group

（465.7±85.6HU)]（t=1.879,P>0.05）.The SNR(36.4±9.1)and CNR(30.5±8.4)in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 SNR 68.9±19.1,CNR 

61.2±17.7).Ther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wo groups 

(P<0.01both). 

The CTDIvol[ [(1.8±0.1)mGy]、DLP[(62.2±6.1)mGy.cm] and SSDE[(2.6±0.2)mSv] in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CTDIvol(9.6±0.6)mGy，DLP(328.5±37.3)mGy·cm and SSDE(11±0.6)mSv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wo groups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t=68.788,49.637,77.6,respectively，P<0.01 both). 

Conclusion  The low concentration contrast agent combined Double Low Dose in 

CT pulmonary angiography was satisfy clinical diagnostic requirements. It 

reduced venous pollution,iodine contrast agent and radiation exposure,had 

good clinical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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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370 

腹部束缚联合心电编辑技术在无法屏气患者 320 排 CT 冠脉成

像中的应用 

 
向勇生 

上海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200065 

 

目的：比较采取 320排 CT腹部束缚联合心电编辑技术扫描方法前后冠脉成像图像的质量差别,

评估腹部束缚联合心电编辑技术在无法屏气患者冠脉成像中的应用价值。方法：将我院接受冠

脉 CT中无法屏气患者分为无腹部束腹（A组）和腹部束缚（B组），各 30例。由两位医师采

取双盲法对图像质量进行评价及诊断。血管图像质量分为 4级：1级（图像显示清晰，所有血

管充盈良好、连续）；2级（图像质量基本满意，血管边缘轻度模糊，可以进行分析）；3级

（图像质量不满意，影响分析）；4级（图像质量差，血管壁模糊，伪影大，无法分析）。1

级图像无需心电编辑，2-4 级均采用心电编辑，1-2级为合格。同时由两位医生主观评价呼吸

伪影程度，分三级（重度伪影，中度伪影，轻度伪影）。对比心电编辑前后血管图像质量和采

用腹部束腹前后呼吸伪影程度。结果：A组呼吸伪影重度 18例，中度 7例，轻度 5例；B组呼

吸伪影重度 11例，重度 9例，轻度 10例。60例患者，心电编辑前图像合格 32例

（53.3%），心电编辑后图像合格 51例（85.0%）。结论：采用腹部束缚后扫描可减轻患者呼

吸对图像的影响，同时联合心电编辑技术可以明显提高图像的质量及检查的成功率，提供更加

可靠准确的诊断指标的同时，也降低了冠脉 CT检查限制条件。 

 

 
EP-3371 

新一代基于模型的迭代重建算法在低剂量胸部 CT 中的应用 

 
唐慧

1
,段海峰

2
,贾永军

2
,任占丽

1,2
,贺太平

2,1
,于楠

2
 

1.陕西中医药大学 

2.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评价新一代基于模型的迭代重建算法(MBIR)与自适应统计迭代重建算法(ASIR)在胸部低

剂量 CT检查中的应用价值。 

材料与方法 收集拟行胸部 CT检查患者 60例，随机分成 A、B两组，A组预设噪声指数（NI）

为 14，B组 NI为 28，余两组扫描条件完全相同。扫描后 A组采用 40%ASIR算法重建，B组采

用 MBIR及 40%ASIR算法重建。测量各重建组图像胸廓入口、气管隆突及膈顶三个层面皮下脂

肪、竖脊肌及降主动脉的 CT值及 SD值，其中 SD值代表各组织的客观噪声，计算各组织的信

噪比(SNR)。记录 A、B两组的 CT容积剂量指数(CTDIvol)、剂量长度乘积(DLP)，并计算有效

剂量（ED）。两名具有十年以上工作经验的放射科医师采用 5分法对图像质量进行主观评分。 

结果 各重建组图像皮下脂肪、竖脊肌及降主动脉的 CT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B

组 MBIR图像皮下脂肪、竖脊肌及降主动脉的平均 SD值（9.57±1.95 HU，9.80±2.18 HU，

8.93±1.60 HU）均明显低于 B组 40%ASIR及 A组 40%ASIR（P＜0.05）；B组 MBIR图像中各组

织的平均 SNR（9.74±2.19，5.05±1.27，3.71±0.92）均明显高于 B组 40%ASIR及 A 组

40%ASIR（P＜0.05）。B组 MBIR图像主观评分为 4.75±0.43，明显高于 B组 40%ASIR及 A组

40%ASIR (P<0.05)。B组 CT 容积剂量指数(CTDI vol)、剂量长度乘积(DLP)及有效剂量(ED))

分别为 6.52±1.34 mGy，227.19±32.67 mGycm，3.19±2.74 mSv，较 A组分别下降约

73.7%，71.4%，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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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新一代基于模型的迭代重建算法(MBIR)相比 ASIR算法，辐射剂量可降低约 70%，同时能

够明显提高图像质量，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 

  

 

 
EP-3372 

新一代基于模型的迭代重建算法在提高胸部 CT 图像质量及 

降低辐射剂量中的应用价值 

 
唐慧

1
,贾永军

2
,段海峰

2
,贺太平

2,1
,于楠

2
,任占丽

1,2
 

1.陕西中医药大学 

2.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评价新一代基于模型的迭代重建算法(MBIR)相比自适应统计迭代重建算法（ASIR）及滤

波反投影法（FBP）在降低胸部 CT辐射剂量和图像噪声，提高图像质量中的应用价值。 

材料与方法 收集在胸部平片怀疑肺部疾病并于三个月内行两次胸部 CT检查的患者 40 例。初

检采用常规剂量扫描，预设噪声指数为 14，FBP算法重建图像，复查采用低剂量扫描，噪声指

数为 28，分别采用 MBIR、40%ASIR及 FBP算法重建。测量各重建组图像气管隆突层面下皮下

脂肪、竖脊肌及降主动脉的 CT值和 SD值，并以竖脊肌 SD值作为图像客观噪声，同时计算图

像信噪比(SNR)。记录两次扫描的 CT容积剂量指数(CTDI vol)、剂量长度乘积(DLP)，并计算

有效剂量(ED)。两名具有五年以上工作经验的放射科医师采用 5分法对图像质量进行主观评

分。 

结果 低剂量组与常规剂量组有效剂量（ED）分别为 3.29±1.21 mSv 和 0.92±0.75 mSv，低

剂量组降低约 72.03%。各重建组图像皮下脂肪、竖脊肌及降主动脉的 CT值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低剂量组 MBIR图像中各组织 SD值均低于且 SNR值均高于低剂量 40%ASIR、低剂量 FBP及

常规剂量 FBP图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图像主观评分方面，在纵隔窗上，低剂量

MBIR图像得分（4.82±0.39）明显高于低剂量 40%ASIR 和低剂量 FBP图像，稍高于常规剂量

FBP图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肺窗上，低剂量 MBIR图像得分(4.80±0.21)稍

高于低剂量 40%ASIR和低剂量 FBP图像，而与常规剂量 FBP图像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42）。 

结论 新一代基于模型的迭代重建算法（MBIR）能显著降低辐射剂量，同时提供高解剖细节及

高诊断性能的图像质量，特别是对纵隔窗图像质量提高较大，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 

 

 

EP-3373 

80KV 超低管电压技术在主动脉 CTA 的研究 

 
杨立强,王小红,徐军,张可名 

吉化集团公司总医院 132022 

 

目的：探讨在双源 CT上应用 80KV超低管电压技术对体重指数正常的患者（BMI≤25kg／㎡）

行主动脉 CTA检查的可行性。方法：应用西门子 Flash双源 CT对 60例体重指数正常

（BMI≤25kg／㎡）的患者行主动脉 CTA检查。患者被随机分成 2组：A组使用对比剂浓度

350mgl／ml、流率 5.0ml／s、用量 50ml、120KV管电压扫描。B组使用对比剂浓度 270mgl／

ml、流率 5.0ml／s、用量 50ml、80KV超低管电压及 CARE Dose4D 技术扫描，对原始数据进行

SAFIRE迭代算法重建。比较两组患者的年龄、BMI，以段为单位测量并比较两组图像主动脉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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腔内的 CT值、噪声及 SNR、对管腔内图像质量进行评估。结果：A、B两组患者在年龄、BMI、

SNR无显著差异（P﹥0.05），A、B两组患者在行主动脉 CTA检查时接受的辐射剂量分别为

（8.34±1.8）mSv和（2.98±0.9）mSv，实验组患者接受的辐射剂量显著降低，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t=50.865，p﹤ 0.041），A、B两组主动脉管腔内各个节段图像质量均满足诊断要

求。结论：在西门子 Flash 双源 CT上应用 80KV超低管电压、CARE Dose4D扫描技术并采用

SAFIRE迭代算法重建结合低浓度 270碘对比剂对体重指数正常（BMI≤25kg／㎡）的患者行主

动脉 CTA检查可以显著降低患者接受的辐射剂量及碘的摄入量，并能获得可供临床诊断的图像

质量。 

  

 

 
EP-3374 

Feasibility Study of One-stop Imaging for Triple-

rule-out CT Angiography using 256-row detector CT 

 
Liu Keling,Li Zhenlin 

West China Hospital，Sichuan University 610041 

 

Purpose  To investigate the feasibility of one-stop imaging for triple-rule-

out (TRO) CT angiography (CTA) using 256-row detector CT in patients with acute 

chest pain. 

Materials and Methods  Totally 23 patients with requests for examinations of 

thoracic vessels underwent TRO CTA on a 256-row, 16cm wide-detector CT using 

a  protocol consisting of an axial, ECG-gated cardiac acquisition followed by a 

spiral chest CT acquisition from the thoracic inlet to the diaphragm bottom in a 

free breathing condition. Heart rate was not controlled. The total volume of 

iodinated contrast medium (370mg/ml) for a biphasic injection protocol was 60-

75ml based on the weight of patients. Attenuation values and standard deviations 

in pulmonary artery, thoracic aorta, coronary artery and muscle were measured to 

calculate contrast noise ratio (CNR) for vessels as objective indicators to 

evaluate the image quality. The subjective image quality was evaluated 

independently by two readers. Effective dose was recorded. 

Results  All patients gained satisfactory image quality for diagnosis.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scores of two 

readers(P>0.05). Mean attenuation values were adequate at 464.3±146.1HU in the 

pulmonary trunk, 313.1±50.4HU in the aortic arch, 378.5±64.9HU and 

410.3±58.3HU in the right and left coronary artery, respectively. Noise was 

16.6±1.8, and CNR were 27.1±8.6 in the pulmonary trunk, 18.0±3.2 in the 

aortic arch, 22.1±5.1 and 23.8±3.7 in the right and left coronary artery, 

respectively. Effective radiation dose for the entire scan was 4.5±0.9mSv. 

Conclusion One-stop imaging for triple-rule-out CT angiography using 256-row 

detector CT can improve image quality, especially the coronary images, with 

low radiation dose and contrast medium volume and evaluate the most common 

vascular causes of chest pain simultaneously with 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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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375 

320 排螺旋 CT 下肢动脉成像及软组织灌注一站式检查的应用

研究 

 
刘骏桢,林江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00032 

 

目的： 

1.评估 320排螺旋 CT下肢动脉 CT血管成像及下肢软组织 CT灌注一站式检查技术的可行性。 

2.分析 CTA及 CTP提供的形态学及功能学指标和临床踝肱指数（ABI）的相关性，评价 CTA和

CTP技术从形态学及组织功能学上对外周动脉闭塞性疾病（PAOD）进行评估的临床应用价值。 

材料与方法： 

21例患者，平均年龄 71±12.7(57-86)岁，获得知情同意后在东芝 AquilionOne320排螺旋 CT

上同时进行下肢软组织 CTP 及下肢动脉 CTA检查。1.CTP：扫描范围：小腿腓肠肌（长度

16cm），碘帕醇 370mgI/mL（Iopamidol，BRACCO），30ml，@8ml/s；2.CTA：扫描范围：肾动

脉水平腹主动脉至足底动脉，碘帕醇 370mgI/mL，双相注射，造影剂剂量按体重分组，经过后

处理获得 MIP、CPR及 VR图像。随后在 CTA上按节段及权重对下肢动脉进行血管成像阻力评分

（ARG）。新生侧枝血管评分按 0-2分评级：0分=无或未显示新生侧枝血管，1分=少许侧枝血

管分支（1-5支分支），2分=丰富新生侧枝血管（>5支侧枝分支），每侧肢体侧枝血管评分

总分为每段血管侧枝评分的总和。然后对腓肠肌整体感兴趣区（ROI）测得造影剂动脉输入峰

值（AIF）和软组织增强曲线最大斜率，用最大斜率除以 AIF即可得出灌注指数（PI）。所有

21例患者均在 CT检查前 1 周内使用美国 ES-1000SPM多普勒血流探测仪行 ABI检查。随后在

SPSS软件上对 ABI、PI、ARG 以及侧枝评分分别进行相关统计分析。患者总的 CT辐射剂量由

CT灌注及 CTA两者辐射剂量相加。 

结论： 

CTA的动脉狭窄血管阻力评分与临床反映下肢软组织缺血程度的 ABI呈显著相关性。灌注指数

则与侧枝评分呈显著相关性。联合应用 CTA形态与功能指标可为 PAOD患者临床治疗提供更为

可靠和全面的影像学信息。 

 

 

 

 
EP-3376 

320 排螺旋 CT 血管成像在下肢周围动脉闭塞性 

疾病中的应用研究 

 
刘骏桢,林江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00032 

 

目的：评价 320排螺旋 CT血管成像（320MDCTA）在周围动脉闭塞性疾病（PAOD）诊断中的临

床应用价值。 

材料和方法： 21例 PAOD患者（42侧肢体），平均年龄 71±12.7(57-86)岁，获得知情同意

后在东芝 320MDCT上进行下肢动脉 CTA检查(造影剂：碘帕醇 370mgI/mL，双相注射，造影剂

剂量按体重分组），原始图像经过后处理后获得重建图像。其中有 12侧下肢在 CTA检查后 1

周内行 DSA检查。对血管显示度采用 0-3分评分。对静脉重叠情况采用 O-3分评分。对动脉狭

窄程度采用 0-2分评级。新生侧枝血管评分按 0-2分评级。由两位有经验的放射科医生共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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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评价 CTA显示双下肢各支动脉段图像质量情况及各段狭窄程度，并与 DSA比较。随后在

SPSS软件上对数据分别进行相关统计分析。 

结果：21例患者图像显示度评分为 2.86±0.351 分，CTA静脉重叠评分为 0.14±0.467 分，共

有 38侧下肢 CTA未发生静脉污染，占 90.48％；4侧下肢 CTA发生不同程度的静脉强化，占

9.53%。以 DSA为金标准，CTA显示动脉正常及轻度狭窄的敏感性 96.30%，特异性 98.04%，阳

性预测值 98.73%，阴性预测值 94.33%；显示明显狭窄的敏感性 94.44%，特异性 95.83%，阳性

预测值 89.47%，阴性预测值 97.87%；显示闭塞的敏感性 86.67%，特异性 98.29%，阳性预测值

86.67%，阴性预测值 98.29%。以 DSA为金标准，CTA显示少许侧枝的敏感性 92.86%，特异性

99.15%，阳性预测值 92.86%，阴性预测值 99.15%，显示丰富侧枝血管的敏感性 93.75%，特异

性 100%，阳性预测值 100%，阴性预测值 99.16%。 

结论：320排螺旋 CT能够全面清晰显示双下肢动脉病变，为疾病诊断提供快速、有效且可靠

的诊断手段，对临床诊断和治疗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EP-3377 

   640 层容积 CT 低剂量全脑灌注评价正常 

脑血流动力学改变的可行性研究 

 
王晓灿,崔书君,杨飞,朱月香 

张家口市第一附属医院 075000 

 

【摘要】目的 评价 640层容积 CT联合低管电压低浓度对比剂扫描计划对正常脑血流动力学测

定的可行性。方法 收集临床拟行全脑灌注成像（whole-brain perfusion WB-CTP）的患者

120例，选取正常者 60例，记录下每一位患者的有效辐射剂量(Effective dose ，ED),同时

由两位对脑灌注后处理软件使用熟练的影像医师对原始数据进行处理分析，在全脑额叶皮质、

颞叶皮质、枕叶皮质、顶叶皮质、额叶白质、颞叶白质、枕叶白质、顶叶白质、基底节区、丘

脑分别选取感兴趣区（ROI）由软件自动生成灌注参数，包括局部脑血流量（regional 

cerebral blood flow，rCBF）、局部脑血流容积（regional  cerebral blood volume，

rCBV）、平均通过时间（main transit time，MTT）、峰值时间（time to peak，TTP），最

后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有效辐射剂量为（4.56±0.011）mSv，2名医师测得的各兴趣区的

rCBF、rCBV、MTT、TTP值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结论 640层容积 CT全脑灌注辐射剂

量低、灌注参数稳定、可重复性较好，对于全脑血流动力学的评价比较全面可靠，可为临床提

供更加准确的诊断依据。  

  

 

 
EP-3378 

肝脏铁沉积的 CT 和 MRI 表现及其诊断价值 

 
黄倩文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原:厦门中山医院) 361004 

 

 

目的: 探讨肝脏铁沉积的 CT和 MRI 表现，分析其影像学特征，提高对本病的认识；同时评

估 CT 和 MRI 的诊断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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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回顾性分析肝脏铁沉积（血清铁蛋白 SF＞1000ng/ml
[1]
或病理证实）患者 21例的 CT

和 MRI 表现，测量肝脏 CT 值（CT 值＞72HU 为阳性
[2]
），及 MRI信号改变（肝脏信号强度与

同层面椎旁肌肉进行比较，信号强度低于或等于同层面椎旁肌肉信号为阳性, 高于肌肉信号强

度为阴性
[3]
）。14例患者有 CT、MRI、SF 检查，6 例有 CT、SF 检查，1 例有 MRI、SF 检查；

病理证实 3 例。 

结果：所有 21例患者肝脏体积均有增大。CT检查患者 20 例，CT 值范围约 55HU~116HU，其

中 CT 值＞72HU 者 8 例，CT 值≤72HU 者 12 例；MR 检查患者 15 例，TI 加权图像（T1WI)、T2

加权图像（T2WI）表现为肝脏实质信号减低 15 例，表现为低于或接近同层面椎旁肌肉，表现

为“黑肝”。 

结论：肝脏铁沉积患者的 CT值增高占 40%，临床诊断时易漏诊。而 MRI 表现为低信号达

100%，具有很好的诊断价值；T2WI 信号减低程度较 T1WI 更为明显，且血清铁蛋白值越高肝

脏 MRI 信号越低。 

 

 

EP-3379 

3D 打印技术在髋关节置换术中的应用价值 

 
黄福灵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530021 

 

 

3D打印技术是一种基于三维数字模型，应用粉末状或液体的金属或高分子材料等可黏合材

料，通过逐层打印方式来构造实物。作为一项前沿制造技术，目前在口腔、颌面外科、骨科等

手术中得到逐步应用和发展，其主要用于制定手术方案、个性化假体制作及骨组织工程。近年

来，3D打印技术在创伤骨科临床中也得到了有效的应用。结合我们自身的经验，浅谈一下我

们在使用 3D打印技术在髋关节置换术中的应用体会。 

3D打印的步骤：1、CT数据的采集：我院使用的是西门子 SOMATOM Definition Flash CT,扫

描条件为：100KV,90mAs，层厚 0.75mm，层间距 0.5mm，将所得数据以 DICOM格式导入 U盘；

2、三维建模：将薄层 CT扫描原始数据以 DICOM格式导入医学交互式三维重建软件

Mimics17.0进行三维建模，并将髋臼和股骨分开来进行建模，以 STL格式导出；3、将 STL格

式的建模数据导入打印机配套的软件中，并进行必要的调整，然后进行打印。 

3D打印模型在髋关节置换术中的应用：1、等比例的仿真实物模型可使患者更加直观地了解病

情，让临床医生更直观地解释手术方案，有利于和谐医患关系的建立。2、临床医生根据 3D打

印的模型可以充分了解髋关节臼杯移位及髋臼缺损等情况，并对髋臼骨缺损进行 Paprosky分

型，为手术方案进行设计和优化；3、临床医生还可以在模型上反复进行模拟手术，使得临床

医生对手术中的关键部分更加熟悉，减少了手术时间，提高了手术效果。 

总之，3D打印的髋关节等比例模型能够全面而详细的反映髋关节的实际情况，使临床医生能

够比较直观、立体、准确的了解病变髋关节，帮助临床医生跟患者进行良好的术前沟通，并对

手术计划进行设计和优化，而且可以让临床医生在模型上进行术前的演练，使临床医生对手术

的关键流程更加熟悉，提高了手术的效果。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2476 

 

EP-3380 

肝脏普美显 MRI 动态增强透视触发法 

与经验延时法的对比研究 

 
徐俊峰,葛建兵,崔磊 

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 226001 

 

目的：通过对比透视触发法与经验延时法对肝脏普美显 MRI动态增强动脉期图像质量的影响，

探讨透视触发法在肝脏普美显 MRI动态增强中的应用价值。方法：175例肝脏普美显 MIR 动态

增强随机分组透视触发法 85例，常规延时法 90例，对比透视触发法与常规延时法肝脏 MRI动

态增强动脉期图像的质量。 结果：透视触发法 46例获得较好的动脉期图像，图像评分平均

4.55±0.53；常规延时法 26例获得较好的动脉期图像，图像评分平均 3.48±1.31，经 mann-

whitney检验，Z值为-4.747，P＜0.001，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透视触发法肝脏普

美显 MRI动态增强比常规延时法所获得的肝脏动脉期图像更好，在临床应用上有明显的优势。 

  

 

 

EP-3381 

双低联合迭代技术在二代双源 CT 冠状动脉成像中应用研究 

 
余飞 

四川西南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 646000 

 

【摘要】:目的 探讨低管电压、低浓度对比剂联合迭代技术在二代双源(Somation Definition 

Flash)CT冠状动脉（冠脉）成像中应用。方法 对临床疑似诊断冠心病在我院行冠脉 CT动脉

造影（CTA）检查患者 279例，随机分为 A组 99例，B组 90例 C组 90例，采用传统滤波反投

影重建。A组注射碘海醇（350mgI/mL）、管电压 120kV，B组注射碘克沙醇（320 mgI/mL）、

管电压 100kV，C组注射碘克沙醇（270 mgI/mL）管电压 80kV，均采用迭代重建（SAFIRE 3）

重建。两组均采用前瞻性心电门控方式进行扫描，当心率（HR）《70次/分选择 R-R间期 60%-

80%，HR>70次/分选择 R-R 间期 30%-50%。比较图像质量主观评分、左主干（LM）平均 CT值、

图像噪声 SD信噪比（SNR）、对比噪声比（CNR）及辐射剂量。结果 A、B、C组三组 CTA图像

质量主观评分分，两组相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0.05）。比较 A、B、C组的 CT 值，A

组 CT值低于 B组，B组低于 C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 A组所有血管节段 CT值

均大于 250 HU，满足诊断要求。A、B组 SNR、CNR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A组有效

剂量为 4.30±1.22 mSv，B组 2.43±0.79 mSv，C组 1.5±0.5 mSv，两组相比，P均<0.05。

结论 采用二代双源 CT进行冠脉 CTA检查时，使用碘克沙醇(270 mgI /mL)，低管电压 80 kV

联合迭代重建技术能保证较好的图像质量，降对比剂浓度同时可降低辐射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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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382 

利用多排螺旋 CT 图像融合技术测量膝关节 TT-TG 值 

 
卢超 

江苏省中医院 210029 

 

 

【摘要】 目的 研究螺旋 CT 的三维重建技术测量膝关节 TT-TG的方法及准确性, 以提供准确 

的测量 TT-TG的方法并指导临床实践。方法 根据 TT-TG的定义和实际测量方法, 设计出较合

理的 CT 测量方法。用实际测量法、二维 CT 图像融合方法对 18 例膝关节标本进行测量。把

实际测量值作为标准参考值。分别将各种方法测量值与标准参考值进行统 计分析。结果 TT-

TG实际测量值平均为 12.7±3.4mm , TT-TG 值在不同年龄段、不同体重指数间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髌骨不稳组 TT-TG 值为 19.82±4.89mm，与健康人群行两 样本均数 t 检验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Q 角与 TT-TG 值在正常人群组无明显 相关性，在髌骨不稳组两者

呈负相关关系。结论 螺旋 CT 的图像融合重建方法简单、精确、可重复性强。本文证明了 CT 

测量 TT-TG是准确的、精确的, 从而证明了螺旋 CT 的图像融合重建方法是测量股骨颈前倾角

较为理想的方法。  

 

 
EP-3383 

Atlanto-axial joint subluxation in children: can 

digital tomosynthesis completely replace conventional 

DR or CT examination? 

 
yin xiao rui,Wang Han 

Shanghai General Hospital，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00080 

 

Objective: To study the role of digital tomosynthesis (DTS) in the diagnosis of 

atlanto-axial joint subluxation in children compared with computed tomography (CT) 

or digital radiography (DR). 

Materials and Methods: One hundred and fifty nine consecutive patients suspected 

with atlanto-axial joint subluxation were prospectively recruited, from May 2012 

to August 2014. All the patients included children and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digital radiography (DR, n = 53), DTS (n = 53) and CT (n = 53) groups. Radiation 

doses of DR, DTS and CT were measured, respectively, and compared. Image qualities 

were evaluated by two senior radiologists using a qualitative 5-point scale. 

Results: The mean values of radiation dose in DR, DTS and CT were 14.64 ± 

8.70μSv, 16.92 ± 0.62μSv, and 1892 ± 152μSv, respectively.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 = 0.06) were found between DR and DTS groups, whil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existed between DR/CT and DTS/CT (P < 0.01, P < 0.01). The DR and DTS 

radiation doses were 0.8% and 0.9% that of CT, respectively. Image quality 

analysis revealed that the quality of DTS and CT groups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of DR. Mann-Whitney U test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results of image 

quality score. Two observers found that DTS and CT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DR in all aspects (P < 0.00; P < 0.00).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quality were found between CT and DTS images (P = 0.81; P = 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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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 DTS is an effective and clear alternative to DR for the diagnosis of 

atlanto-axial joint subluxation in children. CT has advantages in post-processing 

and clearly displays the sagittal and coronal details of the joint. However, its 

radiation dose is greater than that of DTS. Therefore, based on safety 

considerations, DTS is recommended.  

  

 

 

EP-3384 

Fast and Accurate Segmentation of Aneurysm: efficient 

assessment of the intracranial and carotid Aneurysm 

on Wide-detector Computed Tomography Angiography  

 
Yin xiao rui,Wang Han 

Shanghai General Hospital，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00080 

 

Purpose: Segmentation of aneurysm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interventional 

planning. Yet, 

the segmentation of both the lumen and the thrombus of an intracranial aneurysm in 

computed tomography angiography (CTA) remains a challenge.The wide-160-mm/256-row 

Revolution CT scanner has been demonstrated to improve the visualization of the 

head and neck vessels.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test if the Aneurysm 

Segmentation process application can display the aneurysm neck, body and its 

connected vessels efficiently and clearly by post-processing. 

Materials and Methods: Head and neck CTA was performed in 56 consecutive patients 

who suspected of aneurysm. The angiography was performed on a 160-mm/256-row 

Revolution CT scanner. Raw image data were respectively post-processed with 

Aneurysm Segmentation software and with traditional processing. The time demand 

for postprocessing was measured and record. The image quality was evaluated by 2 

radiologists on maximum intensity projections using a five-point-scale. Compare 

the visualization and effectiveness of different process methods. 

Results: Fifteen patients were excluded due to no aneurysm visible; in the 

remaining 41 patients, Aneurysm Segmentation could be successfully performed 

except 5 cases with wide basal aneurysm. The image quality is significantly than 

the traditional method (P＜0.05). After manual optimization, image quality was all 

rated excellent in 4. Interobserver agreement was high (κ = 0.73). The time 

demand for traditional reconstruction was significantly longer than for Aneurysm 

Segmentation reconstruction (16.5±0.3min vs 12.1±0.15min). 

Conclusions: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Aneurysm Segmentation technique in wide-

detector CTA of the head and neck vessels is feasible and can be performed within 

shorter time including the wide-basal aneurysm though its measurement is not 

accu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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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385 

激光角度模拟器在 CT 引导经皮穿刺的应用： 

体模研究和临床评估 

 
倪建明,唐平,张追阳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第二医院） 214002 

 

 

背景和目的：不同于超声和透视的实时引导，传统的徒手 CT引导穿刺是非常耗时的，尤其当

病灶体积小或位置深时。因为穿刺角度的控制，取决于操作者个人经验，手术成功率具有高度

的操作者依赖性。本研究采用固定在滑轨平台上的倾斜一字激光投线仪构成的激光穿刺角度模

拟器（LAS）以辅助徒手穿刺，并通过体模研究和临床评估，探讨激光角度模拟器对提高 CT引

导的经皮胸腔穿刺活检（PTNB）的价值。方法：16名操作者（12名初学者，4名有经验者）

分别采用传统徒手穿刺和 LAS辅助的方法，从左右两侧按 0°、15°、30°和 45°角，穿刺半

圆柱泡沫体模穿刺中心靶点，比较针尖与体模中心线的距离。12例连续入组的肺部占位患

者，在 LAS的辅助下进行了 CT引导的 PTNB，并以历史同期 17例传统徒手 PTNB的数据作为对

照，比较两种方法穿刺的操作时间、CT引导次数及患者辐射剂量。结果：与传统徒手穿刺比

较，在 LAS辅助下，初学者的穿刺成绩获得显著提高（p<0.001），而有经验者的穿刺成绩也

均有提高的趋势，只是由于样本量小，而没有全部达到统计学显著性意义水平。采用传统徒手

穿刺法，初学者的偏差值均高于有经验的介入放射医生（p>0.05），而在 LAS的辅助下，初学

者与有经验者穿刺成绩的差异均消失(p<0.05）。在临床研究中 LAS辅助穿刺组和对照组患者

的年龄及性别构成无显著性差异，两组病灶的最大径、病灶与胸膜夹角及病灶的深度的差异也

无统计学显著性。与传统徒手穿刺组相比，在 LAS的辅助下，穿刺操作时间、CT引导扫描次

数及相应的引导扫描辐射剂量和总剂量也明显降低。徒手穿刺组有 3次(17.8%)一次穿刺直接

击中病灶，LAS辅助组为 8 次(66.7%)（p<0.01）。结论：激光角度模拟器可以显著提高传统

徒手穿刺的准确性，是值得推广应用的一项技术。 

 

 

EP-3386 

迭代重建(idose4)技术结合 DRI 指数在 

学龄前儿童胸部 CT 检查中的应用 

 
唐世龙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6 

 

目的：探讨迭代重建 idose
4
结合 DRI指数在学龄前儿童胸部 CT扫描的应用价值。通过本研究

获得 0-＜1岁、1-＜3岁、3-＜6岁三组患儿胸部 CT平扫 idose
4
重建技术的最佳权重，可制定

出本区域学龄前儿童不同年龄段在飞利浦 CT机上行胸部扫描 idose
4
重建阈值标准供大家参

考，最终达到减少儿童胸部 CT扫描辐射剂量。 

方法：选取 0-1岁、1-3岁、3-6 岁行胸部 CT平扫+增强检查患儿各 30名;平扫序列,0-1岁、

1-3岁、3-6岁组分别预设 DRI为 14、15、16,采用 Z轴自动管电流调节技术、管电压 100KV；

增强扫描序列， DRI预设为 17，其余扫描参数与平扫序列相同；增强扫描序列数据用 FBP重

建算法；平扫序列数据采用 idose4技术重建，以 1为步涨值，重建为 1-7级等 7组图像，比

较分析不同权重 idose4重建技术条件下影像 SNR、影像噪声等，探求出 0-6岁患儿在各个年

龄阶段行胸部 CT扫描时 idose
4
重建的最佳权重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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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影像 idose
4
最佳权重：0-1岁组为肺窗 idose

4
3级 、纵膈窗 idose

4
2级；1-3岁组为肺

窗 idose
4
4级、纵膈窗 idose

4
3级；3-6岁组为肺窗 idose

4
4级、纵膈窗 idose

4
3级。 

结论：学龄前儿童胸部低剂量 CT扫描，应用迭代重建 idose
4
技术能显著提高影像图像质量，

降低影像噪声及扫描辐射剂量。 

 

 

 
EP-3387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3-Dimensional Sampling 

Perfection With Application Optimized Contrasts Using 

Different Flip Angle Evolutions (SPACE) MRI in 

Evaluating Lower Extremity Deep Venous Thrombus 

 
Wu Gang,Li Xiaoming 

Tongji Hospital， Tongji Medical College，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430030 

 

 

OBJECTIVES: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evaluate the diagnostic performance of noncontrast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utilizing sampling perfection with application 

optimized contrasts using different flip angle evolutions (SPACE) in detecting 

deep venous thrombus (DVT) of the lower extremity and evaluating clot burden. 

MATERIALS AND METHODS: 

This prospective study was approved by the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Ninety-four 

consecutive patients (42 men, 52 women; age range, 14-87 years; average age, 52.7 

years) suspected of lower extremity DVT underwent ultrasound (US) and SPACE. The 

venous visualization score for SPACE was determined by 2 radiologists 

independently according to a 4-point scale (1-4, poor to excellent). Th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of SPACE in detecting DVT were calculated based on 

segment, limb, and patient, with US serving as the reference standard. The clot 

burden for each segment was scored (0-3, patent to entire segment occlusion). The 

clot burden score obtained with SPACE was compared with US using a Wilcoxon test 

based on region, limb, and patient. Interobserver agreement in assessing DVT 

(absent, nonocclusive, or occlusive) with SPACE was determined by calculating 

Cohen kappa coefficients. 

RESULTS: 

The mean venous visualization score for SPACE was 3.82 ± 0.50 for reader 1 and 

3.81 ± 0.50 for reader 2. For reader 1, sensitivity/specificity values of SPACE 

in detecting DVT were 96.53%/99.90% (segment), 95.24%/99.04% (limb), and 

95.89%/95.24% (patient). For reader 2, corresponding values were 97.20%/99.90%, 

96.39%/99.05%, and 97.22%/95.45%. The clot burden assessed with SPACE was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US (P > 0.05 for region, limb, pat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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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observer agreement of SPACE in assessing thrombosis was excellent (kappa = 

0.894 ± 0.014). 

CONCLUSIONS: 

Non-contrast-enhanced 3-dimensional SPACE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is highly 

accurate in detecting lower extremity DVT and reliable in the evaluation of clot 

burden. SPACE could serve as an important alternative for patients in whom US 

cannot be performed. 

 

 
EP-3388 

The feasibility study of dual source computed 

tomography based on 70kV in the chest scanning of 

neonates 

 
jinjuan xue 

Tangdu Hospital， Fourth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710038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asonable voltage parameters in chest examination of 

neonates after the application of new technology of dual source computed 

tomography.Method: 40 cases aged 1 to 30 days neonates underwent the dual source 

CT chest scan. All case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70KV group and 100KV group. 

The flash spiral mode and automatic tube current adjustment technology (care dose 

4D) were adopted in the chest scanning of neonates. The data were all 

reconstructed with sonogram affirmed iterative reconstruction (SAFIRE) technique. 

The two radiologists respectively evaluated the image quality using 5-point by the 

double blind method. The different of image quality and radiation dose (the volume 

CT dose index, dose length product and the effective dos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as recorded and analysed.Resul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image 

quality between 70KV group and 100KV group. The image quality of can meet the 

clinical needs. Compared with 100KV, the volume CT dose index, dose length product 

and the effective dose of the 70KV group decreased obviously.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70kV with SAFIRE technique is feasible in the neonatal chest scan. 

It can reduce the radiation dose without noticeable loss in diagnostic quality. 

  

 

 
EP-3389 

CT 引导经皮肺穿刺活检病灶增强的应用价值 

 
朱向会

1
,朱向会

1
 

1.解放军 44 医院 

2.解放军 44 医院 

 

目的 探讨局部病灶团注增强 CT 引导下经皮肺穿刺活检术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

160例接受 CT引导下经皮肺穿刺活检患者的临床资料，比较局部病灶团注增强 CT组与平扫 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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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标本获取的满意率、病理阳性率、并发症、平均活检次数、更换穿刺点者所占比例的差异。

结果 （1）局部病灶团注增强 CT 组和平扫 CT组的平均活检次数及更换穿刺点患者比例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2.88±1.03 vs 4.55±1.27，9.85% vs 20.00%，均 P＜0.05）。（2）局部

病灶团注增强 CT 组和平扫 CT 组弹簧针取材满意率及病理的阳性率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91.55% vs 72.50%，87.32% vs 68.75%，P＜0.05）。（3）局部病灶团注增强 CT 组和平扫

CT 组气胸和出血的发生率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15.49% vs 28.75%，11.26% vs 21.25%，P＜
0.05）。结论 局部病灶团注增强 CT能够提高穿刺的准确性与安全性,更容易取得病理阳性结

果，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EP-3390 

不同体重指数在心脏 CT 扫描过程中对对比剂用量的影响 

 
王俊鹏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710038 

 

目的：探讨体质指数在心脏 CT扫描过程中体重指数与对比剂用量关系，确保在扫描过程中对

比剂的正确用量。方法：收集 2016年 4月到 2017年 3月临床疑有心肌缺血性病变患者 30

例，按肥胖指数（MBI=kg/m
2
）分为，偏瘦组（MBI <18 ）正常组 （MBI = 18 - 

25）、 肥胖组（MBI >25 ）三组，各 10例实行对照研究。以心率<72次/分用前瞻性门控

扫描，心率>72次/分用后瞻性门控扫描。以注射流速 5.0ml/s；注射量：对比剂为 50ml，注

射用水 50ml。升主动脉为兴趣区，当升主动脉的对比剂阈值达到 80HU时，自动动触发扫描。

扫描完成后，把所得原始图像导入 Philips Extended Brilliance Workspace工作站 4.5 工作

站并进行血管重建，包括容积再现(VR)、最大密度投影(MIP)和曲面重建(CPR)等图像后处理。

结果：单因素方差分析显示肥胖组、正常组和偏瘦组在左总干评分无显著性差异

[F(2,27)=0.203，P=0.817]；三组在左前降支评分无显著性差异[F(2,27)=0.1，P=0.905]；三

组在左旋支评分无显著性差异[F(2,27)=0.034，P=0.967]；三组在右冠脉评分也无显著性差异

[F(2,27)=0.148，P=0.864]。 

  

 

 
EP-3391 

个体化腹部 GSI 增强扫描降低对比剂摄入量的可行性研究 

 
方鑫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6011 

 

目的：评价基于定位像个体化的腹部 GSI多期增强扫描降低对比剂摄入量和辐射剂量的可行

性。方法：应用 GE HD750能谱 CT，对 97例患者行腹部 GSI三期增强扫描，根据对比剂摄入

量及图像的单能量重建分为两组，A组 52例（对比剂摄入量为 400mgI/kg、50%ASIR 70keV重

建），B组 45例（对比剂摄入量为 300mgI/kg、50%ASIR 60keV 重建）。基于定位像，根据模

拟常规 120kVp（NI=12）平扫的 mA值，选择与其 mA相近 GSI的扫描协议进行扫描。测量 A、B

组腹主动脉、静脉期肝脏和脾脏、竖脊肌的 CT值和 SD值，并计算腹主动脉及肝实质、脾实质

的 CNR、SNR值，记录两组各期 GSI扫描的 CTDIVOL和 DLP 及对比剂用量。比较两组动脉期腹主

动脉 CT值，静脉期肝脏、脾脏 CT值和 SD值，比较两组的对比剂摄入量及辐射剂量。结果：B

组腹主动脉 CT值高于 A组（p=0.008）；2组静脉期肝脏实质、脾脏实质 CT值无统计学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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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96，0.399）；静脉期 B组 SD值小于 A组（p=0.010）；A、B组腹主动脉、静脉期肝

脏实质、脾脏实质的 CNR 、SNR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 A、B组图像主观评分无统计

学差异。B组较 A组对比剂摄入量降低 29%；A、B组与其对应的模拟 120kVp相比 CTDIVOL分别

降低 17.30%、23.93%，DLP 分别降低 17.79%、28.05% 。结论：采用个体化 GSI行腹部增强

扫描，选择适当的 keV，能够提高图像对比度，降低对比剂摄入量和辐射剂量，图像质量保持

不变。 

  

 

 
EP-3392 

深度学习 Pixel Shine 算法改善 70kVp 腹部 CTA 动脉期图像

质量与常规 120kVp 图像质量的比较研究 

 
吕悦

1
,刘爱连

1
,刘静红

1
,刘义军

1
,方鑫

1
,惠志庚

2
,潘聚东

1
 

1.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大连市中心医院 

 

目的探讨 Pixel Shine（PS）算法提高 70kVp腹部 CTA动脉期图像质量的价值，并与常规

120kVp图像的比较研究。材料与方法回顾性收集于我院行 Revolution CT全腹部 CTA、

BMI≤20kg/m
2
且 70kVp管电压扫描图像质量不佳病例 42例；120kVp管电压扫描 CTA动脉期图

像 21例。扫描参数：探测器宽度 80mm，自动 mA技术，螺距 0.992:1，转速 0.6s/r，重建方

法 40%ASIR-V，重建层厚 5mm。在 GE AW4.6工作站将 CTA动脉期图像上传至 PS软件，70kVp

扫描 42例（A组）经 A7模式处理，处理后图像（B组）自动传回至工作站，120kVp扫描 21

例（C组）不经任何处理。分别在 A组、B组、C组图像上进行测量，在相同层面的肝右叶、

竖脊肌放置 3个大小相等的 ROI，注意避开局灶性病变、血管、脂肪浸润等，记录肝脏和竖脊

肌的 CT值、SD值，求得平均值，计算肝脏-竖脊肌 CNR、SNR。记录 CTDI、DLP，计算 ED。两

名观察者双盲法测量，进行一致性检验。所有参数进行正态性检验和方差齐性检验。采用方差

分析、Kruskal-Wallis检验比较 3组间参数是否有统计学差异。结果 3组肝脏 CT值

（P=0.239）、竖脊肌 CT值（P=0.968）没有统计学差异，竖脊肌 SD值、肝-肌 CNR、肝-肌

SNR有统计学差异，且 SDB组＜SDC组＜SDA组、CNRB组＞CNRC组＞CNRA组、SNRB组＞SNRC组＞SNRA组。

70kVp扫描 CTDI、ED明显低于 120kVp扫描。结论小体重指数（BMI≤20kg/m
2
）患者 70kvp 全

腹 CTA动脉期图像质量不佳者经 PS算法处理后与常规剂量 120kVp图像比较，不影响 CT值，

同时降低噪声，显著提高对比噪声比、噪声比，从而提高图像质量。70kVp扫描相比较于

120kVp，明显减少了辐射剂量。 

  

 

 
EP-3393 

大样本评估留置针限速技术在儿童 CT 增强检查中的应用能力 

 
杨楠 

天津市儿童医院 10238056 

 

目的：利用大样本数据评估现行的留置针限速技术在儿童 CT增强检查中的应用能力。 

方法：选取 2011年 2月至 2016年 2月，5年间连续的使用高压注射器行 CT增强检查的患儿

6247例。全部患儿均给予 300mg/ml欧耐派克 1.5ml/kg（不大于 70ml）；依据患儿个体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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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0.065ml/kg/s的对比剂注射速率，并选取相应的留置针型号。现行的留置针限速技术为

24#≤1.5ml、22#≤2.5ml、20#≤4ml。 

结果：全部患儿年龄 2d-18y，体质量 2.7-79kg，对比剂剂量 4.5-70ml，对比剂注射速率 0.2-

3.3ml/s。留置针选取：24#—4793例、22#—1403例、20#—51例 。全部样本中 6245 例均完

成检查，对比剂外渗 1例，对比剂注射后严重呕吐不能继续完成检查 1例。另外，在 6245例

完成检查的患儿中注药后出现轻度呕吐、躁动等轻微对比剂副作用患儿 12例。完成检查的

6245例中动脉期峰值为 177-319HU，均出于患儿对比剂安全因素的考虑而使用了过低的对比剂

速率。全部样本的对比剂外渗率为 0.016%，对比剂副作用率为 0.20%，检查合格率为

99.74%。 

讨论：对比剂外渗是 CT增强检查中主要的并发症之一，虽然发生率不高,但由于受检人群基数

大,对比剂外渗的绝对数不容忽视。留置针限速技术是通过限定不同规格的留置针的最大注射

速率，缩小了个体的注射速率的选择范围，从而极大地降低了人为因素造成的对比剂注射速率

的波动，有效地防止了因注射速率过高而造成的对比剂外渗现象的发生。目前，国际上认为留

置针限速技术是保证儿童 CT增强检查对比剂注射安全性、减少对比剂外渗率的金标准， 

总之，留置针限速技术提高了高压注射器对比剂注射方案在儿童 CT增强检查中的安全性，降

低了对比剂外渗的发生率，并且动脉期靶血管增强效果可以达到诊断要求。 

  

  

 

 

EP-3394 

X 线，CT,MR 影像在脊柱侧弯畸形中的应用 

 
李义,章茜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410008 

 

 

目的 总结分析全脊柱拼接 DR摄影与 CT容积扫描和 MR3D 扫描在全脊柱侧弯畸形中的手术前评

估及诊断价值。 

方法 总结自 2015年至 2017 年在我院脊柱外科接受治疗的 60例患者对其在我科做的 X 线，

CT，MR检查，对其进行图像质量分析总结。 

结果 1 X线脊柱拼接 DR平片能直观地显示脊柱整体解剖形态及侧凸部位, 判断脊柱的平衡性

和柔韧性，对脊柱侧弯的诊断、术前评估及预后判断具有一定的价值。2CT通过一次扫描全脊

柱进行三维重建 MPR/CMPR能更加全面地观察畸形部位细节，发现椎管内存在的骨性畸形，椎

小关节及附近的病变，VRT 通过调节不同密度的阈值并辅以不同的伪彩依次可显示骨质及椎管

的形态，尤其适用观察侧弯的分类和椎管情况，在评价脊柱侧弯的程度，进展，为临床制定手

术方案具有重要的临床指导意义。是最快速方便实用的显示方法。3 3DMRI SPACE序列采用三

维扫描，实现无缝拼接,可多方位重建,不仅可显示脊髓病变如脊髓空洞,脊髓肿瘤,脊髓栓系和

Chiari畸形等,还能显示椎体及周围软组织情况。并且可以测量脊髓旋转与椎体旋转的关系判

断脊髓旋转类型,总之 3DMRI 可指导制定矫形手术方案,显示和选择手术路径,对脊柱侧弯矫形

的术前评估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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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395 

锥形束 CT 与多层螺旋 CT 对前庭导水管显示能力的比较研究 

 
王争,尹红霞,杨正汉,张鹏,王振常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100050 

 

目的 比较锥形束 CT与多层螺旋 CT对内耳前庭导水管的显示能力。 

方法 对 8个国人成人头颅标本（共 16侧内耳）进行锥形束 CT超清模式及多层螺旋 CT 颞骨模

式扫描，所得图像均进行统一标准化的前庭导水管 45°斜矢状位重建，并在标准化重建基础

上测量两种扫描设备所得图像前庭导水管外侧段长度、外侧段中点直径及外口宽度，另对两种

设备扫描所得图像进行曲面重建，以显示前庭导水管全长。比较两种设备扫描图像测量结果及

对前庭导水管全长的显示能力。 

结果 8个头颅标本中，因一个标本双侧前庭导水管标准化斜矢状位重建后，锥形束 CT及多层

螺旋 CT图像显示前庭导水管外侧段均短小纤细，难以勾画线段，无法进行测量外，余扫描图

像均能够进行前庭导水管外侧段长度、外侧段中点直径及外口宽度径线测量，且锥形束 CT图

像与多排螺旋 CT扫描图像所测相同径线结果间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锥形束 CT超

清模式扫描曲面重建后共显示前庭导水管全程 14侧，显示清晰 6侧，显示欠清晰 3侧，显示

模糊但尚可辨认 5侧，无法显示 2侧，总显示率为 83%，清晰显示率为 33%，显示失败率

13%；多层 CT颞骨扫描曲面重建后共显示前庭导水管全长 11侧，其中显示清晰 4侧，显示欠

清晰 5侧，显示模糊但尚可辨认 2侧，无法显示 5侧，总显示率为 61%，清晰显示率为 22%，

显示失败率 31%。 

结论 现阶段锥形束 CT扫描技术所得前庭导水管图像能够满足诊断需求，显示能力略高于多层

螺旋 CT，随着成像技术的改进，图像质量的提高，再结合自身辐射剂量小的优点，锥形束 CT

必将在内耳影像诊断中拥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EP-3396 

不同数学模式对脑部 T2 灌注成像的影响 

 
姚嫣群

1,2
,赵瑞峰

2
,吕晋浩

2
 

1.山西医科大学 

2.山西晋城煤业集团总医院 

 

目的 

T2*灌注，即动态磁敏感增强灌注加权成像 DSC-PWI（dynamic susceptibility contrast 

perfusion weighted imaging ）。这种灌注经静脉快速团注对比剂后快速成像，对比剂首过

时引起局部磁场不均匀性变化，导致组织 T2*迅速衰减，信号下降。通过对比剂浓度-时间曲

线，利用相应的数学模型，从而计算出组织器官的血流灌注各种参数。因此我们探讨不同的数

学模型对脑部灌注成像的影响。  

材料和方法 

回顾性纳入我中心行动脉自旋标记灌注成像 ASL及 DSC-PWI 的脑梗死患者 1名,在通过

syngo.via后处理软件进行后处理时发现三种灌注模式，分别是：手动选择动脉输入函数 AIF

的位置和选择动脉输入函数，无 T1校正的 AIF，有 T1校正的 AIF。对比前两种灌注模式下哪

种和 ASL所表现的更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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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患者 ASL上表现为明显的低灌注，但无 T1校正的 AIF模式却未发现明显的低灌注区，相应的

CBF、CBV、MTT和对侧相比也未发现明显差异。通过手动选择动脉输入函数 AIF的位置和选择

动脉输入函数模式，灌注图像表现出和 ASL一致的征象。  

结论 

虽然手动输入函数不作为首选模式，但是不能完全依赖无 T1校正的 AIF模式进行处理得出的

灌注图像。临床中我们也可以使用其他的软件和算法得出相应的灌注图像，从而使图像结果更

准确，能够为临床大夫提供更好地建议去诊治。 

 

 

EP-3397 

经引流管注射生理盐水 MRCP 成像在胆道结石诊断中的应用 

 
和建伟 

甘肃省人民医院 730000 

 

 

目的：目的：探究经引流管注射生理盐水 MRCP成像在胆道结石诊断中的价值。 

方法：方法：对 50例临床怀疑有胆道结石且有引流管的患者，经引流管注射生理盐水约 50ml，

以患者耐受为主，在注射生理盐水前后分别行磁共振胰胆管成像（MRCP）检查各一次，比较两种

方法对胆总管结石的显示率，所有患者均经手术或内镜活检证实。使用设备为西门子 3.0T skyra

磁共振设备，使用的序列分别为：1、二维厚层块投射扫描 T2_thin slice_cor；2、二维连续薄

层采集 T2_thick_slice_2D_cor；3、三维容积采集 T2_SPACE_3D_cor。 

结果：结果：经引流管注射生理盐水行 MRCP检查对胆道结石病变的显示明显优于常规 

MRCP(P&lt; 0.05)，经引流管注射生理盐水行 MRCP检查与常规 MRCP检查对胆道结石的显示率分

别为 94%（47/50）、68%（34/5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经引流管注射生理盐水行 MRCP 检查对

胆道结石的检出率明显优于常规 MRCP检查。 

结论：结论：对于临床怀疑有胆道结石，且已经有给予经皮穿刺胆道引流的患者，为明确诊断，

经引流管注射生理盐水的磁共振胰胆管成像（MRCP）较常规 MRCP有更高的诊断价值。经引流管

注射生理盐水的 MRCP检查可作为胆道结石诊断的一种有效的补充手段。 
 

 

 

 
EP-3398 

MRI 设备层间射频信号干扰的检测 

 
尹红霞,刘雅文,杨娉娉,杨正汉,王振常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100050 

 

目的 对三台 MRI设备的层间射频信号干扰情况进行检测，加深对层间射频信号干扰现象的认

识。方法 三台 MRI设备（设备 1：GE 1.5T HDi；设备 2：GE 3T HD；设备 3：GE 3T 

750W）；选择横断 T1WI序列，扫描 ACR模体；记录层间距为 5mm、1.0mm、0.5mm和 0mm时的

信噪比（SNR），绘制 SNR变化百分比与层间距百分比的函数图。处置标准是：当层间距从

5mm减小到 0时，由层间射频信号干扰作用所导致的 SNR的下降不超过 20%。结果 当层间距由

5mm减小到 0时，设备 1的 SNR下降幅度为 18.16%，设备 2的 SNR下降幅度为 23.57%,设备 3

的 SNR下降幅度为 10.75%；设备 1和设备 3的层间射频信号干扰检测结果达到处置标准，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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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 2检测结果未达标。结论 三台设备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层间射频信号干扰现象；其中，装机

时间最久（超过 10年）的设备 2的检测结果不能达标。层间射频信号干扰检测应该在临床质

量控制工作中受到重视。 

 

 
EP-3399 

MRI 设备中心频率和发射增益稳定性检测 

及处置界限建立的初步探讨 

 
尹红霞,刘雅文,杨娉娉,杨正汉,王振常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100050 

 

目的 对 MRI设备进行中心频率和发射增益的稳定性检测，并建立其处置界限，为临床质量控

制提供检测标准。方法 对本单位三台 MRI设备（设备 1：GE 3T HD，设备 2：GE 1.5T HDi，

设备 3：GE 3T 750W），应用横断 T1WI序列扫描 ACR模体，在预扫描阶段记录中心频率和发

射增益；在设备运行状态良好的情况下，连续检测中心频率和发射增益 8次；计算均值和标准

差，建立两个指标的处置界限。结果 设备 1、设备 2和设备 3的中心频率均值分别为：

127725772.4Hz、63875740.1Hz和 127771958.4Hz，标准差分别为：39.7Hz、34.2Hz和

12.2Hz，其处置界限分别为：周变化值≤±119Hz、≤±68Hz 和≤±37Hz；发射增益均值分别

为 125.3dB、101.8dB和 113.3dB，标准差分别为：1.3dB、2.0dB和 0.9dB，其处置界限分别

为：125.3±2.6dB、101.8±4.0dB 和 113.2±1.8dB。结论 三台 MRI设备的中心频率和发射增

益检测结果均符合处置界限的要求；处置界限的建立为临床质量控制提供了正常参考值范围。 

 

 
EP-3400 

正交鸟笼头线圈质量控制检测与处置界限建立的初步实践 

 
尹红霞,刘雅文,杨娉娉,杨正汉,王振常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100050 

 

目的 对正交鸟笼头线圈进行检测，并建立其性能指标的处置界限，以建立有效的质量控制方

法。方法 选择横断 T1WI序列，对 MRI设备 1（GE 1.5T HDi）、设备 2（GE 3T HD）和设备 3

（GE 3T 750W）所配备的正交鸟笼头线圈,单次扫描标准 ACR模体；连续 6次检测信噪比

（SNR）、图像均匀度百分比（PIU）和信号伪影百分比（PSG）三个指标；计算均值和标准

差，建立每个指标的处置界限。结果 设备 1、设备 2和设备 3正交鸟笼头线圈的 SNR均值分

别为 262.14、280.47和 474.24，标准差分别为 18.43、29.67和 29.95，建立的处置界限分别

为：≥225.28、≥221.13 和≥414.34； PIU均值分别为 95.00%、83.17%和 84.33%，标准差分

别为 0.63%、1.17%和 0.82%，建立的处置界限分别为：≥93.74%、≥82%（修正后）和

≥82.69%；PSG均值分别为 0.11%、0.07%和 0.14%，标准差分别为 0.12%、0.03%和 0.11%，建

立的处置界限分别为：≤0.35%、≤0.13%和≤0.36%。结论 三台设备正交鸟笼头线圈的 SNR、

PSG和 PIU值均满足建立的处置界限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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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401 

初探应用 PixelShine 算法提升 70kVp+ASiR-V 重建腹部动脉

期 CT 图像质量的可行性 

 
田士峰,刘爱连,刘静红,鞠烨,刘义军,方鑫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6011 

 

目的 探讨基于深度学习的去噪声算法—PixelShine 算法提升 70kVp+ASiR-V重建腹部动脉期

CT图像质量的可行性。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 GE Revolution CT扫描的 33例病人（BMI≤20 

kg/m
2
）的腹部动脉期图像（A组），采用 70kVp管电压、50% ASiR-V技术。应用 PixelShine

算法 B2模式对 A组图像进行后处理，获得 PixelShine图像（B组）。两位观察者分别对 A、B

两组图像质量进行 5分制评分，采用 Kappa检验分析两位观察者评分结果的一致性，采用

Kruskal-Wallis检验比较两组图像的评分差异。由两位观察者分别测量肝脏及胰腺实质 CT

值、竖脊肌 CT值及 SD值（即图像噪声），并计算肝脏与胰腺实质的信噪比（SNR）及对比噪

声比（CNR），采用配对样本 t检验比较两组图像的噪声以及肝脏与胰腺实质的 SNR、CNR。结

果 A、B两组图像质量评分 3.12±0.33 vs. 3.97±0.53，噪声值 14.50±1.42 HU vs. 

10.05±1.80 HU，肝脏实质 SNR 4.51±0.53 vs. 6.78±1.27，肝脏实质 CNR 0.89±0.55 vs. 

1.42±0.81，胰腺实质 SNR 9.51±1.69 vs. 13.87±3.26，胰腺实质 CNR 5.83±1.66 vs. 

8.48±2.46，B组的图像质量评分、肝脏及胰腺实质 SNR、CNR大于 A组，图像噪声小于 A

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B组噪声较 A组降低约 31%。结论 应用 ReV CT在

ASiR-V基础上使用 PixelShine算法进行后处理可提高 70kVp 腹部动脉期图像质量，显著降低

图像噪声，并提升图像 SNR、CNR。 

  

 

 
EP-3402 

品管圈在提高 MRI 图像扫描质量优秀率中的应用 

 
谷何一,赵卫,李宗芳,孙学进,顾青,胡娟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650032 

 

【摘要】目的：提升 MRI图像扫描质量优秀率，避免漏诊、确保更高的“影像诊断符合率”，

减少纠纷。方法：在影像科成立品管圈小组，掌握品管圈方法的使用流程，针对 MRI图像扫描

质量进行现状调查，根据 80／20法则找出影响 MRI图像质量的主要因素作为改进的关键，并

重点分析原因，设定活动目标，进而制订相应的整改措施并组织实施，比较活动前后的效果。

结果：品管圈活动开展后，MRI图像扫描质量优秀率由 90.4%提高至 96．2％，目标达成率

107.4%，明显超过了预期目标值。结论：品管圈活动在提高 MRI图像扫描质量优秀率中成效显

著，通过此次活动提高了圈员的管理和团队合作意识，同时也提高了医疗服务效率，减少了社

会资源的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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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403 

运动校正算法体配准应用于单源序列采集双能量 CT 

结肠成像的可行性 

 
罗明月,梁丹,孔德灿,王玲,李文儒,朱冬云 

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 510655 

 

目的 评价运动校正算法体配准对双能量 CT结肠成像因为呼吸运动和肠道蠕动的影响而导致结

直肠图像在两个序列空间位置上可能不匹配的校准效果，应用于单源序列采集双能量 CT 结肠

成像的可行性。方法 46例没有影响胃肠道运动功能病史并且知情同意本研究的志愿者，其中

女性 25例、男性 21例，年龄(57.70±11.87)岁。CT检查前 1天及当天早上志愿者分 5次口

服 4.0%泛影葡胺 60ml标记肠内容物。采用 Acquilion ONE 320 排容积 CT扫描仪进行单源序

列采集双能量 CT结肠成像的图像数据，球管电压 135kVp/80kVp，球管电流自适应球管电压的

变化，图像重建函数 FC17、AIDR3D STD算法。分别对 135kVp/80kVp 序列采集的图像数据进行

基于运动校正的体配准，获得校准后、校准前的结直肠双能量融合图像。2位富有经验的放射

科医生在校准后、校准前的双能量融合图像上逐个肠段评价结直肠的图像质量，以 2位的一致

性意见为评价结果。以结直肠双能量融合图像没有伪影为基准，图像质量分为良好、一般，

差、很差 4个等级。采用两样本率比较的 u检验，统计分析校准后、校准前的结直肠双能量融

合图像质量，p＜0.05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果 校准后的结直肠双能量融合图像质量 1

级、2级、3级和 4级分别为 96.7%、3.3%、0.0%和 0.0%，校准前的结直肠双能量融合图像质

量 1级、2级、3级和 4级分别为 67.4%、6.2%、20.2%和 6.2%。校准后、校准前的结直肠双能

量融合图像质量 1级比较(96.7%VS67.4%)，u=8.9786，p＜0.001，差异具有非常显著的统计学

意义。结论 运动校正算法体配准是校准单源序列采集双能量 CT结肠成像因为呼吸运动和肠道

蠕动的影响而导致的结直肠图像在两个序列空间位置上可能不匹配的有效方法，可以应用于单

源序列采集双能量 CT结肠成像。 

 

 

 

EP-3404 

骨关节系统 MRI 质量控制的应用研究  

 
刘玲玲 

盛京医院 110000 

 

摘要：目的  磁共振影像诊断医生从图像中识别异常信号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图像

中所包含的信息量，即图像的质量。影响图像质量的最主要是空间分辨率、信噪比(SNR) 和对

比度，一次扫描是否成功，取决于是否对图像质量满意。实现这一目标与多种因素有关，例

如：参数的选择、扫描序列等。探讨影响骨关节系统（肩关节、膝关节、髋关节、肘腕踝小关

节）磁共振扫描图像质量的因素。方法：首先介绍了国内外磁共振质量控制的研究现状及需要

面临的挑战，制约我国磁共振发展的主要因素是中国的国情，随后分别从肩关节、膝关节、髋

关节、肘腕踝等小关节具体分析了影响图像质量的因素:(1) 受检者体位对图像质量的影响 ; 

(2)采样方位的重要性 ; (3) 成像参数及序列设定原则; (4) 常见伪影及处理; (5)消除及减

少伪影的方法; (6)骨关节 MRI扫描图像质量的评分标准。另外由于小儿髋关节独特的解剖生

理特性，决定了小儿骨化中心未愈合时，磁共振是髋关节病变比较好的影像学检查，在髋关节

中重点讲述，结果：骨关节系统（肩关节、膝关节、髋关节、肘腕踝小关节）磁共振图像质量

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例如：受检者体位、采样方位、成像参数及序列的设定、伪影等。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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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关节系统的磁共振检查需要参数优化、准确的定位扫描及合理的伪影控制等，各因素质量相

互影响，只有综合考虑，权衡利弊，才得以实现磁共振扫描的质量控制。 

 

 

 
EP-3405 

IVIM-DWI 在心脏成像中的初步探讨 

 
相世峰,杨素君 

邯郸市中心医院 56001 

 

目的  探讨体素内不相干运动扩散加权磁共振成像(intravoxel incoherent motion MR 

imaging，IVIM MRI)在心脏成像的可能性。方法  对符合入组已签署知情同意书的 12例健康

志愿者行多 b值 DWI序列扫描，本研究采用双指数模型，b值序列是:0、20、60、80、120、

200、600s/mm
2
，在心脏短轴位上分别测量室间隔前部、后部及侧壁的 D值、D

＊
值和 f 值，统

计各节段不同供血区心肌的各参数值,运用方差分析比较各节段之间两侧值的差异。结果  健

康志愿者 12例，72节段心肌 D值、D
＊
值和 f 值不完全相等，第 5、11节段心肌 D值较 2、

3、8、9心肌节段低，两两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第 5、11节段心肌 D值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1.000）；第 5、11节段心肌 D
＊
值和 f 值较 2、3、8、9心肌节段高，两

两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第 5、11节段心肌 D
＊
值和 f 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214、0.787）。结论  IVIM-DWI技术能定量反映心肌的扩散状态及血流灌注状态,将

来可能为临床诊断心脏疾病提供更丰富的信息。 

 

 
EP-3406 

Revolution CT 低 kVp 低注药时间在冠状动脉 CT 

血管成像检查中的可行性研究 

 
李馨,刘振堂,胡智军,李爱华,李豆,魏东红,高江波 

西安长安医院 710016 

 

 

目的：探讨 Revolution CT 低 kVp低注药时间在冠状动脉 CT血管成像（CTA）检查中的可行

性。材料与方法：将行冠状动脉 CTA检查的 54例疑似或确诊冠心病且体质指数（BMI）

≤30.0kg/m
2
的患者,随机分为两组：A组（26例）：采用管电压 120千伏峰值（kVp）及注药

时间为 10s；B组(28例）：采用管电压 100kVp
[1]
及注药时间为 8s。所有冠状动脉 CTA 检查由

GE Revolution CT完成。扫描范围对比剂碘帕醇(370 mgI.mL-1)，智能毫安，NI固定为 25，

自动匹配前置 Asir-V，后置 Asir-V固定为 80%。对图像质量进行主、客观评价。分别测量升

主动脉根部（AO）管腔的 CT值、标准差，右冠状动脉（RCA）、左前降支（LAD）、以及左回

旋支（LCX）近段管腔的 CT 值和邻近组织 CT值及对比噪声比
[2]
。分别比较两组的对比剂用

量。结果：两组间性别、年龄、BMI及心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A、B两组图像质量

主、客观评分差异无统计学差异（P＞0.05）0；A、B两组对比剂用量分别为（46.94±8.33）

ml、（36.53±5.24）ml，B组对比剂用量(P＜0.001)显著低于 A组。结论：对于体质指数

（BMI）≤30.0kg/m
2
的患者，在管电压为 100kV及注药时间为 8s条件下行冠状动脉 CTA检

查，在图像质量能够满足临床诊断的前提下，能显著降低患者的对比剂用量，从而减少对比剂

使用的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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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407 

像素闪耀算法在低剂量全肝灌注“一站式”成像中的应用 

 
陶奉明,刘爱连,刘静红,刘义军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6011 

 

方法:前瞻性收集 2017年 6月间来我院行肝 CT增强检查，且 BMI＞25kg/m
2
的患者，对其应用

RevolutionCT进行全肝脏 CT增强及灌注扫描（CT perfusion, CTP），选取患者 15例，先行

肝脏平扫，然后进行 CTP和增强三期扫描，管电压 120 kVp，CTP采集管电流为 20 mA，增强

三期管电流为 100mA，轴扫模式，ASiR-V 80%，球管旋转时间 0.5 s，z轴覆盖范围 160 mm，

扫描层厚 5mm，层间隔 5mm。共获得 26期全肝 CT灌注（CTP）图像,并在第 11期、18期、22

期获得动脉期、静脉期及平衡期图像。所有 CTP数据经深度学习 A7模式进行处理，处理前后

分为命名为 A组、B组，两组 CTP图像分别在 AW4.7工作站经校正及计算。然后分别在每组灌

注图像肝右叶放置 3个 ROI 记录灌注参数数值并取其平均值。在两组动脉期增强图像的肝右叶

与右侧同侧竖脊肌各放置 3个 ROI并记录肝脏及右侧竖脊肌的 CT值、标准差（standard 

deviation, SD）SD值并取均值。记录 CT灌注的辐射剂量。采用配对 t检验比较 A、B组灌注

参数、信噪比（Signal noise ratio, SNR）、对比噪声比（Contrast noise ratio, CNR）差

异性。 

结果:PS前后两组灌注参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肝右叶 SD 值（分别为 9.29±1.45和

4.25±0.64）、右侧竖脊肌 SD值（分别为 8.52±2.28 和 5.67±0.98）、肝右叶 SNR（分别为

9.31±1.21 和 19.44±3.42）及肝右叶 CNR（分别为 6.71±2.18 和 10.92±2.7）均有明显差

异性，P＜0.05；灌注有效辐射剂量为 11.56 mSv。 

结论：在低剂量全肝灌注一站式中应用深度学习像素闪耀算法能够降低图像的噪声，增加图像

的对比噪声比，从而提高图像质量，并且不影响灌注参数值。 

  

 

 
EP-3408 

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adaptive statistical 

iterative reconstruction veo on the quality of normal 

and physical chest CT images: phantom study 

 
Li xin,Hu Zhijun,Li Aihua,Gao Jiangbo,Li Dou,Wei Donghong 

Xi'an Chang'an Hospital 710016 

 

Purpose To investigate the performance of adaptive statistical iterative 

reconstruction veo (ASiR-V
[1]
) on the quality of normal and physical chest CT 

images based on the phantom study.Material and Methods Using 256 slice spiral CT 

scanned standard type of chest phantom. Preset tube voltage 120kV, tube current 

using automatic mA technology, noise index (NI) was 10,40, Images were 

reconstructed using different ASiR-V blending percentages from ASiR-V10% to ASiR-

V100%, at interval of 10%. Measure the water standard deviation (SD)
 [2]

 noise of 

three different levels of the chest phantom as objective indicator. Compared water 

noise noise and quality of the reconstructed images. Results When NI=10 and Post 

ASiR-V(100% weight),the water noise noise decreased by 61.3%;while NI=40 and Post 

ASiR-V(100% weight), the water noise noise of decreased by 63.1%. With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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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rease of the weight of Post ASiR-V,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wo groups was 

decreased. The water noise noise of NI=40, Post ASiR-V(90% weight) was close to 

that of NI=10,Post ASiR-V(20% weight).Reconstructed images can meet the diagnostic 

needs. Conclusion Combined with different noise index, Post ASiR-V can be used to 

obtain the diagnostic image in the routine and physical chest CT scan, and along 

with Post ASiR-V, the image noise was reduced, the larger the NI, the lower the 

image noise. Therefore, different Post ASiR-V was beneficial to the application of 

physical examination, and has the potential effect to reduce radiation dose 

without compromising image quality. 

  

 

 
EP-3409 

The feasibility and radiation dose of single-beat 

coronary CT angiography in patients with atrial 

fibrillation  

 
zhao chenglin,Yang Zhenghan,Wang Zhenchang,Zhong Zhaohui 

Beijing Friendship Hos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100050 

 

PURPOSE 

To evaluate the feasibility and radiation dose of single-beat coronary CT 

angiography (CCTA) in patients with Atrial fibrillation (AF) by using revolution 

CT when compared with the image quality (IQ) and radiation dose in patients with 

sinus rhythm (SR). 

METHOD AND MATERIALS 

From Sep. 2016 to Mar. 2017, 20 patients with AF (group A) and 20 patients with SR 

(group B) were referred for single-beat CCTA by using revolution CT in this study. 

The tube voltage was 120 kVp, the standard reconstruction type was applied with 

hybrid iterative reconstruction algorithm (adaptive statistical iterative 

reconstruction-Veo, ASIR-V, GE Healthcare) at 80% blending percentage. 60 mL 

iodinated contrast material (iodixanol 370 mg I/mL, 5ml/s) with 35ml saline was 

injected for each patient. The objective IQ including: image noise, signal-to-

noise ratio (SNR) and contrast-to-noise ratio (CNR) were compared respectively. 

The subjective IQ were evaluated by 2 radiologists in consensus, using a four-

point scale (1 excellent, 2 good, 3 adequate, 4 poor, and 1~ 3 were considered as 

diagnosable) base on patients and artery segments (AHA, 16 segments). The 

effective radiation dose was calculated by each patient. 

RESULTS 

Group A (8 male, 12 female, mean age 59.1±15.1 years, BMI 28.4±5.1kg/cm
2
), group 

B (8 male, 12 female, mean age 54.8±18.6 years, BMI 29.0±6.5kg/cm
2
) (p＞0.05) 

were recruited. The image noise, CNR and SNR of the 2 groups were 28.7±5.8 (A) 

vs.29.1±5.6 (B) (p＞0.05), 18.4±5.1 (A) vs.18.5±6.7 (B) (p＞0.05) and 15.3±4.4 

(A) vs.15.4±5.9 (B) (p＞0.05). The subjective IQ of the 2 groups based on 

patients were all rated as diagnosable and the scores were 1.4±0.7(A) 

vs.1.6±0.7(B) (p＞0.05); based on the artery segments, 261 segments (A) and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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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gments (B) of the 2 groups were evaluated, 100% (261/261) and 99.6% (257/258) 

were rated as diagnosable and the scores were 1.16±0.4 (A) vs.1.24±0.5 (B) 

(p=0.02). The mean effective radiation dose (ED) were 3.5mSv±1.1mSv vs. 2.9 

mSv±1.2mSv, (p＞0.05). 

CONCLUSION 

Single-beat CCTA using wide-detector CT could achieve high rate of success and 

good IQ for AF patients and with acceptable ED compared with SR patients. 

 

 
EP-3410 

Revolution CT 冠状动脉成像在优化对比 

剂注射时间中的应用价值 

 
李爱华 

长安医院 710016 

 

目的 探讨 Revolution CT 在冠状动脉成像检查中，通过减少对比剂注射时间优化对比剂用量

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  收集 Revolution CT冠状动脉成像检查 49例患者，随机分为 A组

（注射时间 10s）24例、B 组（注射时间 8s）25例，两组选用相同对比剂及注射流速。在升

主动脉根部及冠状动脉主干（右冠状动脉、左冠状动脉主干、左前降支、左回旋支）起始处管

腔内及邻近（脂肪）组织内放置感兴趣区，测量 CT值和标准差（SD）。主观比较主动脉及各

冠状动脉主干内 CT值及血管对比噪声比（CNR），使用独立样本 t检验比较。采用 5分法（1

分最差，5分最好）主观比较两组冠状动脉 CT（CCTA）图像质量，使用 wilcoxon符号等级检

验比较。记录并比较对比剂用量和有效辐射剂量（ED）。结果  两组间 ED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19），A组造影剂用量为（46.46±8.48）ml，B组造影剂用量为（35.28±5.24）

ml，减少约 24.06%。两组在主动脉根部、右冠状动脉、左主干、左前降支、左回旋支起始处

CT值、CNR无统计学差异（P＞0.05），平均主观评分两组间无统计学差异（P=0.07）。结

论  在 Revolution CT冠状动脉成像检查中选择 8s对比剂注射时间能够有效减少对比剂的

用量，且图像质量不受影响。 

 

 

 
EP-3411 

优化对比剂注入时间在 Revolution CT 

冠状动脉成像中的应用 

 
李豆 

长安医院 710016 

 

目的 探讨 Revolution CT 在冠状动脉 CTA 检查中优化对比剂注入时间对冠状动脉图像质量
[1-2]

的影响。方法 收集我院疑似或确诊冠心病并行 Revolution CT 冠状动脉成像检查 90例患

者。管电压固定为 120kVp，管电流采用自动毫安（Smart mA）技术，噪声指数（noise 

index，NI）固定为 25，自动匹配前置 Asir-V，后置 Asir-V固定为 80%。对比剂碘帕醇

（370mg/ml），BMI≤30kg/m
2
，按照对比剂注入时间分为 A组（12s）、B组（10s）、C组

（8s）各 30例，分别测量升主动脉根部管腔的 CT 值、标准差，右冠状动脉 RCA、左前降支

LAD 、以及左回旋支 LCX近段管腔的 CT 值和邻近组织的 CT 值。分别由两名具有 8年以上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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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经验的医师采用美国心脏协会（AHA）冠状动脉改良分段方法共分 13段进行 5分法图像质量

主观评分，协商一致取最终评分。结果 三组患者年龄、心率、体重指数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图像质量主、客观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三组对比剂用量分别为

（52.94±8.49）ml、（47.67±6.73）ml、（37.39±5.42）ml，三组间对比剂用量有明显统

计学差异（P＜0.001），且 C组对比剂用量最少。结论 在 Revolution CT 冠状动脉 CTA中

选择注入时间为 8s，能有效减少对比剂的用量且图像质量能满足临床诊断,减少对比剂使用的

不良反应，并可一定程度减少辐射剂量。 

  

 

 

EP-3412 

宽体探测器单源双能 CT 肝脏增强图像质量评价 

 
王楠,刘爱连,刘义军,刘静红,朱娇娇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6011 

 

目的：与单源双能 HD750CT 进行对比，探讨宽体探测器单源双能 CT肝脏增强扫描的图像质

量。材料与方法：回顾性分析 2016年 11月 Revolution CT 能谱测试期间进行腹部单源双能

CT增强扫描的患者 21例，为 A组；以及同时期在 HDCT进行腹部单源双能 CT增强扫描的患者

21例，为 B组。均采用能谱成像模式（Gemstone Spectral Imaging, GSI）,管电压为高低能

量（140KVp和 80KVp）瞬时切换，Revolution CT管电流 275mA，ASIR-V40%，探测器宽度

80mm，管球转速 0.6s/r，螺距 0.992:1；HDCT管电流 375mA，ASIR30%，探测器宽度 40mm，管

球转速 0.6s/r，螺距 1.375:1；两台 CT机扫描层厚/层间隔 5mm，重建层厚/层间隔 1.25mm，

矩阵 512×512，扫描野 L，标准图像重建。扫描范围包括整个肝脏，进行平扫及增强三期扫

描。使用 AW4.6工作站，对 1.25mm门静脉期图像进行测量。包括肝左内叶，肝右前叶，肝右

后叶及双侧竖脊肌在 40keV、50keV及 70keV单能量条件下的 CT值、SD值及碘（水）浓度

值，所测肝脏、竖脊肌数据分别取均值，并计算 CNR及 SNR。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分析两组的

差异性。结果 40keV、50keV 条件下，肝脏与竖脊肌的 SD值、SNR均有统计学差异。70keV

条件下两组的 CNR具有统计学差异。两组肝脏与竖脊肌碘（水）浓度值的 SD值、SNR均有统

计学差异。结论 对于肝脏增强扫描，宽体探测器 Revolution CT机与 HD750 CT机相比，具

有更高的信噪比，且 SD值更低，图像均匀度更好，故图像质量更优。 

 

 

EP-3413 

迭代重建技术 ASIR-V 对 CT 结肠成像图像质量的影响 

 
刘晓冬,刘静红,刘义军,李烨,方鑫,袁刚,赵莹,徐明哲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6011 

 

目的：评价 Revolution CT 应用不同水平迭代统计重建算法（ASIR-V）对提高 CT结肠成像图

像质量的能力。 

材料与方法：选用离体猪结肠获得模拟息肉 30个，使用 Revolution CT在不同扫描条件（管

电压 120 kVp，管电流 10、30、50、70、90、100、120、140、160、180、200、220、240、

260mAs）下扫描，分别应用 6种不同水平 ASIR-V（0、10%、30%、50%、70%、90%）算法进行

图像重建。两名观察者盲法对 84组 CTC重组图像（CTVE、MPR、VD、VR）分别进行主观质量评

分（4分制），同时独立测量图像噪声（SD）、信噪比（SNR）及对比噪声比（CNR）。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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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ppa检验比较图像质量主观评分一致性，不同管电流、不同水平 ASIR-V重建图像的 SD、

SNR、CNR差异使用方差分析进行检验。 

结果：①两观察者图像质量主观评分一致性好（kappa=0.683），管电流（r=0.734，

P=0.000）及 ASIR-V水平（r=0.220，P=0.044）的变化与图像质量主观评分相关，相同管电流

条件下，50%ASIR-V重建图像质量主观评分最高；②两观察者客观数据一致性良好。不同管电

流、不同水平 ASIR-V重建图像的 SD（F=423.58，P=0.000）、SNR（F=124.26，P=0.000）及

CNR（F=1030.17，P=0.000）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同一管电流水平下，随着 ASIR-V水平增

高，图像 SD降低，CNR增大；图像 SNR在管电流为 10、120、140、160、220、240、260mA水

平下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相同水平的 ASIR-V重建，随管电流增大，图像 SD下降，SNR及

CNR逐渐升高。 

结论：CT结肠成像中，应用 ASIR-V算法可以显著降低噪声，提高图像对比噪声比，提高图像

质量。 

 

 

EP-3414 

增强能谱 CT 与 PETMR 对盆腔肿瘤术后残端复发的诊断价值 

 
王娇,沈高耀,孙洪赞,贾政,辛军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目前通过普通增强 CT及 MR均对盆腔肿瘤术后残端诊断有一定局限性，只能通过病理证

实，本实验探讨通过增强能谱 CT与 PETMR对残端病灶的显示有无诊断价值。 

资料与方法：对 10例经手术切除的盆腔恶性肿瘤患者，并且术后残端病理证实有复发的，分

别进行飞利浦 IQon能谱增强 CT扫描及 PETMR扫描，其中 IQon能谱增强 CT通过静脉期进行重

建，获得病灶在 40-140KeV 不同能级水平下的增强图像、碘浓度、有效原子序数伪彩图、CT

能谱曲线，找到最佳诊断区域。应用 GE公司最新 TOF-PETMR一体机对这 10个病例进行盆腔扫

描，并将 PET与 MR的图像融合，同样找复发病灶的感兴趣区。两种扫描后均选取 ROI，测量

相对应的有效原子序数值、SUV值，用独立样本 t 检验或非参数检验，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

ROC曲线，得出最佳诊断阈值、敏感性和特异性。 

结果：能谱 CT能够根据 X线在物质中衰减系数转换为相应的图像，可以分辨出不同组织起源

的肿瘤及同一肿瘤不同的病理分级，本实验中选取的 10例术后残端病灶与周围正常组织的碘

浓度、标准化碘浓度、能谱曲线斜率均值静脉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残端有病理

证实复发区的最佳碘浓度为 0.56×100ug/ml，敏感度为 89%，特异度为 72.9%。PET扫描揭示

组织分子代谢活动，MR可清晰定位解剖部位，将二者结合可充分显示生化信息、功能信息及

解剖信息。本实验利用 PETMR 对术后残端病灶及周围正常组织不同 ROI的能量代谢值 SUV、

TLG、MTV进行分析，得出 PETMR对于鉴别良恶性病变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 

05) ，敏感度为 100%，特异度为 89.5%。 

结论：飞利浦 IQon能谱增强 CT及 PETMR对盆腔恶性术后残端复发诊断均有一定价值，PETMR

特异性及灵敏度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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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415 

     初步探讨东软 128 与 GE 宝石能谱 CT 

在超重患者腹部 CT 图像中的差异 

 
王裴培,李乃玉 

安徽省肿瘤医院 230031 

 

[摘要]  目的  探讨东软 128与 GE宝石能谱 CT在超重患者腹部增强扫描图像差异。方

法  回顾性分析 2017年 2月至 5月期间因临床诊断或治疗需行腹部增强 CT检查的患者 40例

资料（其中东软 128CT20例，GE宝石能谱 CT20例）。记录受检者身高、体重、体质量指数

（BMI），选取体重指数（BMI）>25的患者。扫描完毕后，对扫描数据分别经东软 AW1.0.7 专

业工作站和 GE AW4.6专业工作站处理，由两名阅片者随机分配测量并对 2组患者腹部图像进

行客观评价[信噪比（SNR）、对比信噪比(CNR)]。其中动脉期测量第一肝门腹主动脉 CT 值

（CT1），同层面肝脏组织 CT值(CT2)，同层面腹壁皮下脂肪的标准差（SD值）；门脉期测量

第一肝门水平门静脉血管 CT值（CT1），同层面肝脏组织 CT组织 CT值（CT2），同层面腹壁

皮下脂肪的标准差（SD 值）。选取 ROI时，ROI面积为 14-16mm2，ROI尽量选择密度均匀区

域，CNR和 SNR测量三次，取其平均值作为统计数据。应用 SPSS 17.0软件比较不同 CT 之间

在动静脉的 CNR和 SNR有无差别。结果  根据不同 CT及动静脉期进行分组，其中东软 128CT

动脉期 CNR和 SNR分别为（16.66±4.83）、（4.87±1.48）；静脉期 CNR和 SNR分别为

（4.45±1.91）、（8.26±1.99）；GE宝石 CT动脉期 CNR和 SNR分别为（21.33±6.22）、

（6.75±1.81）；静脉期 CNR和 SNR分别为（4.22±1.86）、（11.09±3.01）。静脉期 SNR

及动脉期各组间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 东软 128与 GE宝石

能谱 CT在相同扫描条件下，对超重患者腹部 CT图像质量的对比显示中，动脉期差异性不大，

静脉期 GE宝石能谱 CT图像质量略优于东软 128CT。 

 

  

 

 

EP-3416 

PET/CT 显像常见伪影与图像质量相关性的初步探讨 

 
陈蕾蕾,钱根年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 350025 

 

目的：探讨 18F-FDG(18F-脱氧葡萄糖)PET/CT检查常见伪影与图像质量的相关性，以减少误诊

的发生率，提高诊断。 

方法：通过对 2015年 1月～2015年 3月在本中心进行全身 18F-FDG PET/CT扫描的 256 例图

像（其中男性 156例，女性 100例，年龄范围在 23～87岁）进行回顾性分析，图像由 2位经

验丰富的 PET-CT中心专职医师与 1位主管技师采取双盲法共同阅片，分析总结影响 18F-FDG 

PET/CT图像质量的常见伪影，并统计分析其对图像质量的影响程度。 

结果：256例图像其中无伪影影响的为 150例，有伪影影响的为 106例，18F-FDG PET/CT 显像

常见伪影主要为系统伪影，运动伪影，高密度异物伪影，FDG注射点外漏产生的伪影，高血糖

导致的伪影以及 18F-FDG PET-CT显像的非特异性所产生的伪影，在 106例有伪影影响的图像

中受系统伪影影响的为 1例，运动伪影为 36例，高密度伪影为 20例，FDG注射点外漏产生的

伪影 15例，高血糖导致的伪影以及 18F-FDG PET-CT显像的非特异性所产生的伪影分别为 2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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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35例，106例伪影对图像质量的影响程度分为轻、中、重度，其中轻度的为 80例，中度为

24例，重度影响的为 2例。 

结论：提高诊断质量的关键是要获得高质量的影像资料，因此应熟悉掌握 18F-FDG显像的常见

伪影，及时采取有效的校正措施，减少或避免干扰因素，以获得高质量的 18F-FDG PET/CT图

像。 

 

 
EP-3417 

MSCT 去伪影技术在颅内动脉瘤栓塞术评估中的应用价值 

 
戴贵东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646000 

 

目的：探讨 MSCT去金属伪影技术（O-MAR）在颅内动脉瘤栓塞术评估中的应用价值。方法：搜

集我院 2014年 1月到 2015 年 4月颅内动脉瘤栓塞术后病例 118例。所有病例均采用飞利浦

iCT在相同曝光条件下行 CTA 扫描，并采用三种方式进行重建：滤波反投影（FBP）重建法；

idose
4
迭代重建法和迭代重建结合 O-MAR去金属伪影技术重建法。三组重建数据均通过

MPR,MIP和 VR等方式在相同位置，相同窗宽,窗位的条件下进行对照观察并由两名主管技师通

过五分法对图像质量进行双盲评分；同时分别在原始图像栓塞体中心层面测量植入体周围 1cm

内脑血管 CT值的标准差（SD）,作为图像噪声这一客观评价指标。主观评分数据和客观测量数

据均取均值纳入 SPSS14.0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对不同重建方式对图像质量差异的比较采用

配对 t检验。结果：三组数据的后处理图像主观评分：FBP 重建法 3.35±0.48 ；迭代重建法

3.54±0.26；迭代重建结合 O-MAR法 4.15±0.35。配对 t检验，组间均有统计学差异

（p<0.05），迭代重建结合 O-MAR法图像质量评分最高。客观评价指标 SD值：FBP重建法

35.78±5.24；迭代重建法 31.54±4.26；迭代重建结合 O-MAR法 22.5±5.35。配对 t检验，

组间均有统计学差异（p<0.05），迭代重建结合 O-MAR法图像噪声最低。结论：迭代重建技术

结合 O-MAR去金属伪影技术相对传统重建方式及单纯的迭代重建技术能够更加有效去除金属伪

影的干扰，提高图像质量，从而更加有利于动脉瘤术后影像的观察，为临床治疗提供参考。 

  

 

 

EP-3418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MSCT reducing metal artifact 

technology in intracranial aneurysm embolization 

evaluation 

 
Dai Gui Dong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outhwest Medical University 646000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value of MSCT reducing metal artifact 

technology (O-MAR) in intracranial aneurysm embolization assessment. Methods:118 

cases were collected with intracranial aneurysm embolization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4 to April 2015. All patients were treated with CTA scan of by Philips 

iCT with the same exposure conditions and the original data was reconstructed by 3 

ways: filtered back projection (FBP) reconstruction; idose
4
 iterative 

reconstruction and iterative reconstruction combining with reducing metal artif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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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O-MAR）reconstruction. The data was observed through MPR, MIP and VR 

with same location, window width and window level by two technician who judged 

image quality with double-blind by 5-scores methods. The objective evaluation of 

image noise was done by measuring cerebral CT value difference (SD) 1cm 

surrounding of implant body.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evaluation data were 

analysised by SPSS14.0. Paired T test was used for the image quality difference. 
Results: Subjective evaluation of three groups were: FBP reconstruction method 

3.35 ± 0.48; iterative reconstruction method 3.54 ± 0.26; iterative 

reconstruction method combined with O-MAR 4.15 ± 0.35. Paired t-test between the 

group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0.05), iterative reconstruction method 

combined with O-MAR had the highest image quality score. Objective evaluation SD 

value: FBP reconstruction method 35.78 ± 5.24; iterative reconstruction method 

31.54 ± 4.26; iterative reconstruction method combined with O-MAR 22.5 ± 5.35. 

Paired t-test between the group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0.05), image 

noise of  iterative reconstruction combined with O-MAR came to a minimum. 

Conclusion: The iterative reconstruction technique combined with O-MAR technology 

is more effectively to remove the interference of metal artifacts and improve 

image quality, 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reconstruction and iterative 

reconstruction technique, and thus more conducive to observe aneurysm surgery 

image,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clinical treatment. 

 

 
EP-3419 

256 排 CT 高清扫描模式下显示小内径体外 

冠脉支架的最佳管电压 

 
杨蕾

1
,徐怡

1
,祝因苏

1
,秦朗

1
,葛云

2
,王玲玲

2
 

1.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通用电气（GE）中国有限公司 

 

目的：运用离体冠脉支架模型探究 256排 CT（Revolution CT）高清扫描模式（HR）下显示小

内径冠脉支架的最佳管电压。 

方法：使用 256排 CT在 HR 模式、60% ASiR-V迭代算法、噪声指数（NI）为 35HU的条件下，

运用不同管电压（70、80、100及 120kVp）多次扫描两枚体外冠脉支架模型（内径分别为

2.5mm、3mm，75%狭窄率）。所得图像使用高清细节（HD detail）重建方式进行重建，比较图

像质量。图像质量的评价包括：1）主观评价。5分制法： 1分最低，5分最高。2）客观评

价。包括支架内造影剂 CT值、支架内噪声值（Noise）、信噪比（SNR）、对比噪声比

（CNR）、CT剂量指数（CTDIvol）及有效辐射剂量（ED）。分析组间差异。 

结果：1、2.5mm支架：1）主观评分。80、100及 120kVp组评分（4.00 ±0.707、3.60 

±0.548、3.40±0.548）显著高于 70kVp组（2.40±0.547）。2）客观评分。图像噪声各组间

无显著差异。管腔内 CT值、SNR及 CNR随着管电压的升高而降低，各组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70kVp组均最高，120kVp 组均最低。2、3mm支架：1）主观评分。四组无显著差异。2）

客观评分。四组无显著差异。管腔内 CT值、SNR及 CNR随着管电压的升高而降低，各组之间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与内径 2.5mm支架结论一致。3、80kVp 下 2.5mm与 3mm支架主观评分无

显著差异（P=0.455）。4、CTDIvol及 ED四组间有显著差异，100kVp组均最高

（2.03±0.021、0.23±0.002），70kVp组均最低（0.89±0.004、0.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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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256排 CT80kVp联合高清扫描模式及 HD detail重建方式，图像主观评分好，信噪比

高，辐射剂量小，可以较好的显示小内径体外冠脉支架。 

  

 

 
EP-3420 

kV assist 在 CTU 成像中的应用价值 

 
周志国,王庆国,郑林峰,王政,许静波,王悍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 200080 

 

目的： 

评估 kV assist 软件包在 CTU尿路成像中对于提高图像质量和降低剂量的应用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了 45个 CTU检查病人，在进行 CTU检查时，打开 kV assist 软件包功能，检查机

器为 GE Discovery CT750 HD。在扫描时，kV assist 软件包在定位图像扫描后，可以自动选

择合适的 kVp。45个病人被分为两组，A组 32例，采用了 80或 100kVp的管电压。B组 13例

病人，采用了 120kVp的管电压。扫描的其他参数：NI指数 12，自动 mA在 100-700m范围 A，

rotation time为 0.5秒。对于每个病人，测量双侧肾盂、皮下脂肪组织的 CT值和 SD值，计

算出平均 CNR以及 SNR值，并纪录每个病人的 CTDIvol。对于所有的数据，采用 T检验来分

析。 

结果 

平均肾盂 CT值，A组(273.45±64.02HU)显著高于 B组(221.80±38.69HU)，p＜0.05。皮下脂

肪组织的 SD值，A组(11.98±2.53HU) 和 B组(10.52±2.27HU)没有显著差异， p＞0.05。双

侧肾盂 CNR值，A组(34.59±13.35) 和 B组(31.83±6.30)没有显著差异， p＞0.05。双侧肾

盂 CNR值，A组(24.68±11.15) 和 B组(21.29±4.70)没有显著差异，p＞0.05。CT剂量参数

CTDIvol，A组(9.23±2.88 mSv)显著低于 B组(16.40±5.43 mSv)，p＜0.05。 

结论 

在 CTU检查中，kV assist 软件包可以根据病人的体型自动选择合适的 kVp。在较小体型的病

人，相对于 120kVp，选择 80或 100 kVp可以取得相仿的图像质量，同时降低放射剂量约

40%。 

  

 

 
EP-3421 

低管电压联合迭代重建技术在甲状腺 CT 检查中的可行性研究 

 
常雯,赵雯,沈莎莎,韩丹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650032 

 

目的 探讨甲状腺 CT检查中低管电压联合迭代重建技术（SAFIRE）的可行性。资料与方

法  回顾性分析双源 CT双能量甲状腺检查的 80例患者，根据扫描时根据管电压不同分为 A

组:线性融合（相当于 120 kV）；B组:100 kV联合 SAFIRE；C组:80 kV联合 SAFIRE，比

较 3组图像动、静脉期正常及病变甲状腺组织的 CT值、CT值差值（△CT）、SNR、CNR及背景

噪声（SD）及主观评分；比较 3组图像结节形态学（形态不规则、强化残圈征、沙砾样钙化、

节段缺损征）表现诊断恶性结节的灵敏度、特异度及准确度的差异。结果  ①动、静脉期

B、C组（P>0.05）背景噪声大于 A组（P＜0.01），正常甲状腺及病变组织的 CT值及正常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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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腺组织 CT值与病变区域 CT值的差值（△CT）C组＞B组＞A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1）。②动脉期 A、C组间正常甲状腺 SNR、CNR及病变甲状腺组织的 CNR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且均大于 B组；各组间病变组织的 SNR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A组>C组

>B组。静脉期 A、C组间正常甲状腺 CNR及病变组织 SNR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均大于

B组；各组间正常甲状腺 SNR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C组>A组>B 组。③B、C组间

主观评分及用于判断甲状腺恶性结节的灵敏度、准确度无统计学差异（P>0.05），均大于 A

组。结论  低管电压联合 SAFIRE重建可在保证图像质量及提高诊断准确性的同时降低甲状腺

CT检查的辐射剂量。 

  

 

 
EP-3422 

Autobone-Xpress II for Bone Removal on assessment of 

the Wide-detector Computed Tomography Angiography of 

the Head and Neck 

 
Yin xiao rui,Wang Han 

Shanghai General Hospital，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00080 

 

PURPOSE: To determine if new version of the Autobone-Xpress (Autobone-Xpress II) 

software can automatically and efficiently remove bone to improve visualization of 

the cerebral and carotid CT angiography on wide-detector computed tomographic (CT). 

METHOD AND MATERIALS: This retrospective study was approved by the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and written informed consent for the CT examination was obtained. 

Thirty-three normal patients underwent head and neck CT angiography on a 160-

mm/256-row revolution CT for assessment of cerebrovascular disease. Raw data were 

respectively reconstructed by using new (II) and previous (I) version of the 

Autobone-Xpress. Visualization of the cerebral and carotid artery, its continuity, 

vessels mistakenly removed, residual bone failed to be removed were evaluated by 

using a five-point scale. Two experienced associate chief radiologist processed 

image data with the Autobone-Xpress II and I for each case. Subjective scores were 

performed on one-button processed images (with no additional action), and the time 

demand for post-processing which final CTA image quality matching score of 4 was 

measured. U test and Kappa test were used for statistical analysis. 

RESULTS: The visualization score of the head and neck artery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when new version was used (4.3±0.5 and 4.0±0.3 for observers A and B, 

respectively) than when previous one (3.5±0.4 and 3.3±0.2 respectively) was used. 

New version Autobone-Xpress showed significantly better visualization (P＜0.005, 

efficient processing speed and good interobserver agreement (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0.654 and 0.663 for subjective scores and the time 

demand for post-processing ). 

CONCLUSION: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bone removal in wide-detector -CTA of the 

head and neck vessels with new version of the Autobone-Xpress is feasible and 

effic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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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423 

Bone Removal New Technical Application on assessment 

of the Wide-detector low-dose Computed Tomography 

Angiography of the Head and Neck 

 
Yin xiao rui,Wang Han 

Shanghai General Hospital，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00080 

 

Purpose: To elaborate if new version of the Autobone-Xpress (Autobone-Xpress II) 

software can automatically and efficiently remove bone to improve vessel’s 

visualization of the head and neck CT angiography with low-kV and low-dose 

contrast agent on wide-detector computed tomographic (CT). 

Materials and Methods: This retrospective study was approved by the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and written informed consent for the CT examination was obtained. 

Sixty-four patients underwent head and neck CT angiography with two protocols: low 

dose protocol of 80kV-399mA and 55ml contrast agent, conventional protocol of 

100kV-499mA and 65ml contrast agent on a 160-mm/256-row revolution CT for 

assessment of cerebrovascular disease. In view of the final diagnostic result of 

negative or positive, we divided all patients into four groups: NH (negative 

result with high dose), NL (negative result with low dose), PH (positive result 

with high dose) and PL (positive result with high dose) group. Raw data were 

respectively reconstructed by using new (Autobone-Xpress II) and previous version 

(Autobone-Xpress I). Visualization of the cerebral and carotid artery, its 

continuity, vessels mistakenly removed and residual bone adjacent to blood vessels 

were evaluated by using a five-point scale. Two experienced associate chief 

radiologists processed image data with the two softwares for each case. Subjective 

scores were performed on one-button processed images (with no further action), and 

the time demand for post-processing which matching score of 4 was measured. 

Results: New version Autobone-Xpress showed significantly better vessels 

visualization (P＜0.05), efficient processing speed (P＜0.01) and good 

interobserver agreement (kappa value of 0.64 and 0.57 for subjective scores and 

the time demand for post-processing ). The subjective scores of the low-dose head 

and neck CTA processing image was similar with 100kV-499mA and negative group. The 

quality of image and time for processing was improved significantly in positive 

low-dose (PL) group with Autobone-Xpress II used (3.58±0.34 and 2.84min±0.43min 

respectively) than when previous one (2.57±0.27 and 5.91min±0.52min, 

respectively) was used. 

Conclusion: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bone removal in wide-detector-CTA of the head 

and neck vessels with new version of the Autobone-Xpress is feasible and efficient 

especially in low-dose and poor central nervous system circ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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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424 

自动曝光摄影与影像质量的相关性研究 

 
王林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210009 

 

目的：AEC自动曝光系统的密度补偿与影像质量的相关性分析研究。 

方法：使用 CDRAD对比度细节体模，在 20毫米均质铝吸收体下，使用同一厂家的不同型号的

DR设备曝光，设定 80KV，球管焦点到探测器的距离为 100厘米，大焦点，无滤线栅，手动剂

量由 1mAs逐渐增加到 20mAs，共 13级，自动曝光的补偿值由 1逐级加大到 13，在探测器表面

放置表面剂量仪，测量实际的输出 X线剂量，计算影像质量因子倒数 IQFinv，对比手动剂量

与 AEC自动曝光时的 IQFinv，得到一个剂量与影像质量相对平衡的补偿值范围。 

结果：两设备的 IQFinv与曝光剂量 Dose、mAs、DAP均显著相关，A设备手动剂量曝光，其

IQFinv与曝光剂量指标：mAs、Dose、DAP的相关性，前 9个数据的相关性为 0.927、0.926、

0.930，P=0.000，在 0.1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前 12个数据的相关性为 0.756、

0.754/0.755，P=0.004，在 0.1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前 13个数据的相关性为

0.430/0.439、0.424。自动曝光，其 IQFinv与曝光剂量指标：mAs、Dose、DAP的相关性，分

别为 0.891、0.884、0.891，P=0.000，在 0.1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B设备手动剂量曝

光，其 IQFinv与曝光剂量指标：mAs、Dose、DAP的相关性为 0.801、0.801、0.801，

P=0.001，在 0.1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自动曝光，其 IQFinv与曝光剂量指标：mAs、

Dose、DAP的相关性，分别为 0.884、0.891、0.891，P=0.000，在 0.1水平（双侧）上显著相

关； 

  

 

 
EP-3425 

Gemstone spectral CT imaging in the maxillofacial and 

neck region：Initial Results of scanning dose and 

image quality compared with conventional CT 

 
Liu Yu 

Ninth People’s Hospital，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00011 

 

Purpose：To compare radiationdose and image quality betweengemstone spectral 

imaging (GSI) at 70kev monochromatic image andconventional CTimaging at 120kV 

polychromatic image in the maxillofacial and neck region. 

Method：40 patients who underwent maxillofacial and neck region non-enhanced CT 

imaging on Discovery CT750HD were included in this study. These patients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group A and Bwith 20 patients in each group.Group A underwent 

GSI scan and thenobtained70kev monochromatic images, and group B underwent 

conventional CT scanand obtained 120kV polychromatic images. The other scanning 

parameters were consistent with the same tube current (375mA), rotation time(0.7s), 

Scan Type(Helical),ASIR(ss30 slice 30%);Pitch (0.984:1) and 

slicethickness/interval(1.25mm/1.25m).The CT attenuation values and noise of 

cervical muscle at the hyoid bone level were measured for 3 times with the region 

of interest (ROI) of 100 square mm.And the noise of the air was al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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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ured.According to the Dose Report,Scan range(mm), CTDIvol (mGy), and DLP (mGy-

cm) were recorded,and the ED was calculated by 0.059*DLP. A senior radiologist in 

the maxillofacial and neck region subjectively evaluated image quality.Using 

statistical analysis, image quality and dose were compared between groupA and Bby 

two independent samples t test. 

Results:The noise of neck muscle in group A and group B respectively 

were6.82±1.00Hu and 5.98±1.44Hu.And the noise in group A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group B (P<0.01).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background noise of air 

for two groups(P>0.05). There was also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subjective evaluationsof image quality(P>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scanning range between groupA andB(P>0.05). But the CTDIvol, DLP 

and ED of group A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groupB. And CTDIvolin group A and group 

B respectively were36.73±0.00mGy and 45.69±0.49 mGy(P<0.01),DLP were 

902.43±139.40mGy*cm and 1141.71±237.69mGy*cm（P<0.01）,and ED were5.32±0.82mSv 

and 6.74±1.40mSv（P<0.01）. 

Conclusion: GSI can effectively reduce 19.6%of the radiation dose without 

affecting imaging diagnosis, compared with the conventional imaging. 

 

 
EP-3426 

Achieving higher image quality at 75% lower dose with 

model-based iterative reconstruction in abdominal CT 

 
Yang Chuangbo,Yu Nan,Jia Yongjun,Duan Haifeng,Ma Guangming,Yu Yong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haanx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712000 

 

Objective: To assess image quality of a model-based iterative reconstruction (MBIR) 

in lower-dose abdominal CT, in comparison with the filtered back projection (FBP) 

reconstruction with standard dose. 

Methods: This study was approved by ethics committee and written consent was 

provided by all patients. Twenty patients underwent (75%) lower dose contrast-

enhanced abdominal CT and reconstructed with MBIR after routine-dose contrast-

enhanced CT which was reconstructed with conventional FBP algorithm. Two 

radiologists assessed the images blindly per the sharpness, image noise, 

diagnostic acceptability and artifacts with 5-point scoring (1-5 points, Grade 1: 

cannot be used for diagnosis; Grade 2: poor; Grade 3: acceptable; Grade 4: good; 

Grade 5: very good). Image noise and signal-to-noise ratio (SNR) and contrast-to-

noise ratio (CNR) of abdominal organs relative to abdominal fat were assessed. The 

volume CT dose index (CTDIvol), dose length product (DLP) and dose reduction rate 

were also obtained. Results: CTDIvol and DLP were 3.04±1.48mGy and 

95.56±47.17mGy*cm for the lower-dose CT, 12.16±5.18mGy and 376.39±160.40mGy*cm 

for the routine-dose CT, respectively with 75% reduction (Table 1). Lower-dose 

MBIR images had significantly lower objective image noise (6.12±1.03HU), higher 

SNR (11.56±3.30) and CNR (26.96±5.88) than both the lower-dose (39.61±4.55HU, 

2.03±0.41 and 4.75±0.98, respectively) and routine-dose (21.45±3.92HU, 

3.79±0.68 and 9.01±1.90, respectively) FBP images (all P＜0.001) (Table 2).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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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ition, MBIR had better subjective scores (4.20±0.77) than FBP (2.70±0.66 in 

routine-dose and 1.55±0.51 in lower-dose) in noise, sharpness and artifacts (Fig. 

A-D). Conclusion: The MBIR significantly improves the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image quality in (75%) lower-dose abdominal CT scans, compared with the routine-

dose FBP reconstructions. 

  

 

 

EP-3427 

Improving image quality in routine dose abdominal CT 

with model-base iterative reconstruction 

 
Yang Chuangbo,Duan Haifeng,Ma Guangming,Ren Chenglong,Fan Lihua,Yang Qi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haanx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712000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value of a model-based iterative reconstruction (MBIR) 

in improving image quality of routine dose abdominal CT scans, in comparison with 

filtered back projection reconstruction (FBP), adaptive statistical iterative 

reconstruction (ASiR) algorithms. 

Methods: Thirty-five patients who underwent enhanced abdominal CT examination were 

enrolled. Raw data were reconstructed with FBP, ASiR40 (40% ASiR and 60% FBP mix) 

and MBIR algorithm, and the reconstructed section thickness was 0.625mm. Image 

noises were measured. Signal to noise ratio (SNR, SNR=CTliver/SDfat) and contrast-to 

noise ratio (CNR, CNR=(CTliver-CTfat)/SDfat) of abdominal organs relative to abdominal 

fat were assessed. Two radiologists used Likert 5-point scale（1-5 point，Grade 1 : 

cannot be used for diagnosis; Grade 2: poor; Grade 3: acceptable; Grade 4: good; 

Grade 5: very good） to rate subjective image quality of the upper abdomen 

structures. Compared the results between FBP, ASiR40, MBIR by using one-way ANOVA 

and Wilcoxon signed-rank tests. 

Results: The mean image noises of liver for FBP, 40%ASiR and MBIR was 

25.33±3.45HU, 17.08±2.58HU and 5.78±1.03HU, respectively. Compared with FBP, 

objective image noise reduced by 32.6% and 77.2% (p<0.001) in images reconstructed 

with ASiR40 and MBIR, respectively. The CNR of liver to abdominal fat for FBP, 

ASiR40 and MBIR was 9.41±2.11, 12.60±2.66 and 32.90±4.74, respectively.(Table 1) 

Compared with FBP, SNR of the images reconstructed with ASiR40 and MBIR increased 

by 33.9% and 249.6%, respectively (P<0.001). FBP, ASiR40 and MBIR images of the 

three groups subjective scoring were 2.87±0.35, 3.73±0.45 and 4.80±0.41 (Fig. 

A-D). 

Conclusion: MBIR reduces image noise and improves SNR and CNR compared with FBP 

and ASiR in routine dose abdominal CT. The image quality improvement ability maybe 

used to reduce radiation dose in the abdominal CT.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2505 

 

EP-3428 

双源 CT 对于非肥胖患者低剂量扫描结合 SAFIRE 技术在肾盂

及输尿管病变中的临床应用研究 

 
陈晨,郑冲霄 

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 300170 

 

目的探讨低剂量 CT扫描结合 SAFIRE技术在非肥胖患者肾盂及输尿管病变诊断中的临床应用价

值。  

方法对我院 2016年 4月-8 月 80例经超声检查为肾盂及输尿管积水患者，BMI≤25kg/m
2
，随机

分为 4组，分别行标准剂量组、低剂量 1-3组 CT检查。标准剂量组扫描管电压为 120kV，平

均毫安秒为 100mAs。低剂量 1-3组管电压仍为 120kV，平均毫安秒分别为 40mAs、35mAs、

30mAs，其他扫描条件均与标准剂量组相同。记录每位患者的身高、体重和每次扫描的

CTDIvol、DLP和有效剂量 ED。所有图像均通过 SARIE进行 1-5重建及 FBP法重建，重建后的

图像另记为 1-5、FBP组。测量所有图像的噪声，并由两名主治医师对图像质量进行主观评分

（5分制）两名医师对图像的主观评分的一致性评价使用 Kappa检验。采用 SPSS19软件进行

统计分析，p<0.05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低剂量 1-3组与标准剂量组在身体质量指数方面相比均为 p>0.05，无统计学意义。低剂

量 1-3组分别与标准剂量组在发现结石相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低剂量 1-3组的辐

射剂量分别减少了 59%、 65%、 70%，与标准剂量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由标准

剂量组至低剂量 1-3组，图像的噪声明显增加。剂量降低以后，对输尿管肿瘤病变及先天畸形

诊断率有所下降。SAFIRE在 5重建后的图像噪声最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对于 BMI≤25kg/m
2
患者：采用低剂量 CT扫描结合 SAFIRE技术，当平均毫安秒≥30mAs 时

能满足肾盂及输尿管结石的诊断要求；当平均毫安秒≥35-40mAs时能满足肾盂及输尿管所有

病变的诊断要求。SAFIRE重建参数 5重建后的图像对肾盂及输尿管的显示效果最好，可满足

诊断要求。 

  

 

 
EP-3429 

低剂量一站式全脑 CTP-CTA 扫描方案的优化 

 
靖婧,苗延巍,刘义军,刘静红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6011 

 

目的 在保持图像质量满足诊断需求的条件下优化一站式全脑 CTP-CTA扫描方案，以减低患者

辐射剂量。材料与方法 本研究对 45名受试者行一站式全脑 CTP-CTA扫描，男 21人、女 24

人，受试者平均年龄为（58.36±11.79）岁，45名受试者中包括正常者、颅内占位性病变累

及单侧脑实质者和单侧颅内血管病变者。一站式检查共进行 22期相扫描，其中选取第 10期相

灌注图像重建 CTA图像且 3组的扫描条件不同，分别为：组 A：采用自动管电流调制

（automatic tube current modulation, ATCM）技术及低噪声指数（NI=2）；组 B：管电流

为 325mA；组 C：ATCM及稍低噪声指数（NI=2.5），余 3组各期相均采用 ATCM技术且噪声指

数设定为 8，3组扫描方案的管电压均为 100kV。记录 3组扫描方案的辐射剂量及相关参数，

比较 3组 CTA、CTP图像的图像噪声（image noise）、图像信噪比（signal to noise ratio, 

SNR）、图像对比噪声比（contrast noise ratio, CNR）及不同部位脑实质各灌注参数值及

CTA、CTP图像的主观评分。结果 三组受试者的性别比例、年龄无明显差异(P 性别=0.442，P 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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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90)；组 B及组 C的辐射剂量较组 A明显减低（P(A-B)= 0.043，P(A-C)= 0.001），且组 B、C

辐射剂量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B-C）=0.115)；三组 CTA 图像噪声、SNR、CNR及主观评分无明

显差异(P 噪声=0.218，PSNR=0.545，PCNR=0.575，P 主观评分=0.900)，三组 CTP图像中相应部位的图

像噪声、SNR、各灌注参数值及主观评分均无明显差异（P均>0.05）。结论 在保持图像质量

满足诊断需求的条件下，采用 ATCM技术扫描的一站式全脑 CTP-CTA检查可以通过适当增加噪

声指数进一步减低患者辐射剂量。 

 

 

EP-3430 

宽体探测器单源双能 CT 肾脏增强图像质量评价 

 
刘静红,刘爱连,朱姣姣,刘义军,方鑫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6011 

 

目的：与单源双能 HD750CT 进行对比，探讨宽体探测器单源双能 CT 肾脏增强扫描的图像质

量。材料与方法：回顾性分析 2016年 11 月 Revolution CT 能谱测试期间进行腹部单源双能 CT

增强扫描的患者，为 A 组 32 例；以及同时期在 HDCT 进行腹部单源双能 CT 增强扫描的患者，

为 B 组 35 例，共 67 名患者。均采用能谱成像模式,管电压为高低能量（140kVp和 80kVp）瞬

时切换，Revolution CT管电流 275mA，ASIR-V40%，探测器宽度 80mm，球管转速 0.8s/r，螺

距 0.992:1；HDCT管电流 375mA，ASIR30%，探测器宽度 40mm，球管转速 0.7s/r，螺距

1.375:1；两台 CT机扫描层厚 5mm，重建层厚 1.25mm。扫描范围包括肾脏上下极，进行平扫及

增强三期扫描。使用 AW4.6 工作站，对 1.25mm动脉期数据进行测量。测量右肾皮质及竖脊肌

在 40keV、50keV及 70keV单能量条件的 CT值、SD值及碘（水）浓度值。计算 CNR及 SNR。记

录动脉期的容积 CT剂量指数(CTDIvol)。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分析两组的差异性。结果：

40keV和 50keV时，A组竖脊肌 SD值（分别为 40.89±5.21 和 29.67±3.75）明显低于 B组

（分别为 47.79±7.19 和 34.33±5.06）。70keV时，竖脊肌的 SD值无明显差异性。A 组竖脊

肌碘（水）浓度值的 SD值（3.84±0.51）明显低于 B组（4.62±0.75）。两组所有的 CNR、

SNR均无明显差异性。动脉期 A组的 CTDIvol（10.48mGy）低于 B组（10.76mGy）。结论：对

于肾脏增强扫描，宽体探测器 Revolution CT机与 HD750CT 机具有相同的对比噪声比及信噪

比，但是 Revolution CT扫描获得的 SD值更低，具有更高的图像均匀度，其辐射剂量也更

低。 

 

 

EP-3431 

两种基于模型迭代重建算法在腹部低剂量 CT 中的应用 

 
杨创勃

1
,于楠

1
,贾永军

1
,段海峰

1
,张喜荣

1
,贺太平

1
,杨创勃

1
,于楠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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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段海峰,张喜荣

1
,贺太平

1
 

1.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2.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对比两种基于模型迭代重建算法（MBIR,）在腹部低辐射剂量扫描时的图像质量及辐射剂

量减低率。 

方法 纳入 20例患者接受腹部增强常规剂量（NI=10）CT扫描并 ASiR40%重建；两周内复查

时，接受增强低剂量扫描(NI=20)，并分别进行 40%ASiR、STND和 NR40重建。由２名医师通过

锐利度、噪声、伪影和诊断接受度对图像进行主观评分，并客观测量图像噪声值和 CT值，计

算 SNR和 CNR。记录每例患者每次检查的剂量长度乘积（DLP）和 CT剂量指数（CTDIvol），

计算剂量减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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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低剂量扫描的 DLP值和 CTDI值分别为（95.56±47.17）mGy*cm和（3.04±1.48）

mGy，而常规剂量 ASiR 40%重建的 DLP值和 CTDI分别为（376.39±160.40）mGy*cm和

（12.16±5.18）mGy。对于腹部脏器，低剂量 STND (NI=20)图像比常规剂量 40%ASiR

（NI=10）在图像噪声（SDn）、信噪比（SNR）和对比噪声比（CNR）方面无统计学差异（P＞

0.05）,而低剂量 NR40 (NI=20)图像比常规剂量 40%ASiR（NI=10）在图像噪声（SD）、信噪比

（SNR）和对比噪声比（CNR）方面有明显统计学差异（P＜0.001）。STND、NR40重建可以提

高图像的密度分辨力，降低硬化伪影，且低剂量 STND、NR40重建比 40%ASIR图像有更低噪声

和伪影，主观评价结果更佳。  

结论 在保证图像质量的前提下，相比常规剂量扫描 ASiR40%重建，低剂量扫描（NI=20）

STND、NR40重建可以明显降低扫描剂量，低剂量 MBIR-STND 可以代替常规剂量扫描 40%AsiR

重建，低剂量扫描（NI=20）MBIR-NR40相比常规剂量 ASiR40%重建及低剂量 MBIR-STND重建能

提供更佳图像质量，具有进一步降低扫描剂量的潜力。 

 

 

EP-3432 

肺动脉 CTA 成像的常规剂量与超低剂量图像质量对比研究 

 
陈刚,曹治婷 

广西科技大学附属柳州市人民医院 545006 

 

【摘要】目的：探索超低剂量 CTA模式联合迭代重建对肺动脉成像的可行性，并与常规剂量扫

描的图像质量进行对比研究。方法：随机选取临床怀疑肺栓塞而行肺动脉 CT造影的患者 160

例分为 A、B两组，A组 62 例行常规剂量扫描，采用 120KV，150mAs,对比剂为碘普罗胺

(370mgI／m1)60ml；B组 98 例行超低剂量扫描，采用 80KV，60mAs，对比剂为碘普罗胺

(300mgI／m1)25ml。设备为飞利浦 Brilliance iCT，采用 I dose
4
迭代重建算法，并记录两组

的 CT容积剂量指数(CTDIvol)、剂量长度乘积(DLP)和有效吸收剂量(E)，比较两组的图像质量

并按 5分制进行评价，其中 1、2分不合格，3分基本满足诊断要求，4分以上为优良。结果： 

A组图像优良率为 98%，B组优良率为 88.2%，A、B组图像质量评分为(4±0．3)、(3±0.5)

分，差异无统汁学意义(P>0．05)，B组肺动脉主干 CT值为(586.8±64.2) HU,高于 A组

(349.4±45.3)HU，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B组的辐射剂量 CTDIvol(1.3±0．3)mGy 和

DLP(42±12.2)mGy·cm 均低于 A组 CTDIvol(11.3±0.6)mGy 和 DLP(338.5±57.3)mGy·cm，差

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01)；B组 E（1.14±0.2)mSv，A组 E（5.75±0.4）mSv，两者比较

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1)。结论：采用超低剂量肺动脉 CTA较常规剂量肺动脉 CT减少了 85

～90%的辐射剂量，对比剂用量及浓度减也明显减少，显著降低了 X线对患者的辐射损害及对

比剂不良反应发生的风险，虽然图像噪声有所增加，但对肺动脉的显影明显优于常规 CT 造

影，完全可满足临床诊断 

  

  

 

 
EP-3433 

Effect of new model-based iterative reconstruction on 

computer-aided detection for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airway tree in low-dose chest CT: Comparison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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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ptive statistical iterative reconstruction in 

routine dose 

 
jia yongjun,He Taiping,Yu Nan,Yu Yong,Duan Gaifeng,Yang Chuangbo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haanxi Chinese Medicine University 712000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new model-based iterative reconstruction (MBIRn) with 

balanced setting (MBIRSTND) and spatial resolution preference (MBIRRP20) and 

adaptive statistical iterative reconstruction (ASIR) in low-dose and ASIR in 

routine dose on the performance of computer-aided detection (CAD) for 

quantitative airway analysis. 

Methods:  30 patients had follow up scan for pulmonary disease on a GE 

Discovery CT750 HD system. Image acquisition was performed at routine dose and 

reduced dose level by increasing noise index (NI) from 14HU to 28HU using 

automatic tube current modulation. Tube voltage was fixed at 120kVp. Data of 

routine dose were reconstructed with ASIR, while low-dose were reconstructed 

with ASIR, MBIRSTND and MBIRRP20. Airway dimensions measured from 

the four reconstructions using an automated, quantitative software that was 

designed to segment and quantify the bronchial tree, and a skeletonization 

algorithm to extract the center-line of airway trees automatically (Figure 

1). For each patients and reconstruction algorithm chose the right middle lobe 

bronchus with the least tortuous and bifurcation to measure the bronchial length 

of the matched airways. Two radiologists used a semi-quantitative 5-point scale 

(-2: inferior; 0, equal to ASIR in routine dose; 2: superior) to rate 

subjective image quality of airway trees on the low-dose images reconstructed 

with ASIR and MBIRn. Using paired t and Wilcoxon signed-rank tests for 

comparison.  

Results: Median effective dose was 3.01±1.89mSv at routine dose and 

0.88±0.83mSv at 71% dose reduction. Algorithm impacts the measurement 

variability of the length of bronchus in low-dose chest CT, and MBIRSTND and 

MBIRRP20 were better than ASIR for the airway trees, while MBIRSTND displayed longer 

bronchus than ASIR in routine dose (P<0.05) (Table 1,Figure 2). MBIRSTND for the 

low dose chest CT also had higher subjective scores for the airway trees than 

ASIR in routine dose (Table 2,Figure 2). 

Conclusions: The quantification accuracy of airway is strongly influenced by 

reconstructions. MBIRSTND and MBIRRP20 algorithms allow the desired airway 

quantification accuracy of CAD for chest to be achieved for 71% radiation dose 

re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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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434 

基于模型的迭代重建在降低胸部平扫 CT 辐射剂量中 

的应用价值 

 
贾永军,段海峰,于楠,马光明,杨祺,雷雨欣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712000 

 

目的 比较滤波反投影技术（FBP）、自适应统计迭代重建(ASIR)、基于模型的迭代重建

（MBIR）三种重建算法对低剂量胸部平扫 CT图像质量的影响，探讨 MBIR在低辐射剂量胸部

CT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收集我院 1月内接受两次胸部 CT 平扫受检者共 30例。使用能谱 CT，

初检采用常规辐射剂量，FBP 重建。复查采用低辐射剂量方案，分别采用标准算法与肺算法

FBP、ASIR、MBIR三种方法重建层厚 0.625mm的图像后进行对比分析。在胸廓入口层面、气管

隆突下层面和所及上腹肝门层面背部肌肉、皮下脂肪相同部位放置感兴趣区，测量其 CT值与

标准差值(SD），SD代表噪声，信噪比（SNR)由 CT值除以 SD计算出，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比

较各重建算法 SD和 SNR。由两名放射科医生在肺窗和纵隔窗盲法对不同算法重建图像的主观

噪声和细节结构清晰度进行 5分法评分，采用 wilcoxon符号等级检验比较主观评分。结

果 初检有效剂量（E）=3.01±1.89mSv；复查低剂量 E=0.88±0.83mSv，下降约 70.76%。低

剂量条件下 MBIR重建图像肌肉、脂肪噪声低于常规剂量 FBP重建、低剂量 FBP重建和低剂量

ASIR重建（P＜0.05）。低剂量条件下 MBIR重建图像肌肉、脂肪 SNR大于常规剂量 FBP重

建、低剂量 FBP重建和低剂量 ASIR重建（P＜0.05）。低剂量 MBIR重建的主观图像噪声优于

FBP和 ASIR，甚至优于常规剂量 FBP重建；低剂量 MBIR重建更清晰显示肺、纵隔及上腹部细

节结构优于 FBP和 ASIR（P＜0.05），与常规剂量 FBP重建无差异（p＞0.05）。结论 在低剂

量胸部 CT平扫时，与 FBP、ASIR相比，MBIR重建可显著降低图像噪声和提高信噪比。在减少

辐射剂量约 70％时，MBIR重建图像主客观噪声低于常规剂量 FBP重建，且细节结构的显示不

受影响。 

 

  

 

EP-3435 

Flash 双源 CT 低剂量扫描结合不同 SAFIRE 重建等级对图像质

量影响的初步研究 

 
陈欣

1
,张妍妍

1
,杨全新

1
,刘亚良

1,2
 

1.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汉中市中心医院 

 

目的：探讨常规剂量及低剂量扫描，结合不同 SAFIRE重建等级对图像质量的影响。方法：选

取本院行胸部 CT平扫的成年受检者 34例，应用西门子双源 Flash CT，分别采用 120kV 和

100kV,Care Dose4D模式进行扫描。对原始数据分别釆用 2-5 级 SAFIRE进行肺窗和纵隔窗图

像重建,得到 8组图像。采用相同大小的感兴趣区测量气管分叉水平升主动脉的平均 CT值及噪

声 SD值，计算信噪比，记录容积剂量指数（CTDIvol）和剂量长度乘积（DLP）。使用

SPSS19.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结果:在 120kV扫描条件下，2-5级 SAFIRE重建图像的升主

动脉 CT值无显著性差异（P=1.000）；信噪比分别为 5.3±1.05, 5.98±1.21, 6.8±1.56 和

7.6±2.00，随 SAFIRE等级增大而增加（P=0.000）。在 100kV扫描条件下，2-5级 SAFIRE 重

建图像的升主动脉的 CT 值无显著性差异（P=1.000）；信噪比分别为 4.8±1.00, 5.45±1.17, 

6.2±1.58 和 7.1±1.75，随 SAFIRE等级增大而增加（P=0.000）。100Kv与 120Kv相比，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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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比降低（P=0.008）；平均 CTDIvol由 9.38降至 6.18，DLP由 263.90降至 177.9，差异均

有显著性（P=0.000）。结论：在胸部 CT扫描中,100Kv扫描在降低患者辐射剂量的同时，也

降低了图像信噪比。在相同扫描条件下，随着 SAFIRE迭代重建等级的增大,图像信噪比逐渐改

善。因此，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低剂量扫描结合高 SAFIRE重建等级是否影响诊断医师对图像的

观察和病变的检出。 

 

 
EP-3436 

能谱 CT 双低扫描技术在布加综合征扫描中的应用 

 
常丽阳,岳松伟,苏蕾,高剑波,王会霞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摘要：目的对常规扫描模式及能谱扫描模式在布加综合征患者血管成像中的应用进行研究，并

根据体质指数（BMI）制定最优化的 BCS 扫描方案。方法收集布加综合征患者 150 例。随机分

为三组，方案 A采用常规 120kVp 、对比剂用量 1.8ml/kg扫描及 FBP重建，方案 B 采用能谱

成像模式、对比剂用量 1.4ml/kg 扫描及 FBP重建，方案 C 采用能谱智能匹配技术、对比剂用

量 1.6ml/kg及 40%ASIR重建。比较三种方案的对比剂用量。然后将体质指数（BMI）分为低、

中、高组，分别为：18.5~21.9kg/m2、 22~24.9kg/m2及 25~29.9kg/m2，对三种方案的辐射剂

量相关指数及 PV、HV 、 IVC 的 CT 值进行比较，并对图像进行主观评分。对客观资料及主

观评分的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及 Kruskal-WallisH检验. 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结果 1.B、C两种方案较 A分别减少了 24.5%和 12.9%的对比剂用量，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5）。2.随着 BMI 逐渐增大，CTDIvol、DLP 逐渐升高，PV、HV、IVC 的 CT 值呈下

降趋势。在 BMI 一致的条件下，PV、HV 及 IVC 的 CT 值各组间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三种方案之间的剂量相关指数 CTDIvol、DLP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3.三种 BMI分组主观评分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 BMI各组中，方案

C的总体评分均高于方案 B 和 A。结论能谱 CT 扫描模式较常规 CT 扫描模式减少了对比剂用

量，不但可以使图像质量更优，而且可以通过能谱智能匹配技术降低辐射剂量。 

  

 

 

EP-3437 

假牙在颈椎椎间盘 SCT 扫描中辐射剂量相关研究 

 
刘荣成,赵玲玲 

郑州市第九人民医院 450000 

 

目的：为了满足治疗牙齿疾病及日常饮食生活的要求，戴假牙的人群也日益增多；随着中国步

入老龄社会，颈椎病患者也日趋增多，其影像学检查方法也多种多样；在放射科给日常颈部

CT扫描中，发现了很大一部分患者中，口腔内有假牙，未取出就进行多层螺旋 CT颈部扫描。

本文旨在研究有假牙是否会增加患者辐射剂量；指导有假牙患者正确进行颈椎椎间盘 CT 扫

描。 

方法：所有患者使用西门子螺旋多层螺旋 CT，SomaTom Definition AS 128，扫描条件：选择

120KV，打开 CARE Dose4D软件包，层厚 0.6mm，层间距 0.6mm，准直 128x0.6，螺距 1.0，扫

描范围从斜坡到第 1胸椎椎体上缘。CTDvol及 DLP患者数据，均有设备自动生成。所得数据

采用 SPISS 20 .0统计学软件进行分析，比较有无假牙时 CTDvol及 DLP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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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通过统计学数据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带有假牙的检查者进行 CT扫描时，CTDvol 辐射

剂量要高于不带假牙的检查者，增加了辐射剂量，增加了检查者的有效辐射。 

结论：在进行颈椎容积扫描时，口腔内有假牙时，能够取下来的一定记得取出，这样能够降低

检查者的辐射剂量；同时建议在做颈椎椎间盘扫描，建议缩小 FOV范围（颈 3-7椎体间），这

样可以极大地降低检查者辐射剂量。 

  

 

 

EP-3438 

超低剂量颅脑容积 CTP 检查扫描参数的优化组合研究 

 
黄益龙,韩丹,王春龙,张夏,李淑娟,常雯,沈莎莎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650032 

 

目的: 探讨 80kV和 70kV结合不同低管电流超低剂量颅脑 CT容积灌注（CT Perfusion, CTP）

扫描参数的优化组合。 

方法: 采用 SOMATONM Definition Flash CT颅脑 CTP 4 D 摇篮床扫描模式扫描，扫描范围

10.0cm。370 mgI/ml碘普罗胺注射液 40 ml。160例颅脑 CTP检查者随机分为 8组。固定管电

压 80kV（A-D组）和 70kV（E-H组），依次调整管电流为 150、120、100及 80 mAs，将 A组

为常规组（经典文献 2010年 Wintermark M提出），B-H 组为超低剂量组。比较 8种不同参数

组合扫描尾状核头、额叶及颞叶白质区灌注参数（CBV、CBF及 MTT）的差异，并采用 5 分法评

价 8组图像质量及比较 8组图像 CT值、噪声、SNR、CNR值及辐射剂量。 

结果：（1）尾状核头、额叶白质及颞叶白质区灌注参数比较：A组与 B-G组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P均>0.05）。但 H组（70kV/ 80mAs）与 A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H 组对

CTP灌注参数有所影响。（2）尾状核头、额叶白质及颞叶白质区客观数值比较：A与 B-D组平

均 CT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而 E-H组平均 CT值均高于 A组，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P均<0.05）。B-H组 SD均有所增加，但 B-G组的 SNR和 CNR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均
0.05），各组无明显差异。（3）图像主观评分比较： B-G组主观评分较 A组下降无统计学

意义（P均>0.05），而 H组与 A组间主观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 H组主观评

分平均分>3分，满足诊断要求。B-H组 7组辐射剂量较 A组（4.50 mSv）下降，其中 G组

（70kV/ 100mAs）辐射剂量降低 57.11%（2.57 mSv）。 

结论：采用超低剂量 70kV/ 100mAs颅脑容积 CTP检查，可保证灌注参数准确性及图像质量，

又使辐射剂量降低。 

 

 

EP-3439 

256 排多层螺旋 CT 低剂量一站式全脑 CTP-CTA 扫描方案的优

化: 减少扫描期相、延长间隔时间 

 
杨莉,靖婧,苗延巍,刘义军,方鑫,李剑颖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6011 

 

目的：本研究的目的是在不改变灌注参数的条件下，通过减少扫描期相、延长间隔时间来减低

辐射剂量，从而优化 256排多层螺旋 CT低剂量一站式全脑 CTP-CTA扫描方案。 

材料及方法：本研究探索 256排多层螺旋 CT一站式全脑 CTP-CTA扫描方案的优化，对 32受试

者行全脑 CTP-CTA扫描，其中男 14人，女 18人，受试者平均年龄（57.44±11.73）岁，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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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试者中包括正常者、单侧颅内占位性病变患者和单侧脑血管病患者。一站式检查共进行 22

期相扫描，其中选取第 10期相灌注图像重建 CTA图像。扫描方案均采用自动管电流调制技术

（ATCM），管电压为 100kV。第 10期相为低噪声指数（NI=2），其余期相（即第 1-9,11-22

期）噪声指数设定为 8（NI=8）。本研究分为 A、B两组，A组包括 22期相的 CTP原始数据，B

组是将 22期相删除第 16、18、20、22期，即 B组包含 18 期相的 CTP原始数据。所以，B组

扫描期相减少、间隔时间延长。将两组进行后处理可以获得健侧（或左侧）额叶白质（ROI 

1）、尾状核头（ROI 2）、豆状核（ROI 3）、背侧丘脑（ROI 4）、枕叶白质（ROI 5）的

CBF、 CBV、 PS、MTT和 TTP 值。计算两组的有效剂量及相关参数，并进行比较。 

结果：A、B两组的放射剂量分别为（3.84±0.47）mSv和（3.41±0.42）mSv。B组比 A降低

11.2％。两组之间脑实质灌注参数（CBF、CBV、PS、MTT和 TTP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在不改变灌注参数的条件下，256排多层螺旋 CT低剂量一站式全脑 CTP-CTA检查可以

通过减少扫描期相、延长间隔时间来进一步降低患者辐射剂量。 

  

 

 
EP-3440 

Single-beat coronary CT angiography in patients with 

atrial fibrillation: Image quality and radiation dose 

using reduced tube voltage 

 
zhao chenglin,Zhang Tingting,Zhong Zhaohui,Wang Zhenchang,Yang Zhenghan 

Beijing Friendship Hos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100050 

 

PURPOSE 

To assess the image quality (IQ) and radiation dose of of single-beat coronary CT 

angiography (CCTA) using reduced tube voltage in patients with atrial fibrillation 

(AF) by using wide-detector CT when compared with the CCTA using routine tube 

voltage. 

METHOD AND MATERIALS 

From Sep. 2016 to Mar. 2017, 20 patients with AF using routine tube voltage (group 

A) and 20 patients with AF using reduced tube voltage (group B) were referred for 

single-beat CCTA by using revolution CT in this study. The tube voltage were 120 

kVp for group A and 100kVp for group B, the standard reconstruction type was 

applied with hybrid iterative reconstruction algorithm (adaptive statistical 

iterative reconstruction-Veo, ASIR-V, GE Healthcare) at 80% blending percentage. 

60 mL iodinated contrast material (iodixanol 370 mg I/mL, 5ml/s) with 35ml saline 

was injected for each patient. The objective IQ including: image noise, signal-to-

noise ratio (SNR) and contrast-to-noise ratio (CNR) were compared respectively. 

The subjective IQ were evaluated by 2 radiologists in consensus, using a four-

point scale (1 excellent, 2 good, 3 adequate, 4 poor, and 1~ 3 were considered as 

diagnosable) base on patients and artery segments (AHA, 16 segments). The 

effective radiation dose was calculated by each patient. 

RESULTS 

Group A (8 male, 12 female, mean age 59.1±15.1 years, BMI 28.4±5.1kg/cm
2
), group 

B (9 male, 11 female, mean age 63.0±8.4 years, BMI 27.3±3.7kg/cm
2
)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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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e recruited. The image noise of group A was better than group B 28.7±5.8 (A) 

vs. 32.6±5.4 (B) (p＜0.05). CNR and SNR of the 2 groups were 18.4±5.1(A) vs. 

20.2±4.7 (B) (p＞0.05) and 15.3±4.4 (A) vs. 17.9±4.2 (B) (p＞0.05), 

retrospectively. The subjective IQ of the 2 groups based on patients were all 

rated as diagnosable, and the scores were 1.4±0.7 (A) vs.1.8±0.7 (B) (p＞0.05); 

based on the artery segments, 261 segments (A) and 257 segments (B) of the 2 

groups were all rated as diagnosable, and the scores were 1.16±0.4 (A) 

vs.1.19±0.5 (B) (p＞0.05). The mean effective radiation dose (ED) were 

3.5mSv±1.1mSv vs. 1.8mSv±0.7mSv, (p=0.00). 

CONCLUSIONSingle-beat CCTA using wide-detector CT could be well used in AF 

patients and about half of the ED could be reduced by using reduced tube voltage 

with acceptable IQ. 

  

 

 
EP-3441 

胸围指数调节管电压，对比剂速率及总量在 

冠脉成像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王海林 

丽水市中心医院 323000 

 

  [摘要] 目的  探讨胸围指数调节管电压，对比剂速率及总量，在 SIEMENS Force CT冠

脉 CTA成像检查中的参考价值及其临床应用。方法  收集临床拟诊为冠心病需要行冠状动脉

CTA检查且体质量参数（BMI）<25 Kg/m
2
的 160例患者，均采用 flash技术扫描，随机选取 60

例作为对照组，100例为低剂量组，依据胸围参数不同将患者分为 A、B、C三个亚组，其中 A

组胸围≤80.0 cm；B组胸围（85.0～90.0）cm；C组胸围（90.0～100.0）cm。进行主观评价

和客观评价，并记录辐射剂量和碘摄入量。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 A、B、C三组患者的图像

质量、图像客观评价指标和辐射剂量与常规扫描对照组的差异，研究胸围参数与图像质量、图

像客观评价指标、碘摄入量和辐射剂量之间的关系。结果  A、B、C三组与常规扫描对照组

的图像质量评分分别为（3.34±0.29）、（3.42±0.31）、（3.45±0.28）和

（3.37±0.3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1.16，P＞0.05）。各组图像显示效果较好。A、B、C

三组与常规扫描对照组各组冠状动脉图像噪声分别为（41.77±3.43）、（32.34±2.73）、

（23.42±2.43）和（22.38±2.98），两者差异均有统计学差异（P<0.05）。四组的碘摄入量

分别为：（15.68±2.10）gl 、（17.97±1.78）gl、（20.13±1.98）gl、（22.42±1.92）

gl；辐射剂量分别为（0.36±0.13） mSv，（0.56±0.12）mSv，（0.77±0.21）mSv和

（1.26±0.39）mSv，与对照组相比，A、B、C三组的碘摄入量和辐射剂量均明显降低。结论 

对于 BMI处于正常标准的患者，采用胸围指数来指导调节管电压，对比剂速率及总量等参数，

在保证图像质量的同时，可以有效降低辐射剂量及碘含量。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2514 

 

EP-3442 

64 排螺旋 CT 对下肢动脉低剂量成像的可行性研究 

 
葛琛瑾,舒政,邓小飞,杨景勇,戴晓婷,邹彩云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上海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200082 

 

目的 研究在非迭代重建情况下 64排螺旋 CT在下肢动脉低剂量成像中的可行性。方法 将 60

例患者随机分为三组行下肢动脉 CT血管造影检查，每组 20例。A组为常规组（120KV，

250mA）；B组为自动管电流调节技术组（120KV，自动管电流，噪声指数 10）；C组为低管电

压联合自动管电流调节技术组（100KV，自动管电流，噪声指数 20）。采用 Kruskal Wallis

秩和检验分析三组患者的辐射剂量及图像质量。结果 A、B、C三组的年龄、身高、体重没有

统计学差异(p分别为 0.382，0.257，0.596)。C组的容积 CT剂量指数(85.65±11.94 mGy)及

剂量长度乘积(389.65±117.37 mGy/cm)明显低于于 A组(320.98±45.21 mGy， 

1072.73±213.36 mGy/cm，p＜0.01)及 B组(155.41±20.26 mGy，555.21±165.72 mGy/cm，p

＜0.01)。A、B、C三组的图像质量在主-髂动脉、股-腘动脉、胫前动脉节段及足背动脉节段

均没有统计学差异。结论 在非迭代重建情况下采用低电压结合自动管电流技术能在不影响图

像质量的情况下有效降低辐射剂量。 

 

 
EP-3443 

低辐射对外周血淋巴细胞 DNA 损伤作用探讨 

 
陈晶,张武,邬玉芹 

海口市人民医院 570208 

 

目的：在制定诊断和治疗计划过程中，我们强调在阈值范围内最大限度地以减少副作用。但放

射诊断对健康组织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有研究表明，辐射可导致暴露细胞 DNA断裂，导致染

色体畸变，导致功能障碍和细胞死亡。一些研究人员强调了高剂量辐射的破坏性影响，但由于

诊断目的的低剂量辐射造成的损害仍然存在缺陷。血液是研究遗传毒性和估算辐射效应的简单

资源。微核试验和染色体畸变可以指示遗传损伤，目前我们的目标是在体外模型中建立淋巴细

胞来预测低剂量辐射的即时效应，探讨低剂量辐射对外周淋巴细胞 DNA稳定性影响有着重要意

义。方法：收集健康人血并分为 6组，随着辐射剂量的增加即 0Gy、0.10gy，0.25gy，

0.50gy，1Gy及 2gy。用放射肿瘤学的直线加速器对样品进行重复照射。标准协议用于染色体

畸变和微核试验。采用 Giemsa染色，对染色体的着丝粒的位置进行检测观察，并且进行统计

分析。结果：Giemsa染色组的双核细胞样品未见异常。微核（MN）的频率是暴露剂量的整个

范围内的细胞增加（0.1～2Gy）。对照组最低锰形成率为（2%·0.05），最低剂量为三锰

（5.6%·2）频率。Mn形成随着辐射剂量成倍增加，在 2Gy 后达最大。辐射剂量在 2Gy实验组

和对照组相比，随着辐射剂量增加双着丝粒染色体的数量显著升高，但辐射剂量在

0.1~ 0.5gy，实验组与对照组相比，无明显差异。结论：淋巴细胞可以有效地用于研究低剂

量辐射的直接效应，在能满足诊断和治疗的前提下，采用低剂量辐照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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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444 

Modified CT fluoroscopy-guided lung nodule biopsy 

versus conventional CT-guided biopsy: a prospective 

controlled study to assess radiation doses and 

complication rate 

 
Liang Ting

1,2
,Niu Gang

1
,Yang Jian

1,2
 

1.Department of radiolog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medical college，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2.Department of Biomedical Engineering， the Key Laboratory of Biomedical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School of Lif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China 

 

Objective The aim of the study was to evaluate complication rate and radiation 

doses of lung nodule biopsy by the CT modified fluoroscopy-guided and conventional 

CT-guided methods. 

Methods A total of 100 patients in single radiology unit were prospectively 

enrolled to receive CT-guided lung biopsy. 50 patients were undergoing modified CT 

fluoroscopy-guided (CTF) biopsy (Group 1), and other half was checked by 

traditional CT-guided methods (Group 2). The modified biopsy plan referred to the 

method of using axial scan with step by step for the nodule. 2 experienced chest 

radiologists performing thoracic biopsies performed CT-guided biopsy. 64 slice 

spiral CT (Toshiba) were performed with CT-guided pulmonary biopsy with the Japan 

16G cutting biopsy needle. Radiation dose and diagnostic accuracy of patient were 

outcome measurements. Differences between proportions were analyzed with the chi-

square test. Dose-length product (DLP) was compared between 2 groups.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and accuracy were calculated based on 80 patient’s results. 

Results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for the pulmonary nodules 

characteristics : size, group 1: 34±18mm (mean±standard deviation) vs. group 2: 

38±20 mm (p=0.845); depth from pleura, 13±12 mm vs. 12±9 mm (p=0.595)(Table 1). 
The total DLP of the study group (median 3.8 mSv) was significantly reduced 

compared to that of the comparison group (median 11.1 mSv, p < 0.001) (Fig. A). 
The complication rat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12.3% 

versus 31.4%, p=0.015).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and accuracy for diagnosing 
pulmonary nodules were 98.2%, 100% and 97.9% in group I and 96.7%, 100% and 90.7% 

in group II (p>0.05). 
Conclusion: CT modified fluoroscopy-guided lung nodule biopsy provides high 

diagnostic accuracy and more lower radiation doses compared to conventional 

methods, and may be alternatively used for appropriate lung nod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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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445 

How the technique of GSI assist controls radiation 

dose and remains image quality of spectral CT imaging 

in chest  

 
Zhang Zaixian,Li Zhiming,Liu Shihe,Ji Weina,Yang Qing,Zhang Chuanyu 

The medical school affiliated hospital of Qingdao university 266003 

 

PURPOSE 

GSI assist allows low mA used in spectral CT imaging.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value of low mA of gemstone spectral imaging（GSI）in comparison with conventional 

120-kVp scan in chest CT examination. 

METHODS AND MATERIALS  

This prospective study had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approval with patient 

informed consent, and twenty-one consecutive patients were included. Eleven 

patients underwent low mA of GSI CT examination (fast kVp switching) based on GSI 

assist software in Group A, and ten patients underwent conventional 120-kVp scan 

in Group B. Both groups took the same noise index baseline at 14.Rotation time was 

0.5s, and auto mA range was 100-700mA in Group B. All scans were performed with a 

64-row MDCT scanner (GE healthcare, Discovery CT750 HD). The CT values, contrast-

to-noise ratio (CNR) and signal-to-noise ratio (SNR) of thoracic aorta (TA) and 

pulmonary artery (PA) were measured and calculated respectively. The values of CT 

dose index (CTDI), dose-length product (DLP) and image noise were recorded. The 

results were analyzed in SPSS 19.0 with one-way ANOWA and independent-samples T 

test. 

RESULTS 

Low mA of GSI in chest CT scan was 260-375mA, and rotation time was 0.8-0.6s 

accordingly. The CT values, CNR, SNR of TA and PA in Group A were all higher than 

those of Group B (TA in Group A:253.18±64.80HU，52.53±9.29，35.94±8.10 ; PA in 

Group A: 283.78±95.56HU, 57.64±17.24, 41.05±15.61; TA in Group B: 

248.88±68.20HU，41.06±16.88, 28.84±13.77 and PA in Group B:278.30±59.09HU, 

44.69±19.08, 32.47±15.45, respectively), but there we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mong them (all P>0. 05). The values of CTDI and DLP were 8.89±1.39mGy 

and 311.81±52.64mGy.cm in Group A and 8.47±4.30mGy and 279.30±123.22mGy.cm in 

Group B, respectively, and there we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oth p >0.05). Meanwhile, the image noise in Group A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Group B (7.13±1.56 VS 9.76±3.06, p<0.05). 

CONCLUSION  

GSI assist allowed low mA used in spectral CT imaging. Low mA of GSI produced 

similar image quality to conventional 120-kVp scan without exhausting any more 

radiation dose in chest CT examination. 

CLNICAL RELEVANCE/APPLICATION 

GSI is valuable to get better image quality and helpful to diagnose chest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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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446 

个性化 CT 扫描方案在小儿先天性心脏病中的应用 

 
蔡静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00092 

 

 

目的：探讨患者的各项个体因素（体重、BMI、胸廓有效直径等）与影响图像质量的相关性及

CT个性化扫描方案在小儿先天性心脏病诊断中的应用。     

材料与方法：回顾性分析 65例先天性心脏病患者的 CT图像资料，并分析该组患者个体因素与

图像质量的相关性，并采用根据其结果设定的个性化扫描方案扫描 50例先天性心脏病患者，

比较两组的辐射剂量及图像质量的差异。 

结果：对照组病例的图像噪声与胸廓有效直径、体重中度正相关，相关性分别为 0.566和

0.527；SNR与胸廓有效直径、体重高度负相关，相关性分别为-0.784和-0.746；CNR与胸廓

有效直径、体重高度负相关，相关性分别为-0.757和-0.724；BMI与图像噪声、SNR及 CNR的

相关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根据胸廓有效直径设定个性化扫描方案，应用于个性化低剂量组，

所得 SSDE及有效剂量低剂量组较对照组分别降低 30%和 36%；图像质量与对照组相似，且不同

患者间的图像质量各项指标相近。 

结论： 采用个性化 CT扫描方案诊断小儿先天性心脏病，能够有效地降低扫描剂量，并保证图

像质量及减小不同患者间图像的质量差异。在 CT诊断小儿先天性心脏病的应用中，胸廓有效

直径是有效、合理且方便地设定扫描方案的依据。 

 

 

EP-3447 

新一代基于模型迭代重建在低剂量上腹部 CT 

成像中的应用价值 

 
雷雨欣,任占丽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712000 

 

目的：探讨新一代基于模型迭代重建（MBIR）在低剂量上腹部 CT成像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收集上腹部三期增强扫描患者 40例，随机分为 A、B两组，动脉期和门静脉期扫描条件相同，

延迟期自动管电流调制技术，A组噪声指数 NI10，B组 NI20，管电压均为 120kVp，螺距

1.375:1。扫描后延迟期 A组滤波反投影法（FBP）、40%自适应统计迭代重建技术(ASIR）和 B

组新一代基于模型迭代重建（MBIR）中的 NR40设置重建 0.625mm图像。分别测量肝脏、脾

脏、胰腺、所扫双肾实质及同层面前腹壁皮下脂肪 CT值及 SD值，SD值代表噪声，并计算各

脏器的信噪比（SNR）和对比噪声比（CNR）：SNR=CT值组织/SD值组织，CNR=（CT值组织－CT 值脂肪）

/SD值脂肪。单因素方差分析对三组图像的 CT值、SD值、SNR和 CNR进行统计学分析，p＜0.05

有统计学意义。记录容积剂量指数(CTDIvol）和剂量长度乘积（DLP）,计算有效辐射剂量：ED= 

DLP×K(K 值取 0.015）。由两名有经验的医师采用 5分制对三组图像质量进行双盲法主观评

分，利用 Kappa检验比较观察者间评分的一致性。结果：三组图像的 CT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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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A组 FBP和 40%Asir、B组 MBIRNR40三组图像主观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B组 MBIRNR40图像肝脏、脾脏、胰腺、肾实质的 SD值均低于 A组 40%Asir和 FBP 图

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B组 MBIRNR40图像肝脏、脾脏、胰腺、肾实质的 SNR和

CNR均高于 A组 40%Asir和 FBP图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B组的 DLP和 ED 较 A

组均降低了 75 %。结论：在上腹部低剂量 CT成像中，应用新一代基于模型迭代重建（MBIR）

可获得优于常规剂量 40%ASIR 和 FBP重建的图像质量，辐射剂量较常规扫描降低约 75%。 

  

 

 
EP-3448 

多模型迭代重建算法对常规胸部 CT 扫描图像 

质量影响的模型研究 

 
李爱华 

长安医院 710016 

 

目的：通过模型研究，探讨多模型迭代重建算法(adaptive statistical iterative 

reconstruction veo,ASiR-V)联合不同噪声指数（noise index，NI）对常规胸部 CT扫描图像

质量的影响。 

材料和方法： 采用 256排螺旋 CT对标准体型胸部体模进行扫描。管电压 120kV，管电流采

用自动毫安（Smart mA）技术，预设 NI分别为 10、12，采用后置 ASiR-V（10%-100%，间隔为

10%）重建图像。分别选取胸部体模三个不同层面测量水标准差（SD）并作为客观指标，并由

2名放射科医师对图像质量进行主观评分，对噪声和重建图像质量进行对比
[1]
。 

结果：随着 Post ASiR-V权重的增加，胸部体模水 SD值均逐渐降低，NI=10时 Post ASiR-

V100%降低水 SD值约为 61.3%；NI=12时 Post ASiR-V100%降低水 SD值约为 66.4%。相同 Post 

ASiR-V时，NI=12组水 SD值较 NI=10组大，且随着 Post ASiR-V权重的增加，两组间差异减

小，当 Post ASiR-V100%时，两组间水 SD值接近。重建图像均能满足诊断需要。 

结论：多模型迭代重建算法联合不同噪声指数运用于常规胸部 CT扫描中能够获得满足诊断要

求的图像，且随着 Post ASiR-V权重的增加，图像噪声降低，同时具有降低辐射剂量的可能。

NI值越大，降噪能力越大。 

  

 

 
EP-3449 

多模型迭代重建算法对不同体型体检胸部 CT 扫描 

图像质量影响的模型研究 

 
李爱华 

长安医院 710016 

 

目的：探讨多模型迭代重建算法(adaptive statistical iterative reconstruction 

veo,AsiR-V)对不同体型胸部体模 CT扫描图像质量的影响。 

材料和方法： 采用 256排螺旋 CT对两种不同体型（标准体重和偏胖体重）胸部体模进行扫

描。预设管电压 120kV，管电流采用自动毫安（Smart mA）技术，噪声指数（noise index，

NI）为 40，采用后置 ASiR-V（10%-100%，间隔为 10%）重建图像。分别选取胸部体模三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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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层面测量水标准差（SD）作为客观指标，并由 2名放射科医师采用盲法对图像质量进行主观

评分，比较噪声和重建图像质量
[1]
。 

结果：随着 Post ASiR-V权重的增加，两种体型胸部体模水 SD值均逐渐降低，偏胖体重组、

标准体重组 Post ASiR-V100%分别降低水 SD值约为：56.5%，63.1%。相同 Post ASiR-V时，

偏重体重组较标准体重组水 SD值大，且随着 Post ASiR-V权重的增加，两组间差异变小。偏

重体重在 Post ASiR-V=70%时与标准体重在 Post ASiR-V=10%的水 SD值接近。重建图像均能满

足诊断需要。 

结论：体检胸部 CT扫描中运用多模型迭代重建算法可降低两种体型胸部体模的图像噪声，同

时图像质量能满足体检要求，并大幅度降低辐射剂量，为胸部体检低剂量检查提供有利依据。 

  

 

 
EP-3450 

Low dose duel energy spectrum CT scanning with ASIR 

reconstruction in Detection of Urinary calculi：A 

Phantom Study 

 
li xiaohu,Shu Hongmin,Li Xiaoshu,Liu Bin,Yu Yongqiang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Anhui Medical University 230022 

 

PURPOSE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value of different levels ASIR in detection of 

Urinary calculi under low dose radiation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Urinary 

calculi phantom and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further clinical study. 

METHOD AND MATERIALS  Forty calcium oxalate calculus were collected from patients 

with urinary stone disease in our hospital . Two groups were divided according to 

the size of stone :group 1＜3mm（size range : 1.2~2.9mm, average 2.2mm）n=20，

group2 3~5mm（size range : 3.2~5mm, average 4.4mm）n=20 . The fixed scanning 

parameters : the tube speed 0.5s/rot, pitch 1.375, automatically adjustment of the 

mA（10~500mA），slice thickness 5mm.Standard dose scan parameter: tube voltage 

120kvp, noise index NI13.Low dose scan parameter: tube voltage 120kvp,100kvp,80kvp 

separately, noise index NI 20,NI 25 under each tube voltage, and image data were 

acquired by recurrent scanning.CT dose index（CTDIvol）in radiation area was 

automatically obtained from the system and recorded. The raw data in low dose 

group with different level （30%~70%ASIR,interval of 10%）ASIR were reconstructed 

with 1.25mm of slice thickness and then transfer to the AW 4.4 workstation for 

image post processing.Two radiologists assessed images blinded to the calculi’ 

location，radiation dose and ASIR level. Noise level, signal to noise ratio 

（SNR）and contrast to noise ratios（CNR） were calculated statistically among 

different acquisition. The pig kidney was observed and the number of urinary 

calculi was calculated.  

RESULTS The urinary calculi phantom study revealed a tendency that SNR and CNR 

was increasing and the noise was decreasing with a higher percentage of ASIR at 

different tube voltage and noise index（P＜0.05＝. All calculi in two groups were 

detected under different condition of sc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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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   ASIR could help reduce the image noise index, increase SNR and CNR 

in low dose CT urinary imaging. It provides objective evidence for clinical 

diagnosis of urinary calculi before clinical operation with low dose model. 

CLINICAL RELEVANCE/APPLICATION  Spectral CT could reduce image noise, inhibit 

artifacts, and improve the image quality with the help of adaptive statistical 

iterative reconstruction（ASIR）instead of filtered back projection（FBP） 

 

 

EP-3451 

基于模型迭代重建在低管电压（80kVp）亚 mSv 胸部 CT 成像

中的应用价值 

 
贾永军,于楠,于勇,贺太平,张喜荣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712000 

 

目的 比较滤波反投影技术（FBP）、常规基于模型迭代重建（MBIRc）、新一代基于模型迭代

重建（MBIRn）中肺特异性设置(MBIRRP20和 MBIRNR40)重建算法对 80kVp胸部平扫 CT图像质量的

影响。方法 收集 1月内接受两次胸部 CT平扫受检者 31例。初检采用 120kVp、噪声指数

（NI）14的常规辐射剂量扫描，FBP重建。复查采用 80kVp、NI28低辐射剂量方案扫描，分别

采用标准算法与肺算法 FBP、MBIRc和 MBIRn中肺特异性设置(MBIRRP20和 MBIRNR40)重建层厚

0.625mm的图像后进行对比分析。在标准算法 FBP(FBPs)、MBIRc和 MBIRNR40重建图像上测量胸

廓入口层面、气管隆突下层面和所及上腹肝门层面背部肌肉、皮下脂肪相同部位感兴趣区 CT

值与标准差值(SD），SD代表噪声，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各重建算法 SD。由两名放射科医

生以常规剂量 FBP重建图像为基础在肺窗肺算法 FBP(FBPl)、MBIRc、MBIRRP20和纵隔窗 FBPs、

MBIRc、MBIRNR40盲法进行噪声和细节结构清晰度 5分法主观评分，采用 wilcoxon符号等级检

验比较主观评分。结果 初检有效剂量（ED）=2.74±1.24mSv；复查 ED=0.80±0.40mSv，下

降约 70.80%。80kVp条件下 FBP图像噪声高于常规剂量 FBP图像（P＜0.05），MBIRc和

MBIRNR40噪声低于常规剂量 FBP图像，且 MBIRNR40噪声最低（P＜0.05）；80kVp条件下 MBIRn 主

观图像噪声最小，能更清晰显示肺、纵隔及上腹部细节结构，优于 MBIRc与常规剂量 FBP 重建

（P＜0.05）。结论 MBIRn 重建中肺特异性设置可显著降低胸部低管电压 CT图像噪声和提高

细节结构清晰度。结合 ATCM，在减少辐射剂量约 70％时，能更有效的提高图像质量，优于

MBIRc与常规剂量 FBP。 

  

 

 
EP-3452 

miRNAs 在 X 线辐射损伤后修复机制中的作用 

 
刘栋,朱文珍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探究细胞接受 X射线辐照后通过 miRNAs转录后调控对损伤及损伤后修复的分子生物学

机制，以建立并完善辐射后损伤-修复模型，在分子层面及细胞层面上对放射防护提供理论支

持。 

方法：选用放射高敏感性的淋巴母细胞 T2、TK6两个细胞系经不同剂量 X线辐照后，利用 MTT

及 FCM技术于不同时间点对两个细胞系进行细胞生物学检测，构建在梯度辐射剂量下细胞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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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增殖凋亡随时间变化的模型，并通过 miRNAs表达芯片及 qPCR技术筛选辐照相关

miRNAs，利用靶基因研究及 Western Blot技术构建 miRNAs与其靶基因对放射损伤的反馈调节

模式图，建立完善的细胞放射损伤后修复模型。 

结果：let-7家族 miRNAs，miR-103b，miR-142，miR-143，miR-146ap，miR-155，miR-15a，

miR-16，miR-181a，miR-191，miR-21，miR-22，miR-26a，miR-378，miR-423，miR-92a，

miR-93等多种 miRNAs随辐照处理后存在显著性低表达趋势（P值≤0.05），后在不同时间点

（8h，24h，48h，72h）存在显著性过表达趋势（P值≤0.05）。其中 let-7家族，miR-92a，

miR-143，miR-19b等 miRNAs 的表达量随时间变化的趋势与细胞周期、凋亡变化趋势无统计学

差异（P值≥0.05）。其中，靶基因研究表明 let-7家族 miRNAs通过调控 HIFs通路；mir-

92a通过调控 VEGF/CD31/Tie2 通路；mir-143通过调控 CD44v3/HGF通路；miR-19b通过调控

PGC-1α通路等参与损伤后修复过程。 

结论：多种 miRNAs通过对不同蛋白通路调控，参与体内 X线辐射损伤后修复的分子生物学机

制。 

  

 

 
EP-3453 

RevolutionCT 螺旋扫描下不同探测器宽度辐射剂量探究 

 
廖凯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610041 

 

 

目的：探讨宽体 CT不同探测器宽度在胸部普通扫描的图像质量及辐射剂量。 

方法：收集我院 2016年 12 月-2017年 1月于 GE revolution CT 行胸部普通扫描患者 80名，

分为 A、B两组各 40名。A 组采用 40mm探测器宽度进行扫描，B组采用 80mm探测器宽度进行

扫描，两组其余扫描参数相同：Kv Assist（120kV）、SmartmA 80-350、NI（10）、Rotation 

Time(0.35)、Thickness(5mm)、Asir-V(50%).测量所有患者左心房最大横断面图像信噪比及对

比噪声比，采用 5分评分法。1分为大量运动伪影，图像不能诊断；2分为较多运动伪影，影

响诊断；3分为有运动伪影，但尚可诊断；4分为少量运动伪影，图像质量良好；5分为无运

动伪影，图像质量很好。图像得分≥3认为可以诊断。采用 Kappa分析对评分一致性进行检

验。记录每次扫描的 CTDIvol、DLP、扫描时间 ，运用 SPSS 软件采用独立样本成组 t检验对

A、B两组图像信噪比对比噪声比及 DLP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DLP：A组(40mm)为（110.27±27.62），B组(80mm)为（141.38±48.5）。两组 DLP统

计 P=0.003（&lt;0.05）,A 组较 B组降低了 22%。图像信噪比及对比噪声比均无统计学差异，

所有图像得分均满足诊断（≥3），一致性检验 Kappa=0.96，两组图像质量盲评具有高度一致

性。  

结论：在其余参数保持一致前提下，探测器宽度 40mm较 80mm，在获得相同图像质量的同时，

大大降低了患者辐射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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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454 

双定位像结合 CARE Dose 4D 和 CARE kV 技术在降低胸部 CTA

检查辐射剂量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赵飞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610041 

 

目的：探讨双定位像结合 CARE Dose 4D和 CARE kV技术在降低胸部部 CTA检查辐射剂量中的

可行性及其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连续性纳入临床上行胸部 CTA检查的患者 30例，先行正位单定位像（AP），采集平扫

图像，再行侧位定位像（lat），采集增强后图像。由两位高年资医师采用双盲法对两组图像

的信噪比（SNR）、对比噪声比（CNR），及其整体图像质量进行分析和评价，同时记入其辐射

剂量。结果 30例患者均成功完成肺部 CT检查，对照组整体图像质量与测试组组整体图像质

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1.98，P>0.05）。对照组图像 SNR（6.15±2.86）、CNR（–

1.46±1.52 ）与测试组图像 SNR(5.99±2.75）、CNR（–1.48±1.71）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测试组的容积 CT剂量指数（CTDLvol）为（4.20±0.89）mGy，剂量长度乘积

（DLP）为（141.60±35.24）mGy·cm，有效剂量（3.08±0.87）mSv较对照组 CTDLvol

（6.53±1.71）mGy，DLP（220.20±61.81）mGy·cm，有效剂量(ED)（1.98±0.49）mSv降低

了 33.3%（P<0.001）。 

结论 较单定位像（AP）胸部 CTA检查，双定位像（AP和 lat）胸部 CTA检查可获得满足诊断

及临床需求图像，同时明显降低辐射剂量，可成为胸部 CTA常规检查方式。 

  

 

 
EP-3455 

The clinical value of CT with both anteroposterior 

and lateral topograms in chest CTA using CARE Dose 4D 

and CARE kV 

 
Fei zhao 

WEST CHINA HOUSPITAL.S.U. 610041 

 

0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method which combined application of two-image 

orientation and CARE Dose 4D and CARE kV in thoracic 

CTA.   Methods  30 patients were admitted.At first they underwent a scan 

protocol with only lateral topogram and the non-contrast scan as the control group, 

then underwent  lateral topogram and the contrast scan as test group. Volume 

CT dose index (CTDIvol)，dose length product(DLP)、 the effective dose(ED) 、

the Signal-to-Noise Ration(SNR) and Contrast-Noise Ratio(CNR) were recorded by 

two radiologists and they evaluated the image quality objectively and 

subjectively． Results  Averages of subjective image quality 、SNR and 

CNR  were (4.73±0.45)、(6.15±2.86) 、(–1.46±1.52) in control group and 

（4.57±0.45）、(5.99±2.75）、（–1.48±1.71）in test group ，respectively.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wo groups in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image quality (t=1.98、0.42、0.61，P>0.05). Averages of CTDIvol、D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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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 in control group were (6.53±1.71)mGy、(220.20±61.81)mGy·cm、

3.74±1.05)mSv and  (4.20±0.89)mGy、(141.60±35.24)mGy·cm、

(2.41±0.60 )mSv in test group.Compared with control group,the averages of 

CTDIvol、DLP、ED decreased by 33.3% in test group,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t=8.514、8.464、8.464，P<0.001). 

Conclusions  Combined application of anteroposterior and lateral topograms with 

CARE Dose 4D and CARE kV provided the same image quality and lower radiation dose 

compared with scan with only anteroposterior topogram in thoracic CTA . 

  

 

 
EP-3456 

儿童 CT 扫描部位及有效剂量分析 

 
王鑫宏,刘成佳,孙建忠,胡婷婷,章伟敏,丁文洪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310009 

 

目的：利用剂量监控软件分析儿童 CT扫描部位及辐射剂量构成，分析比较儿童与成人单次扫

描剂量差异。 

方法：利用自行设计的剂量监测软件，调取本院 2016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进行过 CT扫描

的 125147例患者的 CT扫描资料，包括 542例儿童及 124605例成人，分析儿童患者扫描部位

构成，扫描剂量构成；分析儿童各年龄段剂量差异；分析比较儿童与成人各扫描部位的剂量差

异。 

结果：头颅（占比 39.67%）、四肢（占比 36.90%）是儿童最主要进行的 CT扫描部位；腹部

（占比 20.77%）及四肢（占比 48.87%）是构成儿童有效剂量的主要部位；儿童组随着年龄段

升高，单次平均 DLP逐渐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21.42 ,P＜0.05）；儿童组平均 DLP

及平均有效剂量（DLP=567.38±433.03mGy*cm，ED=5.58±5.45mSv）均明显小于成人组

（DLP=737.75±172.40mGy*cm，ED=11.07±2.59mSv），差异有统计学意义（DLP的 t=-8.34、

ED的 t=-20.92,P＜0.05)；各扫描部位中，除儿童组颈部及四肢平均 DLP高于成人组，其他部

位均成人组高于儿童组，换算为有效剂量，除成人组胸部平均有效剂量高于儿童组，其他部位

儿童组均高于成人组。 

讨论：儿童 CT在扫描参数及剂量控制上进行了优化，但由于儿童较成人更加敏感，儿童保护

仍需引起重视，儿童 CT扫描的选择需要更加慎重。 

 

 

EP-3457 

大数据下不同 CT 设备胸部检查辐射剂量比较 

 
刘科伶,李真林,张金戈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610041 

 

目的：挖掘 CT检查大数据，对比不同 CT设备胸部检查的辐射剂量，分析影响 CT扫描辐射剂

量的因素。 

资料与方法：收集 2015年 9月-2016年 9月本院 7台 CT（包括 2台 16排、1台 64排、2台

64排 128层及 2台二代双源）80926例胸部检查的辐射剂量。采用 Radimetrics软件统计四个

指标：容积 CT 剂量指数（CTDIvol）、剂量-长度乘积（DLP）、有效剂量（ED）及体型特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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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剂量评估（SSDE），包括其四分位间距（IQR）。DLP和 ED按照单期、多期和全部检查分别

总结。 

结果：仅行单期检查的 3台 CT中 CTDIvol最低为 6.6mGy，最高为 9.8mGy；SSDE最低为

7.4mGy，最高为 14mGy。单期和多期检查均行的 4台 CT中 CTDIvol最低为 3.9mGy，最高为

14.1mGy；SSDE最低为 5.6mGy，最高为 21.3mGy。单期检查中，DLP最低为 133mGy·cm，最高

为 488.2mGy·cm；ED最低为 2.8 mSv（IQR，2.3-3.4 mSv），最高为 11.6 mSv（IQR，10.2-

13.5 mSv）。多期检查中，DLP最低为 290mGy·cm，最高为 992mGy·cm；ED最低为 5.8mSv

（IQR，3.9-7.9mSv），最高为 22.3mSv（IQR，20.5-26.1mSv）。 

结论：这些数据为本机构建立 CT胸部检查参考剂量水平（DRLs）提供了一定依据，同时提示

因 CT设备、操作者及受检者等因素造成不同 CT扫描仪之间辐射剂量存在较大差异及改良空

间。 

 

 
EP-3458 

The power of axial scans with 16cm wide-detector 

scanner dose ： reduction in triple-rule-out CT 

Angiography 

 
chen yuhuan

1,2
,He Tai ping

1
,Jia Yong jun

1
,Hu Zhijun

1,2
 

1.Shaanx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2.Chang’an Hospital 

 

Angiography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value of using three consecutive axial scans in the 

triple-rule-out (TRO) examination for chest pain on a 16cm wide-detector CT system. 

MATERIALS AND METHODS: Forty patients with acute chest pain underwent TRO scan 

and  were assigned to study group (group A, n=20) and control group (group B, 

n=20). In both groups, 120kV tube voltage and automatic current modulation to 

obtain noise index of 21HU and contrast agent iopamidol (370 mg / ml) were used. 

For Group A, the time-density curves for pulmonary artery and aorta were monitored 

to calculate the scan delay time. Two-phasic contrast injection was used: 

25mgI/kg/s for 12s in 1
st
 phase and at 3.0ml/s injection rate for 20ml in 

2
nd
 phase. The pulmonary artery, coronary artery and aorta were scanned in 

succession in axial mode to cover the thoracic entrance to the top of the 

diaphragm.  For Group B, scan was triggered by the threshold (100HU) for 

pulmonary artery to include the thoracic portal to the top of the diaphragm; the 

coronary artery was scanned after 7 seconds delay, followed immediately by 

scanning aorta in an axial mode. Contrast agent injection protocol: 25mgI/kg/s 

for 14s. Images were reconstructed with 80%ASIR-V. CT number and standard 

deviation (SD) of the thoracic aorta, pulmonary artery, coronary artery, fat and 

erector spinae muscle were measured to calculate SNR and CNR. Image quality was 

also assessed using a 5-point system (5: best, 1: worst). Measurements were 

statistically compared. 

RESULTE: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age, heart rate and body mass index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 0.05); The CT number, SNR, CNR and subjective score of the two 

groups were statistically the same (p>0.05). However,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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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ce in total effective radiation dose between group A (3.30±1.20 mSv) and 

group B ( 4.57±1.35mSv)  (P<0.05), resulting in 27.8% effective dose reduction 

using the 3 consecutive axial scan mode. 

Conclusion: Using 3 consecutive axial scans in in triple-rule-out (TRO) CTA on a 

16cm wide-detector CT reduces both radiation dose and exposure times while 

maintaining image quality compared with the conventional TRO scanning protocol. 

  

 

 
EP-3459 

双源冠脉 CT 低辐射剂量研究 

 
吕琳,陈浩,刘连锋,魏春燕,张媛,张涛,张利安,蒋小锋 

延安大学咸阳医院 712000 

 

【摘要】 目的：研究不同心率下采用不同 RR间期成像的人体 X线吸收剂量及价值。方法：

将 100例患者分成 2组进行冠脉 CT检查。A组 50例患者心率 50-100次/分，心率≤70 次/分

前门控扫描期相，心率≥75 次/分后门控扫描期相，均在 100kv管电压下采用 R-R间期 33％-

 77％舒张期及收缩期扫描。B组 50例患者使用 100kv管电压及 R-R间期根据心率分别采用

舒张期或收缩期成像。心率≤70 次/分且心率变化≤ 10 前门控扫描期相（70-78RR间期）心

率≤70 次/分且心率变化≥ 10后门控舒张期成像（68-77RR间期） 心率≥ 80次/分后门

控收缩期成像（30-50RR间期）。结果：A组前门空扫描辐射剂量为 3.15±1.02msv，后门控

5.3±1.72msv。B组前门控扫描辐射剂量为 1.63±0.82msv，后门控 3.01±1.78。结论:在保

证图像质量前提下合理使用 R-R间期可大大降低辐射剂量。 

  

 

 
EP-3460 

256 排 CT 多模型自适应统计迭代重建技术对支气管壁测量的

量化评价——肺标本模型研究 

 
张琳,解学乾,张皓,孟捷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 200080 

 

目的：本研究的目的是采用肺标本模型评估低剂量 CT第五代基于模型的自适应统计迭代重建

技术（ASIR-v）对支气管壁测量的准确性。 

方法：采用 256排 CT （Revolution CT，GE）胸部扫描模式。非低剂量扫描 120KV/100mAs 

ASRI-v50%作为参考标准扫描。低剂量扫描设定 100KV/60mAs, 40mAs，20mAs三个序列,ASIR-v

迭代重建强度为 0-100%共 11个等级，间隔为 10%，并分别标准和肺窗重建。支气管测量采用

半自动重建软件(Thoracic VCAR)，获得气道壁厚度（WT）和管壁面积百分比（%WA）两个数

值。测量点选取自左肺下叶后基底段支气管及以下分支支气管 B1-B7。选取左主支气管测量对

比噪声比（SNR）。 

结果：1三个低剂量扫描的辐射剂量分别降低了 87.6%，75.2%和 62.8%。2低剂量扫描图像

SNR与参考标准比较显著降低。3从 B1-B7，%WA升高（标准重建 49.0%-79.6%，肺重建 39.2%-

68.5%）而 WT降低（标准重建 2.0-1.3mm，肺重建 1.5-1.0mm）。4 WT和%WA与 ASIR-v无线性

相关，与 ASIR-v等级的横轴基本平行。4与参考标准比较%WA值，20mAs扫描和 50%以下的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2526 

 

ASIR-v重建，在测量较大和较小的支气管时，肺重建和标准重建都有个别的显著差异。与参

考标准比较 WT值，20mAs扫描和 70%以下的 ASIR-v重建，在测量较大和较小的支气管时，标

准重建有个别的显著差异。 

结论：与参考标准比较，接近于超低剂量的 100KV/20mAs扫描和肺窗重建并且较高的 ASIR-v

（≥50%）能够准确测量支气管。低剂量 100KV/40mAs和 100KV/60mAs扫描采用任意 ASIR-v迭

代级别均能准确测量支气管。因此，低剂量和超低剂量 CT能够用于筛查和临床诊断气道病

变，量化分析对其分型和临床治疗具有指导作用。 

  

 

 

EP-3461 

低管电压 CARE kV 技术在 CT 尿路造影延迟期的临床应用 

 
张正华,何波,韩丹,黄益龙,王春龙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650032 

 

目的：评价低管电压联合智能最佳 kV扫描技术(CARE kV)在尿路造影中的可行性及价值。 

材料和方法：收集 CT尿路造影患者 180例，随机分为六组（每组 30例）。A组：管电压

120kV，CARE kV设置为“Off”并开启全自动动态实时射线剂量调控技术（CARE Dose4D）

（参考电流 250mAs）；B组：管电压 120kV，CARE kV设置为“Semi”并开启 CARE Dose4D

（参考电压 120kV、参考电流 250mAs）；C、D组：管电压分别为 100kV、80kV，其余同 B组；

E组：同时开启 CARE kV和 CARE Dose4D（参考电压 120kV、参考电流 250mAs），F组：同时

开启 CARE kV和 CARE Dose4D（参考电压 100kV、参考电流 250mAs）。对六组的图像质量、平

均 CT值、图像噪声、对比噪声比（CNR）及辐射剂量进行对比分析。 

结果：A、B两组的尿路与腰大肌 CT值、图像噪声与 CNR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B、

C、D三组中，D组的 CT值和图像噪声最高，而 D组图像 CNR最低，且两两比较差异均具有统

计学意义（p<0.05）；F组 CT值和图像噪声均高于 E组，而图像 CNR低于 E组，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p<0.05）。六组图像评分中 D组图像质量略低，但与 B、C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x
2
值=0.778，p=0.574）。六组辐射剂量依次平均为 6.77±1.24mSv、6.52±1.13mSv、

4.80±0.76mSv、2.42±0.61mSv、5.31±1.04mSv、4.03±0.73mSv，D组辐射剂量最低，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F值=2.447，p=0.000）。 

结论：采用低管电压联合 CARE kV技术应用在尿路造影中，在保证图像质量的同时大幅降低辐

射剂量，在临床中具有可行性。 

  

 

 
EP-3462 

低管电压结合不同管电流调制技术降低辐射剂量的研究 

 
古丽娜·阿扎提,潘存雪,刘文亚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830054 

 

目的：应用双源 CT前瞻性心电门控扫描，降低管电压的同时，选择两种不同的降低管电流的

低剂量扫描模式，评估两种扫描方案的图像质量、辐射剂量，探讨不同低剂量扫描模式的适用

范围，以期指导临床实践。方法：将前来我院行冠状动脉 CT血管成像的 218例患者，根据管

电流不同调制模式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组共 165例，选用前瞻性心电门控扫描模式结合

BMI管电流调制模式，管电压采用 100kv；对照组共 53例，选用前瞻性心电门控扫描模式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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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适应管电流调制技术，管电压采用 100kv。其中实验组依据 BMI分成 A、B、C、D4组，A组

共 48例，BMI≤24kg/㎡，管电流采用 240mAs；B组共 50例，24＜BMI≤26kg/㎡，管电流采用

260mAs；C组共 35例，26＜BMI≤28kg/㎡，管电流采用 300mAs；D组共 32例，28＜

BMI≤30kg/㎡，管电流采用 320mAs，比较各组的客观图像质量、主观评估及辐射剂量。结

果：管电压 100kv下，依据 BMI调节管电流与自适应管电流调节比较，只有实验组在 28＜

BMI≤30kg/㎡，管电流采用 320mAs时，目标血管的 CT值及噪声较对照组减低（P＜0.05）；

主观评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辐射剂量随着 BMI和管电流的逐渐增高而增

高，只有 BMI≤24kg/㎡，管电流采用 240mAs时辐射剂量较对照组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管电压 100kv 结合依据 BMI的管电流调节，可见管电流随着 BMI升高，目标血

管的强化程度逐渐减低，噪声变化不定。管电压 100kv结合依据 BMI的管电流调节，其辐射剂

量总体高于结合自适应管电流调节的扫描方式，只有 BMI小于 24kg/m
2
时，才能达到与自适应

管电流调节一致的降低辐射剂量的目的。 

 

 

EP-3463 

基于多模态 MRI 的胶质瘤 IDH 突变预测的 

深度卷积神经网络模型应用研究 

 
张曦,田强,杨洋,张欣,颜林枫,胡玉川,王文,崔光彬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放射科 710038 

 

目的：胶质瘤患者 IDH突变与否是制定临床策略的关键。本研究旨在提出一种适用于胶质瘤患

者 IDH突变检测的基于多模态 MRI数据的深度卷积神经网络（CNN）模型结构，并评估其在胶

质瘤患者 IDH突变预测中的诊断效能。 

方法：本研究回顾性收集 TCIA数据库 312例 II-IV级胶质瘤患者的术前 T1对比增强，T2，

FLAIR序列影像及 IDH突变信息。312例患者被随机分为训练集 234例与测试集 78例，用于

IDH预测模型建立与验证。为满足 CNN模型建立的数据需求，对数据进行适当预处理及扩充操

作。本研究基于 Caffe Model Zoo 中经过大量自然图像预训练的 AlexNet-CNN模型结构基础，

采用适用于小数据集的迁移学习策略，将模型迁移至相对较小的胶质瘤患者多模态 MRI数据集

上。基于训练数据集，本研究创新提出逐层微调策略对预训练 AlexNet-CNN模型进行调整与训

练，最终建立起适用于胶质瘤患者 IDH突变检测的多通道 CNN模型。基于测试数据，验证模型

预测性能，获取相应的准确性、敏感性、特异性及 AUC等性能指标。 

结果：312例胶质瘤患者中 IDH野生型与突变型患者分别为 147例与 165例。与利用扩充前训

练数据的多通道 AlexNet-CNN模型训练结果（准确率/AUC：87.3%/0.825）相比，利用扩充后

训练数据（准确率/AUC：94.9%/0.961）可明显改善模型训练性能。因此将利用扩充后训练数

据建立的多通道 CNN模型作为预测模型，使用测试数据进行模型验证。结果显示 IDH突变预测

准确性，敏感性，特异性，AUC分别为 89.7%，91.8%，86.2%，0.908，较以往研究报道的基于

MR影像的 IDH突变鉴别与预测研究有较大的提升。 

结论：本研究提出了一种基于多模态 MRI的多通道深度 CNN预测模型，能够准确、无创的进行

胶质瘤患者 IDH突变术前预测，有效辅助胶质瘤患者临床方案制定，具有重要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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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464 

基于机器学习的 CT 引导下穿刺活检气胸预测模型的研究 

 
吴虹霖,杨茂江,严静,胡兰 

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637000 

 

目的：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技术在医学领域正在逐渐应用和推广，尤其是在影像学诊断方面更

具显著优势。本文基于患者基本信息、病变特征以及手术相关因素，采用机器学习方法，包括

支持向量机（Support vector machines，SVM）、神经网络（Neural Networks，NN）、随机

森林 (Random forest, RF) 模型，联合特征选择技术，建立 CT导向下经皮肺穿刺活检术后并

发气胸的预测模型。旨在构建具有较高判别能力的个体气胸预测模型，并联合多变量分析的角

度来探讨气胸形成的风险因素，辅助临床决策。 

材料与方法：回顾性随机获取我院 2016.11-2017.04经 CT 引导下经皮肺穿刺活检患者 94例

（气胸组/非气胸组：43/51）。于我院 PACS系统上获取相关参数，包括患者因素：性别和年

龄；病变相关因素：大小、深度（胸膜到病灶边缘最小长度）、位置（上/中/下叶）、病变内

空洞（有/无），病变周围肺气肿或肺大疱（有/无）、病灶局限性炎症（有/无）；穿刺活检

术中相关因素：术中体位、穿刺针经过通气肺组织的长度、穿刺针进针深度、进针角度、手术

时间、针道过胸膜凹陷（是/否）、穿刺次数。采用特征选择的方法选取对气胸预测贡献较大

的风险因素。采用机器学习的方法建立气胸预测模型，量化并比较各预测模型的性能。 

结果：特征选择得到气胸预测贡献较大的风险因素：病变深度、年龄、进针深度、大小、穿刺

针经过通气肺组织的长度、进针角度、针道过胸膜凹陷及性别。联合上述因素预测气胸，

SVM、NN、RF预测的准确性分别为 88.9%、44.4%、38.9%，敏感性为 71.4%、14.3%、28.6%，

特异性为 100%、63.6%、45.5%。SVM ROC曲线下 AUC为 0.714，SVM预测性能最好。 

结论：机器学习方法可用于建立气胸预测模型，SVM能构建预测 CT引导下经皮穿刺活检术后

并发气胸的最优模型, 可辅助临床诊断。 

  

 

 
EP-3465 

基于深度学习的计算机辅助肺结节检出的初步评测 

 
齐琳琳

1
,王建卫

1
,周振

2
,吴宁

1
,徐晓娟

1
,冯世超

1
,唐威

1
,雷鸣

2
 

1.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2.北京深睿博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目的：评估基于 3D深度卷积神经网络(DCNN)的计算机辅助检测（CAD）系统的肺结节检出性

能。方法：随机抽选我院 100例低剂量 CT（LDCT）肺癌筛查病例，并在另外 60例 LDCT肺癌

筛查病例中指定出不同大小和类型的 100个肺结节，上述病例纳入本研究，以测试基于 DCNN

的 CAD（即 Deepwise CAD）系统的性能。入组的所有 LDCT 图像由两名影像诊断医师（R1和

R2）和 Deepwise CAD系统分别独立阅片，检出直径> 2 mm的所有肺结节。另两名高年资胸部

影像诊断专家组成专家小组，共同复阅入组的 LDCT图像和 R1，R2和 Deepwise CAD系统三者

检出的所有肺结节，从而确定真正的肺结节（TP）。分别计算 R1，R2和 Deepwise CAD系统的

肺结节检出率和假阳性率。结果：随机抽选的 100例 LDCT 图像中，经专家小组复阅，鉴定出

146个 TP，其中 R1，R2和 Deepwise CAD的肺结节检出率分别为 62.3％（91/146），32.2％

（47/146）和 78.8％（115/146）。在 146个 TP中，平均直径大于 5mm的肺结节有 27个，其

中 R1，R2和 Deepwise CAD 检出率分别为 70.4％（19/27），74.1％（20/27）和 96.3％

（26/27）。在 100个指定肺结节中，R1，R2和 Deepwise CAD检出率分别为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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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100），56％（56/100）和 76％（76/100）。这 100个指定肺结节中，平均直径大于 5mm

的肺结节有 60个，其中 R1，R2和 Deepwise CAD检出率分别为 81.7％（49/60），85.0％

（51/60）和 98.3％（59/60）。Deepwise CAD系统平均每次扫描假阳性率为 0.23

（37/160）。结论：Deepwise CAD 系统肺结节检出的敏感度高，且假阳性率低。 

 

 

EP-3466 

在人工智能的浪潮下影像科医生何去何从 

 
李明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 100048 

 

人工智能从起源到现在，有三次浪潮，同时也有两次冬天。现在处于第三次浪潮。人工智能经

历了三个阶段，从运算智能到感知智能，再到认知智能。在世界范围内，AI就像一阵龙卷

风，所到之处，带来剧烈变革，也带来莫名恐慌。人工智能的意义堪比蒸汽机、电灯，甚至比

互联网还要重要，医学影像学科即将面临一场革命。近两年来，无论是在语音识别、图像识别

还是文本理解，深度学习技术在医疗影像领域都有超乎想象的突破。人工智能除了教会机器如

何“听懂”和“读懂”，更能教会机器“看懂”我们的世界，并在此基础上协助医生诊断疾

病。在 AI+时代，人工智能想要成功，离不开核心技术、行业专家、行业大数据三个要素。智

能影像的技术包括模式识别、成像分析，实际上要解决三类问题：一是医生没有时间完成的任

务，二是帮助医生进行定量分析，三是基于图像识别的智能成像。深度学习在医疗影像领域也

存在许多阻碍和缺陷。首先，就是数据量的问题。其次，深度学习是一个“黑箱”，这个“黑

箱”存在欺骗的问题，也就是说在输入的数据中加入小小的改变，就很容易误导深度学习。是

影像科医生成就了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又推动着影像科医生进步，二者教学相长，互相进步，

人类与别的智慧体最大的区别是创造力，当人工智能有一天接近了顶尖影像科医生的水平时，

会促进人类对疾病的认识，当人类对疾病认识更深入时，人工智能就会及时跟进。影像人应该

不忘初心，坚持理想，不畏艰险，砥砺前行，最终会凤凰涅槃迎来新生。 

  

 

 
EP-3467 

基于 PI-RADS v2 的机器学习模型诊断高级别前列腺癌的价值 

 
高月琴 

成都大学附属医院 610036 

 

目的：探索基于前列腺影像报告和数据系统第 2版（Prostate Imaging Reporting and Data 

System version 2，PI-RADS v2）的三种机器学习模型对高级别前列腺癌的诊断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3年 1月~2017 年 2月 174例接受前列腺磁共振扫描并取得病理结果的患者资

料，其中高级别癌组 53例，非高级别癌组 121例。评价因素主要包括前列腺病变相应 PI-

RADS v2评分及年龄、tPSA、fPSA、磁共振体积、前列腺特异性抗原比值（fPSA/tPSA）、

adjusted-PSAD，将上述评价因素引入支持向量机（Support Vector Machine，SVM)、决策树

（Decision Tree，DT)和逻辑回归（Logistic Regression，LR)三种机器学习模型进行诊断，

通过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eceiver operator characteristic curve，ROC)评价 PI-RADS v2

和三种机器学习模型的诊断价值。结果：PI-RADS v2、支持向量机、决策树和逻辑回归分析三

种模型在高级别前列腺癌中的诊断敏感性分别为 71％、73％、94％ 、80％，诊断特异性分别

为 92％、95％、90％、94％；决策树模型诊断高级别前列腺癌的 ROC曲线下面积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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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C=0.92），与 PI-RADS v2评分、SVM比较具有统计学意义（z=2.23、2.40；P =0.025、

0.016）。结论：PI-RADS v2 评分、三种机器学习模型对高级别前列腺癌均具有较高的诊断价

值，决策树模型和逻辑回归具有更高的诊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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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素闪耀算法在肾脏低剂量 CTP 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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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探讨深度学习像素闪耀算法在低剂量一站式肾脏 CTP检查中提高图像质量的应用价值。

材料与方法：前瞻性收集 2017年 3 月间来我院行肾脏 CT 增强检查，对其进行全肾脏 CT 增强

及灌注扫描（CT perfusion, CTP）的患者 9 例。采用 Revolution CT 机，先行肾脏平扫，然后进

行灌注和增强三期扫描，管电压 120 kVp，CTP 采集管电流为 20 mA，增强三期管电流为

100mA，轴扫模式，ASiR-V 80%，球管旋转时间 0.5 s，z 轴覆盖范围 160 mm，扫描层厚 5 

mm，层间隔 5 mm。对比剂注射 6 s 后启动扫描，首次 28 s 采用屏气扫描，共获得 15 期图

像，然后分别于第 39s、43s、47s、51s、63s、83s、113s、153s、213s、353s、593s 各采集一

次，其中第 22s、51s 及 153s 分别采集增强的皮质期、髓质期及排泄期三期图像，管电流增加

到 100mA。所有 CTP 数据经深度学习的 B 模式进行处理，处理前数据为 A 组，处理后数据为 B

组。配对样本 t 检验比较皮质期 A 组、B 组的数据，及 CTP 数据的各灌注参数。结果：两组图

像肾皮质 SD值（分别为 9.04±1.77 和 5.75±1.00）、竖脊肌 SD值（分别为 8.52±2.28 和

5.67±0.98）及 SNR（分别为 21.41±6.67 和 30.65±7.67）均有明显差异性，P＜0.05；PS处

理之后的图像其 SD 值明显减低，SNR 明显升高。两组的肾皮质、肾髓质 BF值、BV 值、TP 值

及肾髓质的 PS 值均无明显差异性，P＞0.05。结论：深度学习像素闪耀算法可以减小低条件扫

描图像的噪声，增加图像的对比噪声比，从而提高图像质量，并且不影响灌注参数值。 

 

 
EP-3469 

Bone suppression images improve radiologists' 

performance on detection of lung nodules on chest 

radiograp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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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performance of bone suppression imaging

（BSI） on the detection of lung nodules in comparison with the radiologists' 

reading results. Materials  There were 141 Standard posteroanterior (PA) digital 

chest radiographs, which included 95 patients with a solitary nodule and 46 

controls in this observer study. In the observer study, 4 observers, including 

2 radiologists and 2 residents, indicated their confidence level regard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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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ce of a nodule for each lung, first by use of standard images, then with the 

addition of bone suppression images.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 curve analysis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observers' 

performance. Results  Average nodule size was 19±1cm(range from 0.9cm to 

2.9cm).The mean value of the area under the ROC curve (AUC) w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from 0.844 with use of standard images alone to 0.873 with use of bone 

suppression images (P<0.01). Conclusion  The use of bone suppression images can 

improve radiologists’ performance on detection of lung nodules on chest 

radiograp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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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ne Suppression Images Improve Radiologists' 

Performance on Detection of Lung Nodules With 

Different Size, Density and Location on Chest 

Radiograp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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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difference of the performance of bone suppression 

imaging(BSI) on the detection of lung nodules with different size, density and 

location. Materials There were 258 Standard posteroanterior (PA) digital chest 

radiographs, which included 128 patients with a solitary nodule and 130 

controls in this observer study. All the lung nodules were devided into groups 

based on density, size and distribution to analyse respectively. In the observer 

study, 4 observers, including 2 radiologists and 2 residents, indicated their 

confidence level regarding the presence of a nodule for each lung, first by use of 

standard images, then with the addition of bone suppression images.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 curve analysis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observers' 

performance. Results The mean value of the area under the ROC curve (AUC) was of 

four observers without and with temporal subtraction images were 0.722 and 0.764, 

respectively(P<0.01). Average sensitivity for detection of lung nodules was 

improved from 51.6%(66/128) to 58.2%(74.5/128) by using BSI. Increase of 

detection performance was highest for medium sized(10≤D＜20mm) solid or subsolid 

nodules located on peripheral lung area.Conclusion The use of bone suppression 

images can improve radiologists’ performance on detection of lung nodules on 

chest radiograp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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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mporal subtraction improve radiologists' 

performance on detection of lung nodules on 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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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temporal subtraction(TS) images on 

radiologists’ detection of lung nodule on CT. Materials and Methods  There 

were 80 pairs(current and previous CT images) of CT images and corresponding CT TS 

images, which included 30 pairs with nodules(75 nodules) and 50 controls in this 

observer study. 4 observers, including 2 radiologists and 2 residents, indicated 

their confidence level regarding the presence of a new emerging or larger or 

solid component increased nodule than before for each lung, first by use of 

standard CT images, then with the addition of CT TS images.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 curve analysis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observers' 

performance. Results  The mean value of the area under the ROC curve (AUC) was 

of four observers without and with temporal subtraction images were 0.860 and 

0.925, respectively(P<0.01). Average sensitivity for detection of lung nodules was 

improved from 77.3%(58/75) to 89.3%(67/75) by using CT TS images.Conclusion  The 

use of temporal subtraction images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radiologists’ performance on detection of lung nodules on CT, especially when a 

small sized solid or subsolid nodule was present near the pulmonary hilum.CT TS is 

more helpful for residents. 

  

 

 
EP-3472 

计算机辅助评价急性肺栓塞与右心功能的相关性研究 

 
沈聪,郭佑民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710061 

 

目的：探讨计算机辅助检测（Computer-Aided Detect，CAD）评价急性肺栓塞（Acute 

Pulmonary Embolism, APE）严重程度的定量指标与右心功能障碍的相关性。方法：回顾性收

集 2015年 3月～2016年 7 月我院据 2014年 ESC肺栓塞指南确诊为 APE且行 CTPA检查的患

者。使用“数字肺”血栓 CAD工具，获得栓子的四个定量指标：栓子总体积(V)、附壁长度总

和(L)、断面栓塞程度总和(P)、栓子总数(N)。使用区域体积增长法获得双侧心室体积，以右

心室体积/左心室体积来代表右心功能障碍程度。分析 CAD栓子定量指标与双心室体积比值的

相关性。结果：共纳入 APE 患者 112例，男 60例，女 62例，中位年龄 62岁。右心室体积为

121.22ml±39.08ml（53.10ml～224.10ml, 116.20ml），左心室体积为 99.11ml±28.34ml

（49.50ml～179.50ml，97.95ml），右心室体积/左心室体积为 1.33±0.67（0.53～

3.79,1.10）。CAD所获得的 V值与右心室体积/左心室体积呈中度相关(r=0.61)，L值、P

值、N值与右心室体积/左心室体积呈轻度相关（r=0.37，r=0.29，r=0.30），以上各相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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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均有 p＜0.05。结论：CAD 评价 APE严重程度的四个指标均可以一定程度反映右心功能障

碍，而栓子总体积（V）是其中最好的一个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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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计算机辅助工具对肺结节检测效能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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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利用数字肺测试平台的肺结节测量工具对 354个 SPN 进行检测，提取指标项，以人工检

测作对照研究，旨在验证计算机辅助工具 SPN定量测量与检出与人工测量及检出的一致性；资

料与方法：收集“数字肺”项目中 354个 SPN作为研究对象，根据纳入及排除标准，收集量化

指标。上述数据经整理后采用 SPSS19.0统计分析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学分析。 

结果：（1）本研究共测量纳入 SPN病例 354个，右肺 190个，左肺 164个；CAD检测阳性结

节 332个，阴性结节 22个，人工检测阳性 209个，阴性结节 123个；CAD检测结节的敏感性

93.8%，特异性 59%。（2）CAD漏检的 22结节中 7个位于胸膜处，6个为钙化灶，8个体积小

于 3mm，1个因形态不规则无法分割；CAD误判的 123个结节中 31个系肺纹理，57个为胸膜，

26个为血管影，9个为呼吸搏动伪影，1个钙化灶，1个为结节的直接延续。（3）对其中 110

个 SPN进行人工测量最大直径、最小直径及平均直径，经与 CAD系统测量的各项指标项进行

Pearson相关性分析，手动测量最大直径与 CAD自动测量实性部分平均直径 Pearson相关性系

数 0.772；手动测量最小直径 Pearson相关性系数 0.770；手动测量平均直径 Pearson相关性

系数 0.516。 

结论：（1）本论文使用的数字肺测试平台肺结节测量工具在与人工检测一致性检验中一致性

好，可以用以检测与诊断 SPN，提高工作效率。（2）计算机辅助检测系统检出 SPN还存在着

一定的假阴性、假阳性，计算机辅助工具对 SPN检测的敏感性尚可,但特异性不足,假阳性标记

数太多,因此在使用计算机辅助工具时还需人工甄别。（3）计算机辅助检查工具在分割技术上

存在不确定性，部分磨玻璃影存在分割不准确，进一步的结节分析中应用部分实性结节的直径

更为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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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学习技术对胸片亚实性结节的检测效能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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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评估深度学习技术对胸片肺亚实性结节的检出效能。 

材料与方法 由推想科技有限公司搭建平台并训练胸片深度学习模型（模型：由 1965个有结节

标记的胸片组成，包括 85个亚实性结节，1880个实性结节）。训练集中亚实性结节为同时行

胸部 CT检查和胸片的肺内亚实性结节 81例，共 85个结节。以 CT扫描冠状面重建图像为金标

准，对胸片进行标记，输入标记后采用交替训练方法进行深度学习训练。之后纳入 56例肺内

亚实性结节胸片作为测试数据，其 CT冠状面图像为金标准，先后评估深度学习模型和高年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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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有素的住院医生在胸片中对肺亚实性结节的检出率、假阳性率、假阴性率和所有结节的分

析时间；并比较两者之间的差异。 

结果  测试集共 56例肺亚实性结节。深度学习模型（p值取 0.7）共检出 72个结节，其中真

阳性结节（指检出正确的亚实性结节）39个，假阳性结节 33个，耗时 16.8秒。高年资训练

有素的住院医师共检出 39个结节，其中真阳性结节（指检出正确的亚实性结节）31个，假阳

性结节 8个，耗时 50分 24 秒。 

结论  肺内亚实性结节在胸片中极易被漏诊，深度学习人工智能能有效检出肺部的亚实性结

节。 

 

 

EP-3475 

基于乳腺 X 线摄影 DBT 图像纹理特征提取的单纯肿块型病变

的深度学习分类模型构建 

 
何子龙,陈卫国,秦耿耿,徐维敏,文婵娟,曾辉,吴杰芳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510515 

 

目的：基于乳腺 X线摄影 DBT图像内纹理特征建立深度学习分类模型，对肿块型病变良恶性进

行鉴别，评价其诊断效能。 

方法：回顾性收集南方医院 2016年 1月-12月期间，经病理确诊、行数字乳腺断层摄影

（DBT）检查的乳腺单纯肿块型病变病例，共 137例，良性 90例，恶性 47例，经纳入及排除

标准筛选后，CC位共 132幅，MLO共 132幅。使用图像分割软件 ITK-SNAP，对肿块病变区域

进行勾画，获取靶区。勾画完成的图像代入建模软件 MATLAB R2015b 中,建立特征模型提取纹

理特征，在所提取的纹理特征的基础上建立初步 SVM分类模型，再对分类模型加入神经网络模

型（CNN）建立深度学习分类模型。将所得病例随机分组，建立训练组及验证组，获取病例良

恶性结果，对其进行分析。 

结果：建立乳腺肿块型病变深度学习分类模型，共提取 82个纹理特征，有统计学意义

（P<0.05）共 15个，CC：9个，MLO：8个。以此建立模型，CC位深度学习模型 181次卷积后

AUC值为 0.74. 平均敏感性最高为 0.68，平均特异性最高为 0.77，平均准确性最高为 0.74；

MLO位 181次卷积平均最高 AUC值为 0.76，平均敏感性最高为 0.71，平均特异性最高为

0.71，平均准确性最高为 0.71。 

结论：MLO位的深度学习模型较 CC位诊断效能更高，基于 MLO位 DBT图像纹理特征建立的乳

腺肿块型病变深度学习模型能在一定程度上对病变的良恶性做出判断，并有较高的准确性，能

较好的辅助医师对肿块型病变进行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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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application of computer-aided detection (CAD) system 

for different density pulmonary nodules in high rate computed tomography (HRCT) 

screening in helping junior radiologist. 

Methods: Sixty subjects who underwent HRCT screening were adopted to evaluate. 

First, two senior radiologists interpreted all the images of HRCT together, and 

marked the nodules. Then, base on the coincident result of two senior radiologists, 

all the images were interpreted by CAD again. At last, the ground truth of nodules 

in the datasets was determined by a chief physician combine the result of two 

senior radiologists and CAD. Two analysis methods were designed: a junior 

radiologist read the images alone was defined as method A, and junior radiologist 

combine CAD as method B. Pulmonary nodules’ density was recorded as solid, part 

solid and non-solid. Record the false-negative nodules detected by two methods and 

calculate the detection rate of different density nodules. 

Results: There were 292 true nodules. The false-negative nodules detected by two 

methods were 116 and 53 respectively. The detection rate of solid, part solid, 

non-solid nodules detection with two methods were 18.10%, 28.45%, 53.45% and 

30.19%, 28.30, 41.51%. 

Conclusion: Junior radiologist combine CAD reduced the false positive rate, 

especially for non-solid nod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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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dule Slice Detection based on Weak  

Labels of Lung 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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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pose 

Early detection of lung nodules is essential to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lung cancer.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s proposed an improved metho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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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matically identify the slices that contain lung nodules from a computed 

tomography (CT) volume. The deep learning based approach aim to serve as a tool 

for fast screening of lung nodules, and it only requires weak label for simple 

implementation. 

Materials and Methods 

The proposed deep learning model combines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 (CNN) and 

variable length bidirectional long short term memory networks (LSTM). The model 

relies on a supervised learning approach that only requires weak label of the 

training dataset, which indicates the CT slices that contain a nodule, but not the 

exact location of the nodule. The proposed method were evaluated on two datasets 

with 5-folds cross-validation. Dataset (1) was collected from two 3A grade 

hospitals in China. The dataset contains 1726 CT samples (half normal, half 

contain nodules). Each sample was labeled by at least three radiologists with more 

than five years experiences. Dataset (2) was the publicly available LIDC-IDRI 

database containing 888 scans which underwent a two-phase annotation process by 

four experienced radiologists. 

Results 

From dataset (1), our method reached high detection sensitivity of 88.2% at 0.5 

false positives per scan. From dataset (2), we achieved a high sensitivity of 

86.9% with an average number of 0.8 false positives per subject, which 

outperformed the best result 86.4% in LUNA16 nodule detection challenge with the 

same dataset. 

Conclusion 

The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the proposed method achieved high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in identifying CT slices that contain lung nodules. This deep learning 

model was shown to outperform the existing computer-aided diagnosis methods 

reported in the literature. The results also indicated this model has promising 

potential in the intelligent aided diagnosis field of medical image. 

  

 

 

EP-3478 

基于人工神经网络的脑膜瘤 MRI 图像纹理分析 

 
毛弈韬,王冬翠,卓沛,曹冬,廖伟华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410008 

 

目的 通过构造人工神经网络，对脑膜瘤 MRI图像纹理特征进行分析，探索基于特定算法及特

征值的图像纹理分析方法对脑膜瘤 MRI图像的识别能力，以验证计算机辅助诊断在脑膜瘤临床

应用上的可行性，并为其它神经系统疾病的计算机辅助诊断临床应用提供理论依据与启示。 

方法 首先由有经验的影像诊断医师基于 T2WI选取图像的感兴趣区（脑膜瘤肿块区和相应部位

的正常脑组织区各 60例），再将感兴趣区配准到 T1WI、FLAIR序列及增强相。从一阶统计特

征、灰度共生矩阵、灰度行程矩阵三个方面提取脑膜瘤肿块区和相应部位的正常脑组织 MRI图

像的纹理特征，然后采用 t检验进行特征选择，以筛选出有效特征。设计 BP神经网络，从两

组（脑膜瘤组和正常组）中各自随机抽取 30例（一半）有效特征值数据，将归一化的有效特

征值作为 BP神经网络的输入数据对神经网络进行训练，然后将剩余的另一半数据作为测试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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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用训练后的神经网络进行分类识别测试。将这一随机化训练与测试过程重复 10次，得出测

试平均值与标准差。 

结果 BP神经网络对正常脑组织的识别准确率为 98.83±0.62%，对脑膜瘤病灶的识别准确率为

94.78±3.86%。 

结论 优化设计并通过训练后的 BP神经网络测试稳定性好，测试准确性高，能够很好地辨识脑

膜瘤病灶与正常脑组织，对于计算机辅助诊断在脑膜瘤这一中枢神经系统疾病上的临床应用提

供了实验数据支持，也为计算机辅助诊断引入其它疾病方面提供了启示。 

  

 

 

EP-3479 

基于深度学习技术的乳腺健康智能检测系统在乳腺肿瘤诊断

中的应用价值 

 
宋张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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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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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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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佳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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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基于深度学习技术的 MammoWorks乳腺健康智能检测系统在乳腺良恶性肿瘤诊断中

的应用价值。 

方法： 随机收集 2014-2017 年期间就诊于陕西省肿瘤医院，经乳腺 X线检查提示 BI-RADS 分

级 4A-6类病例 500例，均临床病理资料齐全，包括性别、年龄、绝经状态、病灶大小及术后

病理等。全部病例 X线影像学资料经 MammoWorks乳腺健康智能检测系统分析，比较常规诊断

与 MammoWorks乳腺健康智能检测系统诊断乳腺良恶性肿瘤的灵敏度、特异性、准确率、阳性

预测值及阴性预测值，应用 logistic 回归及 ROC 曲线比较两者的诊断效能。 

结果：乳腺 X线检查是发现早期乳腺癌的最好方法，但是早期病变微小，尤其是致密型的乳

腺，凭肉眼很难发现。基于深度学习技术的 MammoWorks智能检测系统，经测试表明各项指标

优异，可以辅助医生，准确高效地检出病变。 

结论：基于深度学习技术的 MammoWorks乳腺健康智能检测系统在乳腺癌良恶性肿瘤诊断中具

有重要价值，提高了早期乳腺癌的检测效率。 

  

 

 
EP-3480 

基于计算流体力学分析椎基底动脉延长扩张症与脑梗死的相

关性 

 
宋金玉,李建伟,纪盛章 

天津市第四中心医院 300140 

 

目的 基于计算流体力学分析（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CFD）不同级别椎基底动脉延

长扩张症（vertrobasilar dolichoectasia, VBD）患者的流体力学分布特点及与脑梗死的相

关性。方法  按照 Smoker 分级标准，将 0、1、2、3级 VBD患者的头颈 CTA的 DICM图像进行

三维重建，之后调入 ANSYS 软件进行流固耦合分析，选择管壁剪切力（wall shear 

stress  WSS）、管壁压力、血流速度为输出变量。根据患者头 MRI影像学表现评价脑梗死情

况。结果 0-3级 VBD小弯侧分布明显低 WSS和低流速区，大弯侧分布明显的高壁面压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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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随着级别的增高，WSS、管壁压力及血流速度逐渐降减低。两两组间比较，管壁压力在 0级

和 1级之间无明显差异，WSS、管壁压力、血流速度在 2 级与 3级之间无明显统计学意义。随

着 VBD级别的增高，脑梗死的发生率趋于增高，不同级别 VBD脑梗死的发生率存在显著差异，

χ
2
=11.08，p=0.01。WSS、管壁压力、血流速度与脑梗死的发生呈明显负相关,相关系数 r值

分别为：-0,70，-0.78，-0.58。结论 CFD作为新兴仿真测量手段，不仅可以为 VBD的发生、

发展提供理论依据，还可以为临床及时干预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及后循环脑梗死的形成提供有力

证据。 

  

 

 

EP-3481 

Pixelshine 算法在上腹部 

双低成像中的应用价值 

 
刘静红,刘爱连,刘义军,王思语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6011 

 

目的：探讨深度学习 Pixelshine 算法在提高能谱 CT上腹部低电压低对比剂浓度动脉期图像质

量中的价值。材料与方法：回顾性分析采用双低扫描的患者 43例。入组条件：BMI<22kg/m2。

采用 GE Discovery HD 750 能谱 CT机。扫描电压 80kVp，50% ASIR技术，NI为 14，层厚/层

间隔均为 5mm，标准算法重建。采用高压注射器于肘静脉注射威视派克 270 mgI/ml，总剂量

100ml，注射速率 5 ml/s。采用动脉期数据为 A组。A组动脉期数据经深度学习 Pixelshine-

A7模式处理，为 B组。分别在肝右叶及皮下脂肪各选取 3个 ROI，记录 CT值及 SD值，计算平

均值进行后续统计学研究。计算对比噪声比（CNR）及信噪比（SNR）。配对样本 t检验对比

A、B两组数据。结果：肝脏、皮下脂肪 CT值 A、B两组无统计学差异；B组的 CNR、SNR 明显

高于 A组；B组肝脏、皮下脂肪的 SD值明显低于 A组。结论：深度学习 Pixelshine算法可以

减小双低成像上腹部动脉期图像的噪声，增加图像的对比噪声比，从而提高图像质量。 

 

 
EP-3482 

The Value of Machine Learning Algorithm to Reduce the 

Artifact of Posterior Cranial Fossa 

 
Liu Jinghong,Liu Ailian,Liu Yijun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Dalian Medical university 116011 

 

Purpose: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machine learning algorithm to reduce the 

artifact of posterior cranial fossa. Methods: The human head simulation model was 

underwent CT scanning with Revolution CT scanner using 80kVp. Four detector widths 

include 5mm, 40mm, 80mm and 160mm and five tube current include 30mA, 50mA, 70mA, 

90mA and 100mA were used. The other conditions were the same: 0.6s, pitch 0.992:1, 

thickness 5mm, matrix 512×512. So 20 head images were obtained with FBP as group 

A. Then the model was scanned again at the same conditions with ASIR-V50% as group 

B. The 20 images with FBP were reconstructed with machine learning algorithm as 

group C. Standard deviations (SD) of CT values of brainstem (SDb) and homogeneous 

cerebral substance (SDc) were measured. Artifact index (AI)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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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uted. Compared the differences of AI among the three groups with ONE-WAY 

ANOVA. Results: The mean AIs were 10.23±3.06HU, 10.42±2.33 HU, and 8.38±2.46HU 

in group A, group B and group C, respectively.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AI among the three groups, P=0.031. The AI of group C was the lowest and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between group A and gourp B. Conclusion: This machine learning tool 

for image processing provides improved image quality of head over standard 

reconstruction and ASIR-V50%  techniques. 

 

 
EP-3483 

深度学习对肺部 CT 中结节良恶性判别的效能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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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本文提出了一种利用深度学习技术对肺部 CT中的结节进行良恶性判别的方法。 

方法：实验基于的数据是 136例肺部 CT数据，这些 CT中的结节都做过病理分析，以病理结果

的良恶性作为金标准，其中良性 66例，恶性 70例。首先，利用肺结节检测模型将 CT中的结

节所在区域确定出来，随机抽取结节中的 103例作为训练集，剩余的 33例作为测试集（其中

良性 16例，恶性 17例）。然后采用了一种融合卷积神经网络（CNN）与长短时记忆型

（LSTM）递归神经网络（RNN）的方法，进行模型的训练。为了提升模型的泛化能力，对训练

集进行了数据增广（data augmentation），增广方式包括镜像、旋转及缩放，使数据量增加

到 4倍。最后将训练得到的深度模型在测试集上测试，得到模型对 CT中肺结节良恶性判别的

准确率，灵敏度以及特异度。 

结果：经过多次实验，本文提出的深度学习模型对肺结节良恶性的准确率达到 78.8%，如果把

恶性作为阳性，良性作为阴性来看，灵敏度为 82.4%，特异度为 75.0%。通过调整判别阈值参

数得到对应的真阳性率和假阳性率，绘制成 ROC曲线，计算曲线下的面积得到分类器的 AUC值

为 0.816。 

结论：从实验结果来看，该模型针对肺部 CT进行肺结节良恶性判别，有比较高的灵敏度。将

来通过增加数据量及继续改进模型，使良恶性判别结果更进一步，通过辅助医生进行诊断，对

不必进行病理分析提供了可能，有较大的应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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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484 

基于 PET-CT 和深度学习的头颈部肿瘤病灶的自动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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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计算机断层扫描（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 - Computed 

tomography，PET-CT）在头颈部肿瘤的治疗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目前，头颈部肿瘤的治疗主

要以放射治疗为主，放射治疗的靶区依赖于肿瘤病灶的勾画。然而，手动勾画耗时耗力，具有

主观性；机器分割快速，客观性较强。深度学习在肿瘤病灶的分割中表现出巨大的潜力，且在

其他肿瘤或图像中已有较好的应用。在本研究中，我们提出了一种基于深度学习和 PET-CT图

像的全自动的头颈部肿瘤病灶分割方法。 

材料和方法 

我们从两个不同的医疗机构收集了 22个头颈部肿瘤患者的 PET-CT图像作为原始数据集，其中

17个来自机构 1,5个来自机构 2。我们设计了一个深度卷积神经网络（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CNN）来实现头颈部肿瘤的分割。该网络包含两个阶段：特征提取阶段和得分图重建

阶段。网络中的跨层结构使网络可以捕获更多的多尺度互信息，进而提高分割的准确率。我们

还应用了分段训练的策略降低网络训练难度。我们在所有数据中，随机选取 70%作为训练集，

余下 30%作为测试集，进行交叉验证以评判该方法的有效性。 

结果 

一个肿瘤图像样本（已配准的 PET-CT图像）的分割需要约 8秒钟。我们的方法在机构 1的 17

个患者图像上的平均 Dice similarity coefficient（DSC）为 0.833，在机构 2的 5个患者图

像上的平均 DSC为 0.755，所有 22个患者图像上的平均 DSC为 0.823。其分割准确率比之前相

同的研究高。 

结论 

我们成功地提出了一种比较精确的基于深度学习和 PET-CT 图像的头颈部肿瘤病灶的分割方

法。我们运用多机构的数据训练模型的方法更符合于临床实际应用的情况，该方法在头颈部肿

瘤的临床实践中表现出较好潜力。 

 

 

EP-3485 

深度学习 Pixel Shine 算法在提高高体重指数患者低剂量腹

部 CT 平扫图像质量中的价值 

 
赵莹,刘爱连,刘静红,刘义军,方鑫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6011 

 

 

目的 探讨 Pixel Shine算法提高高 BMI患者 100kVp腹部 CT平扫图像质量的价值。 

材料和方法 前瞻性收集于我院行 Revolution CT腹部 CT平扫、BMI≥25kg/m
2
的患者 37例，A

组 21例，管电压 100kVp，B组 16例，管电压 120kVp，重建算法 ASiR-V 50%，后重建一组

FBP图像。在 GE ADW4.6工作站，将 A组 FBP、50%ASiR-V算法的图像传至 Pixel Shine(PS)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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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按 A7模式处理。在 A组 FBP(A1)、ASiRV(A3)、PS后的 FBP(A2)及 ASiRV(A4)的图像，B

组 FBP(B1)、ASiRV(B2)的图像上测量。在正常肝脏、竖脊肌放置 ROI，记录 CT值及 SD值。计

算肝脏-竖脊肌 CNR及 SNR。比较 A1-A4组间肝脏、竖脊肌 CT值及 SD值，肝脏-竖脊肌 CNR及

SNR；比较 A2和 B1组、A4 和 B2组肝脏及竖脊肌 SD值，肝脏-竖脊肌 CNR及 SNR。 

结果 A1-A4组间肝脏及竖脊肌 CT值无统计学差异；肝脏及竖脊肌 SD值经 PS处理后降低，

SDA4＜SDA2＜SDA3＜SDA1(P=0.000)；肝脏-竖脊肌 SNR及 CNR增高，SNRA4＞SNRA2＞SNRA3＞

SNRA1(P=0.000)，CNRA4＞CNRA2＞CNRA3或 CNRA1(P=0.000)。A2对比 B1组、A4对比 B2组，肝脏及

竖脊肌 SD值降低(P=0.000，0.000)，肝脏-竖脊肌 SNR及 CNR增高(P=0.000,0.000)。A组的

CTDI[(7.95±0.74)mGY]低于 B组[(11.79±1.05)mGY]（P=0.000）。 

结论 Pixel Shine算法较 FBP、ASiR-V算法降噪能力强，增加图像的信噪比及对比噪声比。

对于高 BMI患者，使用 Pixel Shine算法的低 kVp组对比常规 120kVp组，降低辐射剂量的同

时，可降低图像噪声、提高图像质量。 

  

  

 

 
EP-3486 

基于非负稀疏模型的计算机辅助检测系统在 CT 

图像肺结节检出中的应用价值 

 
刘佳宝,贺文,赵丽琴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100050 

 

目的：建立计算机辅助检测（computer-aided detection, CAD）系统模型并评价其在 CT图像

肺结节检测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搜索医院 PACS系统中自 2016年 5月至 2016年 8 月肺癌筛查人群胸部 CT图像，由两位

胸部影像医师共同选取 200 例健康人胸部 CT图像和 80例（共 96个肺结节）含有肺结节的胸

部 CT图像，肺结节病例选取标准为：大小在 4mm至 10mm之间，不伴有其他肉眼可见的肺部病

变征象。计算机辅助检测系统模型建立基于非负稀疏模型学习。首先从大量健康肺部 CT 影像

中学习出一种可代表正常结构的模型，然后以该模型为基础来识别不同类型的异常结构。从

200例健康人胸部 CT图像中随机选取 100例数据作为 CAD模型的训练集，剩余 100例健康人

胸部 CT图像和 80例患者胸部 CT图像作为测试集。由六位不同水平放射科医师用 PACS系统对

测试集图像进行阅片，对发现的结节进行标记，然后将 CAD检测结果呈现给每位医师，医师根

据 CAD结果决定是否对独立阅片时结果做出修改。计算模型检测结节以及每位医师检测结节的

敏感度，用迈克尼马尔检验法对每位医师使用与不使用 CAD情况下肺结节检测效能进行评价。 

结果：CAD系统对 100例正常胸部 CT图像以及 80例患者胸部 CT图像进行结节检测，共发现

89个肺结节，平均每个病例伴有 0.09个假阳性结节。在 CAD系统辅助下，六位放射科医师发

现结节的平均敏感度由 87.3% 提高到 96.9%，其中低年资医师发现结节的平均敏感度由 77.6% 

提高到 94.8%，中年资医师发现结节的平均敏感度由 89.1% 提高到 97.9%，高年资医师发现结

节的平均敏感度由 95.3% 提高到 97.9%。两个结节所有医师均未发现而被 CAD系统检测到。 

结论:基于非负稀疏模型学习的 CAD系统能够自动检出肺结节并且能够提高放射科医师 CT肺结

节的检出率，尤其是可以提高低年资医师的结节检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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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487 

基于残差网络模型的计算机辅助诊断系统在判断 CT 图像肺结

节良恶性中的应用价值 

 
刘佳宝,贺文,赵丽琴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100050 

 

目的：研究计算机辅助诊断（computer-aided diagnosis，CAD）系统对于 CT图像肺结节良恶

性判别的诊断效能和对不同经验水平的放射科医师关于 CT图像肺结节良恶性判别的辅助诊断

效能。 

方法: 从四家不同医院回顾性收集 879例患者的胸部 CT图像，其中包含 857个恶性结节（601

例患者，299例男性，302例女性）以及 426个良性结节（278例患者，170例男性，108例女

性）。选取 745个恶性结节和 370个良性结节作为基于 ResNet（Residual Network，残差网

络）计算机辅助诊断系统的训练集，余下的 112个恶性结节和 56个良性结节作为测试集。受

试者包括两位高年资胸部放射医师，两位中年资胸部放射医师跟两位低年资放射科住院医师。

每位受试者分别在不使用及使用 CAD系统的情况下对每个肺结节进行良恶性判别。用受试者工

作特征曲线(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分析每位受试者的肺结节良恶性诊断

效能。 

结果：建立了基于 ResNet的 CAD系统，当 CAD系统判断肺结节良恶性阈值选择为 0.58时，所

得准确率最高，为 90.5%，相应的敏感度与特异度分别为 93.8%、83.9%。在 CAD系统辅助下，

所有受试者的平均 ROC曲线下面积（Az值）由原来的 0.913 增加到 0.938。每位受试者在 CAD

辅助下评价肺结节良恶性所得 Az值较单独评价肺结节良恶性所得 Az均有显著提高。受 CAD系

统影响，所有受试者平均有 15.7次正确改分和 2次错误改分。 

结论：本实验开发的基于 ResNet的 CAD系统在肺结节良恶性判别方面具有较高的诊断效能，

同时能够显著提高不同经验水平放射科医师对于 CT肺结节良恶性判别的诊断效能。 

  

 

 

EP-3488 

Free-Reference EPI Image Correction Based On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Liao Pu,Cai Shuhui,Cai Congbo,Zhang Jun,Zeng Kun 

Xiamen University 361005 

 

Purpose: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at high field (>=7T) plays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functional imaging, clinical diagnostics, therapy planning, and 
execution due to its innocuity and high resolution in soft-tissue measurements[1]. 
As a typical ultrafast sequence, single-shot echo planar imaging (EPI) is capable 
of capturing the whole k-space data under only one RF excitation [2]. However, 
sensibility to B0 field inhomogeneity makes EPI images distorted in field of view 

(FOV). As the field inhomogeneity is proportional to the magnetic field, the 

distortion is worse at higher field strengths. The field inhomogeneity exists 

where the magnetic susceptibility varies, for example, at tissue-air interfaces. 

Because of being distorted in global area, the inhomogeneous field cannot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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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icitly formulated, especially at high magnetic field. Meanwhile, the 

inhomogeneity effect is accumulating during the sampling period after one RF pulse. 

The longer the sampling time elapses, the more seriously the image distorted. 

Therefore, the distortion becomes much more violent along the phase-encoding 

direction than along readout direction (also named frequency encoding direction) 

Several attempts have been proposed to obtain a distortion-free EPI image at lower 
magnetic field. The most common way is field mapping distortion correction method. 
In field-map based methods, the field map is learned from the phase difference 
between two gradient echo complex images, applying various echo time [3]. It is 
time-consumed for the fact that only a few seconds are required for acquiring an 
integrated EPI image whereas several minutes are taken for measuring field map. 
Besides, motional ghost may occur during the tedious measurement for field map, 
leading to large errors of the result. 
Inspired by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CNN), recently deep learning techniques 
have emerged with high depth and large scale. In particular, deep learning has 
been applied in the biomedical field which has led to some breakthroughs in 
medical image classification, segmentation and detection. 
Method: 

The EPI sequence and its formulation under field inhomogeneity are shown: 

If the field inhomogeneity is small and can be taken as zero, Eq. 1 turns into 

two-dimensional Fourier transformation and the image is easy to reconstruct by 

two-dimensional inverse fast Fourier transformation (IFFT). However, the 

distortion in the IFFT result would be obvious when field inhomogeneity is large, 

and corrected algorithms are necessary for a better reconstruction. So we apply 

the CNN to solve the problem. Assuming the formulation of the distorted image as y 
= f(x + b), the network need to fit the underlying mapping function y = g(x) to 
predict the undistorted image when feed the real distorted data . With the simple 

change of “shortcut connection”, the mapping the network need to learn become y 
= g(x) - x, which is called as residual learning [4] 
Results: 

Numerical simulations, phantom and in vivo rat brain experiments were performed to 
validate the performance of double deep CNN method for distortion correction. To 
quantify the visibility error objectively, some image quality assessments are 
introduced. The peak signal to noise ratio (PSNR) and the structural similarity 
index (SSIM) are used to assess the correction results of simulation. From Table 1, 
it showed that the all the value of PNSR and SSIM of corrected images were higher 
than that of distorted images which could reflect the correction was valid. The 
SSIM of corrected image under all kinds of inhomogeneous situation was close to 1, 
which meant the result was highly similar to the initial profile. 
Conclusion: 

In this paper, a referenceless distortion correction method based on gradient echo 

EPI and double deep CNN are proposed. The result of simulation and experiment all 

show the method is robust and can correct the geometric distortion and intensity 

change effectively. Training with the simulated dataset can provide a new measure 

for network and may open a range of opportunities for the application of CNN in 

M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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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489 

人工智能在阿尔茨海默病的磁共振诊断运用研究 

 
李华兵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410011 

 

目的 探索人工智能在阿尔茨海默病诊断的初步运用；运用 AI研究阿尔茨海默病的脑功能及

脑结构的相关性，为进一步的临床诊断及临床干预措施提供基础。方法：(1)收集 200例 50-

70岁健康正常人(NC)的脑结构 MRI图像,进行常规 MRI和 3D-T1WI序列扫描，并对其进行预处

理,测量并提取出 NC的大脑皮层厚度及观察大脑海马结构、灰白质的体积特征，建立正常人脑

结构模型。同时收 集 20例 AD 患者的脑结构 MRI图像，使用同样的常规 MRI和 3D-T1WI 序列

扫描。(2)构建 H-EJ特征选择模型:首先对原始的体积数据分别进行显著性分析和 logistic回

归分析,依据显著性水平和回归系数分别进行排序,剔除分类效果差的特征;同时使用矢量计算

方法计算大脑皮层的厚度及对大脑进行精确分区。然后按照顺序向前搜索策略,依次将分类特

征加入 SVM分类器,选择分类准确率最高的特征集作为最优特征集;通过对比,从两组最优特征

集中选择出更优的特征集。(3)对比 H-EJ特征选择模型与显著性分析过滤模型、logistic回

归分析过滤模型、SVM分类器封装模型、主成分分析模型的特征选择效果。(4)将 AD患者脑结

构数据导入 H-EJ特征选择模型，获得大脑皮层厚度及大脑海马结构、灰白质的体积，进一步

评估相关的变化。结果 获得的结果表明,灰质体积为最佳分类特征,大脑皮层厚度也具有突出

的分类能力,皮层表面积、平均曲率对 AD组患者与健康对照组的区分能力相对较弱。对分类有

重要影响的脑区主要分布于颞叶、左海马旁回、左距状旁回、左中央前后回、左额上回,显著

分类特征主要分布大脑左侧脑区。由此证明利用脑皮层特征可以有效地区分 AD患者和健康老

年人,AD患者的左脑更容易受损。研究结果有助于为 AD的分类识别开拓新的途径。结论 AI

可以从获得建立脑结构模型库来计算 AD患者的脑结构异常情况，有助于提高诊断准确率,AD

的早期并对诊断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EP-3490 

Reconstruction of T2 Mapping from OverLapping-Echo 

Detachment (OLED) Planar Imaging Based on Deep 

Learning  

 
Zhang Jun,Cai Congbo,Cai Shuhui,Liao Pu,Zeng Kun 

312 361005 

 

Purpose: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has a broad prospect in terms of physics, 

biology and medicine for decades mainly because of its advantages in generating 

detailed information about numerous important material or tissue properties. MR 

parameter mapping (e.g., T2 mapping and T2* mapping), on the other side, can 

provide quantitative information for characterizing specific tissue properties. In 

particular, quantitative T2 mapping has significant clinical applications, ranging 

from diagnosis of multiple sclerosis, epilepsy, Parkinson’s disease. In order to 

bring in changes in contrast-weighting, MR parameter mapping measurements 

typically require obtaining a series of images involving variable parameter. 

Therefore, it is such a major practical difficulty for MR parameter mapping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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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tle like longer scan time and relatively higher sensitivity to subject motion. 

A single-shot T2 mapping through OverLapping-Echo Detachment (OLED) planar imaging 

has been proposed to obtain high quality T2 mapping in a single-shot, which the 

spatio-temporal resolution is equivalent to the conventional single-shot EPI image. 

In addition, the OLED planar imaging also shows stronger resistance to motion 

artifacts. However, previous sequence in[1] only used two exciting pulse, so the 

measure range of T2 was very limited, which resulted in poor performance in some 

regions especial cerebrospinal fluid(CSF). In this work, a deep learning 

reconstruction algorithm based on residual network (ResNet) is proposed to 

efficiently reconstruct reliable T2 mapping from single-shot OverLapping-Echo 

Detachment (OLED) images with four exciting pulse. 

Methods: The training samples were randomly simulated by the SPROM [2] software 

developed by our group. Our network model, shown in Fig.1, contains three sub-

networks: input, residual learning and reconstruction network. The input network 

takes the real and imaginary parts of the OLED image as inputs and represents it 

as a group of feature maps. Intermediate representation used to pass information 

to the residual learning network largely depends on how the residual learning 

network internally represents its feature maps in its hidden layers. Learning this 

representation is done end-to-end altogether with learning other sub-networks. 

Residual learning network is the main component that solves the task of 

reconstruction. While feature maps from the final application of the convolution 

layer represent the high-equality image. It is still necessary to transform them 

(multi-channel) into a single channel image (T2 mapping), which is done by the 

reconstruction network. When the network is trained, it is applied to reconstruct 

T2 images from simulation, phantom and in vivo brain data. As soon as we obtain 

the T2 image of the network output, there still exist some noise. Guided image 

filtering is applied to filter out the noise in the image, where the guided image 

is the output image itself. 

Results: The results of numerical simulation regarding brain OLED imaging are 

shown in Fig. 2. It can be seen from Fig. 2(a) that the image before 

reconstruction has obvious cross stripes, since the image compose of several 

images with different linear phase ramp. After reconstruction, the Fig. 2(b) shows 

similar profile with different signal amplitude as shown in Fig. 2(a). Fig. 2(c) 

shows the reference T2 mapping used as a templet in the simulation. Comparing to 

Figs. 2(b) and 2(c), we can find that the reconstructed T2 mapping is well 

consistent with the reference T2 mapping, except for some noise. The blue circle 

that is shown in the Fig.2(d) denotes a trace comparing the T2 values from OLED 

and referencing T2 mapping. The T2 profiles along the blue trace from OLED and 

reference T2 mapping were drawn in Fig. 2(e), which shows small deviation between 

OLED and reference T2 mapping. Even in CSF regions which have high T2 values 

(especially the moment when the circle crosses the red region of the brain), the 

OLED image is very similar with templet. 

Conclusion: In this article, we apply deep learning methods to reconstruct four 

echo OLED images. The acquisition time of the single-shot OLED sequence is as 

short as several hundred milliseconds for T2 mapping and this method can get a 

large range of T2 and better spatial resolution for the T2 image. It is difficult 

for general separation algorithm to reconstruct such images, while we use de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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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ing method to reconstruct the T2 image and could get better results in 

simulations, phantom and in vivo brain experiments. This approach provides a 

series of opportunities for dynamic imaging to provide a single quantification of 

T2 image reconstruction, simultaneously facilitates the promotion of single EPI 

methods from qualitative imaging in clinical settings to quantitative im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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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辅助检测系统（CAD）在低剂量 CT 

筛查肺磨玻璃结节中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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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通过比较 CAD、医生双阅片两种诊断方式在低剂量肺部 CT 筛查中诊断 GGN的敏感性和特异

性，评价 CAD在低剂量肺部 CT筛查中诊断 GGN的应用价值。 

材料和方法： 

从本院行低剂量肺部 CT扫描体检者中，随机抽取检出 GGN患者，分别使用两种诊断方式：方

式 A：应用 CAD（GE AW4.4 工作站）进行自动诊断，方式 B：由 2名放射科主治医生以一致意

见作为诊断。GGN诊断标准由一位主任医师与一位高年资主治医师并结合 CAD综合诊断。应用

X
2
检验与 FISH检验比较两种方式的灵敏度、特异度，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与讨论： 

共纳入 24例 GGN患者，男 16例，女 8例，平均年龄为 51.1±10.2岁，根据诊断标准共检出

45个 GGN。CAD、医生双阅片两种方式检出 GGN的灵敏度（63.6% vs 78.9%，X²=1.848，p值

=0.174）、特异度（41.7% vs 58.3%，P值=0.684）。CAD漏诊 12个 GGN：3个位于肺外周邻

近胸膜，3个密度低，4个位于肺血管之间，1个直径＜2mm，1个形态欠规整；医生双阅片漏

检 7个 GGN：3个邻近肺纹理，2个密度低，2个形态不规整。CAD误检 7个 GGN：4个为正常

肺纹理，3个为斑片；医生双阅片误检 5个 GGN，均为正常肺纹理。综合分析发现导致 CAD和

医师双阅片漏诊、误诊的原因大致一致，与结节的部位、密度、大小、形态、性质有关。当

GGN位于肺外周受呼吸影响、邻近肺血管、密度偏低、大小偏小、形态不规则，均干扰 CAD与

医师的诊断。此外，基本病变的性质，如小斑片、条索或正常肺纹理可能与 GGN征象主观上存

在部分重叠，难以区分。 

结论： 

本研究的初步结果显示 CAD 对于 GGN的检出和定性方面可与医师双阅片方式相媲美，尚需更大

样本的研究。但基于神经网络的 CAD可以通过不断学习提高其对 GGN诊断的敏感性和特异性，

可以预期 CAD在自动诊断 GGN的应用将更加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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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492 

计算机辅助检测系统（CAD）在判断肺部病变良恶性 

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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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通过比较 CAD和医师判断肺部病变良恶性的准确性，评价目前 CAD判断肺部病变良恶性

的应用价值。 

材料和方法：纳入本院行 CT检查并获得病理结果的病例，分别应用 CAD（GE AW4.4）对肺部

病灶进行自动分析恶性概率，和 2名主任医师共同作出恶性概率判断。恶性概率分为：考虑肺

癌、考虑肺癌可能性大、考虑肺癌可能和不除外肺癌，其对应的恶性概率为＞75%、50%-75%、

25%-50%和＜25%。应用一致性检验对 CAD与医师诊断一致性进行评价，Kappa值＞0.4存在一

致性，应用配对 X
2
检验比较两种诊断方式的差异。以病理结果为金标准，诊断恶性病变的恶性

概率大于 50%认为诊断准确，诊断良性病变的恶性概率小于 50%认为诊断准确，得出两种诊断

方式的准确率，应用 X
2
检验（或 Fisher精确检验）比较其差异，P<0.05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与讨论：纳入 45例患者，男 33例，女 12例，平均年龄 62.1±9.5岁。病理结果良性 13

例，恶性 32例，其中恶性中腺癌 20例﹑鳞癌 7例，其它 5例。45例患者中，医师未漏诊，

CAD漏诊率为 8.8%（4/45）（恶性概率分布见表 1）。医师与 CAD诊断肺部病变的良恶性上一

致性较差（kappa=0.329），但配对 X
2
检验显示两者之间无统计学差异（P=0.199）。医师与

CAD对良性和恶性病变的诊断准确性分别为 61.5%、15.4%（P=0.041）和 84.4%、93.8%

（P=0.230）（表 2）。结果显示 CAD对肺部恶性病变的判断可与医师媲美，但存在漏诊，且

对于良性病变的判断存在过度诊断，准确性明显低于医师诊断（图 1），具体原因尚需更大样

本的研究。 

结论：本研究初步显示 CAD 在肺部病变的良恶性判断上仍存在一定的问题，但基于神经网络的

CAD可以通过不断学习提高对肺部病变良恶性判断的准确性，可以预期 CAD在自动诊断肺部病

变上的应用将更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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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工智能识别病变的边缘方法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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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医学影像图像中，病变的边缘是诊断疾病的重要依据。本文主要讨论人工智能对

识别不同情况下病变的边缘的可能方法进行分析。 方法：总结数字图像中病变的边缘外形态

上的特征与分类，并对比人眼与人工智能对病变的边缘的识别方法，以此分析人工智能识别病

变的边缘的可能方法。 结果：病变的边缘在不同情况下，人工智能需计算空间坐标上像素间

灰度的梯度差来识别病变的边缘。 结论：病变的边缘形态在数字图像上的特征决定了人工智

能对其识别的方法与可行性。人眼识别病变的边缘的方法是探索人工智能方法的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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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494 

深度学习像素闪耀算法在提升高 BMI 者 Rev CT 

图像质量中的价值 

 
张钦和,刘爱连,刘义军,刘静红,方鑫,赵莹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6011 

 

目的 探讨 Pixel Shine算法在提升高 BMI者 Rev CT图像质量中的应用价值。材料与方法 回

顾性收集 BMI过大（≥25kg/m
2
）行 Rev CT检查者(A组)。共收集患者 15例，男 7例，女 8

例，平均年龄为 62±9 岁，平均 BMI为 27.63±2.88kg/m
2
。扫描参数为：GSI成像模式，螺距

0.992，转速 0.8s/r，探测器宽度 80mm，140kVp～80kVp瞬时（0.5ms）切换，管电流 315mA-

550mA，层厚-层间距 5mm-5mm。在 GE ADW4.6工作站，将 A组图像传至 Pixel Shine软件，按

A7模式后处理，获得 Pixel Shine 图像（B组）。分别在 A组和 B组图像上进行数据测量。在

肝右叶、肾脏、竖脊肌以及皮下脂肪放置 3个大小相等的 ROI，避开局灶性病变、血管影等，

记录 CT值及 SD值。采用配对样本 t检验比较两组肝右叶、肾脏、竖脊肌以及皮下脂肪 CT

值、SD值，肝脏-竖脊肌 CNR 以及 SNR、肝脏-皮下脂肪 CNR以及 SNR、肾脏-竖脊肌 CNR 以及

SNR、肾脏-皮下脂肪 CNR以及 SNR。结果 两组间肝脏、肾脏、皮下脂肪以及竖脊肌 CT值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SD 值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分别以竖脊肌和皮下脂肪作

为背景，两组间肝脏-竖脊肌 CNR以及 SNR、肝脏-皮下脂肪 CNR以及 SNR、肾脏-竖脊肌 CNR以

及 SNR、肾脏-皮下脂肪 CNR 以及 SNR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B组 CNR、SNR 较 A组

相比均明显升高。结论 深度学习像素闪耀算法可以减少图像噪声，增加图像的对比噪声比，

从而提升高 BMI者 Rev CT扫描的图像质量。 

 

 
EP-3495 

肺结节检测分析系统在超低剂量胸部 CT 

肺结节检测及体积测量的应用研究 

 
徐岩

1
,何欣

2
,杨正汉

1
,马大庆

1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2.北京妇产医院 

 

目的  评价肺结节检测分析系统(Sigma-Discover/Lung)在超低剂量胸部 CT上结节检测的敏

感性及体积测量的准确性。方法  超低剂量 CT（0.36mSv）扫描含有实性结节和磨玻璃结节

（GGN）的胸部模型，由肺结节检测分析系统独立阅读其薄层图像，由 2名放射科专家（有 15

年胸部影像诊断经验）进行回顾性阅读，两人意见达成一致后标记真结节的个数和位置并保存

标记结果，将标记结果作为金标准来评价肺结节检测分析系统的肺结节检测敏感性和假阳性

率，并评价其对结节体积测量的准确性。结果  胸部模型的超低剂量扫描 CT图像中共有 12

个结节，其中实性结节 4个（直径 5mm、8mm各 1个，直径 12mm 2个）；GGN有 8个（直径

5mm 2个，直径 8 mm 1个，直径 10mm 3个，直径 12mm 2个），肺结节检测分析系统共检测

到 29个结节。肺结节检测的敏感性为 100%，假阴性率为 100%，假阳性率平均每例 17 个。实

性结节体积测量绝对误差的百分率平均为 2.27%；磨玻璃密度结节体积测量绝对误差的百分率

平均为 49.2%。 

结论  在超低剂量胸部 CT 中应用肺结节分析系统可以提高肺结节尤其是磨玻璃密度肺小结节

的检出率，但 GGN体积测量误差较大，需进一步提高 GGN的体积测量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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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496 

Diagnostic Accuracy of ABUS with and without 

Computer-aided Detection 

 
Song Hongping,Yang Shanling,Shu Rui,Gao Xican,Ju Yan,Zhang Ge,Yan Jingru,Zhao Ni,Xiao Yao 

Xijing Hospital of Air Force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710032 

 

Purpose: To measure performance of automated breast ultrasound (ABUS) with and 

without computer-aided detection (CAD) software. 

Materials and Methods: ABUS images of 606 women were retrospectively collected. 

This dataset included malignant lesions (n= 270) that histologically proved by 

biopsy or surgery, benign (n = 157) lesions that were either biopsied or remained 

stable and normal cases (n= 179) with >1 year of follow up. All cases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3 readers in both 2 groups (experienced group and novice 

group). First part, readers interpreted AUBS images firstly, and then with CAD to 

evaluate the two sessions. Second part, the novice readers used CAD only to 

interpret. Overall accuracy,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PPV) and interpretation time per case were compared. 

Results: Without CAD, the overall accuracy measured by AUC was 0.86 and improved 

with CAD to 0.90. For novices, was 0.83 without CAD, 0.89 with CAD (p< 0.05); for 

experienced, 0.90 without CAD and 0.91 with CAD (p>0.05). The increase in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was statistically higher for novices (85.3% to 90.3%, 

82% to 86.7%). The PPV of novices and experienced was increased by 4% (p<0.05) and 

1.1% (p>0.05). For novices, the overall accuracy with CAD only was 0.88, and mean 

interpretation time without CAD was 6 minutes ±1.8, for with CAD only was 3 

minutes ±1.3. 

Conclusion: CAD for ABUS has the potential to improve the accuracy for breast 

cancer, especially in novice readers. And with CAD only, a significantly shorter 

interpretation time can be expected with high accuracy for novices. 

Purpose: To measure performance of automated breast ultrasound (ABUS) with and 

without computer-aided detection (CAD) software. 

Materials and Methods: ABUS images of 606 women were retrospectively collected. 

This dataset included malignant lesions (n= 270) that histologically proved by 

biopsy or surgery, benign (n = 157) lesions that were either biopsied or remained 

stable and normal cases (n= 179) with >1 year of follow up. All cases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3 readers in both 2 groups (experienced group and novice 

group). First part, readers interpreted AUBS images firstly, and then with CAD to 

evaluate the two sessions. Second part, the novice readers used CAD only to 

interpret. Overall accuracy,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PPV) and interpretation time per case were compared. 

Results: Without CAD, the overall accuracy measured by AUC was 0.86 and improved 

with CAD to 0.90. For novices, was 0.83 without CAD, 0.89 with CAD (p< 0.05); for 

experienced, 0.90 without CAD and 0.91 with CAD (p>0.05). The increase in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was statistically higher for novices (85.3% to 90.3%, 

82% to 86.7%). The PPV of novices and experienced was increased by 4% (p<0.05) and 

1.1% (p>0.05). For novices, the overall accuracy with CAD only was 0.88, and m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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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pretation time without CAD was 6 minutes ±1.8, for with CAD only was 3 

minutes ±1.3. 

Conclusion: CAD for ABUS has the potential to improve the accuracy for breast 

cancer, especially in novice readers. And with CAD only, a significantly shorter 

interpretation time can be expected with high accuracy for novices. 

 

 
EP-3497 

Automatic Detection of Lung Nodules from Low-dose CT 

Images Using Cascaded 3D ConvNets 

 
Dou Qi,Chen Hao 

Imsight Medical Technology Co. Ltd. 518000 

 

Accurate detection of the lung nodules, which are important early-stage lung 

cancer biomarkers, plays an increasingly crucial role in computer-aided primary 

lung cancer diagnosis and early treatment [1-2]. Annual lung cancer screening for 

high-risk populations has already been implemented in some countries, acquiring 

enormous CT data for radiologists to analyze [3]. It would be difficult, if not 

impossible, to manually process the scans considering the huge manpower and time 

costs [4]. We propose a cascaded structure of 3D convolutional networks (ConvNets) 

to automatically detect lung nodules from CT volumetric data. Specifically, we 

first establish a 3D ConvNet excluding fully-connected layers to efficiently 

process the whole CT image in a fully convolutional manner. In this way, we 

correspondingly obtain a 3D score volume based on which we can retrieve candidates 

by thresholding prediction probabilities. Next, we construct a 3D deep residual 

network to accurately distinguish the lung nodules from false positive candidates 

[5]. Relying on 3D residual blocks with short-cut connections, the information 

flow within the 3D deep network can be boosted and hence eases the optimization 

difficulty. Furthermore, our ConvNet is also equipped with a regression branch 

which exploits the localized information as additional regularization during the 

stochastic gradient descent learning procedure [6]. We employed the public dataset 

of LUNA16 to validate our approach [7]. The low-dose CT volumes have the 

transverse plane size of 512x512, element spacing of 0.74x0.74 mm
2
, and variable 

slice thickness less than 2.5 mm. A total of 1186 lung nodules were annotated by 

expert radiologists. In experiments, we randomly divided the whole dataset into 

ten subsets, and employed eight subsets for training, one subset for validation 

and one subset for testing. To balance the training samples, augmentations 

including random rotation, flipping, translation and scaling were conducted to 

increase the proportion of positive samples. For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as 

reported from clinical practice, the FPs/scan rates in the range of 1~4 are mostly 

concerned. Our detection performance has achieved a sensitivity of 91.2% at 2.0 

false positives per scan, which is inspiring and competitive for clinical 

application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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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498 

深度学习像素闪耀算法在低剂量 CTU 检查中的应用价值 

 
张钦和,刘爱连,刘义军,刘静红,方鑫,赵莹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6011 

 

目的 探讨 PIXEL SHINE算法在提高低剂量 CTU图像质量中的应用。材料与方法 应用 GE 

Revolution CT对 29例患者进行低剂量 CTU检查（A组）。患者 BMI:19.15～25.81kg/m
2
,平均

BMI为 23.35±1.57kg/m
2
。扫描参数为：管电压 80kVp、自动 mA、探测器宽度为 80mm、螺距为

0.992、扫描层厚 1.25mm、0.5s/r、重建算法 ASiR-V 50%。A组数据图像经 PS算法 A7模式进

行后处理，获得 PIXEL SHINE 图像（B组）。同时收集与低剂量患者相同 BMI并行 GE 

Revolution CT非低剂量 CTU 检查患者 27例（C组）。患者 BMI:19.94～26.12kg/m
2
,平均 BMI

为 23.42±1.60kg/m
2
。扫描参数为：管电压 120kVp、自动 mA、探测器宽度为 80mm、螺距为

0.992、扫描层厚 1.25mm、0.5s/r、重建算法 ASiR-V 50%。在 ADW4.6工作站对三组图像进行

测量。分别测量膀胱、肾盂和竖脊肌的 CT值以及竖脊肌的 SD值。应用方差分析对比三组竖脊

肌 SD值、CNR以及 SNR值。应用独立样本 t检验对比低剂量组与非低剂量组的 BMI、有效辐射

剂量。应用配对样本 t检验对比 A组与 B组膀胱和肾盂的 CT值以及竖脊肌的 SD值。结果 A组

与 B组间膀胱、肾盂以及竖脊肌 CT值 PS前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三组竖脊肌 SD值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三组间 CNR值、SNR值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B组 CNR值、SNR值均明显高于 A

组和 C组。低剂量组与非低剂量组 BMI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低剂量组与非低剂量组有效辐射剂

量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低剂量组与非低剂量组相比有效辐射剂量降低了 46.8%。结论 深度学

习像素闪耀算法在保证 CT值无差异的情况下，可以降低噪声，显著地增加图像的对比噪声比

和噪声比，在低剂量的情况下，极大地提高 CTU图像质量。 

 

 
EP-3499 

PERIVASCULAR SPACES QUANTIFICATION  OF ESRD PATIENTS 

AT 3.0T MR 

 
Sun Yajuan 

1.Third Mil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Xinqiao Hospital 

2.Jinan Military General Hospital 

 

Objectives: 

It has been found that the expansion of perivascular spaces (PVS) is associated 

with many diseases and conditions, including senescence, dementia, Alzheimer’s 

disease, end-stage renal disease (ESRD), and so on. However, the current 

assessment of PVS is mainly based on the subject observation of the number, size 

and morphology of PVS in MR images. In addition, there is little research of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PVS in China. In this study, we used 3.0T magnetic 

resonance system to obtain brain MR images, and wrote the scripts in MATLAB to 

segment the PVS automatically to obtain the quantitative result of PVS in the 

white matter and its volume density. 

Methods: 

1.Two healthy volunteers and two ESRD patients with middle age, male or female. 

Exclusion criteria: (1) MRI check contraindications (metal implant re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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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strophobia, etc.); (2)cerebral infarction, cerebral softening and other 

neurological diseases; (3) MR examination found intracranial space-occupying 

lesions, cerebrovascular malformations, craniocerebral trauma. Data of all 

subjects were acquired by GE Discovery MR750 3.0T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system with a standard 8-channelled phased array coil. Data stability tests were 

performed before scanning. All subjects were first scout-scanned. After 

localization and gradient shimming, routine T1WI sequence scans were performed to 

exclude brain parenchymal abnormalities such as brain tumors, brain infarction, 

softening, and cerebrovascular malformations. T2WI sequence scans were performed 

for the acquisition of high-resolution coronal slices covering the entire brain. 

Custom MATLAB scripts were wrote to segment the PVS by generating the mask to 

extract the white matter of the image, filtering out cerebrospinal fluid and gray 

matter to calculate the total amount of PVS pixels in white matter and its total 

volume by special algorithm. As compared with the total volume of white matter, 

volume ratio of PVS could be easily calculated to analyze PVS in white matter 

quantitatively, trying to explore feasibility of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PVS on 

3.0T MR images. 

2.Ten ESRD patients subjected to regular hemodialysis treatment three times a week 

for more than 3 months in in the outpatient, inpatient, and blood purification 

center of Jinan Military General Hospital were collected, including six males and 

four females aged from 42 to 65 years old with average age of 54.4±6.67 years old. 

Ten healthy subjects with similar age were selected as the healthy control group 

(HC group). Data collection was performed as described above. Computer-aided 

diagnosis program based on spatial gradient algorithm was performed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 of PVS density between ESRD and HC group. 

Results: 

1.Compared to visual counting, Computer-aided diagnosis program based on spatial 

gradient algorithm yielded an average of 88.45±5.28% of sensitivity and 

88.66±4.29% of specificity.2. 

2.The PVS showed hyperintensive points with sparse distribution in the white 

matter in HC group, and hyperintensive linear or tubular structure in ESRD group. 

Average PVS density was 8.70±2.07v/v％ in ESRD group,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4.55±1.36v/v％ in HC group. 

Conclusions: 

1. Computer-aided diagnosis program based on spatial gradient algorithm is 

feasible on 3.0T magnetic resonance system. 

2. PVS density of ESRD patients i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compared to healthy 

contr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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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500 

CAD 在肺小结节及漏诊肺癌中的应用研究 

 
蔡佳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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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士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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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2.西奈山医学院放射系 

 

早期肺癌在 CT上常表现为肺结节, 低剂量多计算机断层扫描 (MDCT) 技术和使用更薄的准直

能够更好的实现早期发现。在过去的二十年中, 肺结节的计算机辅助诊断(CAD) 已经开发用以

满足每次肺癌筛查扫描获取的大量图像信息的需求。该研究总结了 CAD 系统在临床和研究方

案以及低剂量肺癌筛查试验中的最新应用, 特别是在小肺结节和漏诊肺癌的检测方面。许多研

究已经表明, CAD 系统可以提高敏感性, 减少假阳性率诊断肺结节, 特别是对孤立结节。然而, 

仍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 例如在提取数据方面缺乏结节特征;肺结节和肺实质分割中统一判断

标准尚不完备;应用算法评价变量类型数据的难点;缺乏对结节检测和分析的准确性与风险评估

有关的考虑。为了准确检测结节, 特别是亚实性结节, 需要进一步改进现有的 CAD 方案。 

 

 
EP-3501 

Texture Analysis of Conven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Improves the Diagnostic Performance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Malignancy Grade Assessments 

 
Wang Heqing,Zeng Mengsu,Rao Shengxiang,Sheng Ruofan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Zhong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32， China 200032 

 

Purpose: To determine the suitable features and optimal classifier design when 

assessing the malignancy grade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via conven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MR) imaging using texture analysis (TA). 

Materials and Methods: The institutional research ethics board approved this study 

and waived informed consent. A total of 96 patients with 107 pathologically 

verified HCCs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First, the HCCs were divided into a 

training set and a test set and ordered according to time. Then, the HCCs were 

divided into low-grade HCCs (grade ≤II) and high-grade HCCs (grade >II).The 

clinicopathological features, conventional MR imaging findings and TA result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n the test set. A Chi-squared test, independent 

t-test,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and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analysis were performed as the statistical analyses. 

Results: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tumor shape, signal intensity on T2 

weighted imaging and ADCvalues on conventional MR imaging were used to distinguish 

between the low-grade and high-grade HCCs. A classifier consisted of 11 

featureswas used to assess the HCC malignancy grade (low and high grades). The 

test set classification accuracy was 82.9%, the sensitivity was 85% and the 

specificity was 80%. A multipl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TA 

results were the only independent predictor of malignancy grade. The AUC of the TA 

reached 0.855, which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ADC 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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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 Performing a TA with conventional MR imaging can improve the 

diagnostic performance of HCC malignancy grade assessments. 

  

 

 
EP-3502 

基于人工智能 CDG 及 CTA 与 DSA 对急性心肌缺血的对比研究 

 
欧陕兴

1
,欧舒斐

1,2
 

1.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 

2.广州空军 458 中心医院 

 

 

  

1.目的 基于人工智能的动力学建模深度学习，探讨 CDG 及 CTA/DSA筛检急性心肌缺血的价

值，并构建 CDG的评价新系统。 

背景：传统 ECG对急性心肌缺血与梗塞检测效率与准确性比较低，容易导致漏诊及误治。CDG

拟将检测飞机发动机故障技术移植到生物心脏领域，核心技术：心电动力学建模与特征提取，

标准 12导联心电图 ST-T段信号建模。提取心动 ST-T段动态特征。三维可视化显示。确定学

习算法并行化分解，实现 CDG建模的快速计算。 

2.材料与方法 

2.1 技术路线：1.心电动力学建模与特征提取；2. 心肌缺血与猝死检测动物实验；3. 大样本

检测心肌缺血与猝死临床试验；4. 心肌缺血检测与虚拟心脏仿真； 5.心肌缺血与猝死检测机

理研究包括：心肌缺血及猝死与复极时空不一致性；T波变异性与复极时空不一致性；心电动

力学图对 T波变异性检测能力；提出 CDG诊断机理科学解释。 

2.2 时间： 2014年 3月-2017年 5月，收集临床可疑心肌缺血与急性心肌梗塞 3960例 CDG病

例，年龄 38-78岁，其中 126例急性心梗与心肌缺血治疗前后,经过 CTA、CDG、DSA、CDG 对照

检测。 

2.3 分组：1.CTA-CDG组；2.CTA-CDG-DSA组;3.CDG-DSA-CDG组;4.CTA-CDG-ECT-CDG。 

3.结果  无创检测急性缺血心肌“预警”CDG。急性心肌缺血与梗塞 CDG敏感度 95%、特异度

90%、准确率 88%、检出率 95%。各组别之间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P<0.05）。 

4.结论：基于 CDG与 CTA/DSA 对急性心肌缺血和疗效随访对照，研究证明 CDG是一种高效简便

的筛检急性缺血心肌可靠方法，安全有效与准确性高，社会、经济及军事效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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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POSE 

A compartmental sparse feature selection method was used for identification of 

Alzheimer’s Disease from the healthy and compared with voxel-based Morphometry 

method. 

METHOD AND MATERIALS 

64 Alzheimer's disease (AD group) cases and 60 healthy control group(HC)  cases 

were investigated. For all cases, High-resolution T1MPRAGE images were acquired on 

a SIEMENS Trio 3T scanner. The acquisition parameters were: TR/TE = 2530/3.44 ms, 

voxel size = 1 X 1 X 1 mm
3
. Depending on prior knowledge, the whole gray matter 

and 10 ROIs (bilateral amygdala (AMYG), hippocampus (HIP), parahippocampal gyrus 

(PHG), cuneus (CUN), cingulate gyrus (CG), parietal gyrus (PG), precuneus (PCUN), 

frontal gyrus (FG), temporal gyrus (TG) and amygdala+ hippocampus+ parahippocampal 

gyrus(AHP)) were selected according to AAL template. The proposed method 

partitioned the normalized 3D T1-weighted gray matter images into several 

compartments. It performs feature selection and classification compartmentally 

according to the local feature dimension estimation and local feature selection 

using sparse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SPCA) method followed with elastic-net 

logistic regression (ENLR) classifier
[1-3]

. Voxel-based morphometry (VBM) method was 

used and the same normalized T1 gray matter data were statistically analyzed on 

SPM8 by two-sample t-test for comparing AD with HC. 

RESULTS  

 1. The classification accuracy of all gray matter and 10 specified brain regions 

are as follow (Figure 1). Accuracy of all gray matter, AMYG, HIP, PHG, CUN, CG, PG, 

PCUN, FG, TG and AHP is 0.78, 0.76, 0.68, 0.73, 0.60, 0.63, 0.69, 0.67, 0.65 and 

0.83 respectively. 

 2. cortical volumes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p < 0.001, T=3.82) in AD compared 

to HC in bilateral hippocampi,  amygdalae , superior temporal pole, left 

parahippocampal gyrus, left inferior temporal cortex (Figure 2). 

CONCLUSION 

Our results revealed high classification accuracy for AD diagnosis by using 

Compartmental sparse feature selection method and the accuracy of ROIs was 

consistent with results of classic VBM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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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504 

深度学习 Pixel Shine 算法提高 70kVp 腹部 CTA 动脉期成像

质量的应用价值 

 
吕悦,刘爱连,刘静红,刘义军,方鑫,田士峰,潘聚东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6011 

 

目的探讨 Pixel Shine（PS）算法在提高 70kVp全腹 CTA动脉期图像质量中的应用，并比较 A7

模式与 B2模式改善图像质量水平高低。材料和方法回顾性收集于我院行 Revolution CT全腹

部 CTA、BMI≤20kg/m
2
且图像质量不佳病例 42例。扫描参数：探测器宽度 80mm，管电压

70kVp，自动管电流技术，螺距 0.992:1，转速 0.6s/r，重建方法 40%ASIR-V，重建层厚 5mm。

在 GE AW4.6工作站将 CTA动脉期图像上传至 PS软件，42例（A组）全部经 A7模式处理，处

理后的图像（B组）自动传回至工作站；其中 33例（C组）经 B2模式处理，处理后的图像（D

组）同样自动传回工作站。分别在 A组、B组、C组、D组图像上进行测量，在相同层面的肝

右叶、竖脊肌放置 3个大小相等的 ROI，注意出组弥漫性肝脏疾病，避开局灶性病变、血管、

脂肪浸润等，记录肝脏和竖脊肌的 CT值、SD值，求得三次测量平均值，计算肝脏-竖脊肌

CNR、SNR。记录 NI和 CTDI、DLP，计算 ED。两名观察者双盲法测量，进行一致性检验。所有

参数进行正态性检验和方差齐性检验。采用配对样本 t检验比较 A组和 B组、C组和 D组的 CT

值、SD值、CNR、SNR是否有差异。采用两独立样本 T检验、Mann-Whitney U检验比较 B组和

D组参数是否有统计学差异。结果 A7模式与 B2模式处理前后肝脏及竖脊肌 CT值无统计学差

异，SD值减低， CNR 及 SNR 提高；A7、B2模式处理后肝脏及竖脊肌 CT值无统计学差异， SD

值、CNR、SNR有差异（P=0.000），B组优于 D组。结论小体重指数（BMI≤20kg/m
2
）患者

70kvp全腹 CTA动脉期图像质量不佳者经 Pixel Shine算法处理后，不影响 CT值，同时降低

噪声，显著提高对比噪声比、噪声比，从而提高图像质量。PS软件 A7模式处理 CTA动脉期图

像更优于 B2模式。 

  

 

 

EP-3505 

基于深度神经网络方法鉴别首检脑单发转移瘤 

和胶质母细胞瘤的研究 

 
董飞,蒋飚,李倩,张敏鸣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310000 

 

目的：研究基于深度神经网络方法鉴别首检脑单发转移瘤和胶质母细胞瘤的价值。方法：纳入

术前行颅脑平扫及增强 MR检查的 150例经常规病理学确诊首检幕上单发肿瘤患者，转移瘤 50

例，胶质母细胞瘤 100例，按 4:1比例随机分组至训练数据组和测试数据组，利用半自动软件

高通量提取 MR增强图像中周围水肿区的定量信号特征，经特征筛选后利用深度神经网络模型

进一步分析数据，以模型的准确性作为模型评价标准。结果：深度神经网络模型鉴别鉴别首检

脑单发转移瘤和胶质母细胞瘤准确性 90%。结论：研究基于深度神经网络方法对鉴别首检脑单

发转移瘤和胶质母细胞瘤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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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506 

Robustness of multi-parametric and multi-regional MRI 

derived radiomics features in GBM 

 
Du Xuesong,Zhang Weiguo 

Thir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isity， Daping Hospital 400042 

 

Background: To compare the robustness of multi-parametric and multi-regional MRI 

features and optimize the application of these features in GBM. 

Methods: Twenty GBM patients confirmed by pathology were included and pre-surgical 

MRI data were collected. ROIs were defined manually by three experienced 

radiologists and radiomics features were extracted. Features’ robustness was 

analyzed using 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ICC) and their differences 

were compared. 

Results: ROIs were defined as “edema”, “necrosis”, “contrast”, “tumor”, 

“ADC”, “SWI” and “anatomy” areas and three feature categories, containing 

“intensity”, “texture” and “shape”, were extracted. 54 out of 401 features 

belonged to intensity, 331 belonged to texture and 16 to shape. Average robustness 

of all features was “high” (ICC= 0.9233±0.1105). “Voxel Size” has the highest 

robustness (ICC=1.000), with “-333-4MaxProbability” in “necrosis” area has the 

lowest (ICC=0.1700). Mean ICC in all 7 areas show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F=265.3, P<0.001) with ICC in edema was the lowest (ICC=0.8532±0.1210). Shape’s 

ICC was the lowest in “SWI”, “anatomy”, “ADC” and “contrast” areas 

(F=122.1, 53.84, 28.66 and 32.27, P<0.001, respectively) and intensity was the 
highest in “edema” and “necrosis” (F=11.00 and 7.675, P<0.001,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Robustness of radiomics feature in different ROIs derived from multi-

parametric and multi-regional MRI was comparable. This indicated that otherness of 

feature robustness in different ROIs showed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to 

optimize radiomics application in clinic. 

 

 
EP-3507 

磁共振波谱成像诊断前列腺癌价值的 Meta 分析 

 
马文婷,黄刚 

甘肃省人民医院 730000 

 

 目的：系统评价磁共振波谱成像（MRS）对前列腺癌的诊断价值，分析 MRS场强和线圈对诊

断准确性的影响。方法：检索 PubMed、EMBASE、Cochrane Library、Web of science、维

普、万方、CNKI、CBM获取并筛选符合标准的文献，依据 QUADAS-2对纳入文献进行质量评价

并提取数据。Stata12.0计算合并敏感度、特异度、阳性似然比、阴性似然比、诊断比值比，

绘制 SROC曲线，计算曲线下面积。结果：纳入 16篇文献（英文 8篇，中文 8篇）,共 17组数

据，均以病人为分析单位。Meta分析结果显示，数据间存在较大的统计学异质性

(P=0.000,I2
=90.5%)，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合并数据，MRS诊断前列腺癌敏感度 0.82(95％CI 

0.75～0.87)，特异度 0.82(95％CI 0.76～0.87)，+LR 4.67(95％CI 3.51～6.19)，-LR 0.22 

(95％CI 0.16～0.30)，DOR 21.33(95％CI 14.02～32.47)，验前和验后概率分别为 20%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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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AUC为 0.89。由于异质性较大，采用 Meta-Disc进行 Meta回归判断异质性来源, 结果显

示异质性可能来源于检查方法的不同（P=0.0710<0.1）。根据检查方法进行亚组分析，3.0T

腹部线圈诊断准确性（SE：0.88、SP：0.87、DOR：49.71、AUC：0.94）均高于 1.5T直肠内线

圈及 1.5T腹部线圈（P＜0.05）。结论：MRS作为无创性方法诊断前列腺癌有较高的敏感度和

特异度，临床上使用高场强 MRS比直肠内线圈更能提高诊断准确性。 

  

 

 

EP-3508 

数字 MRI 图谱的开发及应用 

 
汪红志 

华东师范大学 200216 

 

 

目的：目前国际上的虚拟人项目，图谱是其基本功能之一，但只局限于原始扫描的图像范围和

类型；针对现有纸质版 MRI 图谱的图像权重单一、数量有限、断面固定的问题，提出了一种可

视 MRI数字人的构建方法，可用于人体断层影像解剖学的教学需求，临床 MRI技师用于不同权

重图像的训练，以及 MRI医师诊断时用作图谱 比对，以及也可用于肿瘤放射治疗或手术治疗

计划的定位评估。 

方法：采用虚拟 MRI扫描技术扫描数字人体（包括正常人体或典型疾病人体）；具体包括第一

步，对正常人体采用 T1 mapping ，T2 mapping 和 PD mapping 技术对各部位进行薄层扫描，

得到容积内每个体素的 T1，T2和 PD值，形成一个多维数据矩阵，即虚拟数字人；第二步，以

虚拟数字人为扫描样本， 采用虚拟 MRI数据采集和图像重建技术，得到可视 MRI人体图像；

虚拟 MRI数据空间是一个四重积分表达式：不同的序列其 kM0不同。 

结果：可得到标准人体不同权重的任意断面 MRI图像，包括 T1WI、T2WI、PdWI、T1Flair 、

T2Flair 、STIR以及任意权重的图像； 

结论：该图谱可实时得到任意断面、任意权重的人体各部位正常或典型疾病的 MRI图谱，可用

于人体断层影像解剖学和 MRI影像诊断学的教学培训，从 MRI图像视角进行人体解剖学习，基

于不同对比度的人体结构认识。同时可用于临床诊断的比对参考，取代现行纸质版的 MRI 图

谱；还可用于肿瘤放射治疗或手术治疗计划的定位评估； 

 

 

EP-3509 

乳腺单纯肿块型病变 SVM 分类模型与深度学习分类模型的诊

断效能对比研究 

 
何子龙,陈卫国,曾辉,徐维敏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510515 

 

目的：利用乳腺单纯肿块型病变 DBT图像建立 SVM分类模型及深度学习分类模型，对比分析两

种分类模型诊断效能，评价两种学习模型对乳腺单纯肿块型病变的良恶性鉴别能力。 

方法：回顾性收集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2016年 1月-12月间，经组织病理学确诊、行乳腺

DBT检查患者，共 137例。经纳入与排除标准筛选后，共 136例纳入研究。将 136例病例提取

中心图层前后 20层，总 5440 幅图。由 3位高年资乳腺诊断医师诊断肿块位置及边缘，并进行

勾画、标记。再将勾画完成图像随机抽取，组合，分为 10个组别。选出 9个组别使用 MATL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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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2015b，根据非线性支持向量机（SVM）及基于卷积神经网络模型的深度学习模型核心函数构

建分类模型。最后，将剩余的 1组病例作为测试组，进行验证。获取模型的 ROC曲线及其 AUC

值、敏感度、特异度及准确性，比较两种分类模型之间的差异。 

结果：SVM分类模型进行 10 次交叉验证后，AUC值为 0.86，平均敏感度最高为 0.61，平均特

异度最高为 0.91，平均准确性最高为 0.80。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深度学习模型进行 181次卷

积后，模型 AUC值为 0.76，平均敏感性最高为 0.71，平均特异性最高为 0.71，平均准确性最

高为 0.71。 

结论：对于乳腺单纯肿块型病变在单纯图像提取构建分类模型上，大数据的基础上 SVM分类模

型较深度学习分类模型略为有优势，但仍需通过不断增加样本量及数据量进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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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黑色素瘤是最具侵袭性和危及生命的皮肤肿瘤，我们通过对黑色素瘤表达芯片进行生物

信息学分析，找到在黑色素瘤发生和转移中的关键 lncRNA，为探索黑色素瘤发生和转移的分

子机制提供理论基础，为特异性分子靶点的个体化治疗提供参考。 

方法 我们通过搜索 GEO公共数据库的基因芯片数据集，最终筛选出 GSE15605作为测试集，

GSE7553作为验证集。通过 R软件系统分析黑色素瘤基因表达谱芯片数据，进行数据预处理、

标准化，使用非配对 t检验统计方法筛选差异表达 lncRNA 和 mRNA，并进行 GO，KEGG分析，

通过 Metlab软件及 Cytoscape软件构建 lncRNA-mRNA网络图，使用 TCGA数据库的临床样本信

息进行生存分析。 

结果（1）在三个对比组（原发黑色素瘤与正常皮肤，转移黑色素瘤与正常皮肤以及转移黑色

素瘤与原发黑色素瘤）中，分别有 178，295，和 48个 lncRNA 和 847，1758，和 295个 mRNA

异常表达，最终得出 15个 lncRNA和 144个 mRNA与黑色素瘤的发生和转移显著相关。（2）我

们进行 GO分析和 KEGG通路分析预测了差异 mRNA的功能。（3）通过构建 lncRNA-mRNA共表达

网络，预测出 5个潜在的核心 lncRNAs，分别是 RP11-164P12.4，TINCR，U47924.27，RP11-

532F12.5和 LINC00888。（4）通过利用 TCGA的样本进行生存分析，我们发现 U47924.27 低表

达与黑素瘤患者的较差预后显著相关。 

结论 （1）成功筛选出与黑色素瘤的发生和转移显著相关的 15个 lncRNA和 144个 mRNA，为

下一步实验室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2）筛选出 5个核心 lncRNA，进一步的生存分析证实，

U47924.27的低表达与黑素瘤患者的较差预后显著相关。我们的研究结果揭示了在黑色素瘤肿

瘤发生和转移中潜在的 lncRNAs，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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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级别胶质瘤及病理分型的基因表达谱荟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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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 2016 版分类标准结合分子学特征和病理表现对胶质瘤进行分类，我们通过对低级

别胶质瘤相关的芯片进行荟萃分析，筛选出与低级别胶质瘤及不同病理分型相关的潜在靶向标

志物，为探索低级别胶质瘤的分子机制提供理论基础，为特异性分子靶点的个体化治疗提供参

考。 

材料与方法：我们使用 INMEX 对 8个独立的芯片数据集进行荟萃分析，并对差异基因进行 GO

功能注释、KEGG信号通路分析及网络荟萃分析，筛选出低级别胶质瘤潜在靶向基因，通过

TCGA数据库，我们对潜在靶向基因进行了表达验证，并进行了生存分析，最后我们搜集了 6

例低级别胶质瘤及 6例正常脑组织标本对潜在差异基因进行免疫组化检测。 

结果：（1）我们筛选出的 8块低级别胶质瘤芯片共包括 291个低级别胶质瘤和 83个对照脑组

织，使用 INMEX软件进行荟萃分析，发现低级别胶质瘤与脑组织相比，共有 708个差异表达基

因，包括 385个上调基因和 323个下调基因。进一步我们筛选出具有两种病理分型（星形细胞

瘤和少突胶质细胞）的 5块芯片进行差异分析，发现 497个差异基因（222个上调基因和 275

个下调基因）。（2）功能注释得出一系列与肿瘤发生发展有关的信号通路。（3）基于网络的

荟萃分析得出 FN1和 APP为低级别胶质瘤的关键枢纽基因。（4）通过 TCGA数据库中低级别胶

质瘤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我们验证了 6个关键基因（SPARC，MTHFD2，PTPRZ1，RBP4，

CCKBR，STX1A）的表达情况，并发现 HIP1R的高表达与总生存期增加显著相关（P＝

0.0010），而 TBXAS1的高表达与总体生存降低显著相关（P＝0.0031）。（5）进一步免疫组

化验证显示 MTHFD2和 SPARC 在低级别胶质瘤中阳性表达，而 RBP4在低级别胶质瘤中阴性表

达。 

结论：我们的研究结果揭示了一系列低级别胶质瘤中诊断和治疗的潜在分子生物学标记，为未

来研究提供了丰富而新颖的基因资源库。 

 

 

EP-3512 

Computerized Clinical Target Volume for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with a Rule-based Machine 

Learning Method from Massive Dataset 

 
Li Fu

1
,Yu Sha

1
,Lin Li

2
,Ying Sun

2
,Lu Yao

1
 

1.School of Data and Computer Science， Sun Yat-Sen University 

2.Sun Yat-Sen Unviersity Cancer Center 

 

 

Purpose: Intensity modulated radiotherapy (IMRT) is the mainstay treatment for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NPC). A key step of IMRT is the precise determination of 

Clinical target volume (CTV) of NPC. Accurate determination of CTV assists 

radiotherapists to define the radiation dose and the range of exposure, impro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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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icacy and reducing toxicity in IMRT. It is noteworthy to point out that the 

manmade delineation of CTV is time-consuming with about 4-6 hours/case in 

practical, for an initial treatment plan. Meanwhile, the manmade results are 

relatively subjectivity depending on doctors’ clinical experiences. Our purpose 

is to develop an automated model based on rule knowledge learned from massive 

dataset to predict the CTV of NPC accurately. 

Method and Materials: To establish the prediction model, we collected 1,000 new 

histologically-confirmed NPC patients with IRB approval. One patient’s treatment 

planning computed tomography (CT) scan was selected as template where Gross tumour 

volumes (GTV) were calculated and uniformly registered on. CTV1 and CTV2 which 

represent high-risk CTV and low-risk CTV (10% and 5% invasion probability 

respectively in clinical) are assigned by radiologists as the reference standard. 

Our prediction model uses rule-based machine learning method from large dataset to 

obtain rules revealing spread trend among tiny tissues. Then a new markov graph 

model is employed in simulating three-dimensional tumor expansion, which can 

accurately compute tumor invasion probability for CTV assessment. For model 

evaluation, 100 CTV of NPC patients with five radiotherapists’ manual delineation 

CTV results are independently collected. Dice similarity coefficient (DSC) is used 

to compare computerized model with the reference standard. 

Results: In current clinical practice, the determination time of CTV is between 

4-6 hours per case while our automated tool took less than 1 minutes to determine 

the CTV. DSC between computed CTV and experts’ CTV were 0.89 ± 0.031 and 0.90 ± 

0.020 for CTV1 and CTV2, indicating high similarity. Meanwhile the average DSC 

among radiologists is 0.90 ± 0.012. 

Conclusion:Assessment of CTV for NPC patients is time consuming in current 

clinical practice. Our model is potentially useful for NPC treatment as well as 

for model-based prognostic prediction and can be easily used for other types of 

tumor. This automated tool significantly reduced the assessment time for CTV of 

NPC by 48-72 times compared to clinical doctor and the estimated CTV from computer 

is comparable with radiologists’ manual results, providing a more objective way 

for CTV determination. 

  

 

 
EP-3513 

正常胰腺 GE Revolution CT 一站式灌注增强 

成像定量分析及应用研究 

 
池萌,万娅敏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研究正常胰腺灌注图像及灌注参数,对正常胰腺 GE Revolution CT 灌注成像扫描进行

评估。方法：对 200例正常胰腺患者,行 GE Revolution CT 胰腺平扫及一站式灌注增强扫描,

扫描后图像传入后处理工作站,应用 Perfusion 4D软件,测量胰腺局部血流量(BF)、血容量

(BV)、平均通过时间（MTT）、表面通透性（PS）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对胰头、胰体、胰尾灌

注参数进行统计学分析。绘制胰腺时间-密度曲线,对胰头、胰体及胰尾强化峰值时间、强化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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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CT 值进行测量。结果：200例正常胰腺,胰头、胰体以及胰尾 BF 、BV、MTT、PS均值分别

为(126.09±30.83)、(121.72±31.50)、(117.65±30.42)mL·100 g-1·min-1； 

(30.83±19.07)、(29.39±19.38)、(29.82±19.22)mL/100 g； (7.74±2.35)s、

(8.01±2.17)s、(7.56±2.23)s； (13.68±4.99)、(14.01±3.79)、(14.32±3.56)mL/（100 

g.min）；其中胰头、胰体以及胰尾部 3部分 BF、BV、MTT、PS之间无统计学差异。强化峰值

时间平均值为(28.72±4.52)s,胰头、胰体以及胰尾分别为(28.02±5.34)s、

(27.40±4.36)s、(27.34±4.57)s；胰腺平扫平均 CT 值为(40.83±9.88)HU,胰腺平均强化峰

值 CT 值为(98.46±19.12)HU,胰头、胰体以及胰尾分别为(96.73±19.71)HU、

(98.45±17.52)HU、(99.69±18.17)HU。结论：胰头、胰体以及胰尾之间 BF、BV 、MTT、PS

灌注参数均匀一致；胰腺平均强化峰值时间为(28.72±4.52)s；强化峰值 CT 值为

(98.46±19.12)HU。 

  

 

 

EP-3514 

阿尔茨海默病数据存储管理系统的创建与应用 

 
王筝,刘颖,袁慧书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00191 

 

目的： 通过统一数据标准、规范数据上传流程, 建立阿尔茨海默病（AD）患者标准影像数据

和规范报告、资源共享，高效利用 AD影像数据研究平台，提供基础大数据和开放创新研究平

台。 

方法：采集 AD患者脑核磁数据，并对所有影像数据进行标准化，包括 T1序列及脑功能序列如

ASL，bold等扫描数据，并从全脑扫描数据中提取 AD的感兴趣脑区（如颞叶、岛叶、扣带回

等脑区）的数据，基于 PACS 影像平台及影像教学系统存储与备份 AD影像数据及规范化报告，

实现数据中心统一存储与管理。 

结果：建立规范的 AD影像数据研究平台，开发完成病例的登记系统，图像和报告的导入及存

储系统，实现 AD病例信息采集和追踪随访的网络化平台，满足多种操作系统下的远程数据访

问。在此基础上进行 AD疾病的影像学科研及教学活动，对 AD影像数据进行标准化诊断研究，

制定 AD影像学诊断标准化知识库体系。 

结论：AD影像数据研究平台的建立为规范 AD影像诊断提供依据,为医疗和健康管理服务提供

技术支撑。下一步将通过对 AD患者影像数据分析实现对老年人群 AD高危个体的早期影像筛

查，从而实现早诊早治,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和预后，为进一步开展脑疾病的早期精准防治技

术研究提供精准的影像学基础。 

  

 

 
EP-3515 

Visually AcceSAble Rembrandt Images Assessment 

features predict  GBM recurrence patterns 

 
Du Xuesong,Zhang Weiguo 

Thir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isity， Daping Hospital 400042 

 

Purpose  To estimate Visually AcceSAble Rembrandt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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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ssment (VASARI) features in predicting GBM recurrence patterns. 

Methods  Sixty five patients suffered GBM recurrence were included. Pre-surgery 

MRI and survival data were collected retrospectively. Semantic features were 

extracted using the VASARI feature-set criteria by three experienced neuro-

radiologists independently. Recurrence patterns were defined as “local” and 

“distant” with enhanced T1WI at the time recurrence was proven. Survival 

analysis was done using the Kaplan-Meier analysis. 

Results  Patients’ recurrence were proven either by pathology or by the RANO 

criteria. Patient number of “local” was 49 (71.1%), while “distant” was 16 

(28.9%). Clinical data such as age, Ki-67 and KPS, show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two groups. Semantic feature based on VASARI set indicated that 

tumor necrosis (F7), definition of the non-enhancing (F13), cortical involvement 

(F20), extent of resection of enhancing tumor (F26) and extent resection of nCET 

(F27) show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unique recurrence patterns. Results 

revealed PFS was much longer when tumor necrosis ratio was low and patients 

suffered cortical involvement survived a shorter PFS and so it did in F26 and F27 

subgroups. 

Conclusions  VASARI features could predict GBM recurrence patterns and these 

features were associated with patients’ PFS. 

 

 
EP-3516 

MR 纹理分析在鼻咽癌复发预测中的初步研究 

 
肖翔

1
,许乙凯

1
,张潇

2
,钟丽明

2
,阳维

2
,吴元魁

1
,陈曌

1
 

1.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2.南方医科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院 

 

目的：分析鼻咽癌患者的 MR纹理特征，探讨基于 MR纹理分析的放射组学模型在鼻咽癌复发预

测中的价值。 

方法：纳入 85例经病理确诊的鼻咽癌患者，并分为复发组（35例）和无复发组（50例）。图

像纹理分析步骤如下：（1）从 PACS系统导出患者治疗前的鼻咽部 MR图像；（2）在 ITK-

SNAP软件中导入轴位 T1WI 增强及 T2WI平扫图像，手动勾画鼻咽部肿块；（3）偏移场校正和

灰度归一化处理；（4）提取图像的 4种非纹理特征和 43种纹理特征，并选择纹理提取参数；

（5）采用特征向量中心度量（EC）算法和基于凹最小化特征选择（FSV）算法进行纹理特征选

择，采用 Bootstrap方法和随机森林算法对选择的特征进行分类预测，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

线比较 EC算法和 FSV算法的预测效果；（6）建立放射组学模型，评估预测效果。本研究临床

资料的统计使用 SPSS 20.0 软件包进行，MR纹理分析的统计采用相关的机器学习法在

MATLAB2015a工作站进行。 

结果：（1）复发组和无复发组之间年龄、性别和临床分期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2）

FSV算法对鼻咽癌复发的预测效果明显优于 EC算法。（3）对 T1WI增强图像，采用 FSV算法

并选择 20个特征组合时，预测效果最好，AUC为 0.866，灵敏度为 75.10%，特异度为

86.56%。对 T2WI平扫图像，采用 FSV算法并选择 15个特征组合时，预测效果最好，AUC为

0.843，灵敏度为 73.49%，特异度为 83.11%。（4）采用 FSV算法并将 T1WI增强图像 20 个特

征和 T2WI平扫图像 15个特征相结合时，对鼻咽癌复发的预测效果为本研究的最佳预测结果，

AUC为 0.878，灵敏度为 75.73%，特异度为 8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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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基于 MR图像的纹理分析能够有效地对鼻咽癌进行复发预测，提示 MR纹理特征可作为预

测鼻咽癌复发的成像生物标志物，表明放射组学有望成为鼻咽癌早期预后评估的新技术。 

 

 

EP-3517 

MRI-based radiomics nomogram for predicting overall 

survival in patients with head and neck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Yuan Ying,Ren Jiangliang,Li Xiaoxia,Shi Yiqian,Tao Xiaofeng 

Shanghai Ninth People's Hospital，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00011 

 

Purpose: To develop a MRI-based radiomics signature as well as radiomics nomogram 

for predicting prognosis in patients with head and neck squamous cell carcinomas 

(HNSCC). 

Experimental Design: A radiomics signature was generated upon features derived 

from T2-weighted (T2W) MR images. Least absolute shrinkage and selection operator 

(LASSO) regression was applied for feature selection. The potential association of 

the radiomics signature with overall survival (OS) of patients was assessed. 

Multivariable Cox proportional hazards model was also performed to identify 

independent predictors from radiomics signature and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including gender, age, smoking, alcohol using, and stage. A radiomics nomogram 

incorporating the radiomics signature and the independent clinical predictors was 

then constructed. The incremental value of the radiomics signature was assessed 

with respect to discrimination, calibration, and clinical usefulness. 

Results: A total of 170 patients with HNSCC were included (training cohort: n = 85; 

testing cohort: n = 85). The radiomics signature, which consisted of seven 

selected features,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survival of patients (P < 
0.0001 for training cohort, P = 0.0013 for testing cohort). The radiomics 
signature and stage were proved to be independently associated with OS of HNSCC 

patients, which therefore were incorporated to generate the radiomics nomogram. In 

the training cohort, the radiomics nomogram showed a better discrimination 

capability (C-index: 0.76), than stage (C-index: 0.63; P = 0.005 for comparison). 
In the testing cohort, a better discrimination ability was also observed in 

radiomics nomogram (C-index: 0.72) than stage (C-index: 0.61; P = 0.01 for 
comparison). The calibration curves of the nomograms demonstrating good agreement 

between the estimation upon the radiomics nomogram and actual observation. The 

decision curve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the radiomics nomogram had a higher overall 

net benefit than the traditional staging system. 

Conclusions: MRI-based radiomics signature is independently predictive of OS in 

HNSCC patients. Radiomics nomogram potentially improved clinical prognostic 

ability for HNSCC patients, providing a non-invasive way to quantifying imaging 

features and monitoring patient prognosis in clinical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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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518 

Characterization of Portal Vein Thrombosis 

(Neoplastic Versus Bland) Using CT Images Texture 

Analysis and Random Forest: Preliminary Study 

 
Feng Zhichao,Zhu Wenwei,Rong Pengfei,Wang Wei 

The Third Xiangya Hospital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410013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diagnostic performance of CT images texture analysis 

combined with random forest to differentiate neoplastic from bland portal vein 

thrombosis (PVT) on portal venous phase. 

Methods: 88 patients with PVT who underwent contrast-enhanced CT scan were 

included at our institution in this retrospectively study, with the pathological 

or imaging findings during follow-up as reference standard. Assessment of PVT was 

performed by estimation of a set of predefined CT texture features (including mean, 

median, 10
th
, 25

th
, 75

th
, and 90

th
 percentile of grey-level attenuation, skewness, 

kurtosis, variance, energy, entropy, contrast, correlation and homogeneity) to 

quantify heterogeneity using CT Kinetics software on portal venous phase images. 

The 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ICC)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inter-

observer agreement. Random forest method was used to construct a predictive model 

to classify the PVT using above quantitative parameters, and ROC curves were used 

to identify accuracy of the prediction model. 

Results: Of the 88 patients, 40 neoplastic thrombi and 48 bland thrombi were 

identifed on the images. The inter-observer agreement was good to excellent for 

the texture features (ICC range, 0.686–0.859). The area under the ROC curve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for the validation and total dataset were 0.918 (87.50%, 

92.31%), 0.979 (95.00%，97.92%), respectively, of the random forest prediction 

model. And the energy, entropy and 90
th
 percentile were the most discriminative CT 

texture analysis parameters to differentiate neoplastic from bland thrombus. 

Conclusion: CT images texture analysis on portal venous phase, in conjunction with 

random forest model, can facilitate the accurately characterization of PVT. 

 

 
EP-3519 

基于 MSCT 图像纹理分析的随机森林模型鉴别 

门静脉癌栓与血栓的价值 

 
刘倩云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410013 

 

 

目的 探讨基于 MSCT图像纹理分析的随机森林模型对门静脉癌栓与血栓的鉴别诊断价值。 

方法 回顾性收集在我院行肝脏多期增强 CT扫描的 88例存在门静脉栓子（PVT）的患者，最终

根据病理结果或影像学表现诊断为癌栓或血栓，利用 CT Kinetics软件对门脉期图像进行纹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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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建立基于病灶纹理特征的随机森林模型，通过 ROC曲线分析评估其鉴别效能，并采用组

内相关系数（ICC）评价观察者间一致性。 

结果 在 88例患者中，40例存在门静脉癌栓，48例存在门静脉血栓。两组患者年龄、性别的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而是否合并肝硬化、肝癌和 AFP阳性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P均<0.05）。基于 PVT 纹理特征的随机森林模型鉴别验证样本、总样本内癌栓和血栓的

ROC曲线下面积（敏感度、特异度）分别为 0.918（87.50%，92.31%）、0.979（95.00%，

97.92%），准确度图和基尼图显示能量、熵及第 90百分位数灰度值是鉴别门静脉癌栓和血栓

的前 3项重要纹理特征。这 3项纹理特征 ICC分别为 0.781，0.893和 0.857 

结论  基于 MSCT门静脉期图像纹理分析的随机森林模型能准确地鉴别门脉癌栓与血栓。 

 

 
EP-3520 

MSCT 对先天性肺静脉闭锁的诊断价值 

 
杨利新,段晓岷,彭芸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背景—先天性肺静脉闭锁(pulmonary vein atresia，PVA)是非常罕见的先天性疾病，具有很

高的发病率和死亡率[1]，其可单独发生，也可合并其他先天性心脏病[2-5]，有时缺乏特异的

临床表现，该病变随患儿年龄增大而进展，大多数病例可表现为婴幼儿期的反复肺部感染或咯

血，症状轻重与肺静脉受累数目相关，可累及一支或多支肺静脉，单侧肺静脉受累多见，疾病

晚期可合并肺动脉高压[6]。 

诊断先天性肺静脉闭锁主要依据影像学检查，如胸片、胸部 HRCT、超声心动、血管造影、核

医学等，MSCT及其后处理图像既可清楚直观地显示肺静脉闭锁的盲端，亦可显示肺静脉闭锁

的间接征象，对肺静脉闭锁能够进行明确诊断。本文就 MSCT对先天性肺静脉闭锁的诊断价值

进行简要概述。 

方法—回顾性分析 22例临床诊断先天性肺静脉闭锁患儿的薄层 CT增强图像，在工作站进行多

平面重组（MPR）、最大密度投影（MIP）和容积再现（VR）等后处理资料，观察肺静脉闭锁的

位置、类型及合并的心脏畸形、气管异常，并结合其他影像学检查，如胸片、胸部高分辨率

CT（HRCT）、超声心动及造影等，分析先天性肺静脉闭锁的影像学特点。 

结果—22例患儿共有 40支肺静脉受累，单侧肺静脉闭锁 17例，单支肺静脉闭锁 4例，双侧

单支肺静脉闭锁 1例；22例患者共 15例胸片检查，均有异常表现；8例行超声心动检查，3

例未发现明显异常，3例呈先天性心脏病术后改变,1例患儿左房、左室、右室大，三尖瓣反

流，肺动脉瓣反流,1例表现为二尖瓣狭窄；1例行造影检查，证实其单侧肺静脉闭锁；22例

患儿中，合并先天性心脏病的共 7例。22例患儿中有 3例合并患侧支气管纤细。 

结论—MSCT作为一种无创性检查方式，是诊断先天性肺静脉闭锁的首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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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521 

急性症状性颅内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易损性的一阶放射组学研

究 

 
史张,李晶,田霞,张雪凤,彭雯佳,陈录广,蒋涛,刘崎,陆建平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200433 

 

目的 本研究通过比较颅内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形态学及直方图纹理特征的差异，进一步分析

急性症状性斑块的特征。 

方法 2016年 1月至 2017年 1月对可疑脑卒中患者及部分体检者进行颅内动脉管壁 HR-MRI。

用 CMRTools及 ImageJ14.0 软件测量各个序列上病变最狭窄处斑块的特征值。采用 logistic

回归模型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133例受试者（平均年龄 58.5±11.4 岁），61例患者的斑块来自大脑中动脉，而 72例

斑块来自基底动脉。单因素分析显示颅内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在急性症状组与无症状组的比较中

有 2个形态学特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分别为 MLA（P<0.001）和 IPH（P=0.001）；而直方图

分析表示，在 T1WI上急性症状性斑块与无症状性斑块的直方图特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他们

包括面积（P=0.002）、均数（P=0.048）、标准差（P=0.017）、最小值（P<0.001）、中位数

（P=0.019）和 CV（P<0.001），但在 T2WI及 T1WI增强序列中直方图特征并没有统计学差

异。多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斑块的 MLA（OR=1.301; 95%CI，1.036-1.633）、IPH

（OR=12.440; 95%CI，1.551-99.780）和 CV（OR=3.476; 95%CI，1.513-7.985）是脑血管事

件发生的危险因素。ROC曲线显示三个特征结合起来共同评判斑块易损性时，其曲线下面积可

达 0.801。 

结论 在非增强的 T1WI上定量直方图纹理分析法可以用来鉴别急性症状性颅内动脉粥样硬化斑

块与无症状性斑块，而且直方图分析法较之前的形态学分析法对斑块易损性的判别有更高的价

值。 

 

 
EP-3522 

Identification of high-risk plaque features in 

intracranial atherosclerosis: initial experience 

using high-resolution MRI with a quantitative 

radiomics approach 

 
shi zhang

1
,Zhu Chengcheng

2
,Tian Xia 

1
,Chen Luguang

1
,Zhang Xuefeng

1
,Lu Jianping

1
,Jiang Tao

1
,Liu Qi

1
 

1.Changhai Hospital Affiliated to Secon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2.Department of Radiology and Biomedical Imaging， UCSF， San Francisco 

 

Background and Purpose: Intracranial atherosclerotic disease (ICAD) as a major 

etiology of ischemic cerebrovascular events worldwide. High-resolution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HR-MRI) has been used to characterize vulnerable intracranial 

plaque. This study aims to evaluated a quantitative radiomic approach including 

texture analysis based on HR-MRI to differentiate acute symptomatic basilar artery 

plaque from chronic/asymptomatic plaque. 

Materials and Methods: 94 patients with basilar artery stenosis underwent HR-MRI 

between January 2014 and December 2015. Patients were scaned by T1 and T2 weigh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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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ing, and T1 post-Gd contrast injection (T1+C). The stenosis value, plaque 

area/burden, lumen area, intraplaque hemorrhage (IPH), contrast enhancement ratio 

and 94 quantitative radiomics features were extracted and compared between 

acute/sub-acute and chronic/asymptomatic patients. Multi-variant logistic analysis 

and random forest model 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 diagnostic performance. 

Results: IPH and enhancement ratio were independently associated with acute 

symptoms (odds ratio [OR] = 6.541, 95% CI, 1.396-30.644 and OR=9.028, 95% CI, 

1.045-78.023, respectively). Radiomics features (Table1&2) in T1 and T1+C images 

were associated with acute symptoms, but the features in T2 images were not. The 

combined IPH and enhancement ratio had an area under curve (AUC) of 0.700 for 

identifying acute symptomatic plaques, and the combined T1 and T1+C radiomics 

approach had an significantly higher AUC of 0.940. Combination of all features 

reached an AUC of 0.950, with sensitivity of 87.5% and specificity of 91.8%, and 

accuracy of 86.0%. (Figure1) The average ICCs for the two reviewers in measuring 

the radiomics features (only the independent features were included) were 0.78 for 

T1 images, and 0.58 for T1+C images, which were fair to good. 

Conclusion: Radiomic analysis of basilar artery plaque texture on HR-MRI 

accurately distinguished between acute symptomatic and chronic/asymptomatic plaque. 

The greatest accuracy was achieved by combining radiomic features with assessment 

of intraplaque hemorrhage and plaque enhancement. 

 

 
EP-3523 

扩散峰度成像定量参数直方图分析在前列腺癌的应用研究 

 
汪香玉

1
,覃涛

2
,涂宁

1
,王科

1
,邢芬

1
,王攀英

1
 

1.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2.三峡大学仁和医院 

 

目的 探讨扩散峰度成像（diffusion kurtosis imaging，DKI）定量参数直方图

（Histogram）分析在前列腺癌诊断和分级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有完整前列腺 MR-

DKI检查的 120例患者，其中病理证实为前列腺癌 67例，前列腺增生 53例。基于非高斯分布

DKI模型和单指数模型计算得到 Dapp 、Kapp以及 ADC。采用组内相关系数（ICC）分析 2 名医师

测量结果的一致性；分别对前列腺癌灶与增生灶及低级别（Gleason≤6）与高级别

（Gleason≥7）前列腺癌灶 ADC值、Dapp与 Kapp直方图分析参数行独立样本 t-检验；采用 ROC

曲线分析直方图参数诊断效能，Spearson相关分析直方图参数与 Gleason评分间的相关性。

结果 在 67例前列腺癌中有 90个癌灶 ROI，其中低高级别癌灶比例 37：53。2名医师测得两

组各参数值一致性良好（ICC>0.75）。前列腺癌和增生灶、高低级别癌灶直方图定量参数中，

除 Kapp偏度值无统计学意义，其余参数值（中位数、平均值、标准差、偏度及峰度值）均有统

计学差异（P值均<0.05）。在前列腺癌与增生结节及高、低级别癌灶比较中，除 ADC值、Dapp

与 Kapp偏度及峰度诊断效能较低外，ADC值、Dapp与 Kapp的中位数、平均数和标准差均有较好诊

断效能（AUC范围分别在 0.558-0.985,0.669-0.905）。另外， ADC，Dapp及 Kapp中位数、平均

值、标准差，Dapp偏度和 Kapp峰度与 Gleason评分均具有较好相关性（r值在 0.51-0.80 之间，

P值均<0.05）。结论 基于非高斯分布高 b值 DKI模型有助于前列腺癌的诊断及分级评价。Kapp

值能定量评估前列腺癌组织微观结构的复杂性。直方图分析能发现不同病种间的细微差异，能

更准确地描绘肿瘤异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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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524 

椎间盘真空征在 CT 图像上的影像学表现 

 
郑辉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430022 

 

目的：椎间盘真空征在临床上并不少见，笔者根据日常生活中收集的 47例椎间盘真空征表现

进行探讨。 

方法：本组病例来源于我科 2016年 10月~2017年 5月，共 47例椎间盘真空征现象，男 28

例，女 19例，男女比例约 1：0.7。年龄 25~73岁，平均 55岁。25~40岁 6例，占 12.77%，

40~50岁 8例，占 17.02%，50岁以上 33例，占 70.21%。采用 CT机为美国 GE 750HD ,常规平

行扫描，体位采用仰卧位，特殊患者可考虑仰卧屈膝位。扫描条件 550mA，120KV,自动曝光技

术，层厚层间距 3x3mm，特殊情况加 2x2mm薄层扫描，可选择双窗摄片，骨窗窗宽 2000，窗位

650-700，软组织窗宽 300，窗位 60。 

结果：47例病例均伴随有不同程度的脊椎骨质增生和椎间盘膨出与突出，少数伴随有椎间隙

狭窄和韧带钙化现象，腰椎滑脱症 2例。真空区域 CT值大多数在—100~—300HU左右，个别

可高于 0~25HU以上。气泡中等偏大者多数呈不规则形，有少数表现为多边三角形、梭形或菱

形。气泡小者多数呈圆形或椭圆形。病灶边缘清，与周围组织分界明显。 

结论：椎间盘真空征发生后 100%合并有不同程度脊椎退行性改变， 同时可见不同程度的椎间

盘膨出与突出征象。同时，再次证实 CT检查是诊断椎间盘真空征的重要检查方式。 

 

 

EP-3525 

Advanced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Pre-treatment 

Prediction of Progression Based on Multi-Parametric 

MRI Radiomics   

 
Ouyang fusheng,Qiugen Hu 

Shunde Hospital，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528300 

 

We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potential of radiomic features of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to predict progression in patients with advanced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NPC). One hundred and thirteen consecutive patients (01/2007-07/2013) 

(training cohort: n = 80; validation cohort: n = 33) with advanced NPC were 

enrolled. A total of 970 initial features were extracted from T2-weighted (T2-w) 

(n = 485) and contrast-enhanced T1-weighted (CET1-w) MRI (n = 485) for each 

patient. We used least absolute shrinkage and selection operator (Lasso) method to 

select features that were most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the progression. The 

selected features were used to construct radiomics-based models and the predictive 

performance of which were assessed with respect to the area under the curve (AUC). 

As a result, eight feature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the progression of 

advanced NPC were identified. In the training cohort, a radiomic model based on 

combined CET1-w and T2-w images (AUC: 0.886, 95%CI: 0.815-0.956) demonstrated 

better prognostic performance than models based on CET1-w (AUC: 0.793, 95%CI: 

0.698-0.889) or T2-w images alone (AUC: 0.813, 95%CI: 0.721-0.904). These results 

were confirmed in the validation cohort. Accordingly, MRI-based radio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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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markers present high accuracy in the pre-treatment prediction of progression in 

advanced NPC.  

  

 

 
EP-3526 

Exploration and Validation of Radiomics Signature as 

an Independent Prognostic Biomarker in Stage III-IVb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Guo Baoliang,Qiugen Hu 

Shunde Hospital，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528300 

 

There is no consensus on specific prognostic biomarkers potentially improving 

survival of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NPC), especially in advanced-stage disease. 

The prognostic value of MRI-based radiomics signature is unclear. A total of 970 

quantitative features were extracted from the tumor of 100 untreated NPC patients 

(stage III-IVb) (discovery set: n = 70, validation set: n = 30). We then applied 

least absolute shrinkage and selection operator (lasso) regression to select 

features that were most associated with progression-free survival (PFS). Candidate 

prognostic biomarkers included age, gender, overall stage, hemoglobin, platelet 

counts and radiomics signature. We developed model 1 (without radiomics signature) 

and model 2 (with radiomics signature) in the discovery set and then tested in the 

validation set. Multivariable Cox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used to yield hazard 

ratio (HR) of each potential biomarker. We found the radiomics signature 

stratified patients in the discovery set into a low or high risk group for PFS (HR 

= 5.14, p < 0.001) and was successfully validated for patients in the validation 
set (HR = 7.28, p = 0.015). However, the other risk factors showed no 
significantly prognostic value (all p-values for HR, > 0.05). Accordingly, 

pretreatment MRI-based radiomics signature is a non-invasive and cost-effective 

prognostic biomarker in advanced NPC patients, which would improve decision-

support in cancer care.       

  

 

 

EP-3527 

多层螺旋 CT 在肺动脉联合下肢静脉成像中的应用 

 
沈莉 

南京市第一医院 210000 

 

 

摘要 目的：评价多层螺旋 CT肺动脉造影(MSCTA)及多种重建技术联合双下肢静脉扫描(CTV)在

肺栓塞(PE)及下肢静脉血栓诊断中的应用价值。方法：2015 年 8 月-2017 年 2 月 100 例经临床

怀疑 PE 患者经 MSCTA 检查，把 PE 和 DVT 的诊断分为 PE、非 PE 和不确定诊断；分别记录肺

动脉血栓 和 DVT 在各血管区的分布；测量急、慢性 PE 和 DVT 的血栓 CT 值；肺动脉分为 6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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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区。结果：1.42 例患者例(42％)诊断有 PE，22 例(22％)有 DVT，19 例合并 PE，5 例病人只

有 DVT 无 PE，CTVPA 比只作 CTPA 增加了 10％诊断率。2.42 例 PE 病人共检出 729 个血栓，平

均每人检出的血栓数为 16．2 个，4 例(8．9％)PE 局限于亚段或 5 级肺动脉，578 个(72．3％)

血栓位于亚段 或 5 级、6 级分支。急性 PE 的血栓 CT 值为 59±24HU(95％C-55～62HU)，慢性

PE 的血栓 CT 值为 53±15HU(95％Ch 42--61HU)，两者无显著性差异(p=O．302)。3.以病人为单

位，两医师诊断 PE 的一致率为 98．6％，Kappa 值为 0．96； 以血管区为单位，两医师诊断

PE 的一致率为 98．8％，Kappa 值为 0.94，两医师对 5 个血管区诊断的一致率和 Kappa 值分别

为 100％、1．0，99％、0．97，99％、 O．97，98．7％、O．94，98．6％、0．92。4.6 例

(60％)急性 PE 于治疗后复查 PE 消 失，5 例好转，1 例慢性 PE 抗凝治疗无变化，1 例慢性 PE

手术后 PE 消失。5. 24 例 DVT 的患者 CTV 共发现血栓 113 个，腹盆腔静脉血栓共 35 个(31

％)，股静脉．胭静脉段血栓 42 个(37％)，小腿静脉血栓 36 个(32％)。2 例(9％)患者 的 DVT

局限于腹盆腔静脉。结论：MSCTA 联合 CTV 诊断肺动脉栓塞及下肢静脉血栓具有重要价值。 

 

 

EP-3528 

Radiomic Machine-Learning Classifiers for Prognostic 

Biomarkers of Advanced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Zhang Bin,Shuixing Zhang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jinan university 510632 

 

We aimed to identify optimal machine-learning methods for radiomics-based 

prediction of local failure and distant failure in advanced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NPC). We enrolled 110 patients with advanced NPC. A total of 970 

radiomic features were extracted from MRI images for each patient. Six feature 

selection methods and nine classification methods were evaluated in terms of their 

performance. We applied the 10-fold cross-validation as the criterion for feature 

selection and classification. We repeated each combination for 50 times to obtain 

the mean area under the curve (AUC) and test error. We observed that the 

combination methods Random Forest (RF) + RF (AUC, 0.8464 ± 0.0069; test error, 

0.3135 ± 0.0088) had the highest prognostic performance, followed by RF + 

Adaptive Boosting (AdaBoost) (AUC, 0.8204 ± 0.0095; test error, 0.3384 ± 0.0097), 

and Sure Independence Screening (SIS) + Linear Support Vector Machines (LSVM) (AUC, 

0.7883 ± 0.0096; test error, 0.3985 ± 0.0100). Our radiomics study identified 

optimal machine-learning methods for the radiomics-based prediction of local 

failure and distant failure in advanced NPC, which could enhance the applications 

of radiomics in precision oncology and clinical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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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529 

基于 CT 图像纹理分析评价结直肠癌肝转移新辅助治疗后疗效

的价值 

 
胡飞翔,童彤,彭卫军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200032 

 

目的: 探讨治疗前基线 CT门脉期图像的直方图分析预测结直肠癌肝转移患者疗效的价值。材

料和方法: 34名结直肠癌肝转移（Colorectal Liver Metastases，CRLM）患者，共计 132枚

病灶，经 FOFOX、FOLFIRI或 CapeOX方案化疗，所有患者均接受了至少两次常规腹部平扫加增

强三期 CT扫描，于化疗前 4周内行 CT基线扫描，在化疗开始后 2~3个月内行第 2次扫描进行

疗效评估。对患者的门脉期 CT图像进行直方图分析，依据实体肿瘤的疗效评价标准（RECIST 

Version 1.1）进行疗效评估，获得相应转移瘤的纹理参数进行统计学分析，比较缓解与非缓

解两组患者治疗前基线 CT直方图参数的差异。采用 ROC 分析法计算各参数预测缓解的曲线下

面积、灵敏度、特异度、阳性预计值、阴性预计值、准确度及截断值。由两位放射科医师达成

一致意见后画取感兴趣区。结果: 34例患者中，缓解组有 21例，非缓解组 13例。肝转移瘤

于门脉期 CT图像的纹理分析中缓解组的均值、方差、偏斜度和百分位数（10%，50%，90%，

99%）小于非缓解组，并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然而峰度值和 1%百分位数在鉴

别缓解与非缓解组时没有显著差异（p值分别为 0.769和 0.06）。90th percentile在截断值

为 167时具有较高的准确度（81.82%），并且此时的灵敏度、特异度、阳性预计值、阴性预计

值及曲线下面积分别为：74.42%,91.3%，96.65%,66.67%,0.854。结论: CT门脉期直方图分

析对于预测结直肠癌肝转移患者近期疗效具有潜在的价值。 

  

 

 
EP-3530 

基于多参数磁共振影像组学模型预测晚期鼻咽癌患者（III-

IVb 期）无进展生存期 

 
董羽颢,张斌,张璐,莫笑开,张水兴 

广东省人民医院 510080 

 

目的：探讨基于多参数磁共振影像组学（Radiomics）预测晚期鼻咽癌（III-IVb期）患者无

进展生存期（Progression-Free Survival，PFS）的可行性，并解析影像组学特征与临床数据

之间的相关性。材料与方法：本研究共纳入晚期鼻咽癌患者 118例，（训练集 n = 88例；测

试集 n = 30例）。收集临床资料包括年龄、性别、TNM分期、血红蛋白浓度、血小板计数、

随访时间等。收集每个病人的 MRI轴位 T2WI及 T1WI增强的 DICOM图像并绘制肿块感兴趣区，

使用 MATLAB 2014a软件提取包括大小、外形，强度，纹理及小波等组学特征。LASSO回归方

法用于筛选出与患者 PFS最相关的组学特征并计算每个病人的影像分数（Radscore）。根据

Radscore中位数将病人分为高风险和低风险组。通过 Kaplan-Meier生存分析比较相同及不同

亚组中低风险及高风险病人的 PFS。分别构建组学及临床列线图预测模型。此外，本研究还运

用热图探讨定量组学特征与临床资料之间的关联性。统计分析均使用 R软件。结果：本研究共

筛选出 8个与 PFS最强相关的特征。Radscore＋TNM分期的列线图预测鼻咽癌患者 PFS的效能

明显优于传统 TNM分期（C-index, 0.761 vs 0.514; p < 2.68 × 10
-9
）。Radscore＋临床资

料的列线图预测患者 PFS的效能明显优于单纯临床列线图（C-index, 0.776 vs 0.649; p < 
1.60 × 10

-7
）。Kaplan-Meier生存分析显示高风险病人的 PFS显著低于低风险病人的 PF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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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5）。热图显示所选组学特征与患者肿瘤分期具有相关性。结论：基于多参数磁共振影像

组学能够显著提高传统 TNM 分期及临床数据预测晚期鼻咽癌患者无进展生存期的效能。 

 

 

EP-3531 

影像组学的临床研究进展 

 
施奕倩,袁瑛,陶晓峰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200011 

 

影像组学是定量成像中新兴的领域，其概念为高通量地从放射影像如 CT、PET、MRI 的图像中

分析大量定量影像数据，提取并分析它们的特征。影像组学的步骤主要分为图像获取，确定感

兴趣区域，图像分割，提取特征，分析数据或结合其他数据来预测结果。最近，断层成像中影

像组学研究大量增加，目前认为，通过对图像的特征提取及分析可以一定程度反映患者肿瘤中

肉眼无法识别的异质性，提供了重要的表型信息，其潜在无创评估人体组织能力的特点更是大

量用于肿瘤诊断、治疗、监控及预测预后方面。在肺癌，头颈部癌症，结直肠癌，神经胶质瘤

等多种肿瘤中影像组学都得到了广泛研究，如对区分肿瘤的良恶性，确定临床分期，选择治疗

方案及预测生存率等方面都取得一定成果。影像组学以其快速、低成本、可重复、非侵入性及

广泛应用于临床的医学成像特点，提供了一个显著改善医疗决策支持的机会，带来极大的临床

影响，给精准医学尤其是肿瘤学的个体化医疗提供了新的视野。 

  

 

 
EP-3532 

基于双期增强 CT 的影像组学方法预测急性胰腺炎的复发 

 
陈勇

2,1
,张小明

2,1
 

1.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2.医学影像四川省重点实验室 

 

目的：基于双期增强 CT影像组学的方法予以鉴别复发型急性胰腺炎首次发作与非复发型急性

胰腺炎，以达到预测急性胰腺炎复发的目的。 

材料和方法：回顾性分析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和南充市中心医院 2010年 1月至 2017年 6月

101名复发型急性胰腺炎病人首次发作的临床资料及双期增强 CT图像，以 2013年 1月至 2015

年 6月 187名经严格随访确定为非复发型急性胰腺炎病人作为对照组，将所有病人以 70%的比

例随机分为训练组以及验证组。逐层勾画每名病人的动脉期及静脉期 CT胰腺全层图像，使用

重采样法进行图像预处理，基于密度直方图（Intensity Histogram）、纹理特征（Gray 

Level Cooccurence Matrix，GLCM灰度共生矩阵）、（Gray Level Run Length Matrix，

GLRM灰度游程矩阵）、形状（Shape）等计算影像组学特征，z-score标准化进行数据预处

理，采用 lasso回归进行特征压缩与选择，运用 logistic 回归进行建模分析。 

结果：动脉期及静脉期各自计算影像组学特征 694个（合并 1388个），经十折交叉验证

lasso回归选择后得到 13个影像组学特征，以此建立的 logistic回归模型预测准确性为

83.0%，训练组及验证组的 AUC值分别为 88.9%以及 84.6%。 

结论：基于双期增强 CT的影像组学方法可以鉴别复发型急性胰腺炎首次发作与非复发型急性

胰腺炎，影像组学可以用于预测急性胰腺炎的复发。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2574 

 

EP-3533 

基于 CT 影像组学预测可切除性食管鳞癌淋巴结转移-影像组

学模型的建立与验证 

 
谭显政

1
,粱长虹

1
,刘再毅

1
 

1.广东省人民医院 

2.湖南省人民医院 

 

目的：淋巴结转移是食管癌最重要的预后因子，目前缺乏有效地的方法术前精确诊断食管癌淋

巴结转移。影像组学的发展为定量评估肿瘤异质性及生物学行为提供了新的方法。本研究拟基

于 CT影像组学特征建立影像组学标签，探讨其在诊断淋巴结转移中的价值。 

材料和方法：：回顾性收集 230例有完整临床和 CT影像资料的食管鳞癌病例，其中 150例作

为训练组，80例为验证组。选择肿瘤动脉晚期增强图像，使用手动的方式勾画 VOI。基于肿瘤

体积（VOI）利用 Pyradiomics方法提取组学特征。共提取定量影像组学特征 1576个。采用

LASSO 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数据降维及建立影像组学标签（signature）。采用 Mann-

Whitney U 检验探讨影像组学标签与淋巴结转移的关系；使用受试者工作曲线（ROC）方法检

测影像组学标签的诊断能力。 

结果：基于 150例训练样本，构建了一个含有 5个影像组学特征的标签。在训练组和验证组

中，淋巴结转移组中的影像组学标签中位数均大于无淋巴结转移组（P均<0.05）。在训练组

中，影像组学标签诊断淋巴结转移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 73.7%和 57.4%, ROC曲线下面积

（AUC）为 0.707。在验证组中，该标签诊断淋巴结转移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 77.8%和

78.3%，AUC为 0.771。 

结论：CT影像组学标签可较准确预测食管癌淋巴结转移。 

 

 

 

EP-3534 

The added value of radiomics signature to clinical 

features in the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nomograms to predict pulmonary metastasis in 

colorectal cancer patients with lung nodules 

 
Hu Tingdan,Wang Shengping,Tong Tong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Cancer Center 200032 

 

Aim: To evaluate the added value of radiomics signature to clinical features in 

the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nomograms to predict pulmonary metastases in 

colorectal cancer (CRC) patients with lung nodules.  

Methods: A total of 266 CRC patients with pulmonary nodules were collected between 

January 2010 and October 2016 to analyze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recorded in 

our institution and texture parameters extracted from chest CT images. Clinical 

features identified by the logistic analysis were applied to construct the 

clinical nomogram and radiomics signature built by LASSO regression model was 

added to develop the clinical-radiomics nomogram. The performance of the nomograms 

was assessed by evaluating discrimination and calibration. Internal validation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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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ssed. Decision curve analyses were applied to compare the clinical 

usefulness.  

Results: The logistic analysis identified the primary tumor site, chronicity and 

CEA level as independent predictors and the LASSO model built the radiomics 

signature with four identified predictive texture parameters. The clinical 

nomogram was developed with good discrimination (a c-index of 0.808 in the primary 

set and 0.776 in the validation set) and moderate calibration, and clinical-

radiomics nomogram showed incremental prognostic value with better discrimination 

(a c-index of 0.944 in the primary set and 0.922 in the validation set) and better 

calibration. The decision curve analyses demonstrated that the clinical-radiomics 

nomogram showed more clinical usefulness with most of the threshold probability. 

Conclusion: In CRC patients with pulmonary nodules, the nomogram developed with 

the addition of the radiomics signature to clinical features exhibited better 

discriminatory ability and accuracy to be a superior predictor of metastases. The 

clinical-radiomics nomogram as a reliable tool to predict pulmonary metastases may 

facilitate the guidance of clinical treatment. 

 

 

EP-3535 

Prediction of pathological nodal involvement by CT-

based Radiomic features of primary tumor in clinical 

N0 peripheral lung adenocarcinomas 

 
Liu Ying

1
,Kim Jongphil

2
,Li Qian

1
,QU Fangyuan

1
,Liu Shichang

1
,Ye Zhaoxiang

1
,Gillies Robert J.

2
 

1.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Cancer Institute and Hospital 

2.Moffitt Cancer Center 

 

Purpose: To investigate the potential of computed-tomography (CT) based radiomic 

features of primary tumors to predict pathological nodal involvement in clinical 

N0 peripheral lung adenocarcinomas. 

Materials and methods: 187 patients with clinical N0 peripheral lung 

adenocarcinomas who underwent preoperative CT scan and subsequently received 

systematic lymph node dissection were retrospectively reviewed. 219 quantitative 

3D radiomic features of primary lung tumor were extracted; meanwhile, 8 

radiological semantic features were evaluated by three radiologists. Univariate 

and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were used to explore the role of 

these features in predicting pathological nodal involvement. The areas under the 

ROC curves (AUCs) were compared between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s. 

Results: Of the 187 clinical N0 peripheral lung adenocarcinoma patients, 153 had 

pathological N0 status and 34 had pathological lymph node metastasis. On 

univariate analysis, fissure attachment and 17 radiomic features were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pathological nodal involvement. Multivariate 

analysis revealed that semantic features of pleural retraction (p=0.048) and 
fissure attachment (p=0.023) were significant predictors of pathological nodal 
involvement (AUC=0.659); and the radiomic feature F185 (Histogram SD Layer 1) 

(p=0.0001) was an independent prognostic factor of pathological nodal invol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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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C= 0.73). A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produced from combining radiomic feature 

(F185) and semantic feature (pleural retraction) showed the highest AUC of 0.758 

(95% CI: 0.685-0.831), and the AUC value computed by 5-fold cross-validation 

method was 0.737 (95% CI: 0.73 – 0.744). Decision curve analysis demonstrated 

that this model was clinically useful. 

Conclusion: Features derived on primary lung tumor described by semantic and 

radiomics could provide information of pathological nodal involvement in clinical 

N0 peripheral lung adenocarcinomas. 

 

 

EP-3536 

The Histogram Analysis of Stretched-exponential 

and Mono-exponential Model 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 for Distinguishing the Low and 

Intermidiate/High Gleason Score of 

Prostate carcinoma 

 
Liu Wei

1,2
,Liu Xiaohang

1
,Zhou Liangping

1
 

1.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Cancer Center 

2.Shanghai Institute of Medical Imaging 

 

Abstract  

Objective 
To assess the value of histogram analysis of stretched-exponential and mono-

exponential model 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 (DWI) for discriminating the Gleason 

score(GS) of prostate cancer (PCa).  

Methods and materials   
A total of 54 patients with prostate cancer confirmed pathologically underwent 

DWI examination  using b-values of 0, 500, 1000, and 2000 s/mm
2
. The 

distributed diffusion coefficients (DDC) (X10
-6
mm

2
/s) and α values (range,0-

1) of prostate cancer could be calculated by stretched-exponential model and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ADC) values (X10
-6
mm

2
/s) obtained with mono-

exponential model. We described the outline of focus by the histological-

radiological correlation and then performed histogram analysis with our post-

processing system and Matlab embedding a computer program developed in-house. 

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was programmed with spearman’s rank-order analysis 

between the histogram variables and ordinal GS. Then the efficacy of these 

histogram variables to differentiate low-grade (LG,GS <7) from 

intermediate/high-grade (HG, GS≥7) PCa was analyzed by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regression.  

Results 
At the given level 0.01, HG tumors (31 patients) had significantly 

lower histogram parameters’ values comparing with LG tumors’ (23patients) in 

ADC25, ADC50, ADC75, ADCmean and DDC25 , DDC50, DDC75, 

DDCmean, DDCskewness ,while the differences of ADCkurtosis, ADCskewness,DDCkurtosi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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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gram variables of α values between HG and LG tumors were not 

obvious. Histogram ADC and DDC didn’t show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correlations 

(ADC:0.463~0.609 vs. DDC:0.413~0.775, according to spearman rank-order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with ordinal GS. Comparing the areas under the curve of ROC of 

valuable histogram variables(ADC:O.816~0.850 vs. DDC:0.726~0.863),  the 

difference is not existent(all p>0.05). 
Conclusions 
It is possible to stratify the pathological score of PCa by the histogram 

analysis of DDC and ADC obtained respectively from stretched-exponential and mono-

exponential model DWI , and not all histogram variables have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with GS. The diagnostic abilities of ADC and DDC to discriminate LG 

from HG tumors were similar, both relatively well, and histogram variables of 

α value has little value in distinguishing LG from HG tumors. 

 

 
EP-3537 

MR texture analysis of hepatic metastatic colorectal 

cancer: baseline tumor heterogeneity correlates with 

therapeutic response. 

 
Zhang Huan

1,2
,Hu Feixiang

1,2
,Tong Tong

1,2
 

1.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Cancer Center 

2.Department of Oncology，Shanghai Medical College， Fudan University 

 

Purpose: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was to determine if MR texture features of pre-

treated hepatic metastatic colorectal cancer (CRLMs) is predictive of therapeutic 

response after cytotoxic chemotherapy. 

Materials and methods: Twenty-six patients (a total of 239 hepatic metastasis) 

with CRLMs who underwent cytotoxic chemotherapy using FOLFOX, FOLFIRI or XELOX 

were retrospectively reviewed and the response was assessed according to Response 

Evaluation Criteria In Solid Tumors (RECIST 1.1). All patients underwent baseline 

conventional MRI within 3 weeks before cytotoxic chemotherapy and a second scan in 

2 to 3 month for response evaluation. The MRI texture of the hepatic metastasis 

was quantified on T2-weighted MRI by two radiologists with an agreement on 

regions of interest (ROIs) which were manually drawn on the largest cross-

sectional area of the primary lesions. Five histogram features (mean, variance, 

skewness, kurtosis, entropy) and five gray level co-occurrence matrix features 

(GLCM; energy, entropy, contrast, correlation, homogeneity) were extracted. The 

texture parameters were analyzed statistically to fin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nd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s (ROC) were depicted to 

characterize each parameter value for evaluating the treatment outcome. 

Results: 12 responding and 14 non-responding patients were evaluated. 

Higher variance, entropy from histogram features, contrast, entropy from GLCM and 

lower energy, correlation, homogeneity were independently associated 

with response to chemotherapy (P<0.05; AUC=0.609-0.658). However, higher m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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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74), skewness (P=0.074) and kurtosis (P=0.551) did not show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Conclusion: MRI texture features on pre-treated T2 images can help predict the 

response f patients with colorectal liver metastases. 

  

 

 
EP-3538 

MRI 成像纹理分析鉴别前列腺增生结节与前列腺癌的价值 

 
童永秀 

福建省立医院南院 350008 

 

目的 探讨 MRI成像纹理分析对区分前列腺增生结节与前列腺癌的可行性，以期降低前列腺增

生患者误诊的风险。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病理证实的 50例前列腺增生结节和 50例前列腺癌患

者的 MRI T2WI和 DWI图像数据。手动勾画病灶以及正常组织感兴趣区（ROI），对每个 ROI提

取 63个纹理特征参数，通过稳定性筛查去除对感兴趣区选择敏感的特征，并使用遗传算法和

线性判别分析最终提取 7个纹理特征参数对前列腺增生结节、前列腺癌及正常前列腺组织进行

分类，并将结果与前列腺影像报告和数据系统（PI-RADS）的诊断效能进行比较。结果 使用这

7个纹理特征的线性判别分析分类器对三类组织分类的总体准确率为 89.6%。其中，对增生-癌

分类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达 92.9% 和 90.0%。而 MR PI-RADS分类诊断前列腺增生-癌的准

确率是 85.0%，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是 93.0% 和 78.0%。MR成像纹理分析与 PI-RADS分类判

断前列腺结节良恶性准确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与单独应用 PI-RADS分类比较，两者联合应用

可明显提高诊断前列腺癌的特异度。结论 MRI成像纹理分析能够可靠地区分前列腺增生结

节、前列腺癌及正常前列腺组织，可作为传统诊断前列腺良恶性结节的补充。 

 

 
EP-3539 

影像组学在预测胰腺癌病理分级中的应用价值 

 
李可 

第三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重庆市西南医院 400038 

 

目的：影像组学可高通量的从影像图像中提取大量特征，是最近几年快速发展的新兴学科，本

研究旨在探讨应用影像组学技术预测胰腺癌病理分级的应用价值。方法：回顾性收集 78 名胰

腺导管腺癌患者术前 CT及术后病理分级资料，图像分割采用计算机自动分割加人工辅助方式

勾画出感兴趣区（ROI）,使用 MAZDA软件对感兴趣区共提取 293个影像特征，采用主成分分析

（PCA）筛选出 6个与病理分级相关性较强的特征，其中 52个病例采用人工神经网络（ANN）

进行建模、训练，26个病例用来进行验证。结果：运用交叉验证对结果进行评估并制作 ROC

曲线并计算 AUC，S(0,1)SumEntrp+S(1,–1)SumVarnc组合评估方案为最佳方案，对低、中、

高三个病理分级进行预测的 AUC值分别为 0.9206 (95% CI: 0.8274–1)；0.8512 (95% CI: 

0.7342–0.9471)，0.8293(95% CI: 0.7035–0.9548)。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77.0%、

96.4%）;（95.3%、58.5%）;（64.2%、97.3%）。结论：影像组学分析结果较好的反应了胰腺

癌三个病理分级间的差异，并有可能对胰腺癌病理分级实现无创预测，为临床诊疗提供更多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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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540 

基于 DWI 和 DCE MRI 的影像组学特征与乳腺癌 

分子分型的关系初探 

 
吴佩琪,赵可,吴磊,刘再毅,梁长虹 

广东省人民医院 510080 

 

目的 初步探讨基于 DWI和 DCE MRI的影像组学特征与乳腺癌分子分型的关系，同时也对乳腺

MRI传统定量指标 ADC和 IER 与分子分型的关系进行了探讨。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5年 6

月-2016年 6月 79例女性乳腺癌患者的术前乳腺 MRI图像，测量病灶区 ADC和 IER，对 ADC图

和 DCE图上的病灶区进行手动分割并提取影像组学特征，使用 mRMR方法对所提取的特征进行

降维，各筛选出 5个影像组学标签。根据免疫组化结果对乳腺癌进行分子分型。采用单因素分

析，比较 ADC值、IER值以及影像组学标签独立进行分子分型预测的效果，并比较各参数组间

的差异。采用多因素 logistics回归建模，并绘制 ROC，计算 AUC，比较各模型的预测能力。

采用 Hosmer-Lemeshow Test 对模型的拟合优度进行检验。结果 单因素 logistics回归分析结

果显示，传统乳腺 MRI定量指标 ADC值、IER值在鉴别各分子分型时 AUC值均＜0.70，而对各

个分子分型的鉴别，至少均有一个影像组学标签 AUC＞0.70，其中 1影像组学标签在鉴别

Basal-like和 non-Basal-like时 AUC达 0.941。采用非参数检验法进行分析，发现 ADC值、

IER值以及 4个影像组学标签在组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进一步比较分析，未发现在 HER2-

enriched 和 non-HER2-enriched 组间有差异的参数，其他 3种分子分型均发现 2或 3 个组间

有差异的影像组学标签。采用 logistics回归分析对影像组学标签进行建模，预测 Luminal 

A、Luminal B、和 Basal-like型的 AUC分别 0.786、0.733 和 0.941。经 Hosmer-Lemeshow 

Test，各模型拟合效果较好（P＞0.10）。结论 基于 DWI和 DCE MRI的影像组学特征有助于鉴

别乳腺癌的分子亚型，可能成为潜在的生物学标志，为临床提供更多信息。 

 

 
EP-3541 

影像组学分析磁共振弥散加权图像应用于前列腺癌 

与前列腺增生鉴别的初步研究 

 
陈丽华

1
,刘爱连

1
,郭妍

2
,李昕

2
,郭丹

1
 

1.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通用电气医疗集团 

 

目的：探讨应用影像组学提取、分析前列腺磁共振弥散加权（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 

DWI）图像的影像特征，用以鉴别前列腺癌（prostate cancer, PCa）与前列腺增生（benign 

prostatic hyperplasia, BPH）的可行性。 

方法：回顾性分析前列腺疾病患者 200例，根据病例结果分为 PCa癌组（100例）和 BPH 组

（100例）。采用 3.0 T扫描仪（GE Signa, HDxt），8通道腹部线圈。DWI扫描采用回波平

面成像脉冲序列，b=1000sec/mm
2
。影像组学基于 DWI的自动化高通量的数据特征提取、分析

主要分为五个步骤：1）数据的预处理，由一名拥有 3年前列腺 MR诊断经验的影像医生在不知

道病理结果的情况下勾画 ROI，选取病灶最大层面，沿前列腺边缘画出包含整个前列腺的

ROI。2）由 Analysis-Kinetics 软件(中国通用电气医疗)自动提取 396个纹理特征，包括大

小、形状、直方图、灰度同现矩阵以及灰度运行长度矩阵。3）采用 R统计分析软件。采用秩

和检验进行特征数降维，相关性检验的相关程度选择为 90%。4）建立模型，在 200例患者中

随机抽取 90例 PCa患者和 90例 BPH患者，用于指导 Logistic 回归模型学习。5）模型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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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例 PCa患者和 10例 BPH 患者用于模型诊断，采用混淆矩阵和 ROC曲线分析模型的诊断效

能。 

结果：秩和检验分析后，PCa 组与 BPH组间有 233个影像组学参数有明显差异，相关性筛选后

剩余 47个。Logistic回归模型鉴别 PCa与 BPH的 ROC曲线下面积为 0.894，敏感度和特异度

分别为 92.2%和 86.7%，诊断准确率为 85%。 

结论：本研究中，计算机提取 DWI影像组学，可以很好地鉴别 PCa与 BPH，能够客观、定量评

估肿瘤的异质性，有望成为一种独立的、非侵袭性且有效的诊断工具。 

  

 

 

EP-3542 

Advances in imaging research on multiple organ 

dysfunction of paraquat poisoning 

 
sun rongqing,Xiang Shutian,Su Yunshan,Yue Lirong 

The Fourth Affiliated Hospital of Kunming Medical University 650021 

 

Object:With the extensive application of paraquat, the incidence of poisoning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serious, the clinical lack of a unified understanding of 

its poisoning mechanism, its imaging research is also in its infancy. At present, 

the research variables are relatively simple, lack of effective concentration 

gradient, conventional image morphology to provide less information on the 

clinical treatment of PQ poisoning and prognosis of decision-making caused great 

limitations. Therefore, to find a more convenient, rapid and effective PQ-induced 

changes in multiple organ damage early functional imaging indicators is the 

current research focus and breakthrough point. 

Methods:This paper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the pathological changes of multiple 

organ dysfunction and the imaging findings caused by paraquat poisoning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and discussed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 commonly 

used clinical evaluation of paraquat poisoning. 

Results:PQ poisoning mechanism is still a lack of uniform understanding, may be 

through oxidative damage, inflammatory response, apoptosis, coagulation system 

abnormalities, abnormal expression of a series of toxic reactions led to multiple 

organ dysfunction, eventually leading to multiple organ failure and death, and PQ 

The study of multiple organ damage caused by imaging is not yet mature, most 

scholars at home and abroad only select the degree of injury is more serious and 

interested in the organ as a study, the lack of multiple organ systemic damage 

imaging changes between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link. 

Conclusion:At present, the mechanism of paraquat poisoning has not yet formed a 

unified understanding. The study of multi-organ damage caused by paraquat is still 

at the initial stage. The clinical lack of objective and rapid assessment of the 

situation of patients with poisoning is carried out with unified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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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543 

Computer-Aided Diagnosis of Breast Lesions with Deep 

Learning and Radiomics Architecture using MR Images 

 
chen yanqiong

1
,Wu Bin

1
,Liu Hui

2
,Wang Dan

1
,Mao Jian

1
,Gu Yajia

1
,Peng Weijun

1
 

1.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Cancer Center 

2.Imaging Technology 

 

Target Audience: Clinicians who are interested MR images based computer-aided 

diagnosis using deep learning and radiomics. 

Purpose: To investigate the feasibility of Computer-Aided Diagnosis (CAD) using 

radiomics and deep learning technique in breast lesions diagnoses. 

Methods: One hundred and fourteen patients with were scanned with DCE-MRI (a 

prototype TWIST-Dixon VIBE sequence was used to achieve a temporal resolution of 

5.3 s) and RS-DWI (RESOLVE, b = 50, 800 s/mm2) in 3T MR scanner (MAGNETOM Skyra, 

Siemens Healthcare, Erlangen, Germany). The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ADC) 

was inline calculated, and the Ktrans and iAuc were calculated in TISSUE 4D 

(Siemens Heathcare, Erlangen, Germany). The contour encompassing the entire lesion 

and adjacent normal gland was manually delineated on the last phase of DCE as 

Volume of Interests (VOI) in 3D Slicer (www.slicer.org). The ADC map was rigidly 

registered into DCE images using a prototype registration package based on ITK 

(www.itk.org). The radiomics texture features (GLCM, GLRLM, GLSZM, NGTDM) for each 

image set (last phase of DCE, Ktrans, iAuc and ADC) were calculated using a 

texture toolbox. The radiomics features of distribution probability in a dual-

parameter space (ADC-Ktrans, ADC-iAuc, Ktrans-iAuc) was determined by spreading 

the 2D-histogram to a column. A two-class 8 layer locally deep supported vector 

model was applied with 3 group of features using 50% random data as training set, 

and the remaining 50% for verification.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was 

calculated. 

Results: Eighty-eight lesions were identified malignant tumors while 23 benign. 

With deep learning approach, Area under the Curve of the distribution probability 

feature group (0.865) was the highest as shown in fig (A: mean; B: texture; C: 

distribution probability) (mean: 0.666, texture: 0.726); and the accuracy of the 

distribution probability feature (0.893) was also the highest (mean : 0.810, 

texture: 0.804). 

Discussion and Conclus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machine-learning approaches of 

radiomics extracts and dual-parametric MR imaging mines large number of medical 

imaging features quantifying and optimizing diagnostic accuracy of breast tumor at 

3T. 

 

 

 

 

 

 

 

 

http://www.itk.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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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544 

Radiomics features assessment from HRCT for the 

distinction of intrapulmonary lymph nodes from small 

lung carcinoma 

 
li mengying,Li Zhiyong,Hu Shuai,Liu Ailian,Liu Yijun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Dalian Medical University 116011 

 

 

Obhective:To evaluate the usefulness of radiomics data from HRCT as predictors for 

the distinction of intrapulmonary lymph nodes from small lung carcinoma, with the 

ultimate goal for optimal treatment. 

Methods:19 patients with 28 pulmonary nodules (including intrapulmonary lymph 

nodes 15 nodules and small lung carcinoma 13 nodules) confirmed by pathology were 

enrolled in this study. All patients underwent chest HRCT scan. Quantitative HRCT 

imaging characteristics were evaluated using a radiomics approach with Omni-

Kineties software. 58 parameters were calculated by Omni-Kineties software, and 

then,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s of each parameter between intrapulmonary lymph 

nodes and small lung carcinoma. 

Results: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intrapulmonary lymph nodes and 

small lung carcinoma in 22 parameters (P＜0.05), including: Volume Count, Voxel 

Value Sum, Frequency Size, Glcm Total Frequency, Energy, Entropy, Cluster Shade, 

Haralick Correlation, Short Run Emphasis, Ling Run Emphasis, Grey Level Non-

uniformity,Run length Non-nuiformity, Low Grey Level Run Emphasis, Short Run Low 

Grey Level Emphasis, Long Run Low Grey Level Emphasis, Skewness, Inertia, 

Collelation, Cluster Promnence, High Grey Level Emphasis, Short Run Higy Grey 

Level Emphasis, Long Run High Grey Level Emphasis. Amony these parameters, the 

differences of 15 parameters are more significant (P＜0.001), including: Volume 

Count, Voxel Value Sum, Frequency Size, Glcm Total Frequency, Energy, Entropy, 

Cluster Shade, Haralick Correlation, Short Run Emphasis, Long Run Emphasis, Grey 

Level Non-uniformity, Run Length Non-uniformity, Low Grey Level Run Emphasis, 

Short Run Low Grey Level Emphasis, Long Run Low Grey Level Emphasis. 

Conclusion: Quantitativ radiomics values from HRCT imaging metrics can be helpful 

to distinguish intra pulmonary lmph nodes from small lung carcinoma. 

 

 
EP-3545 

高原地区与平原地区肺动脉栓塞转归的差异性 

 
魏旭,李文方 

青海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810001 

 

肺动脉栓塞在高原地区的发病率日益上升，死亡率也较高，既往肺动脉栓塞诊断金标准为肺动

脉造影，但是肺动脉造影属于有创性检查，且费用较高，所以目前 MSCT以无创、简便等优点

作为临床目前最为普遍的检查方法；位于高原地区，常年处于缺氧环境，肺梗塞患者合并肺梗

死几率较平原地区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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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后处理软件对扫描数据可进行多种后处理成像，如容积再现(Volume rendering，VR)、多

平面重建(Multi-Planar Reconstruction，MPR)、最大密度投影（maximum intensity 

projection，MIP）等，对病灶可进行比较全面的显示与分析评价。在本研究中，一共 68例患

者中有 32例患者发生了肺梗死，约 47.1%，这个数据远远高于平原地区，分析原因：青海地

处青藏高原东北部，大部分地区海拔在 3000～5000米之间，西高东低，西北高中间低，地形

复杂多样，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高原大陆性气候，降水少、温差大、日照时间长，有数据表明青

海省的平均含氧量只为海平面含氧量的 71.5%，而最低值约在 56%，大气中的含氧量占大气总

成分的 20.95%，青海高原的大气含氧量平均每 10年每立方米减少 0.0283 克，也就是说，相

对于标准状况下的氧气含量平均每年减少 0.0997‰，本研究入选病例均长居青藏高原十年以

上，68例患者中有 62例患者氧分压较低，处于缺氧状态；因此缺氧与肺梗死患者恢复慢，甚

至不恢复有很大关联。 

  

 

 

EP-3546 

基于灰度共生矩阵在脑胶质瘤磁共振影像纹理分析上 

的应用研究 

 
曹之乐,陈金华,郭宇,吴昊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野战外科研究所 400042 

 

目的：时下神经组学迅猛发展，MRI影像学特征的提取模型、算法也多种多样。其中基于灰度

共生矩阵的纹理特征提取算法是研究应用中极为稳定的一种算法。本文针对脑胶质瘤鉴别，探

讨在不同方向、不同空间尺度、不同灰阶尺度上的灰度共生矩阵所提取纹理特征的差异性。通

过统计分析，研究构建参数背后的价值意义。 

方法：本文收集 44例脑胶质瘤 MRI图像（25例Ⅱ级胶质细胞瘤，19例Ⅲ级胶质瘤）。所有影

像数据均由西门子 3.0T磁共振采集。算法编程使用 MATLAB(2016a)，调用官方灰度共生矩阵

函数及纹理特征函数。构建不同方向（0度,45度,90度,135 度）、不同空间尺度（共生灰度

对间距：1—7个像素点间距）、不同灰阶尺度（灰度尺寸：8阶,16阶,24阶,32阶）的灰度

共生矩阵，以此进行纹理特征的计算。由放射科医生选定肿瘤实质性区域作为感兴趣区

（ROI），用编好的程序计算其灰度共生矩阵并得出纹理特征参数。选定的特征为：对比度、

相关性、能量、异质性。使用统计工具软件 Spss进行统计分析。通过 Kruskal-Wallis检验对

计算出的纹理特征进行显著性分析，选取 P<0.05的特征。对选取出具有显著差异性的特征做

ROC曲线，计算其鉴别诊断上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值。 

结果：从统计的结果来看，特征对比度和异质性的 P值小于 0.05。在方向上来看，自相关在

45度方向及异质性在 135度方向上的敏感性和特异性最高；在共生灰度对间距上自相关在 2

个像素点间距及异质性在 7个像素点间距得出的结果最为优异；在灰阶尺度上来看自相关在 8

阶及异质性在 24阶上得出的 P值最小，敏感性和特异性最高。 

结论：在纹理分析的研究应用上，不同的灰度共生矩阵构建参数所得出的纹理分析结果并不一

致。病变的纹理在不同的空间尺度上表现也是不同的。因此在基于灰度共生矩阵的纹理分析

中，多尺度的纹理分析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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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547 

运用 CT 的放射组学特点对胸腺瘤进行病理分型的研究 

 
韩广庆,胡帅,李智勇,刘芯言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6011 

 

目的：评估增强 CT成像的放射组学数据作为组织病理学肿瘤分级和侵袭性的预测因子的有用

性，最终实现非侵袭性胸腺瘤和侵袭性胸腺瘤的最佳治疗。 

方法： 回顾性研究从 2007 年 1月至 2014年 12月的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24例胸腺瘤患者（A

型 2例，AB型 8例，B1型 2例，B2型 5例，B3型 4例，C型 3例）。 所有患者均行胸部增

强 CT扫描。 所有肿瘤的最大直径为 3-6厘米。 非侵袭性胸腺瘤包括 A，AB和 B1型，侵袭

性胸腺瘤包括 B2，B3和 C型。 使用放射组学方法评估增强 CT静脉期的成像特征。 提取肿

瘤侵袭性预测模型的重要特征，并用于计算诊断效能。 

结果：非侵袭性胸腺瘤的 Meanvalue，Quantile75，Quantile90，Quantile95，

MeanDeviation和 RelativeDeviation 显著高于侵袭性胸腺瘤（p = 0.013，p = 0.008，

p = 0.006，p = 0.007，p = 0.013，p = 0.008）。其 Meanvalue，Quantile90，

Quantile95，MeanDeviation 和 RelativeDeviation的曲线下面积，灵敏度和特异度均值分别

为： 0.833,75.00％，91.67％；0.833,83.33％，91.67％; 0.826，83.33％，83.33

％; 0.826，83.33％，83.33％; 0.833,75.00％，91.67％; 0.813,75.00％，75.00％。 

结论：增强 CT成像的放射组学数据可以帮助预测胸腺瘤的病理侵袭性。 

  

 

 
EP-3548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a preoperative 

prediction model for renal cancer T-staging based on 

MDCT images and clinical information 

 
Dingxiaobo Xiaobo 

the first hospital of jilin univrsity 130021 

 

Objectives: This study aimed to establish and evaluate the efficacy of a 

predictive model for renal cancer T-staging. 

Methods: The clinical, imaging and pathological data of 300 patients with renal 

cancer were collected. A spearman correlation analysis was used to validat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se factors and pathological T-staging. A prediction model 

was trained with the random forest method, and the predictive and pathological 

results of the model were tested for consistency. The predictive efficacy of the 

model and that of traditional methods for predicting the T-staging of renal cancer 

were compared with a Chi-squared test. 

Results: T-staging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umor size, fat infiltration, 

infiltration into the surrounding tissue. Age, location, enhancement rate and 

enhancement homogeneity we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staging. The predictive 

results of the model were consistent with the pathological gold standard.  

Conclusions: The newly established comprehensive model can improve the predictive 

efficiency of preoperative renal cancer T-st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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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549 

 放射组学对肺部 GGO 病灶中浸润性腺癌与癌前病变的初步研

究 

 
胡帅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6011 

 

 

目的：探讨放射组学对于肺部 GGO病灶中浸润性腺癌与癌前病变诊断价值。方法：收集我院经

病理证实的 97名肺部 GGO患者，包括 28例癌前病变（AIS或 AIS）、34例微浸润腺癌（MIA

组）、35例浸润性腺癌（IA组），图像保证同层厚、同一台机器进行扫描。将各病例的原始

DICOM导入装有 GE公司研发的 Omni-Kineties软件的计算机中，手动勾画病灶大层面的感兴

趣区，由计算机自动提取病灶的图像纹理特征参数。运用 SPSS21.1软件进行统计分析。本研

究所采用的统计学方法是方差分析，绘制风险指数的受试者特征（ROC）曲线，计算曲线下面

积并求得界值，以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2组 CT图像纹理特征参数比较：2组间最大密度值、中位密度值、平均密度值、标准偏

倚、方差、5%分位数、10%分位数、20%分位数、50%分位数、75%分位数、90%分位数、95%分位

数、熵值、相关性值、逆差矩值、clustershade值、Haralickcorrelation值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相应 ROC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785（敏感度 78.30%，特异度 67.10%）、0.715

（敏感度 69.6%，特异度 64.3%）、0.720（敏感度 72.50%，特异度 71.40%）、0.720（敏感度

72.50%，特异度 72.50%）、0.734（敏感度 71.10%，特异度 67.9%）、0.761（敏感度 75.4%，

特异度 68.90%）0.879（敏感度 73.9%，特异度 99.93%）、0.775（敏感度 71.00%，特异度

99.81%）、0.760（敏感度 72.50%，特异度 75.00%）。 

结论：我们发现放射组学对于鉴别肺部 GGO病灶中浸润性腺癌与癌前病变具有一定的诊断价

值，进一步提高了诊断效能。 

  

 

 

EP-3550 

妊娠滋养细胞肿瘤 PET 的 SUVmax 与 β-hCG 之间的相关性 

 
李雪蓉

1
,何勇

2
,卜丽红

1
 

1.湖北省人民医院 

2.湖北省中南医院 

 

目的：探讨妊娠滋养细胞肿瘤 PET的 SUVmax与β-hCG之间的相关性。方法：收集

（2016.8.1-2017.7.1）5例妊娠滋养细胞肿瘤患者［平均年龄（38±15）岁］的临床、病

理、β-hCG及 PET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5例病变均发生在宫腔(１例左侧附件有转

移灶，2例肺部有转移结节)，其中 4例于病理检查前进行 PET扫描，1例于妊娠滋养细胞瘤术

后化疗后行 PET扫描：前 4例患者β-hCG分别＞225000.00IU/L、10857.9IU/L、

501291.34IU/L、216671.55IU/L(均取行 PET扫描前后 10天内所测量的β-hCG值)，与此相对

应的 SUVmax值分别为 3.7-6.5（该患者左侧附件有转移灶）、8.1（该患者双侧肺部有转移，

其肺部 SUVmax 1.5-2.0）、3.5-5.2（该患者双侧肺部有转移,其肺部 SUVmax1.5-2.7）、8.7

（若同时有早期显像 SUVmax 与延迟显像 SUVmax，均取延迟显像的 SUVmax值）；后 1例妊娠

滋养细胞瘤患者，经术后化疗，化疗前测β-hCG值为 396.61IU/L,化疗后测β-hCG值为＜

1.20IU/L，化疗后其相应病变化疗部位及周围组织未出现代谢增高显像（该患者化疗前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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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检查）。结论：妊娠滋养细胞肿瘤的 PET的 SUVmax与 β-hCG之间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可

为临床诊断提供帮助。 

  

 

 
EP-3551 

基于机器学习预测肝癌术后早期复发的放射组学研究 

 
陈青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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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2.浙江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3.日本立命馆大学 

 

目的：基于机器学习方法，构建肝脏 CT增强影像预测肝细胞肝癌术后早期复发（≤1年）的

“放射组学模型”，以及其与传统影像表现、临床指标相结合的“组合模型”，并分别评估两

种模型在术前预测肝癌术后早期复发的价值。 

方法：本研究连续回顾了 2012.1-2016.5间确诊的肝癌病例，最终纳入行肝脏部分切除术者

138例，所有患者术前均进行了肝脏 CT增强检查，且术后随访至少 1年。由 1名放射科医生

完整记录患者的一般资料，术前检验数据和随访情况，根据随访结果分为早期复发组（Early 

Recurrence,ER）(n=69)和早期未复发组（Non-Early Recurrence,NER）(n=69）。两组数据再

被随机划分成训练集（n=100），其中 ER和 NER各 50例，验证集（n=38），ER和 NER 各 19

例。由 2名放射科医生在 CT三期（平扫期，动脉期，门脉期）图像的显著层分别勾画肿瘤的

感兴趣区（ROI），并评估肿瘤的影像学表现。放射组学特征提取和量化过程在 MATLAB软件中

完成，计算机自动提取图像特征后采用机器学习方法，得到预测术后早期复发的“放射组学模

型”和“组合模型”。计算两种模型的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的曲线下面积（AUC）值，

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评估两种模型预测肝癌术后早期复发的可行性。 

结果：从 549个放射组学特征中筛选得到 50个与预测肝癌术后早期复发有相关性的特征。放

射组学模型中选用随机森林分类器和基于卡方检验的特征选择算法对术后复发的预测准确度最

高。“放射组学模型”预测肝癌术后早期复发的 AUC值，敏感性，特异性分别为 0.733、

0.716、0.652；“组合模型”分别为 0.765、0.736、0.676。 

结论：本研究构建的“放射组学模型”可作为术前预测肝癌术后早期复发的重要因子，其与传

统临床指标、影像表现相结合得到的“组合模型”对肝癌术后早期复发有更好的预测价值。 

  

 

 
EP-3552 

CT 平扫直方图参数对卵巢低密度囊性病变中 

不典型子宫内膜异位囊肿的诊断价值 

 
李烨,刘爱连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6011 

 

目的：通过对单纯卵巢低密度囊性病变囊液的分析，评估 CT平扫直方图参数对不典型子宫内

膜异位囊肿的诊断价值。材料及方法：回顾性分析 2011年 7月－2017年 6月间，于我院行腹

部 CT扫描并经手术病理证实卵巢低密度（CT值低于 30HU，无实性成分，囊壁厚度小于 2mm）

囊性病变患者共 46名患者：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 12例，卵巢囊腺瘤 22例，卵巢囊肿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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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输卵管积水 5例。应用 Omni-Kinetics软件测量病灶最大层面囊液的直方图各参数。使用

独立样本 t检验进行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与非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比较，使用 logistics

回归将直方图参数中可鉴别两者的参数进行联合，使用 ROC曲线评估 CT值、直方图参数及直

方图参数联合后对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的诊断价值。使用 Medcalc比较两者间的诊断效能。

结果：CT值、RMS、MeanDeviation、kurtosis、Quantile5、Quantile10、Quantile25、

Quantile50、Quantile75、Quantile90在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与非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

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值分别为 0.007、0.019、0.005、0.006、0.001、0.003、0.009、

0.017、0.032、0.036，ROC 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762、0.730、0.762、0.694、0.760、

0.782、0.770、0.736、0.740、0.736。CT值、联合后直方图参数 ROC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762、1.000，95%CI分别为：（0.615,0.909）、（1.000,1.000），后者诊断效能高，

P=0.0018。结论：CT平扫囊液直方图参数可以为诊断卵巢低密度囊性病变中不典型子宫内膜

异位囊肿提供可靠信息，直方图参数联合诊断能够有效诊断卵巢低密度囊性病变中不典型子宫

内膜异位囊肿。 

 

  

 

 
EP-3553 

一种基于影像组学的从乳腺癌 MRI 影像判断患者 ER 阳性的新

方法 

 
程梓轩,梁翠珊,刘再毅 

广东省人民医院 510100 

 

目的 

乳腺癌是妇女中常见的恶性肿瘤，其生长发展与雌激素有着密切的联系。其中，雌激素受体

（estrogen receptor，ER）是与乳腺癌密切相关的一种激素受体。ER阳性者乳腺癌预后较

好，复发率低，生存率更高。ER阴阳性的确定对于评估乳腺癌患者的预后以及制定更有效的

后续治疗方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目前 ER检测通过组织切片检测。而新兴的影像组学则提

供了通过单纯地分析乳腺癌影像预测患者 ER阴阳性的一种新方法。   

方法 

研究筛选 339例确诊乳腺癌患者。其中 ER阳性率小于 10的视为阴性，其余为阳性。共 93例

阴性，246例阳性。研究导出患者 MRI图像（DWI序列），然后以人工方式勾画病灶 ROI。然

后利用 matlab软件提取病灶区域的包括灰度信息，形态特征，纹理特征以及小波特征四大类

影像组学特征共 10207个。从所有病例中选取 30个病例，由另一名放射科医师勾画 ROI区域

并计算上述特征。通过计算各个特征的组内相关系数 ICC，选取 ICC大于 0.75的特征 2391

个。这些特征重复性好，稳定性高。 

从所有病例选取 60例阴性，175例阳性进行预测模型的构建。研究使用 R软件，先利用统计

方法进行特征降维，再使用 LASSO方法进行关键特征的筛选与预测模型的构建。然后将余下

33例阴性与 71例阳性病例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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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经过软件分析，最终筛选出 11个特征进行模型的构建。对训练组，ER阴性 60例识别出 35

例，ER阳性 175例识别出 129例，敏感性 0.737，特异性 0.600，AUC为 0.691。对验证组，

ER阴性 33例识别出 20例，ER阳性 71例识别出 55例，敏感性 0.775，特异性 0.606，AUC为

0.712。  

结论 

    实验表明，通过对乳腺癌的 MRI图像进行影像组学分析和提取影像组学标签，可以构

建模型预测患者 ER阳性的情况。对验证组的预测表明模型对 ER阴阳性的预测结果是良好的，

并且对 ER阳性有比较高的敏感性。 

 

 
EP-3554 

基于 MRI 图像纹理分析预测鼻咽癌放化疗敏感性 

 
陈国钰

1
,沈桂权

1
,高波

2
 

1.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2.山东省烟台市毓璜顶医院 

 

目的：探索基于 3.0T MRI 图像的纹理分析预测鼻咽癌放化疗后预后价值。 

方法：对于 53诊断为鼻咽癌的患者，治疗前进行 MRI检测，得到 T1、T2及 DWI图像。53例

患者分为两组，42例为训练组，11例为验证组。53例患者均接受同步放化疗，经疗效平均

后，42例训练组内 31例为敏感组；11例验证组内 8例为敏感组，3例为抗拒组。对于每组图

像，均有两个影像医师在肿瘤最大层面进行肿瘤的感兴趣区（ROI）勾画。利用纹理分析的方

法包括 Gabor变换、强度-尺度-区域矩阵、灰度共生矩阵（GLCM）、灰度梯度共生矩阵

（GLGCM），得到的纹理参数利用一致性相关系数（CCC）和动态范围（DR）矩阵方法验证参数

的可重复性和冗余度，之后选用 Mann-Whitney U Test筛选有意义的参数，利用互信息及线性

判别分析进行参数的降维，后利用人工神经网络（ANN）及最近邻（KNN）方法进行纹理参数模

型建立。建立模型之后，利用 10-fold的交叉验证进行内部验证及利用验证组进行外部验证，

利用马修斯相关性系数(MCC)及四格表法进行模型的验证。 

结果：基于 T1增强扫描图像的纹理分析模型预测鼻咽癌放化疗敏感性的准确率为 95.2%和

93.9%；基于 T2图像的纹理分析模型预测鼻咽癌放化疗敏感性的准确率为 90.4%和 90.5%；基

于 DWI图像的纹理分析模型预测鼻咽癌放化疗敏感性的准确率为 88.1%和 92.9%。利用

McNemar’s test 方法发现，基于 T1增强扫描图像的纹理分析模型预测效能高于基于 T2、DWI 

的 纹 理 分 析 模 型 (ANN: p=0.043, kNN:p=0.033) 、 (ANN:p=0.032.kNN:p=0.014)，具

有统计学差异。基于 T1增强扫描图像纹理分析建模方法 ANN与 KNN无统计学差异

（p=0.083）。 

结论：基于 T1、 T2 及 DWI 的纹理分析方法可以预测接受同步放化疗的鼻咽癌患者放化疗敏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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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555 

胃肠道间质瘤 CT 纹理特征与 KIT 基因 11 外显子 

突变的相关性 

 
徐飞,马霄虹,赵心明,王绎忱,田原,王孟,朱永健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00021 

 

目的：分析 CT纹理特征与胃肠道间质瘤 KIT基因 11外显子突变的相关性。 

方法：本研究共入组 69位经病理证实的胃肠道间质瘤患者，其中 46例为 KIT基因 11 外显子

突变（11外显子突变组），23例无 KIT基因 11外显子突变（非 11外显子突变组，9例为 KIT
基因 9外显子突变，2例为 PDGFRA突变，12例为 KIT/PDGFRA野生型）。本研究收集了研究对

象的临床资料，并与胃肠道间质瘤基因分型进行相关性分析。在门脉期增强 CT中，选择肿瘤

的最大层面，2位放射医生独立勾画感兴趣区，用于 CT纹理分析。分析的纹理特征包括直方

图、灰度共生矩阵和灰度游程矩阵三方面的参数。获得的 CT纹理特征与胃肠道间质瘤的基因

分型进行相关性分析，并进行测量者内及测量者间的一致性分析。将获得的临床特征和 CT纹

理特征共同用于 logistic回归分析建模。同时，2位放射医生分别根据入组的胃肠道间质瘤

的 CT增强 CT图像表现，对肿瘤进行异质性主观评分（5分制），并与肿瘤的基因分型进行相

关性分析。 

结果：胃肠道间质瘤的部位、CD34染色在不同的基因分型中具有统计学差异；肿瘤的 CT纹理

特征在不同的基因分型中具有显著的统计学差异。胃肠道间质瘤 KIT基因 11外显子突变组的

最大 CT值及异质性均显著低于非 11外显子突变组（P＜0.05）。CT纹理特征 MaxIntensity

及 stdDeviation在测量者间及测量者内的测量一致性为极好。纹理特征 stdDeviation进入

logistic回归模型。stdDeviation的 AUC值为 0.731±0.065 至 0.750±0.063。2位放射医生

对肿瘤的主观异质性评分在两组基因分型之间无显著的统计学差异（P值分别为 P=0.268，
P=0.159）。 

结论：CT增强图像中的 CT 纹理分析可用于鉴别 KIT基因 11外显子突变及无 KIT基因 11外显

子突变的胃肠道间质瘤。 

 

 
EP-3556 

Texture analysis based on intravoxel incoherent 

motion 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 for stratification  

of nasopharyngeal cancer clinical stage 

 
hou jing,Yu Xiaoping 

the Hunan Cancer Hospital 410013 

 

Objectives: 

To investigative the utility of texture analysis (TA) based on intravoxel 

incoherent motion 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 (IVIM-DWI) for stratifying the 

clinical stages of nasopharyngeal cancer (NPC). 

Methods and materials:  

Ninety NPC patients who received pretreatment IVIM-DWI were stratified into the 

low- and high- clinical stage groups based on the TNM and American Joint Committee 

on Cancer (AJCC) staging system. Texture features (TFs) of the primary NPC le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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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e extracted from the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ADC), true-diffusion 

coefficient (D), pseudo-diffusion coefficient (D*) and perfusion fraction (f) maps 

using the MaZda software. TA yielded 279 features involved in histogram, gradient 

map, co-occurrence matrix, run length matrix, autoregressive model and Harr 

wavelet transform. Reduction of TFs was performed using the following four 

selection methods provided by the MaZda software. The first one is based on Fisher 

coefficient, the second one uses both minimization of classification error 

probability and averag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POE+ACC), the third one 

implements the mutual information coefficient (MI), and the fourth one combines 

the aforementioned three methods (FPM). For the first three methods, each can 

choose 10 optimal TFs. FPM can select 30 optimal TFs. Subsequently, each TFs 

subset selected by abovementioned four methods were analyzed by using four 

classifiers including raw data analysis (RDA),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 

linear discriminant analysis (LDA) and nonlinear discriminant analysis (NDA) 

provided by the B11 module in the Mazda software, and the minimum error 

probability for each classifier in the stratification of the NPC clinical stages 

was calculated correspondingly. 

Results: 

From April 2014 to September 2015, 99 consecutive patients were initially 

recruited. Of the 99 initially enrolled patients, 9 were eliminated from the study 

because of serious image distortion (n = 4), dental artifacts (n = 3), or 

withdrawal by patients (n = 2). The remaining 90 patients were stratified into two 

groups for the evaluation of AJCC stage, T stage and N stage by combining AJCC 

stages I(n =1) and II (n =6), stages T1(n =9) and T2 (n =31), stages N0 (n =5) and 

N1 (n =8) into low-stage groups; and AJCC stages III (n =44) and IV (n =39),stages 

T3 (n =27) and T4 (n =23), stages N2 (n =58) and N3 (n =19) into high stage groups. 

M staging was not investigated in the study owing to the small cohort number in 

the M1 stage (n =2). 

RDA, PCA, LDA and NDA revealed that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Fs 

between the high- and low- AJCC, T, and N stage groups. The best discrimination 

for the AJCC stage of NPC was obtained within the f map with the FPM method 

combined NDA classifier with the minimum error probability of 1.11%. The best 

distinguishment for T stage was with the FPM method combined NDA classifier within 

the ADC or f map with the equal minimum error probability of 8.89%. The best 

separation for N stage was also with the FPM method combined NDA classifier within 

ADC map with the minimum error probability was 1.11%. The accuracies for NDA 

classifier were noticeably higher than the other three classifiers in predicting 

the AJCC, T, and N stages for NPC patient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found 

in the minimum error probability of the four IVIM-DWI parametric maps in 

predicting the AJCC, T, and N stages in patients with NPC. 

Conclusion: TA based on the IVIM-DWI parametric maps may be valuable in the 

pretreatment stratification of clinical stages for NPC, and the FPM combined with 

NDA classifier model may obtain the best discrimination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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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557 

结节性硬化症—多器官受累 1 例报道及相关文献复习 

 
陈萍 

解放军第四六三医院 110042 

 

结节性硬化症（tuberous sclerosis complex，TSC）是一种常染色体遗传性疾病，发病率占

人口数的 1/6000到 1/10000
[1]
。文献报道 50%以上患者为单脏器散在发病

［1,2,3］
，我院收治一例

多脏器受累的结节性硬化症患者，现报道如下： 

 

 
EP-3558 

肺淋巴管肌瘤病 2 例分析及相关文献回顾 

 
王丽娜,张士德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50086 

 

目的  探讨肺淋巴管肌瘤病( PLAM) 的影像表现、临床病理特点、诊断及治疗方法，提高对

该病的诊断准确率。方法  回顾性分析 2例经病理证实的肺淋巴管肌瘤病患者的病历资料，

并复习相关文献，总结其临床表现、影像特点与病理的相关性，及对治疗及预后的影响。结

果  肺淋巴管肌瘤病主要见于育龄女性，男性偶见。以肺部囊性病变和血管平滑肌脂肪瘤或

淋巴管肌瘤等腹部肿瘤为主要表现。本研究中 2例患者均为育龄期女性，主要临床表现为渐进

性呼吸困难，其次为咳嗽、咯血、反复发作性气胸及乳糜胸等。肺外可表现为子宫肌瘤、肾血

管平滑肌脂肪瘤甚至颅内病变，也可累计腹膜后淋巴结。HRCT 的胸部典型的影像表现为双肺

弥漫分布大小不等的薄壁囊状影，直径多小于 10mm，无分布规律。其次为胸腔积气以及胸腔

积液。肺功能检查的功能障碍类型多为阻塞性通气功能障碍和弥散功能障碍。病理检查为诊断

金标准，表现为淋巴管、小血管及小气道及其周围的异常平滑肌细胞增生，形成囊状结节，引

起管腔的狭窄与阻塞。组织学检查可见一定程度的含铁血黄素。血气分析结果提示存在不同程

度的酸中毒。HMB-45免疫组化染色阳性可增加诊断的敏感性和特异性。结论  目前 PLAM 病

病因不清，近期发现免疫抑制剂西罗莫司可以改善患者的肺功能，减小肾血管平滑肌脂肪瘤的

体积及减轻乳糜胸等。靶向药物雷帕霉素亦能改善部分患者症状及肺功能。但是内科治疗效果

有限。外科肺移植手术治疗安全、有效，对于 PLAM 患者应优先评估考虑进行肺移植手术治

疗。 

  

 

 
EP-3559 

MRI 灰度直方图分析在儿童后颅窝常见肿瘤中的鉴别诊断价值 

 
朱晨迪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探讨 MRI灰度直方图分析对三种常见儿童后颅窝肿瘤（星形细胞瘤、髓母细胞瘤、室管

膜瘤）的鉴别诊断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 83例经手术病理证实的儿童后颅窝肿瘤，其

中星形细胞瘤 27例，髓母细胞瘤 25例，室管膜细胞瘤 31例，选取三组肿瘤 MR增强矢状位图

像最大层面并用 Mazda软件勾画感兴趣区并进行灰度直方图分析，对三组肿瘤直方图参数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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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统计学分析，比较各特征之间的显著性差异。 结果：利用灰度直方图分析提取出的 9个

参数特征中，其中变异度（Variance）、偏度（Skewness）、均值（Mean）、第 10百分位数

（Perc.10%）及第 50百分位数（Perc.50%）等五个参数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峰度

（Kurtosis）、第 1百分位数（Perc.01%）、第 90百分位数（Perc.90%）及第 99百分位数

（Perc.99%）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MRI灰度直方图分析可提供更多量化信息参

数特征，为儿童后颅窝常见肿瘤鉴别诊断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EP-3560 

基于 DWI 的定量容积直方图及纹理分析 

在乳腺良恶性肿瘤诊断中价值 

 
毛宁

1,2
,王淸霖

2
,洪楠

1
,董建军

2
,谢海柱

2
 

1.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2.烟台毓璜顶医院 

 

目的：探讨基于 DWI的定量容积直方图及纹理分析在乳腺良恶性肿瘤诊断中价值诊断价值。 

方法：收集经病理证实的 130名乳腺肿瘤患者的常规 MRI及 DWI数据。采用美国 GE 

Discovery 750W 3.0TMR 扫描仪,乳腺专用 8 通道相控表面线圈,患者取俯卧位,平扫行矢状位

及轴位 T1 WI、轴位 T2WI、脂肪抑制 T2 WI序列及轴位扩散加权成像(DWI)。 

运用 Jimage软件进行后处理，获得定量容积直方图及纹理参数。图像纹理分析,计算灰度图像

统计信息特征,采用灰度共生矩阵提取乳腺病变的 DWI图像,纹理参数包括对比度、相关、能

量、逆差矩和熵等，进行统计分析,并比较各特征之间的显著性差异，选出有显著性差异的特

征参数，运用 LST-t 检验比较显著性差异特征参数与病例结果是否有统计学意义，采用受试

者操作特征（ROC曲线）分析比较诊断效能。 

结果：基于 DWI的定量容积直方图及纹理分析二者对病变良、恶性诊断结果的一致性很好，良

恶性病变的定量容积直方图及能量、逆差矩和熵纹三个理特征具有统计学差异（P<0.01）。在

鉴别良恶性肿瘤中，显著性特征达到最大曲线下面积 AUC（0.83）。 

结论：DWI能清楚地显示乳腺良恶性肿瘤，基于 DWI的定量容积直方图及纹理分析在乳腺良恶

性肿瘤的鉴别中有一定的价值，位为临床干预和预后提供重要的信息。 

  

 

 

EP-3561 

CT 影像纹理分析经手术切除放化疗后胰腺癌患者生存时间预

测中的应用价值探究 

 
徐慧,孙家瑜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610041 

 

 

目的：胰腺癌是预后生存差，死亡率高的癌症之一；纹理分析作为影像组学的研究

热门之一，在不同疾病领域颇有建树。本次研究，将探究纹理分析参数是否与胰腺

癌患者生存时间相关，为临床治疗方案以及预后提供更多的参考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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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本研究回顾性纳入了因原发胰腺癌于我院就诊且接受放化疗的患者 1065 例，根据

患者回访结果与否与治疗前影像的筛选，最终纳入 381 例患者的上腹部增强 CT 影

像进行纹理分析。分析方法包括灰度直方图（GLH），灰度共生矩阵（GLCM）和

灰度游程矩阵（GLRLM）。获取患者治疗前上腹部 CT 增强扫描图像（西门子 128

排 X0.6mm，层厚 1mm）并由两名由两年以上工作经验的放射学家勾画感兴趣区

（ROI）。ROI 沿病灶影像边缘在三期图像上显示最佳的层面勾画，进行纹理分

析。 

结果 

将所有参数根据中位数分为两组，使用 SPSS23.0 进行 Mann-Whitney U test 检

验。将存在组间差异的特征参数进行 KM（Log rank）检验，44 个参数 p 值

<0.05，GLCM 的 energy 与 entropy 参数以及静脉期中的 inverse difference 

moment 的卡方值分别是 10.315、10.513 与 11.528；energy 参数两组患者的生存

时间中位数分别为 173 与 227（d）参数值越大生存时间越长、entropy 参数两组

患者的生存时间中位数分别为 227 与 179（d）参数值越大生存时间越短、inverse 

difference moment 参数两组患者的生存时间中位数为 166 与 228（d）参数越大生

存时间越长。 

结论 

纹理分析通过治疗前的 CT 影像可以对患者的生存时间进行初步的预估，差别较为

显著。计算机辅助诊断及纹理分析技术作为一项非侵入性，安全性高的图像后处理

技术，将为临床诊断提供更多的信息。 

 

 
EP-3562 

Three-dimensional texture analysis technology in 

computed tomography: a new radiological marker In the 

pathology of liver cancer 

 
Xu Hui,Sun Jiayu 

WestChina hospital of Sichuan University 610041 

 

 

Objective:Texture analesis(TA) is a technology with many advantages such as non-

invasive,quantized and economical. This research is performed to explored thr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arameters of TA and the pathological grade of liver 

cnacer. 

Methed: Patients were involved in the restrospective research from 2011 to 2014 

who have primary liver cancer. According to the radiology and pathology, 47 

patients were involved in the study. Analysis software is CTKinetics APP, in which 

includes GLH, GLCM and GLRLM. ROI was drawn in three phases and merge to 3D 

imaging for textur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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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All parameters were devided into 2 groups by high differentiation and poor 

differentiation in pathology, which calculated by Mann-Whitney U test. The AUC of 

inverse difference moment in GlCM is 0.762(cutoff=0.60097), which is tested by ROC. 

The AUC of correlation in GLCM is 0.755(cutoff=0.2186). 

Discussion:TA could predict the pathological grade of liver cancer from pre-

treatment CT imaging. As a non-invasive and post-processing computer-aided 

diagnosis, TA provide more information for clinc. 

 

 
EP-3563 

CT 钙化灶对鉴别甲状腺良恶性病变的临床价值 

 
于娜娜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221003 

 

摘要：目的 探讨钙化灶对鉴别甲状腺良恶性病变的临床价值。方法 回顾 201 例甲状腺结节

的 CT图像特征及病理结果，分析甲状腺结节内钙化灶对鉴别良恶性病变的诊断意义。结果 

201 例甲状腺结节中有 102 例发现钙化灶，占 51％ ；其中微小钙化 67 例，42 例为恶性结

节，占 63％ ；粗大钙化 35 例，其中 11 例为恶性结节，占 31％,。结论 甲状腺内钙化

灶，特别是微小钙化对鉴别良恶性结节具有重要临床意义。 

 

 

EP-3564 

儿童甲状腺病变的核医学甲状腺显像及 CT 表现   

 
施美华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00127 

 

 

  

施美华  李炅 邱海嵊 左婷 王诗渝 邵虹*（通讯作摘要   摘要：目的 分析儿童甲

状腺病变的核医学 99mTcO4-甲状腺显像及 CT的表现特征，结合临床及术后病理，总结甲状腺

病变的及 CT表现，并探讨其诊断价值。方法：搜集本院 2009年 12月-2016年 5月 48例（男

14例，女 34例，中位年龄 11.5岁）儿童甲状腺病变，且行 99mTcO4-甲状腺显像和/或 CT检

查患者的病例资料，其中 19例甲状腺肿块病例均经手术证实，余 29例结合临床及实验室检查

诊断。将影像诊断（99mTcO4-甲状腺显像、CT）与术后病理结果及临床诊断进行对照分析。结

果：19例甲状腺肿块中包括腺瘤 8例、腺癌 5例、结节性甲状腺肿 3例、甲状腺脓肿 2例、

腺旁错构瘤 1例。9例异位甲状腺中 1例为舌骨水平上下 3个结节状改变，1例为舌根及颈前

双重异位，余 5例位于舌根部、2例为舌根区单个异位改变，8例正常位置未见明显放射性摄

取，1例可见增大的甲状腺，且摄取明显增多。甲状腺炎症根据病程变化有不同程度的摄取增

加或减少。结论：99mTcO4-甲状腺显像及 CT在诊断甲状腺病变中有重要辅助作用。 

关键词：甲状腺病变；儿童；99mTcO4-甲状腺显像；CT； 

 

 
EP-3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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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istent Ground-Glass Opacity Lung Nodules ≤10 mm 

in Diameter at CT: Differentiation of Invasive 

Pulmonary Adenocarcinomas from Pre-invasive Lesions 

Using 3D Texture Analysis 

 
zhao wei,Yang Zhiming,Li Shihong,Li Ming,Lin Guangwu,Hua Yanqin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Huadong Hospital of Fudan University，Shanghai 200040 

 

Objective: To retrospectively investigate the value of computerized three-

dimensional texture analysis for differentiation of pre-invasive lesions from 

invasive pulmonary adenocarcinomas (IPAs) that manifest as ground-glass nodules 

(GGNs) less than or equal 10 mm. 

  

Methods: We investigated 530 imaging features within the domains of intensity, 

texture and shape using lung protocol CT images in 174 patients with 210 

pathologic analysis–confirmed GGNs (mean size, 7 mm ± 5.4 [standard deviation]) 

between January 2012 and October 2016. We evaluated the performance of these 

features as well as the Fukuoka criteria for pancreatic cyst resection. Each part-

solid GGN was manually segmented and its computerized texture features were 

quantitatively extracted by using IBEX (Imaging Biomarker Explorer) software. 

Three feature selection methods and classification models were analyzed to obtain 

the best classification accuracy. To get more reliable results, we adopt 10-fold 

cross validation, and the final classification performance is reported as an 

average over 10 folds. 

  

Results: Pathologic analysis confirmed 138 IPAs (103 minimally invasive 

adenocarcinomas and 35 invasive adenocarcinomas) and 72 pre-invasive lesions (25 

atypical adenomatous hyperplasias and 47 adenocarcinomas in situ). 40 features 

were selected by using sparse learning method and Logistic loss (ℓ2,1) 

classification model. Finally, we identified 10 imaging biomarkers that have the 

best area under the curve (AUC) using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Multivariate analysis revealed that smaller size (adjusted odds ratio, 121.794), 

higher 90-1MaxProbability (adjusted odds ratio, <0.001) and smaller 

LocalEntropyMean (adjusted odds ratio, 0.005)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tiators of 

pre-invasive lesions from IPAs (P<0.05). Combined the three variables, we can 

achieve a AUC of 0.787 in differentiation of pre-invasive lesions from IPAs. 

  

Conclusions: 3D-texture analysis based on CT images can differentiate IPAs from 

pre-invasive lesions that manifest as ground-glass nodules (GGNs) less than or 

equal 10 mm. Further validation of these findings may address a major clinical 

need in this population by identifying those who need surgery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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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566 

影像组学分析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的头颅 MRI 特征 

 
孟小丽

2,1
,舒俊

3
,任转琴

1
 

1.宝鸡市中心医院 

2.陕西中医药大学 

3.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 

 

 

摘要：目的：探讨高胆红素血症患儿不同胆红素水平与头颅 MRI苍白球信号强度等特征值之间

的关系。方法：150例新生儿根据血清总胆红素(TSB)水平分为正常组或生理性黄疸

(TSB 17.1-221μmol/L) 30 例，轻度高胆组(TSB 221-342μmol/L)80 例，重度高胆组

(TSB > 342μmol/L) 40 例，在放射组学云平台上进行临床数据和影像数据的统一管理。手

动勾画苍白球脑区，分别测量其苍白球信号强度等 1000余个特征值，经过去除低方差变量、

相关性分析、聚类分析等降维处理后，得到主要的和临床感兴趣的特征值，分析与胆红素水平

之间的相关性。用 ANOVA进行三组间特征值的比较，得出与高胆红素血症密切相关的特征值。

结果：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苍白球 T1WI信号强度与血清胆红素水平呈正相关：随血清胆红素

值的升高，苍白球信号强度显著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通过影像组学大数据分

析得到多个特征值，对筛选出的特征值进行随机森林和支持向量机等分类的机器学习，找出在

训练集和测试集准确率都高的模型进行个案预测，可预测高胆红素血症的新生儿分组，得到量

化诊断报告。结论：影像组学在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苍白球受累程度的评估中具有重要意义。 

 

 
EP-3567 

DSA 在儿童先天性肝外门体静脉分流的临床分型及治疗中的应

用价值 

 
顾晓红

1
,邵虹

1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目的 探讨 DSA在儿童先天性肝外门体静脉分流的临床分型及治疗中的重要价值。方法 回顾性

分析 15例先天性肝外门体静脉分流患儿的 DSA结果并与临床资料进行对比，通过 DSA 分别行

肠系膜上动脉延迟相及肠系膜上静脉，脾静脉及下腔静脉造影，以及用球囊导管封堵下腔静脉

或分流血管后再行肠系膜上静脉及脾静脉造影，观察封堵前后肝内外门静脉显示情况及分流静

脉的情况，分别记录封堵前后门静脉的压力。部分患儿还进行肺动脉造影及延迟相观察肺静脉

显影的早晚程度。结果 15例患儿经过 DSA检查得到明确诊断及临床分型, Abernethy畸形Ⅰ

型 2例，Ⅱ型 13例；1例Ⅰ型患儿行肝移植, 1例随访中；Ⅱ型中除 1例随访外，其余 11例

均得到有效治疗，其中 4例在 DSA下对异常侧枝血管进行 plug封堵器封堵，封堵后肠系膜上

静脉再造影显示肝内门静脉较封堵前增粗且下腔静脉未见显影，7例在确诊后因无法封堵（分

流静脉短而粗或走行扭曲）而进行及时有效的外科门体静脉断流术。治疗后患儿临床症状明显

得到改善。结论 DSA是确诊先天性门体静脉分流类型一种敏感而准确的方法，尤其能检测到

易被常规 CT/MRI漏诊的肝内细小的门静脉分支而纠正分型，故经 CT或 MRI诊断为 Abernethy

畸形Ⅰ型的患儿有必要进一步行 DSA检查，从我院的病例来看，通过 DSA检查大多诊断为Ⅱ

型，从而给患儿带来及时有效的治疗机会，同时也减轻了手术难度以及减低了手术费用，提高

了患儿的生存率及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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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568 

基于多模态 MRI 影像组学策略的较低级别胶质瘤 IDH 与 TP53

突变评估研究 

 
田强,张曦,韩宇,颜林枫,胡玉川,孙颖志,王文,崔光彬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放射科 710038 

 

目的：IDH与 TP53突变与否是决定较低级胶质瘤（LrGG）分子亚型的关键，术前确定患者分

子亚型有助于制定临床策略。因此本研究旨在利用多模态 MRI探索可用于 IDH与 TP53基因突

变预测的影像标记物，并提出无创预测 LrGG分子亚型的影像组学策略。 

方法：本研究回顾性收集 TCIA数据库 103例 LrGG患者的术前 T1，T2，FLAIR及 T1对比增强

序列影像与对应的分子病理信息。103例患者被随机分为训练集 73例与测试集 30例，用于机

器学习预测模型的建立与测试。对多模态 MRI预处理并勾画 VOI，提取影像组学特征 276 个，

其中包括 VASARI视觉特征，纹理与直方图定量特征。采用支持向量机-循环特征消除算法从

276个特征中筛选出最能反映 IDH与 TP53分子改变的最优影像特征，并利用最优特征及训练

集数据建立 LrGG患者 IDH与 TP53突变鉴别的 SVM分类器，并计算相应的正确率、敏感性、特

异性及 AUC。利用测试数据对模型性能进行测试并计算相应性能指标。 

结果：103例 LrGG患者中，IDH野生型与突变型分别为 33例与 70例。在 IDH突变患者中，有

42例同时具有 TP53突变。经过特征选择，分别筛选出 12 个和 22个最优影像特征，用于 IDH

与 TP53突变的鉴别。筛选出的两组最优特征间并无重叠，其中纹理与直方图特征主要来自 T2

影像。利用最优特征组和训练数据建立 SVM分类模型，鉴别 IDH与 TP53突变的准确率与 AUC

分别达到 84.9%，0.83和 90.0%，0.95。最终利用测试数据对模型预测效能进行测试，IDH与

TP53突变预测准确率分别达到 80%与 85%。 

结论：本研究基于多模态 MRI，提出了一种结合大量影像特征与机器学习模型的影像组学策

略，用于术前无创预测 LrGG 患者的 IDH与 TP53基因突变。该策略能够较为准确的预测 LrGG

患者的两个关键遗传改变，有效辅助临床决策，具有重要临床意义。 

 

 

EP-3569 

LGE-CMR derived texture features reflect poor 

prognosis in hypertrophic cardiomyopathy patients 

with systolic dysfunction: preliminary results 

 
Cheng Sainan

1
,Dong Di

2
,Fang Mengjie

2,3
,Tian Jie

2,3
 

1.Fuwai Hospital 

2.CAS Key Laboratory of Molecular Imaging， Institute of Automation，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3.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OBJECTIVES To evaluate the prognostic value of texture features based on late 

gadolinium enhancement cardiac magnetic resonance (LGE-CMR) images in hypertrophic 

cardiomyopathy (HCM) patients with systolic dysfunction. 

METHODS 1.5 T CMR examinations were performed on 67 HCM patients with systolic 

dysfunction. Texture features were extracted from LGE images. Cox proportional 

hazard analysis and Kaplan-Meier analysis were used to determine the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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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exture features and traditional parameters obtained at CMR imaging or clinical 

variables with event free survival. 

RESULTS Family history [hazard ratio (HR)=2.558], NYHA functional class (HR=5.627), 

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 (HR=0.945), left ventricular end-diastolic 

volume index (HR=1.006), LGE extent (HR=1.911 per 10% increase) and four texture 

parameters [skewness (HR=0.210), kurtosis (HR=1.036), energy (HR=1.013 per 100 

increase) and cluster tendency (HR=0.811)] were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event free survival in the univariate analysis (p<0.05). The HR of LGE extent 

(HR=1.550, 1.510 and 1.752 per 10% increase respectively, p<0.05) remained 

significant when adjusted by one of the three texture features: skewness, kurtosis, 

and cluster tendency. However, LGE extent did not reac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when energy (p<0.001) and LGE extent (p=0.231) were included in multivariable 

analysis. 

CONCLUSIONS Increased fibrosis heterogeneity (higher energy, higher kurtosis, 

lower skewness and lower cluster tendency) was shown to be strongly associated 

with adverse events in HCM patients with systolic dysfunction. 

  

 

 
EP-3570 

新疆维吾尔族与汉族肺动脉栓塞 CTPA 特征 

与危险因素的对比研究 

 
叶梅

1
,木合拜提·买合苏提

1
,努尔比耶姆·阿卜都热苏力

2
 

1.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新疆维吾尔族与汉族肺动脉栓塞 CTPA特点及危险因素的差异。方法：收集在我院行

CT肺动脉造影确诊肺栓塞患者 322例，其中汉族 202例，维吾尔族 120例，分析 CTPA图像，

比较两民族肺栓塞发生部位、栓塞类型、栓塞面积，肺栓塞间接表现影像学特征以及肺栓塞危

险因素的差异。结果：①维、汉族两民族肺栓塞分布类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维族 I级肺动脉

无栓塞病例，汉族为 1，2-5级肺动脉栓塞数比较χ
2
值分别为 0.225、0.060、1.208、

0.349，P值为：0.290、0.043、0.142、0.290）；②栓塞面积的比较：维、汉族大面积肺栓

塞数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
2
值为 0.369、P值为 0.315），维族次大面积肺栓塞患者多于

汉族患者（χ
2
值为 4.604、P值为 0.023）而汉族非大面积肺栓塞患者多于维族患者（χ

2
值为

5.442、P值为 0.013），两组间有明显统计学意义；③间接征象比较：维族患者肺动脉增粗、

右心增大或功能不全多于汉族，汉族患者胸腔内积液多于维族患者（χ
2
值分别为 4.623 

3.291、3.290， P值为 0.023、0.047、0.044），心包积液、肺梗死及马赛克征等两民族患者

间无明显统计学意义；③危险因素的比较：心血管疾病及下肢血栓是维吾尔族患者的主要危险

因素（χ
2
值分别为 3.731，3.945；P值为 0.037，0.000）。结论：新疆维吾尔族次大面积肺

栓塞合并右心室功能不全多于汉族，而汉族患者容易出现非大面积肺栓塞；既往有血栓史及心

血管疾病是维吾尔族患者的主要危险因素，在肺栓塞的分析诊断及治疗中需足够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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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571 

The Diagnosis Value of MRI-Texture Feature for 

Ovarian Cancer 

 
Li Shuhao,Sisi Yu,Qian Zou,Zheng Yang,Li Zhou,Jianhua Yan,Lianggeng Gong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chang University 330006 

 

Objective Aim to found a new index from MRI-Texture Feature as a diagnostic 

marker in ovarian cancer. 

Methods  Pelvic MRI was performed in 47 patients (serous cystadenoma, n=17; 

serous cystadecarcinoma. n=14; ovarian metastasis, n=14). We focus on the T2-

weight image, methods of fractal analysis (FA), gray level co-occurrence matrix 

(GLCM), run length matrix (RLM), intensity size zone matrix (ISZM), neighboring 

gray-level dependence matrix (NGLDM), neighbor gray-tone difference matrix (NGTDM) 

and first-order statistics were used to analysis the image data. We compared all 

image features between three groups. P value and COV were been calculated. 

Result  FA, cov from FOS, dissimilarity from GLCM, HILZE from ISZ, LRE from NGLD, 

complexity from NGTD, homogeneity from normGLCM, IV from RLM, BWS from spectrum 

and so, these features were significant (p<0.05). FA, entropy from FOS, 

correlation from GLCM, SZE from ISZ, entropy, homogeneity and idm from normGLCM 

have smaller variation (COV<0.2). FA, correlation from GLCM, SZE from ISZ, 

homogeneity and idm from normGLCM were the fit with two condition in the same time 

(p<0.05; COV<0.2). 

Conclusion  In order to find specific parameters, we compared three different 
ovarian tumors by using TF method in our study, which can be make it 

distinguishable. Despite the lack of enormous samples, we still trying to use this 

new method to get the precision diagnosis. Unfortunately, in our study, there is 

no specific applications of TF method right now, but we demonstrate the potential 

possibility on helping clinical diagnosis. We will collect more sample data from 

other angles to analyze in the future study. At the same tim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other disciplines, it is likely to have a breakthrough in some way 

which can benefit our work. We hope that TF method can make more contributions to 

clinical diagnosis in the future. 

 

 
EP-3572 

CT 纹理分析在小肠 GIST 术前危险度评估中的作用 

 
严嘉仪,缪飞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200025 

 

背景：胃肠间质瘤（GIST）占所有胃肠道肿瘤的不足 1%,小肠是第二常见的好发部位，仅次于

胃，但小肠 GIST的预后较胃 GIST明显更差。NIH在 2008年公布的改良分级标准根据肿瘤部

位、直径和核分裂像将 GIST 分为极低度、低度、中度和高度风险，不同危险度的 GIST预后相

差极大。CT是 GIST最常见的影像检查方法之一，已有一些研究表明 CT纹理分析可应用于肿

瘤的鉴别诊断和恶性程度分级，但在 GIST中尚未有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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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收集了 213例在我院经术后病理确诊的小肠 GIST患者的临床和 CT资料，分别选取平

扫、动脉期、门脉期肿瘤最大截面并绘制 ROI区，通过 Mazda软件对 ROI区进行特征提取，并

通过 spss19.0软件对提取的特征进行分析。 

结果：根据 NIH改良分级标准，本组病例包括极低度风险 3例，低度风险 108例，高度风险

102例，无中度风险，为便于分析，将极低度和低度合并为一组。通过对一般情况、临床因素

和 CT常规特征分析的单因素和多因素 logistics回归显示仅肿瘤直径和动脉期强化程度是

GIST危险度分级的独立预测因素（ROC曲线下面积（AUC）=91.9%），较单纯依靠直径准确性

更好（AUC=87.3%）。通过 Mazda软件对平扫、动脉期和门脉期的肿瘤分别提取了约 380 个纹

理特征，并通过 F+MI+PA方法筛选了 30个特征，通过多因素分析显示 3个期像中门脉期最好

（门脉期 AUC=93.9%，动脉期 AUC=92.3%，平扫 AUC=92.3%），且将门脉期纹理特征结合 CT特

征一起分析可更好的预测 GIST的危险度（AUC=96.5%，敏感性=87.3%，特异性=92.8%）。 

结论： GIST的术前临床表现和 CT常规特征分析可较好的预测 GIST的危险度，单纯 CT纹理

分析相较 CT常规特征分析可更好的预测 GIST的危险度分级，且 CT纹理分析联合常规特征分

析可进一步提高对 GIST危险度分级预测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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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001 

Study on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Ultra-High B Value 

MR Diffusion Imaging and Aquaporin-4 in A Hepatic 

Ischemic-Reperfusion Model in Rats 

 
zhang siying,Chen Feng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Zhejia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310003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expression of aquaporin-4（AQP-4）in hepatic 

ischemia-reperfusion tissue, and to explor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ultra-high b 

value magnetic resonance 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DWI）and AQPs.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expression of aquaporin-4（AQP-4）in hepatic 

ischemia-reperfusion model in rats and to explor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ultra-

high b value 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DWI）and AQP-4.in the model. 

Methods: Forty-two SD rats weighing 250-300 g were divided into 7 groups (n = 60). 

The right lobe portal vein and hepatic artery were ligated for 3 hours (h)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the ra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ligating 

the right lobe portal vein and hepatic artery for 3 hours. The ra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sham operation. 3.0T MRI scanning including plain scan T1-

weighted imaging, T2-weighted imaging, conventional 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 

(DWI) (b=0 s/mm2,1000 s/mm2) and 15 b-values DWI(b=0 s/mm2-4500 s/mm2) were 

performed in both groups at 0h, 6h, 12h, 1 day (d), 3d, 7d and 14d after 

reperfusion. 

Standard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ADCs) and ultra-high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ADCu) were measured based on single b-value DWI and 15 b-value DWI 

respectively. The dynamic changes of each parameter were observed at each time 

point. After scanning, the animals were euthanized and liver specimens were taken 

for HE staining. The morphological changes of the liver were noted under light 

microscope. The expression of AQP-4 was measured qualitatively and quantitatively 

by Western blot. 

Results: The ADC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starting from 12 hours after operation and returned to normal at 1 week 

after operation. ADCu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began to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t 6 h after operation and returned to normal at 2 

weeks after operation. The expression of AQP-4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decreased 

gradually at 6h, 12h, 1d and 3d after operation but still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began to approach normal at 1 week after operation. ADCs did not 

correlate with AQP-4 expression (P = 0.416) , but ADCu was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AQP-4 expression (P = 0.034) and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was 

0.721. 

Conclusion: The ultra-high b value DWI can reflect the transport of water though 

AQ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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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002 

FDG-PET in immunocompetent patients with primary 

central nervous system lymphoma: differentiation from 

GBM and correlation with DWI  

 
wen jianbo,Geng Daoying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Hua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200040 

 

Objective: This study retrospectively evaluated the role of F-18 FDG PET/CT for 
distinguishing PCNSL from GBM. Besides, the relation between F-18 FDG uptake and 

ADC in patients with PCNSL was also explored. 

Methods: We reviewed 94 patients (40 PCNSLs and 54 GBMs) underwent FDG PET/CT scan 
at onset. SUVmax, T/N ratio and T/C ratio of tumor lesions were calculated. ROC 

curves were generated to determine diagnostic performance for SUVmax, T/N ratio 

and T/C ratio to differentiate PCNSL from GBM. Among PCNSLs, 28 patients with 34 

lesions also underwent 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 The ADC ratio was calculated by 

dividing the minimum ADC of the tumor by the mean ADC of contralateral normal 

white matter. Pearson’s correlation analysis was used to assess the relation 

between SUV and ADC-derived parameters. 

Results: T/C ratio and T/N ratio had better sensitivity (92.3 %) while SUVmax had 
higher specificity (93%). Comparative ROC analysis indicated T/C ratio had 

superior accuracy (93.3%) over SUVmax (92.5%) and T/N ratio (90.1%). Combined T/C 

ratio and SUVmax showed the greatest performance (AUC 0.946) for discrimination of 

PCNSL and GBM. Moderate inverse correlation between SUVmax and ADC ratio was found 

for PCNSL cases (P＜0.05, r =- 0.468). 

Conclusions: Combined T/C ratio and SUVmax might be more useful for 
differentiating PCNSLs from GBMs. An inverse correlation between SUVmax and ADC 

ratio of PCNSL lesions was found.  

 

 
PU-0003 

多模态磁共振成像显示大鼠脑创伤半暗带的实验研究 

 
鲁宏 

重庆市第七人民医院 400054 

 

目的 探究多模态磁共振成像是否可以显示大鼠脑创伤半暗带（traumatic penumbra，TP）的

动态变化。 

方法 56只健康成年雄性 Wistar大鼠，分为对照组（7只）和创伤组，按创伤后不同时间分为

7个时相：1h、6h、12h、24h、48h、72h、7d组（每个时间点各 7只）。采用改良的 Feeney

氏法建立中度脑创伤模型，行头部 SE序列及 DWI扫描，测量 TP区的 rADC值，对相应区域进

行病理观察，对结果进行分析。 

结果 对照组组织未见异常。创伤组伤后 1h，TP表现为血管源性水肿；6h出现细胞内水肿；

12h两种水肿共存并明显加重，24h水肿减轻；48h血管源性水肿再次加重；72h细胞内水肿占

优势；7d两种水肿均明显减轻。DWI显示：创伤后 1h TP区 rADC值明显升高，6h时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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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h减低为（64.37±1.07）%，之后 ADC值逐渐上升，48h时再次升高，72h又降低，除 6h与

12h、6h与 24h和 12h与 24h 外，其余各时相点之间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脑创伤半暗带的病理改变主要是细胞内水肿和血管源性水肿的动态变化，ADC值可显示

TP区水肿类型和程度的动态变化，从而提示 TP区。  

 

 

PU-0004 

阿尔茨海默病患者脑葡萄糖代谢变化 PET/CT 成像研究 

 
段小艺,高俊刚,刘翔,郭佑民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710061 

 

目的：随着人口老龄化，认知障碍相关疾病发病率逐年升高，其中阿尔茨海默病 

(Alzheimer's disease,AD) 最为常见，对于 AD诊断，常规影像学方法很难早期发现与定性诊

断 AD。本研究探讨脑葡萄糖代谢 PET/CT成像在 AD诊断中的价值。 

方法: 依据临床诊断标准纳入 AD患者 17例（AD组），同时选择基本特征匹配的 15例健康志

愿者做对照（HC组），两组患者均行
18
F-FDG PET脑显像, 计算机处理获得三维重建图像。采

用视觉分析、感兴趣区技术与脑功能分析软件对两组 PET图像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①AD 患者葡萄糖代谢减低主要累及顶叶、颞叶、额叶皮质、后扣带回和海马，不累及

枕叶、基底核、丘脑和小脑，不影响躯体感觉和运动功能。②与轻度 AD比较，中重度 AD顶

叶、颞叶、额叶、后扣带回和海马区葡萄糖代谢减低程度更为显著，范围也有所扩大，部分患

者可累及视觉与语言中枢。③系统自带脑代谢分析软件较视觉评价和感兴趣区分析技术更加客

观，精细度更高，能够精确反映脑区葡萄糖代谢变化，适合推广应用。 

结论：AD患者大脑皮层葡萄糖代谢减低区分布具有一定特点和规律，
18
F-FDG PET显像对于 AD

的诊断、鉴别诊断与疗效评价有一定意义。  

 

 
PU-0005 

18F-FDG and 11C-MET PET/CT in a Case of Cerebral 

Syphilitic Gumma 

 
李晓桐,艾林 

北京天坛医院 100050 

 

We report a case of a 40-year-old woman complained with fatigue and left limbs 

weakness for 10 days. Brain MRI showed two lesions in the right frontal lobe and 

right thalamus.Further analysis by PET/CT scans demonstrated high uptake in the 

lesions.Because a primary malignancy was suspected, a biopsy was 

performed.Hematoxylin and eosin stained section showed a large quantity of 

inflammatory cell infiltration containing lymphocytes, neutrophils and plasma 

cells, andan inner layer of necrosis.Serum was tested positive for syphilis and 

Treponemapallidum infection.The combination of histopathologic findings and 

positive result of the serum Treponemapallidumhemagglutination test suggested the 

diagnosis of syphilitic gumma.With PET/CT scans, we shows the CNS gumma in a newer 

ancillary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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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006 

表面标记 2-DG 的二疏基丁二酸包被的氧化铁纳米粒和聚乙二

醇修饰的氧化铁纳米粒靶向横纹肌肉瘤细胞的比较研究 

 
周洁，江苏大学附属人民医院

1
,单秀红

1
,王鹏

1
,耿兴东

1
,胡慧

1
,熊非

2
,顾宁

2
 

1.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江苏大学附属人民医院） 

2.东南大学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 

 

目的 研究二疏基丁二酸（DMSA）包被的纳米粒子以及聚乙二醇（PEG）修饰的纳米粒子表面标

记 2-DG的制备方法及体外细胞摄取情况。方法 制备γ- Fe 2 O 3 @DMSA- DG和γ- Fe 3 O 4 

@OA-OA2-PEG-DG NPs，并对其理化性质进行研究;将 A-673 细胞分别和γ- Fe 2 O 3 @DMSA- 

DG、γ- Fe 2 O 3 @DMSA、γ- Fe 3 O 4 @OA-OA2-PEG-DG 、γ- Fe 3 O 4 @OA-OA2-PEG以及γ- 

Fe 3 O 4 @OA-OA2-PEG-DG + 2- DG(4.5 mg/mL)孵育 10 min、 20 min、 1 h、 2 h，运用普鲁

士兰染色法检测纳米粒子的吸收情况， 并以体外 MRI 观察信号强度变化。结果; DMSA包被

的纳米粒子与细胞孵育 30min、1h后，γ- Fe 2 O 3 @DMSA- DG组和γ- Fe 2 O 3 @DMSA组细

胞大量摄取，并且前者摄取量多于后者；PEG修饰的纳米粒子与细胞孵育 2h后，相比与 γ- 

Fe 3 O 4 @OA-OA2-PEG组和竞争抑制组，γ- Fe 3 O 4 @OA-OA2-PEG-DG组细胞内见明显摄取。结

论 本研究成功合成γ- Fe 2 O 3 @DMSA- DG NPs和γ- Fe3 O 4 @OA-OA2-PEG-DG NPs，两者对 

A-673细胞具有较好的靶向性，由于 PEG的抗蛋白质和细胞黏附作用，前者在抗非特异性黏附

的基础上更好的实现了标记物的特异性识别作用，从而使纳米粒子更精准地定位于肿瘤细胞。  

 

 

PU-0007 

AS1411 适配体靶向脂质体包裹 PEG-MnO 纳米探针在肾癌移植

瘤磁共振分子成像中的研究 

 
李清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646000 

 

目的 合成脂质体包裹 PEG-MnO纳米复合物，并通过共价偶联靶向识别分子 AS411适配体形成

磁共振成像纳米探针，实现其在肾癌移植瘤的在体磁共振成像。方法 1. 利用透射电子显微镜

(TEM)观察 Liposomes-PEG-MnO的形貌及粒径。2.对两种材料的 T1弛豫率并进行比较。3.以

786-0细胞及 NIH-3T3细胞作为实验对象，进行细胞毒性。4.观察组织病理切片了解其对活体

的毒性作用。5.测量其生物半衰期。6. 分别对 PEG-MnO、Liposomes-PEG-MnO、AS1411-

Liposomes-PEG-MnO三组材料进行肾癌移植瘤在体磁共振成像。结果 1. TEM观察到空白脂质

体及 Liposomes-PEG-MnO呈球形，粒径分别约为 120.89nm、133.87nm。2.PEG-MnO(7.61s
-1
mM

-1
 

Mn)的 T1弛豫率较 Liposomes-PEG-MnO(14.45s
-1
mM

-1
 Mn)高。3. MTT细胞毒性检测显示，

Liposomes-PEG-MnO的 Mn
2+
浓度在 0~0.4mmol/L范围内对两种细胞均无明显的细胞毒性作用，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均 P>0.05)。4.组织病理显示 Liposomes-PEG-MnO对小鼠的脏器没有明

显的损害。5. Liposomes-PEG-MnO的生物半衰期约为 9.78h。6. Liposomes-PEG-MnO组比

PEG-MnO组肿瘤的强化程度高及强化持续时间长； AS1411-Liposomes-PEG-MnO组比

Liposomes-PEG-MnO组肿瘤强化程度高及强化持续时间长。结论 1.成功制备了 Liposomes-

PEG-MnO纳米复合物，其具有较高的 T1弛豫率、较好的生物相容性及较长的生物半衰期。2.

制备的靶向纳米探针对裸鼠 786-0 肾癌细胞移植瘤具有较好的靶向识别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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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008 

MiR-20a 在肝癌生长与转移中的作用和机制研究 

 
张倩倩,李丹,单鸿 

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 519000 

 

原发性肝癌是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其中 80%~90%为肝细胞肝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目的 研究 miR-20a对肝癌的生长和转移的影响及机制。方法 qRT-PCR

法检测 8种肝癌细胞系中 miR-20a的表达；瞬转 miR-20a mimic 后，免疫荧光法和 qRT-PCR法

检测肝癌细胞 SMMC7721和 Huh7的转染效率；CCK8法和平板克隆形成实验观察肝癌细胞的增

殖活性；Transwell肿瘤侵袭实验和细胞划痕实验检测肝癌细胞的侵袭和迁移能力；生物信息

学软件预测 miR-20a可能作用的靶基因，并采用荧光素酶实验和 western blot实验进行验

证。裸鼠皮下成瘤实验观察 miR-20a对肝癌细胞在体内成瘤能力和转移能力的影响；qRT-PCR

法、miRNA原位杂交技术和免疫组化法检测肝癌及癌旁组织中 miR-20a和组蛋白甲基转移酶

EZH1的表达；免疫组化法检测肝癌及癌旁组织中组蛋白 H3K27甲基化水平。结果 miR-20a在

8种肝癌细胞系中的表达显著下调。MiR-20a mimic能够成功转染肝癌细胞并保持较高水平表

达 miR-20a。MiR-20a过表达能够抑制肝癌细胞的增殖能力。Transwell肿瘤侵袭实验和细胞

划痕实验结果表明 miR-20a 抑制肝癌细胞的侵袭能力和迁移能力。荧光素酶实验发现 miR-20a

可以直接靶向调节 EZH1。动物实验结果表明过表达 miR-20a能够抑制肝癌细胞 SMMC7721 在体

内的生长和转移能力。此外，我们发现肝癌组织比癌旁组织中 miR-20a的表达下降，EZH1的

表达增加。与癌旁组织相比，肝癌组织中组蛋白 H3K27me、H3K27me2和 H3K27me3的表达均上

调。结论 MiR-20a在肝癌细胞系中普遍表达降低。MiR-20a能够负性调控组蛋白甲基转移酶

EZH1的表达，减少组蛋白 H3K27的甲基化作用。 

 

 

 

PU-0009 

A meta-analysis study of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EGFR 

rs2252586 mutation and the risk of glioma 

 
YE XIN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outhwest Medical University 646000 

 

Background: Several studies reported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EGFR) rs2252586 mutation and glioma susceptibility. 

However, the results of these studies were inconsistent. 

Methods: A computer-based search using EMBASE and PubMed databases was conducted. 

Odds ratios (OR) and 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 were used to assess 

the strength of association between EGFR rs2252586 mutation and glioma 

susceptibility. 

Results: The EGFR rs2252586 mutation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an increased risk of glioma (OR=1.16; 95%CI, 1.11–1.21; P<0.00001). When 

stratified by tumor subtype, the significantly elevated risk was observed in 

glioblastoma(OR=1.15; 95%CI, 1.04–1.26; P=0.007) but not in oligodendroglioma 

(OR=1.19;95%CI, 0.97–1.46; P=0.10). When we excluded the studies with small 

sample size (case number < 1000), a significant association between EG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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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2252586 mutation and glioma susceptibility remained (OR=1.16; 95%CI, 1.09–1.22; 

P<0.00001). 

Conclusions: In conclusion, this meta-analysis found that EGFR rs2252586 

mutation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glioma risk. 

   

 

 
PU-0010 

细胞毒性脑水肿发生的分子学机制影像学特点及其临床意义 

 
张贵祥,赵京龙,王夕富,李康安,郑林丰,王悍,权启萌,许艳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人民医院 200080 

 

摘要：目的：探讨细胞毒性脑水肿分子学机制，MRI脑水肿的分型及细胞毒性脑水肿影像学特

点及其临床价值。 方：MRI 检出细胞毒性脑水肿常用的序列是 DWI技术方法， DWI各向异

性：b 1000sec/ mm2,有效梯度 14 mT/m;TR=7500 msec,矩阵 128x128,FOV=200x 200mm,厚度=6 

mm，间距=1mm，沿 x，y，z轴施加的扩散梯度表现的各向异性。在 x轴（从右到左）方向施加

梯度时，胼胝体压部呈低信号，在 y轴(从前向后）施加梯度时，额、枕白质纤维呈低信号，

在 z轴（上到下）方向施加梯度时，皮质脊髓束呈低信号。新血管生成活性生物标志物（微血

管半径，微血管密度）氧代谢（氧提取指数[OEF]和氧代谢率[CMRO2]）， microvessel type 

indicator [MTI])进行统计分析。结果：细胞毒性水肿的特征在于细胞内积水取决于离子梯度

并涉及星形胶质细胞 AQP4的活性，细胞毒性水肿发生在脑细胞受损和 Na-K-ATP酶活性下降

时，但 BBB仍然完好无损。以胼胝体为例，将细胞毒性脑水肿分为三型 a局限于胼胝体压部,b

水肿经胼胝体压部扩散,c弥漫整个胼胝体。结论：细胞毒性脑水肿见于炎性，药物性，代谢

性及血管源性的病因，在细胞毒性脑水肿时，抑制 AQP4的活性是临床治疗的重要环节，而在

血管源性脑水肿时激活 AQP4 可能有利于向正常转归。 因此，AQP4的激活剂和抑制剂是非常

有希望的治疗脑水肿的新因子。 

   

 

 
PU-0011 

探索 EGFR@Fe3O4 纳米颗粒对肺癌 H1650 细胞生物学行为的影

响及 MRI 检测 

 
谢晓东 

江苏省肿瘤医院 210009 

 

目的 探讨 EGFR@Fe3O4纳米颗粒标记肺癌 H1650细胞的可行性，并观察 H1650细胞被标记后的

增殖及凋亡变化，及 3.0T MRI下信号改变的敏感性。 

方法 将 H1650细胞分别与 10、50、100、200μg/ml 的 EGFR@Fe3O4纳米颗粒共孵育 24h，采

用普鲁士蓝染色法观察 H1650 细胞的标记率，采用 MTT法检测 H1650细胞的增殖活性，采用流

式细胞仪检测 H1650细胞的凋亡。并运用 3.0T MRI，探索被标记后 H1650细胞在 T2WI信号的

改变。 

结果 EGFR@Fe3O4纳米颗粒与 H1650细胞共培养 24h后的胞质内有不同程度的蓝染铁颗粒，且随

着 EGFR@Fe3O4浓度的增加而增加。当浓度为 100μg/ml EGFR@Fe3O4时的标记率达 100%。未标记

的 H1650细胞与 10、50、100、200μg/ml EGFR@Fe3O4标记的 H1650细胞组的细胞凋亡率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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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3.88±0.92）%、（4.58±0.94）%、（4.46±1.20）%、（3.81±0.12）%、

（4.58±0.96）%，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未标记 H1650细胞与各纳米浓度标记

H1650细胞组的细胞存活率的差异亦无统计学意义（P>0.05）。然而，在 3.0T MRI扫描下，

未标记组与标记组间 T2信号有显著差异，随着标记率的增加，T2信号降低明显（P<0.05）。 

结论 EGFR@Fe3O4纳米颗粒可用于标记 H1650细胞，且不影响 H1650细胞的增殖及凋亡，并且

在 3.0T MRI下引起 T2信号的显著改变。 

 

 

 
PU-0012 

鼻咽癌放射性脑损伤的动态 MRS 研究 

 
陈旺生 

海南省人民医院 570311 

 

鼻咽癌的治疗首选放射治疗，通常伴双侧颞叶、脑干和脊髓等部位放射性损伤，其中，以双侧

颞叶损伤最明显，严重影响总体放疗效果以及患者的存活质量。常规 MRI检查只能组织的形态

学方面来观察放射性脑损伤的程度的范围，出现阳性征象时已经进入不可逆性的坏死期。而磁

共振波谱（magnetic resonance spectroscopy, MRS）成像则可以从分子水平反映活体脑组织

的代谢物含量的变化，而且具有无创性、可重复性强等特点和优势，为鼻咽癌放射性脑损伤的

动态变化的监测提供了全新的研究方法。目前，将 MRS用于鼻咽癌放射性颞叶脑损伤的研究多

局限于超急性期、坏死期等特定的阶段[1-3]，缺乏连续性和系统性，本研究通过对首次接受

放疗的鼻咽癌患者的双侧颞叶脑组织进行 MRS动态随访，监测各主要代谢物含量的变化过程和

趋势，力求为临床适时干预和最大效度的治疗放射性脑损伤提供客观依据。 

 鼻咽癌放射性脑损伤是一个逐步演变的动态过程，表现较为复杂,'H-MRS能从分子水平无创

性监测脑组织物质代谢的变化，并以此推测结构的改变。现有研究表明,急性期主要表现

NAA/Cr、Cho /Cr和 NAA/Cho 值的降低,迟发反应期逐步回升，Cho /Cr值可以恢复到接近放疗

前水平、NAA/Cr值则低于放疗前水平，部分病例早期迟发反应期可出现 Lac峰的增高。但

是，对于急性期 Cho/Cr值的变化规律尚未形成定论,少数研究者认为放疗开始后短期内轻度升

高，然后呈下降的趋势,然后出现上升,也有个别研究者认为只有一个上升支。关于三大代谢物

的比值在放射治疗后的远期是否出现周期性变化的，还需要更长时间的进一步的研究,以明确

其准确性及可能的发生机制,甚至需要更长期的动物实验随访佐证。  

 

 
PU-0013 

基于苯并噻二唑近红外荧光探针的构建及其核酸识别 

 
刘瑞源

1
,侯美蓉

2
,夏琦

1
,严承功

2
,许乙凯

2
 

1.南方医科大学 

2.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目的  

近年来，荧光成像技术己成为对生物学过程进行无损实时监测显像的有力工具，具有很高的时

间和空间分辨率。荧光成像在研究不同领域包括生物学，诊断学，药物研发等过程中有着重要

价值。尤其是近红外(NIR)发射光极大促进了生物体内分子水平成像的发展[1]。目前，大部分

研究都集中在特异性靶向定位及能够提供定量信息荧光探针的研究上。细胞核是细胞的控制枢

纽，它在细胞的代谢、生长、分化等过程中起着不可取代的作用[2]。目前具有特异的靶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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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到细胞核内的近红外荧光探针还是很少，因此开发出具有特定功能的细胞核靶向探针非常重

要。本研究设计合成基于苯并噻二唑近红外荧光探针 PTB，探讨 PTB的光化学性能和对核酸的

识别性能。 

方法  

首先采用 Knoevenagel反应制备得到 PTB；进一步利用红外光谱仪、核磁共振谱仪、质谱和荧

光分光光度计对 PTB理化性质进行检测。采用荧光光谱考察 RNA和 DNA对 PTB近红外荧光的

turn on效果。体外细胞试验中，采用 MTT法检测 HeLa细胞的相对存活率，采用激光共聚焦

显微镜观察 HeLa细胞其体外摄取情况和胞内定位。 

结果 

理化性能检测显示已经成功制备出基于苯并噻二唑近红外荧光探针 PTB。体外细胞实验证实该

PTB在 1uM浓度下即可被 HeLa 细胞摄取并显示红色荧光。激光共聚焦显微镜共定位显示 PTB

集聚在细胞核。MTT细胞毒性显示在 1~10mM浓度范围内对 HeLa细胞的毒性小。 

结论  

本研究已初步研究出基于苯并噻二唑近红外荧光探针 PTB，可以对细胞核进行近红外荧光成

像。  

 

 
PU-0014 

基于体素内不相干运动扩散加权成像鉴别前列腺癌结节与增

生结节的价值 

 
张利祥 

安徽省肿瘤医院 230031 

 

目的探讨 3.0T磁共振体素内不相干运动扩散加权成像（IVIM-DWI）对鉴别前列腺癌与增生结

节的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经病理证实前列腺癌组 23例及前列腺增生组 17例。两组患者治疗

前均行常规 MR和 IVIM-DWI 检查，在 GE AW4.5工作站利用 IVIM软件计算得出两组的
stand

ADC，
Slow

 ADC，
Fast

 ADC， f值，且获得各参数图。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分析两组间各参

数值的差异，并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性（ROC）曲线，并分析诊断前列腺癌与增生结节的 ROC

曲线下面积(AUC)，计算
stand

ADC，
Slow

 ADC， f值诊断前列腺癌的敏感度，特异度。结果前列

腺癌组的
stand

ADC，
Slow

 ADC ，f值分别为｛(0.62±0.12) ×10
-3
mm

2
/s、

(0.43±0.13) ×10
-3
mm

2
/s 、(32.6±12.8)％｝，明显低于前列腺增生组

｛（1.07±0.24) ×10
-3
mm

2
/s、(0.73±0.21) ×10

-3
mm

2
/s 、(43.6±20.1)％｝；且两组之

间的
stand

ADC，
Slow

 ADC，f值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前列腺癌组的
Fast

 ADC值为

(16.5±18.4) ×10
-3
mm

2
/s,前列腺增生组

Fast
 ADC (11.9±10.4) ×10

-3
mm

2
/s,二者无统计

学意义（P=0.359）。ROC曲线确定 IVIM相关参数诊断前列腺癌的阈值、AUC、敏感性和特异

性分别为：
stand

ADC：0.746×10
-3
mm

2
/s、0.962、94.1％和 87％；

slow
 ADC：0.415×10

-3
mm

2
/s、

0.884、100％和 65.2％。 

结论 IVIM-DWI相关参数能提供肿瘤组织的纯水分子的扩散及微循环的灌注特性，
stand

ADC、
Slow

 ADC、f对前列腺癌与前列腺增生的鉴别有一定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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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015 

3.0TMR 评估青年人群膝关节前交叉韧带损伤的危险因素 

 
吕琦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200065 

 

目的 探讨 3.0TMR评估青年人前交叉韧带损伤的危险因素及其意义。 

方法 回顾性分析已确诊前交叉韧带损伤的患者 69例（其中男 35例，女 34例）及正常对照组

62例(其中男 33例，女 29 例）膝关节 3.0T MR扫描资料，比较 MR诊断前交叉韧带损伤的敏

感性，特异性及准确性。测量损伤组与正常组的膝关节形态，测量参数包括：股骨髁间凹的宽

度（NW）、股骨内外侧髁总长（BW）以及两者的比例即宽度指数（NWI），内侧髁至髁间凹的

宽度 M、外侧髁至髁间凹的宽度 L及两者的比值 L:M，所获得的数据采用 SPSS13.0软件行统计

分析。 

结果 MRI诊断前交叉韧带损伤的敏感性是 94.2%，特异性是 92.3%，准确性是 93.5%。68例男

性与 63例女性比较， BW、L及 NWI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NW、M及 L:M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青年男性与女性膝关节形态不同，男性膝关节的 NWI较女性更小，在前交

叉韧带损伤与未损伤男性人群中， BW、L:M及 NWI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损伤者的

NWI更小，；而女性前交叉韧带损伤与未损伤组中，各参数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所有参数在

活动的强度及损伤部位（左右）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较小的 NWI很可能是男性前交叉韧带损伤的危险因素，BW及 L：M是影响青年男性膝关

节动力学的重要因素。  

 

 
PU-0016 

先天性肾动静脉瘘的影像学诊断 

 
毛新清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200065 

 

目的 探讨肾动静脉瘘的影像诊断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例肾动静脉瘘患者的资料。2例患者 CT检查，其中 1例同时行静脉肾盂造

影、MRI检查，发现病变后， 均经 DSA检查证实。 

结果 肾脏发现团块状占位，CT上呈等密度，周围见钙化影；MRI上 T1为等高、T2为高低混

杂信号；增强后明显强化，强化程度与腹主动脉一致，下腔静脉早显；DSA检查示血管畸形、

动静脉短路、多分支供血等，下腔静脉早显。 

结论 CT、MRI等能够发现肾动静脉瘘，CT检查尤其三维重建能够明确诊断，但 DSA仍然是诊

断肾动静脉瘘最佳的检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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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017 

Interim 18F-FDG PET/CT and BCL2 for predicting the 

prognosis of patients with diffuse large B-cell 

lymphoma in the rituximab era 

 
Jiang Maoqing

1
,Ruan Xinzhong

1
,Wang Quanshi

2
 

1.Ningbo First Hospital 

2.Nanfang Hospital 

 

 

Objective In this study, we investigated the prognostic role of interim 18
F-FDG 

PET/CT (I-PET/CT) and BCL2 in diffuse large B-cell lymphoma patients treated with 

rituximab containing chemotherapy. 

Methods A total of 106 patients with newly diagnosed DLBCL underwent PET/CT scans 
at baseline and a subsequent I-PET/CT after the 4th cycle of chemotherapy. I-

PET/CT was analyzed using the Deauville five-point score (DS). The prognostic 

significance of I-PET/CT and BCL2 were evaluated by predicting progression-free 

survival (PFS) and overall survival (OS). 

Results With a median follow-up of 25 months, the 2-year PFS and OS were 78% and 
95% in the I-PET/CT negative group, 33% and 57% in the I-PET/CT positive group 

(P<0.001). Patients with BCL2 positive showed a shorter PFS than the negative 
(P=0.002), but not in OS (P=0.068). In multivariate analysis, I-PET/CT and BCL2 
were independent variables in assessing outcome of PFS. I-PET/CT was also an 

independent factor for OS. No matter what the results of BCL2, patients with I-

PET/CT positive had a significant inferior outcome than the negative. In the I-

PET/CT negative group, patients with BCL2 positive had a significant shorter PFS 

than the negative (P=0.005). 
Conclusion I-PET/CT and BCL2 were two significant independent indicators of 
outcome for patients with DLBCL in the rituximab era. I-PET/CT was much better 

than BCL2 for the patient stratification. BCL2 showed its supplementary role for 

the further patient stratification when I-PET/CT was negative.  

 

 

PU-0018 

The airway remodelling and emphysema alteration in 

COPD exacerbations as determined by quantitative CT 

measurement 

 
Guan Yu,Fan Li,Liu Shiyuan 

Changzheng Hospital of the Secon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200003 

 

 

Purpose ：We aimed to evaluate the change of airway remodelling and emphysema 

index in COPD exacerbations as determined by quantitative CT measurement. We as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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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PD exacerbation frequency and quantitative CT 

measures of airway remodelling and emphysema. 

Materials and Methods：Volumetric CT was acquired for 80 patients who visited the 

emerency department for AECOPD. All images were reconstructed with 1mm slice and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using a software program with fully-automated 3D airway 

extraction and emphysema analysis. Total lung emphysema index were calculated 

automatically at the threshold of -950HU. Airway parameters including wall 

thickness(WT), luminal diameter(LD) and wall area percentage(WA%) were measured in 

the six segmetal bronchus as follows, RB1, RB4, RB10, LB1 and LB10. The frequency 

of COPD exacerbation in the prior year was determined by using a 

questionnaire.Statistical analysis was performed to examine evaluate the change of 

airway remodelling and emphysema in COPD exacerbations and the relationship of 

exacerbation frequency with quantitative CT measurements. 

Results：mphysema index alteration was not influenced by the frequency of COPD 

exacerbation.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s between emphysema index 

alteration and COPD exacerbation frequency(r=0.46,P=0.06). However, the wall area 

percentage(WA%) and wall thickness(WT) were measured in the six segmetal bronchus 

were associated with COPD exacerbation frequency(r=0.74, P=0.02; r=0.65, p=0.03, 

respectively).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s was found between luminal diameter(LD) 

and COPD exacerbation frequency(r=0.53,P=0.08). 

Conclusion：Quantitative CT can identify the change of airway remodelling and 

emphysema index in COPD exacerbations. The small airway alterlation was associated 

with COPD exacerbations frequency.   

 

 

PU-0019 

Correlation between emphysema and airways remodeling 

by CT quantitative analysis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Guan Yu,Fan Li,Liu Shiyuan 

Changzheng Hospital of the Secon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200003 

 

Purpose: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physema, airway dimensions and 

pulmonary function test(PFT) parameters quantitatively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COPD) and to investigate the correlation of 

emphysema and airways at the lobar level.  

Methods: Thin-section CT was acquired with 256-slice MDCT scanner during the 

inspiratory phase in 55 patients (63.98±10.32years, 45 male) diagnosed as COPD. 

All images were reconstructed with 1mm slice and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using a 

software program with fully-automated 3D airway extraction, lung lobe segmentation 

and emphysema analysis based on each lobe. Airway parameters including wall 

thickness(WT), luminal diameter(LD) and wall area percentage(WA%) were measured in 

the fourth, fifth, and sixth bronchial generations as follows, RB1, RB4, RB10, 

LB1 and LB10. Emphysema index based on each lobe were calculated automatically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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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reshold of -950HU. Spearmans rho and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were used for statistical analysis. 

Results: There were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s between LD-mean and 

FEV1(R=0.32~0.502, all P<0.05),FEV1%(R=0.314~0.529, all P<0.05) 

and FVC (R=0.314~0.478, P<0.05) in the fourth, fifth and sixth generation 

bronchus respectively. WT was negatively mildly correlated with FEV1 (R=-0.307, 

P=0.036) and FVC(R=-0.301,P=0.040) in the sixth generation bronchus, while WT has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with PFT parameters in the fourth, fifth generation 

bronchus. There was negatively correlation between WA% and PFT parameters in the 

sixth generation bronchus (r=-0.317~0.424, all p<0.05). FEV1% had a greater 

correlation with whole lung emphysema compared with other PFT parameters. Lobar 

emphysema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WT in two bronchial paths of sixth 

generation bronchus as follows: RB10, r=-0.317,p=0.018; LB10, r=-0.379, p=0.004. 

While there was only negative correlations between WA% and lobar emphysema in 

LB10(r=-0.336, p=0.012). 

Conclusion: Emphysema and airway remodeling can be assessed by using CT 

quantitative methods in patient with COPD. WA% and LD had significant quantitative 

value in the diagnosis of COPD, and wall thickness of sixth generation bronchus 

has a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with lobar emphysema, 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extent of distal bronchial wall thickening is more relevant with emphysema.  

 

 
PU-0020 

追踪定位技术：一种保证多次波谱扫描可重复性的方法 

 
张敏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200065 

 

目的 基于图像的配准信息，提出一种自动重定位感兴趣体素（VOI）的方法，提高重定位的准

确性和效率，并降低对操作者的依赖性。 

方法 将医学图像的配准方法应用于磁共振波谱的研究过程中。每次采集磁共振波谱数据前，

均采集一高分辨结构像。将后续扫描时的结构像与第一次扫描的结构像进行配准，获取被试的

位置变动信息，计算得到波谱扫描 VOI的定位信息，以此完成定位，得到理想位置的波谱数

据。为了对定位方法进行评估，选取 20名被试在 3T磁共振仪上进行多次扫描，其中后续扫描

分别通过手动定位和追踪定位两种方法进行重定位。我们通常用体素的重合率和波谱含量的差

异系数(CV)来评价重定位方法提高波谱测量结果可重复性的效果。按照组织类型的不同对 VOI

内的脑区进行分割并记录灰白质的含量，以此计算体素重合率。分别计算 NAA、Cr、Cho、

NAA/Cr和 Cho/Cr的 CV值，CV通过公式 CV=100*SD/mean计算出来，其中 SD代表每组数据的

标准差，mean代表每组数据的平均值，平均 CV作为衡量化合物含量以及含量比值的可重复性

的指标。将两种定位方法所得结果进行比较。 

结果 利用追踪定位技术得到的 VOI与初始定位的 VOI，体素内白质和灰质的重合率分别为 98%

和 94%，体素内化合物含量及含量比值的差异性系数分别为 NAA 1.84±2.11, Cho 2.73±2.45, 

NAA/Cr 1.99±1.54, Cho/Cr 1.55±1.38，与连续两次扫描所得差异性系数接近，符合文献报

道连续扫描的合理范围。 

结论 本文提出的方法能够有效地提高重定位的准确率和定位效率，对于身体不灵活，不能严

格配合摆位要求的病人同样适用，保证了纵向研究的可行性，同时降低了对操作者的依赖性，

减少了主观性的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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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021 

LCmodel 软件与 Spectroscopy 软件在 MRS 数据分析中的结果

对比 

 
张敏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200065 

 

目的 利用 LCmodel软件与 Spectroscopy软件对同一组数据进行分析处理，比较两个软件的处

理结果。 

方法 选用健康志愿者 15名（4男，11女，年龄 22±2 岁），以大脑右侧前额叶作为目标脑

区。利用 3.0T磁共振成像扫描仪（Siemens MAGNETOM Trio Tim），在每次定位后，采用点分

辨波谱（PRESS）序列对志愿者连续扫描两次。利用 Spectroscopy软件计算 NAA、Cho、

NAA/Cr、Cho/Cr的值，并利用 LCmodel软件处理后获得 tNAA、tCho相对含量值及以 tCr为参

照物的相对含量的比值 tNAA/tCr、tCho/tCr，并将两种软件的分析结果进行比较。研究假设

在完全相同的条件下，连续的两次扫描所得代谢物含量及代谢物含量比值应该是恒定不变的，

因此本研究将两次扫描所得结果的差异性系数（CV）作为衡量两种软件数据分析的准确性的指

标。 

结果 对于连续两次扫描的大脑右侧前额叶中，Spectroscopy 软件计算所得各代谢物含量的平

均差异性系数（Mean CV）分别为 NAA 1.68±1.21, Cho 2.21±2.11, NAA/Cr 2.36±1.60, 

Cho/Cr 3.36±2.52，LCmodel 软件所得各代谢物含量的平均差异性系数分别为 NAA 

1.84±2.11, Cho 2.73±2.45, NAA/Cr 1.99±1.54, Cho/Cr 1.55±1.38。将两种软件的分析

结果进行配对样本 t检验，发现对于不同代谢物及代谢物比值，利用两种方法所得结果的差异

性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两种分析软件都能对波谱数据进行准确的分析，分析结果没有显著差异，表明在没有

LCmodel的情况下，系统自带 Spectroscopy软件仍能满足需求。系统自带软件对单个化合物

含量的分析较 LCmodel软件精确度略高，而对化合物含量比值的分析则 LCmodel软件更具优

势。 

 

 
PU-0022 

Amygdala atrophy as a biomarker for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in early Parkinson’s disease 

 
Jia Xiuqin

1
,Wang Zhijiag

1,2
,Li YIng

1
,Liang Peipeng

1
,Li Kuncheng

1
 

1.Xuanwu Hos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2.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 Peking University Sixth Hospital， Beijing 100191， China 

 

Introduction: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MCI) is frequently experienced in early 
Parkinson's disease (PD). However, the structural alteration in early PD patients 

with MCI (PD-MCI) is still unclear. The study was to identify the specific 

neuroanatomical alterations in early PD-MCI, and to further examin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se alterations with neuropsychological measures. 

Methods: Structural MRI data of 56 early, untreated PD-MCI, 56 PD patients with 
normal cognition (PD-NC), and 56 age- and gender-matched healthy controls (HC) 

were included from Parkinson's Progression Markers Initiative (PPMI) databas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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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y matter changes between groups were analyzed using voxel-based morphometry 

(VBM). 

Results: Compared to HC, atrophy in the left entorhinal cortex was detected both 
in PD-NC and PD-MCI, whereas the additional GM volume decreases were identified in 

the right entorhinal cortex, left amygdala, bilateral hippocampus, fusiform gyrus 

as well as the right temporal pole in PD-MCI. Compared to PD-NC, atrophy specific 

to PD-MCI was observed in the left amygdala, and was associated with the olfactory 

performance. ROC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left amygdala could differentiate PD-MCI 

from PD-NC and HC. 

Conclusions: The findings in this study suggest that the amygdala atrophy may 
subserve as a biomarker in early PD-MCI, and have new implications in the neural 

underpins of the disease. 

   

 

 
PU-0023 

金纳米颗粒对提高肝癌射频消融效能的研究 

 
陈嘉耀

1
,周斌

1
,曾剑锋

2
,李丹

1
 

1.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 

2.苏州大学 

 

目的：射频消融术是目前肝癌介入治疗的重要手段之一，但对于大病灶、形状不规则的病灶，

往往需要重复穿刺，增加术后并发症的风险。本研究主要利用合成金纳米颗粒，通过导管内栓

塞的方法注入动物肝癌内部，观察是否能增加射频消融范围及效果。 

方法：1.以金粒子作为纳米核心，转相合成肝癌靶向抗体；2.建立肝癌动物模型，动脉插管栓

塞肿瘤血管；3.经皮穿刺肝癌行射频消融；4.MRI复查坏死范围。 

结果：1.以金粒子为核心的纳米颗粒，可明显缩短射频消融升温时间；2.经金纳米颗粒栓塞的

肝癌，其单病灶消融范围较对照组增加。 

结论：金纳米颗粒有促进升温的作用，从而增加肿瘤射频消融范围、提高射频消融的效果；金

纳米颗粒在生物体内存在较大毒性，如何通过生物制剂合成降低毒性成为下一步研究的重点。  

 

 

PU-0024 

Bombesin like peptide t-BBN coated Fe5C2 

nanoparticles for high sensitive targeting MR imaging 

of breast cancer  

 
杨华

1,2
,龚明福

1,2
 

1.重庆市中医院 

2.第三军医大学新桥医院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feasibility of high sensitive MR targeting imaging for 

breast cancer based on the probes Fe5C2-PEG-BBN. Methods: Synthesized Fe5C2-PEG-

BBN nanoparticles and Labeled the breast cancer cells and the labeled cells w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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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I imaged to evaluate the targeting MR imaging efficiency of Fe5C2-PEG-BBN on 

T47-D. Both MDA-MB-231 and T47-D cells were injected into nude mice to explore the 

feasibility of targeting MR imaging of breast cancer in vivo based on the Fe5C2-

PEG-BBN molecular probes. Results: The obtained nanoparticles had high r2 and the 

probes Fe5C2-PEG-BBN were of high specificity to T47-D. Conclusion: Mediated by 

the molecular probes Fe5C2-PEG-BBN, human breast cancer had been successfully 

targeting MR imaged in vivo with high sensitive, which provide a new path for 

early diagnosis of breast cancer. 

   

 

 
PU-0025 

Decreased cerebral blood flow in mesial thalamus and 

precuneus/PCC during midazolam induced sedation using 

ASL 

 
liang peipeng,Xu Yachao,Li Kuncheng 

Xuanwu Hos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100053 

 
While some previous work suggests that midazolam-induced light sedation results from the functional 

disconnection within resting state network, little is known about the underlying alterations of cerebral 

blood flow (CBF) associated with the effects of midazolam. A randomized, double-blind, within-

subject, cross-over design was adopted, while 12 healthy young volunteers were scanned of arterial 

spin-labeling (ASL) perfusion MRI both before and after an injection of either saline or midazolam. 

The contrast of MRI signal before and after midazolam administration revealed the CBF decrease in 

the bilateral mesial thalamus and precuneus/posterior cingulate cortex (PCC). These effects were 

observed after controlling for any effect of injection as well as head motions. These findings provide 

new evidences that midazolam-induced light sedation is related to the disruption of cortical functional 

integration, and have new implications to the neural basis of consciousness.   
 

 
PU-0026 

模仿药物-底物相互作用：一种通用的构建多功能诊疗纳米探

针的新型仿生技术 

 
潘金彬

1
,孙少凯

2
,王雅琼

1
,于春水

1
 

1.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2.天津医科大学 

 

目的 通过模拟高锰酸钾消毒过程，考察模仿药物-底物相互作用这一仿生策略用于构建多功能

肿瘤诊疗纳米探针的可行性。 

方法 模拟高锰酸钾的消毒过程合成牛血清白蛋白（BSA）包覆的二氧化锰（MnO2）纳米颗粒，

并对 BSA-MnO2进行一系列表征。通过细胞 MTT、活体代谢、组织病理学分析及生化指标测量综

合评估 BSA-MnO2的生物毒性。通过小鼠的活体 MR成像，分别考察 BSA-MnO2的肾脏以及肿瘤靶

向 MR成像能力。将两种 FDA 批准使用的药物吲哚菁绿（ICG）和紫杉醇（PTX）分别以简单的

方法负载到 BSA-MnO2纳米平台，得到了两种诊疗一体化的纳米探针 BSA-MnO2-ICG (BMI)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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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A-MnO2-PTX (BMP)，分别用于 MR成像引导下的肿瘤光热治疗与化疗。为了验证该仿生策略

的普适性，分别以转铁蛋白（Tf）和卵清白蛋白（OVA）与高锰酸钾反应生成不同蛋白包覆的

MnO2纳米颗粒，并考察活体 MR成像能力。 

结果 所得 BSA-MnO2纳米颗粒拥有小于 10 nm的粒径、良好的水溶性、高达 7.9 mM
-1
s
-1
的 T1弛

豫率以及出色的生物相容性。活体 MR成像展示了 BSA-MnO2纳米颗粒优越的肾脏和肿瘤特异性

靶向 MR成像能力。基于 BSA-MnO2纳米平台进一步拓展的 BMI和 BMP纳米颗粒具有良好的 MR成

像引导下肿瘤光热治疗及化疗能力。此外 BMI纳米颗粒的 T1弛豫率高达惊人的 70.6 mM
-1
s
-1
，

其他双亲性小分子也能达到类似明显提高 T1弛豫率的效果。采用 Tf和 OVA同样能合成具有良

好活体 MR成像能力的 MnO2纳米颗粒。 

结论 通过模拟高锰酸钾的消毒过程合成的纳米颗粒不仅具有诸多优良的化学特性和良好的肾

脏以及肿瘤靶向 MR成像能力，还能通过负载治疗分子拓展成高效肿瘤靶向的诊疗探针。而且

本研究提出的模拟药物-底物相互作用的合成策略可以推广至其他生物活性分子，从而构建更

多功能丰富的诊疗探针。 

 

 
PU-0027 

基于 CFN-MPS-200 模块自动化合成 18F-FET 

及其质量分析与显像 

 
程祝忠,江骁 

四川省第二人民医院 610041 

 

目的 合成 O-(2-
18
F-氟乙基)-L-酪氨酸（O-(2-[

18
F]fluoroethyl)-L-tyrosine，

18
F-FET）并进

行质量分析，在胶质瘤病人体内进行显像。方法 以 O-（2-对甲苯磺酰氧乙基）-N-三苯甲基

酪氨酸叔丁基酯(O-(2-tosyloxyethyl)-N-trityl-ltyrosine tert.butylester, TET)为前

体，在 CFN-MPS-200型自动合成模块上编辑合成程序，改造合成装置，改进合成条件，并进行
18
F-FET的合成与质量分析，最后在胶质瘤病人体内进行显像，并与其他显像方法对比。 结果 

自动化合成
18
F-FET的时间约为 100 min，合成产率约为 21±5%（衰减校正后，n=3），放化纯

大于 99％。产品为无色透明溶液，pH值在 7.0左右，产品热源和细菌试验均合格。
18
F-FET在

胶质瘤病人脑部显像具有较高的靶本比，能够较好的区分正常组织与病灶部位。 结论 基于

CFN-MPS-200多功能合成模块合成
18
F-FET的方法稳定，合成的

18
F-FET放射化学纯度高，

18
F-

FET用于脑部肿瘤显像具有较明显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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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028 

A convenient strategy for labeling the viral 

ribonucleoprotein complexes in influenza A virus with 

quantum dots 

 
Hong Zhengyuan

1,2,3
,Bu Lihong

1
,Feng Hongyan

1
,Li Lan

1
,Xiao Xiong

1
,Wang Chao

1
,Li Xuerong

1
 

1.Center of PET-CT/MRI， Renmin Hospital of Wuhan University 

2.College of Chemistry and Molecular Sciences， Wuhan University 

3.State Key Laboratory of Virology 

 

Background  

Influenza A viruses (IAV) are known as a potential risk to public health,
1
 

understanding the infection mechanisms of IAV is important to the development of 

new methods for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the diseases caused by IAV. Viral 

ribonucleoprotein (vRNP) complexes are centrality to every aspect of IAV life 

cycle,
2
 labeling of the vRNP complexes in IAV with quantum dots (QDs) can confer 

long-term traceability on IAV, which is helpful to provide some valuable 

information to the study of IAV infection mechanisms.
3
 

 

Mehtods 

We devised an electroporation-based strategy to transfer QDs-labeled antibodies 

into IAV to achieve the labeling of vRNP complexes in IAV. CdSe QDs with emission 

at 525 nm and nucleoproteins (NP) with multi-copies in vRNP complexes were 

selected as labels and targets, respectively. Labeling of vRNP compelxes with QDs 

was achieved by the conjugation of QDs-labeled nucleoproteins antibodies (QDs-NPAb) 

to the NP in vRNP compelxes.  

Results 

Results of immunofluorescence, TEM imaging and ICP-MS suggest that QDs-NPAb have 

been successfully transferred into IAV by electroporation. Colocalization between 

the signals of QDs and nucleic acid dyes indicates that the labeling of vRNP 

complexes with QDs has been achieved. Then, The optimal conditions of labeling 

were also evaluated. Pulse intensity of 750 V/cm, pulse duration of 20 ms, single 

pulse and 20 nM QDs-NPAb were selected as the optimal electroporation parameters 

for labeling. Under this condition, the actual efficiency of labeling is 34% while 

the QDs-labeled IAV retains 93% infectivity.  

Conclusions 

The convenient strategy devised here has successfully labeled the vRNP complexes 

in IAV with QDs with a good retention of the infectivity of IA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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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029 

新型近红外碳点在肿瘤诊疗中的表征及应用 

 
刘仕杰 

山西省肿瘤医院 030013 

 

背景：碳点是一类粒径小于 10nm的新型碳纳米材料，具有生物相容性好、量子产率高、抗光

漂白能力强，弥补了传统荧光材料的缺点。但传统碳点吸收峰多位于紫外及可见光区，探索近

红外吸收量子点是碳点临床应用的主要挑战。 

目的：合成近红外吸收碳点，表征其基本光学性质，探索其在肿瘤诊疗中的作用。 

方法：以从下向上法，利用柠檬酸为原料，经高温烧结制成碳量子点，表面修饰及改性，获得

在近红外区强吸收的量子点。测定其发射、吸收光谱。电镜及 DLS测其粒径大小；测其细胞毒

性；测其荧光成像及光热治疗效果。 

结果与讨论：合成了一种在近红外区有强吸收的荧光量子点，细胞毒性小、光热转化效率高。 

   

 

 
PU-0030 

不同材料针灸针在 MRI 上的图像质量研究 

 
赵一蓉,杨华,刘翠芳,方玉,曹轶,任何 

重庆市中医院 400013 

 

目的：探讨针灸针在 MRI不同序列上的图像成像质量，拟为进一步针刺示踪、针灸可视化研究

等打下基础，为针灸影像研究方法学探索一条新的道路。方法：选取含金量 75%的针灸针、含

银量 85%的针灸针，对一块带皮猪身保肋肉针刺、固定，选用 MRI常规扫描序列 FSE-T1WI、

FSE-T2WI、T1-FLASH、T2WI-FLASH以及最常用的功能成像序列 SWI、DWI序列筛查性扫描，评

价图像质量并统计学分析。结果：含金量为 75%的金质针灸针 T1-FLASH、T2WI-FLASH、SWI显

示成功率为 100%。以两位观察者评分的平均值做秩和检验，含金量为 75%的针灸针与含银量

85%的针灸针得到的图像质量有统计学差异（评分为 4.32±0.45 vs2.83±0.35 ，p>0.05），

含金量为 75%的金质针灸针在 T1-FLASH、T2WI-FLASH、SWI 成像图像质量无明显统计学差异。

结论：含金量为 75%的金质针灸针在 T1-FLASH、T2WI-FLASH、SWI序列能清楚、安全显像，可

进一步用于针灸影像学如针刺示踪、针灸可视化研究等相关课题。  

 

 

PU-0031 

基于肽核酸和纳米石墨烯氧化物在活细胞中的 

定量分析和传感技术 

 
徐雯 

1.山西医科大学 

2.山西省肿瘤医院 

 

 

目的：小核糖核酸(MicroRNA)是一种重要的小核糖核酸，并被认为是重要的生物标记物，因为

特定它的异常表达与包括癌症和糖尿病在内的许多疾病有关。因此，我们开发了一种纳米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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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石墨烯氧化物(NGO)基于 microrna传感器，可以用来定量检测 microRNA的表达水平，它允

许对活细胞的目标 microrna 表达水平进行定量监测。方法：基于对非政府组织的紧密结合与

缩氨酸核酸(PNA)探针的结合，导致了与 PNA结合的染料的荧光淬火，以及随后对目标

microrna的荧光的恢复。PNA作为一种对 microRNA传感的探测，提供了许多优点，包括高序

列特异性，在非政府组织表面上的高负荷能力，与 DNA和抗核介导降解的能力相比。结果：目

前的 microRNA传感器允许检测特定的目标 microRNA，并在一个活细胞中同时监测三种不同的

microRNA。结论：该研究可以定量检测 microRNA在肿瘤细胞的表达。   

 

 
PU-0032 

MR 体素内不相干运动成像评价膀胱癌侵袭性的价值 

 
张苗苗,陈雁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00021 

 

目的 探讨 MR体素内不相干运动扩散加权成像(IVIM-DWI)在评价膀胱尿路上皮癌病理分级及肌

层侵犯中的价值。 

方法 将 60例手术及病理证实的膀胱尿路上皮癌分为低级别(LG)和高级别(HG)组，非肌层侵犯

（NMIBC，即 Ta或 T1期）和肌层侵犯（MIBC，即≥T2 期）组。测量 IVIM参数:表观弥散系数

标准值（ADCst）、慢扩散系数（D）、灌注分数（f）和快扩散系数（D
*
）。通过计算组间相关

系数（ICC）评估可信度。组间 IVIM参数的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建立二元 logistic 回

归模型计算组间有统计学差异的 IVIM参数两两组合（ADC和 D、ADC和 f、D和 f）的预测概率

值。绘制 IVIM参数及其组合预测概率值的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价诊断效能。 

结果 HG组的 ADCst、D和 f 值分别低于 LG组，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 ROC曲线下面

积（AUC）和诊断准确率分别为 0.884和 91.67%、0.860 和 78.33%、0.716和 60.67%。ADC和

D、ADC和 f、D和 f组合诊断膀胱癌病理分级的 AUC和准确率分别为 0.908和 76.67%、0.900

和 85%、0.884和 81.67%。MIBC组的 ADCst、D和 f值亦分别低于 NMIBC组，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其 AUC和诊断准确率分别为 0.914和 88.33%、0.848和 83.33%、0.884和

81.67%。ADC和 D、ADC和 f、D和 f组合诊断膀胱癌肌层侵犯的 AUC值和准确率分别为 0.927

和 86.68%、0.925和 84.98%、0.934和 86.68%。D
*
值在鉴别膀胱癌病理分级及肌层侵犯中均无

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IVIM参数在评价膀胱尿路上皮癌侵袭性方面具有一定临床应用价值，ADCst、D和 f值越

低，提示病理分级越高，侵犯肌层的可能性越大，且多参数组合可提高其诊断效能。 

   

 

 
PU-0033 

动脉粥样硬化早期易损斑块一体化纳米诊疗探针的构建及应

用研究 

 
王嘉慧,张雪宁,李雪,吴梦琳,郭琪 

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300211 

 

目的 通过构建一种靶向的双模态一体化纳米诊疗探针，实现动脉粥样硬化

（atherosclerosis，AS）易损斑块的早期识别及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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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本研究拟利用泡沫巨噬细胞表面高表达的清道夫受体 AI（scavenger receptor-AI，SR-

AI）作为分子探针的靶点，以介孔二氧化硅包被的 Fe3O4超顺磁性纳米粒子（USMSs）为载

体，整合与 SR-AI 高度亲和的 PP1多肽及近红外染料 IR820，构建靶向 SR-AI的磁共振

（MRI）/荧光双模态高分辨精准一体化纳米诊疗探针（USMSs-PP1-IR820），并通过体内双模

态成像检测及光热治疗效果来检验其实际功效。  

结果 体内 MRI/荧光双模态成像证实 USMSs-PP1-IR820可准确靶向具有易损倾向的斑块，从多

个角度精准分析 AS斑块区域病理信息；光热治疗结果证实，基于 IR820强大的近红外吸收特

性，AS易损斑块可通过近红外激光照射被有效抑制。  

结论 本研究构建的靶向双模态一体化纳米诊疗探针为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易损斑块分子水平早

期诊断提供了科学理论依据和实验证据支持，在 AS易损斑块临床诊疗中有非常广阔的应用前

景。 

   

 

 

PU-0034 

Molecular Imaging of Direct Intercellular 

Communication Gap Junctions 

 
Bo Lihong

1,2
,Cheng Zhen

3
,Shen Baozhong

4
 

1.PET center， Renmin Hospital of Wuhan University 

2.Molecular Imaging Center， Renmin Hospital of Wuhan University 

3.MIPs， Stanford University 

4.The 4th hospital of Harbin Medical University 

 

Connexin 43(Cx43), the most widely and abundantly expressed gap junction (GJ) 

protein in humans, acts as the principal cardiac GJ protein, ensuring electrical 

signals conduct between adjacent cardiac cells that allow the cardiac fibbers to 

synchronize contractions, and their alterations can serve as triggers for 

malignant arrhythmia, especially re-entrant tachyarrhythmia. Emerging evidence 

suggests that altered myocardial Cx43 expression partakes in the pathogenesis of 

ischemia-related arrhythmia and left ventricular dysfunction. Here, we report the 

first development of an imaging probe (
64
Cu-NODAGA-Cx43SP) for interrogating 

myocardial Cx43 expressions using 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 In mouse models of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and ischemia/reperfusion injury, we demonstrated the 

feasibility of using 
64
Cu-NODAGA-Cx43SP to noninvasively image myocardial Cx43 

expressions in vivo. Furthermore, we demonstrated that reductions in Cx43 
expression following both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and ischemia/reperfusion 

injury were associated with worse arrhythmia burden and left ventricular systolic 

dysfunction, both of which were partially ameliorated by ischemic preconditioning, 

which exerted its benefits by preserving Cx43 expression. These results suggested 

an important role for Cx43 in the development of ischemia-related complications 

and underscored the potential for using 
64
Cu-NODAGA-Cx43SP to both prognosticate 

ischemic injury and develop antiarrhythmic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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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035 

rs-fMRI 初步探究糖尿病前期患者血糖相关脑区 

功能连接改变 

 
蒲涛 

湘雅三医院 410013 

 

目的：通过采用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方法，探究糖尿病前期病人空腹状态下中枢血糖调节相关脑

区功能连接网络与正常对照之间的差异，为深入理解糖尿病前期病人中枢血糖代谢改变提供相

关实验基础。 

方法：本研究共招募 12 名糖尿病前期受试与 8 名健康对照，采用静息态功能磁共振获取空腹

阶段 BOLD 图像，使用 HOA 方案构建感兴趣脑区功能连接模板，采用双样本 T 检验方法对两

组被试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根据双样本 T 检验结果，发现该脑网络存在 4 条功能连接与对照组有显著差异，所有

出现异常的功能连接均较正常对照组增强。这 4 条异常功能连接涉及 7 个脑区，分别为脑干

左份、左侧杏仁核、左侧丘脑、双侧海马、双侧海马旁回后段。 

结论：糖尿病前期患者大脑中枢血糖调节相关脑区已经出现功能连接异常改变。 

   

 

 
PU-0036 

Semimetal nanomaterials of antimony as highly 

efficient agent for photoacoustic imaging and 

photothermal therapy 

 
rong pengfei 

the third xiangya hospital 410013 

 

In this study we report semimetal nanomaterials of antimony (Sb) as highly 

efficient agent for photoacoustic imaging (PAI) and photothermal therapy (PTT). 

The Sb nanorod bundles have been synthesized through a facile route by mixing 1-

octadecane (ODE) and oleyl amine (OAm) as the solvent. The aqueous dispersion of 

PEGylated Sb NPs, due to its broad and strong photoabsorption ranging from 

ultraviolet (UV) to near-infrared (NIR) wavelengths, is applicable as a 

photothermal agent driven by 808 nm laser with photothermal conversion efficiency 

up to 41%, noticeably higher than most of the PTT agents reported before. Our in 

vitro experiments also showed that cancer cell ablation effect of PEGylated Sb NPs 

was dependent on laser power. By intratumoral administration of PEGylated Sb NPs, 

100% tumor ablation can be realized by using NIR laser irradiation with a lower 

power of 1 W/cm(2) for 5 min (or 0.5 W/cm(2) for 10 min) and no obvious toxic side 

effect is identified after photothermal treatment. Moreover, intense PA signal was 

also observed after intratumoral injection of PEGylated Sb NPs and NIR laser 

irradiation due to their strong NIR photoabsorption, suggesting PEGylated Sb NPs 

as a potential NIR PA agent. Based on the findings of this work, fur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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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using other semimetal nanocrystals as highly efficient NIR agents 

can be achieved for vivo tumor imaging and PTT.  

 

 

PU-0037 

Correlation between spectral CT imaging and VEGF、

CD34、CD105 expression in rat brain C6 glioma 

 
Lingyan Zhang

1
,Zhou Junlin

2
 

1.Department of Medical Imaging ， Jinling Hospital，Medical School of Nanjing University 

2.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Purpose: 

To explore the feasibility of Spectral CT quantitative parameters to detect the 

angiogenesis of Rat C6 Glioma. 

Method: 

The C6 glioma cells were implanted in the right caudate nucleus of 20 healthy male 

SD Rats by stereotaxic device.On the 7th, 14th and 21st day after tumor cells 

implant, the Spectral CT was performed to measure the iodine (water),water (iodine) 

content and the spectral curve slope of the central area, peritumoral area of 

tumor and the area of contralateral normal brain tissue.Chooseing 5 Rats within 

24h after every CT scans,the whole brains were removed 

by 4% Paraformaldehyde perfusion through the heart, then immunohistochemical 

staining of CD34, VEGF and CD105 was performe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spectral 

CT parameters and MVD, VEGF,CD105 at different time points and different parts 

were analyzed statistically. 

Result: 

The result of the iodine (water) and water(iodine) content of different areas were 

showed that the centre of tumor＞the peripheralarea of tumor＞the area of 

contralateral normal brain tissue at the same time.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The same area of iodine (water), (water) 

iodine value in tumor cells grow on the rise within 14 days, after 14 days 

gradually decline, th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The iodine 
(water) content in the centre of tumor and the peripheralarea of tumor after 

tumor cells planted 7 and 14 days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MVD and CD105 

(P<0.05) ,the area of contralateral normal brain tissue was not corrlated with 

CD105(P>0.05). 
Conclusion: 

The dynamic trend of spectral CT iodine (water) content was associated with 

vascular immune factors, the spectral CT can reflect the rat C6 glioma 

angiogen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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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038 

Realtime monitoring of nanopartical drugs: A Review 

 
Han Qingqing 

The First Hospital Of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110001 

 

Purpos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nanomaterials, nanopartical drugs show increasing 

importance in a variety of areas including clinical and basic medicine. As a vital 

part of studies about nanopartical drugs, realtime monitoring is regarded critical 

in both acology and pharmacokineticsc. 

Method 

After gathering, analysing,summurizing related experimental studies, scientific 

articals and reviews,we discusss different means of realtime monitoring of 

nanopartical drugs on the basis of different types of nanoparticle carriers,which 

consist of metal nanoparticles, inorganic non metallic nanoparticles, 

biodegradable polymer nanoparticles and biological nanoparticles. 

Result 

On basis of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advanced researches, increasing types of 

mearsures have been put into practice to monitor the real-time change of 

nanoparticles,which makes great progression in Pharmacology and Therapeutics. 

Conclusion 

The accuracy of conclusion,the applicability and practicability of different 

technologies still need continuously improvement. 

   

 

 
PU-0039 

结直肠肿瘤干细胞的特异性表面标记物的制备与鉴定 

 
李易 

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 610031 

 

目的：制备并鉴定结直肠肿瘤干细胞（Colorectal cancer stem cells, CSCs）的特异性表面

标记物。方法：采用基因工程噬菌体抗体库技术，构建 CSCs表面标记物 CD44v6的人源化单链

抗体；运用化学交联法完成超顺磁性氧化铁（SPIO）标记 CD44v6 抗体（即磁性 CD44V6 抗

体）制备，观察磁性抗体与 MR细胞成像信号强度及细胞内铁含量的关系以此来鉴定标记物。

结果：成功制备针对结直肠肿瘤干细胞表面标记物 CD44V6 的单克隆抗体，采用超顺磁性氧化

铁（SPIO）成功标记该抗体。结论：制备出结直肠肿瘤干细胞的特异性表面标记物，为后期实

现结直肠肿瘤干细胞的适时、可视化研究和靶向治疗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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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040 

High resolution MRI of HPF-labelled mouse NK cell--

Monitor and Assess Delivery and Biodistribution for 

Clinically Translational Anti-tumor Therapy   

 
Zheng Linfeng,Wang Xifu,Zhao Jinglong,Zhang Guixiang 

Shanghai General Hospital 200080 

 

Purpose: To develop and optimise clinically translational protocol using US FDA 

approved drugs ferumoxytol, heparin and protamine to form HPF nanocomplexes and 

label specific mouse NK cell line (LNK) and determine in vitro and in vivo 

quantitative MRI properties.   

Methods and Materials: LNK cells were labelled with self-assembled HPF 

nanocomplexes and optimise by varying the amount of HPFnanocomplex.Labelling was 

confirmed the iron uptake with TEM, Prussian blue staining and ICP-MS. Cell 

viability and function were evaluated with Trypan blue staining and flow cytometry. 

Using a 7 Tesla MRI scanner, the labelled LNK MRI properties including signal 

intensity, R2* value and SNR were assessed with T2*W sequence. Finally, in Panc02 

C57BL/6 mice model, changes of T2* signal, R2* value and SNR of labelled cells 

injection area were analysed by serial MRI detection after delivery of these 

labelled cells via percutaneous and intra-tumoral injection procedures, 

respectively.   

Results: The HPF nancomplexes were internalised and encapsulated in labelled LNK 

cell as electron-dense nanoparticle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labelled 

LNK and control(unlabelled) LNK cells(p<0.05, n=6) . No influence of HPF on both 

dead cell and early apoptosis were observed with exception of 200 μg/ml HPF-

labelled LNK cells (p<0.05, compared with control).There is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between labelled and unlabelled LNK cells for both SNR and R2* in 

vivo and in vitro, respectively (all p<0.05).  

Conclusion: LNK can be labelled with clinical applicable HPF-nanocomplex for MRI 

imaging in vitro and in vivo and has the potential to translate for longitudinal 

monitoring during NK cell immunotherapy.  

 

 
PU-0041 

18F-FDG MAMMI PET 与 MRI 在乳腺癌诊断中的效能比较 

 
郭粹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200126 

 

背景与目标 

研究乳腺专用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
18
F-FDG MAMMI PET与核磁共振成像（MRI）相比，在乳腺癌

诊断中的价值。 

材料与方法 

本研究自 2016.10月-2017 年 3月共纳入 37例临床触诊及常规乳腺超声检查可疑乳腺癌患者

入组研究，先行 MRI，再行 MAMMI PET乳腺显像，以病理结果为金标准，计算对乳腺癌诊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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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敏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和诊断符合率，通过统计学分析，比较其对乳腺癌

诊断的优劣，以期验证 MAMMI PET 在乳腺癌诊断方面的有效性。研究此项检查的临床应用价

值，尤其针对早期乳腺癌、及多灶性乳腺癌患者的诊断价值。 

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 37例乳腺肿块患者，其中病理证实恶性患者 30例，良性患者 7例。MAMMI PET

乳腺显像 与 MRI诊断乳腺癌的敏感度分别为 93.33% 和 96.67% ,特异度分别为 42.86% 和 

85.71% ,PPV 分别为 87.50% 和 96.67% ,NPV 分别为 60.00% 和 85.71%;两种方法各指标比

较,P 均大于 0. 05。
18
F-FDG MAMMI PET诊断为假阴性的患者一例为导管原位癌，另一例病灶

最大径小于 0.5cm。 

结论 

与 MRI 比较,
 18

F-FDG MAMMI PET 诊断乳腺癌的效能无统计学差异。但在早期乳腺癌的诊断中

效果可能欠佳，在多灶性乳腺癌患者的诊断中也未见明显增益作用。 

  

   

 

 
PU-0042 

MRI of Iron-Oxide Labeled Clostridium novyi-NT 

Anaerobes in Pancreatic Carcinoma Mouse Model 

 
Zheng Linfeng,Zhang Guixiang 

Shanghai General Hospital 200080 

 

Purpose:To validate the feasibility of labeling Clostridium novyi-NT (C.novyi-NT) 
anaerobes with iron-oxide nanoparticles for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and 

demonstrate the potential to use MRI to visualize intra-tumoral delivery of these 

iron-oxide labeled C.novyi-NT during percutaneous injection procedures. 
Materials and Methods:All studies were approved by IACUC. C.novyi-NT were labeled 
with hybrid iron-oxide Texas red nanoparticles. Growth of labeled and control 

samples were evaluated with optical density. Labeling was confirmed with confocal 

fluorescence and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y (TEM). MRI were performed using 

a 7 Tesla scanner with T2*-weighted (T2*W) sequence. Contrast-to-noise ratio (CNR) 

measurements were performed for phantoms and signal-to-noise ratio (SNR) 

measurements performed in C57BL/6 mice (n=12) with Panc02 xenografts before and 

after percutaneous injection of iron-oxide labeled C.novyi-NT. MRI was repeated 3 
and 7 days post-injection. Hematoxylin-eosin (HE), Prussian blue and Gram staining 

of tumor specimens were performed for confirmation of intra-tumoral delivery. 

Results:Iron-oxide labeling had no influence upon C.novyi-NT growth. The signal 
intensity (SI) within T2*W images wa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for iron-oxide 

labeled C.novyi-NT phantoms compared to unlabeled controls. Under confocal 
fluorescence microscopy, the iron-oxide labeled C.novyi-NT exhibited a uniform red 
fluorescence consistent with observed regions of DAPI staining and overall 

labeling efficiency was 100 % (all DAPI stained C.novyi-NT exhibited red 
fluorescence). Within TEM images, a large number iron granules were observed 

within the iron-oxide labeled C.novyi-NT; these were not observed within unlabeled 
controls. Intra-procedural MRI measurements permitted in vivo visualization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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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a-tumoral distribution of iron-oxide labeled C.novyi-NT following percutaneous 
injection (depicted as punctate regions of SI reductions within T2*-weighted 

images); tumor SNR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following intra-tumoral injection of 

C.novyi-NT (p<0.05); these SNR reductions were maintained at 3 and 7 day follow-up 
intervals. Prussian blue and Gram staining confirmed presence of the iron-oxide 

labeled anaerobes. 

Conclusions:C.novyi-NT can be labeled with iron-oxide nanoparticles for MRI 
visualization of intra-tumoral deposition following percutaneous injection during 

bacteriolytic therapy. 

   

 

 
PU-0043 

68Ga 标记的新型 RGD 分子探针的合成及肿瘤 PET 显像 

 
马慧

1,2
,唐刚华

1,2
 

1.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广东省医用放射性药物转化应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目的:靶向整合素αvβ3 
68
Ga标记 PET药物主要有含 RGD和二价环肽,显示较好临床应用前景｡

68
Ga标记β-谷氨酸偶联二价对称性 RGD2尚无文献报道｡因此,在本研究中我们用简单的方法标

记合成了
68
Ga-NOTA-PEG3-β-Glu-RGD2,并对荷前列腺癌 PC-3､DU-145鼠模型行初步 PET显像

研究｡ 

方法: 前体 NOTA-PEG3-β-Glu-RGD2与
68
Ga-GaCl3在酸性､加热的条件下反应生成该显像剂｡测

定其脂水分布系数及体内外稳定性｡MicroPET/CT动态显像观察该显像剂在荷瘤鼠体内的生物

分布,且为了验证其对αvβ3 受体的靶向结合能力,用未标记的前体进行体内竞争抑制试验,并

行 MicroPET/CT显像｡免疫组化验证肿瘤中 αvβ3受体的表达情况｡ 

结果:(1)经一步放化合成反应,成功制备了该显像剂,总合成时间少于 40min,未衰减校正产率

为 55%±5%,放化纯度高｡LogP 小于-3,水溶性好。在体内体外稳定性良好｡(2)荷瘤鼠尾静脉注

射该显像剂后 30､60､90及 120min后显像,PC-3肿瘤摄取值(%ID/g)分别为

1.19±0.42,1.07±0.04,0.90±0.03,0.81±0.01,DU-145肿瘤摄取值(%ID/g)分别为

1.42±0.07,1.05±0.02,0.84±0.003,0.73±0.02;对比各脏器随时间变化的摄取值,发现其主

要通过肾脏代谢,其余脏器摄取值较低,在各脏器代谢较快;体内竞争抑制实验中,给予未标记的

药物的荷瘤鼠肿瘤摄取该显像剂显著减少｡(3)免疫组化结果表明αvβ3在肿瘤中高表达｡ 

结论:
68
Ga-NOTA-PEG3-β-Glu-RGD2的制备简便且标记率高,便于实现自动化合成｡该产品表现

良好体内外稳定性和体内药代动力学特性,可特异地靶向作用于前列腺癌αvβ3受体,有望用

于新生血管丰富的实体瘤 PET诊断和疗效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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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044 

18F-AlF 标记新型 RGD 分子探针的合成及肿瘤 PET 显像研究 

 
马慧

1,2
,唐刚华

1,2
 

1.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广东省医用放射性药物转化应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目的：靶向整合素αvβ3 
18
F标记 PET药物主要有

18
F标记含 RGD和二价环肽，它们已用于临

床试验，显示较好临床应用前景。在本研究中，首先采用
18
F-AlF法一步放射合成了

18
F标记

β-谷氨酸偶联二价对称性 RGD2(
18
F-AlF-NOTA-PEG3-β-Glu-RGD2)，并将其初步应用于荷 MDA-

MB-231乳腺癌鼠 PET显像研究。 

方法:以 NOTA-PEG3-β-Glu- RGD2为前体，与
18
F-AlF在加热条件下发生螯合反应，冷却稀释

后经 Sep-Pak plus C18小柱分离纯化，得到该显像剂。测定产品脂水分布系数、放化纯度及

体外稳定性。静脉注射该显像剂后 30min时，对荷 MDA-MB-231瘤鼠行 MicroPET/CT显像。为

了验证其对αvβ3受体的靶向结合能力，静脉给予未标记的前体后 10分钟，再注射该显像剂

后行 MicroPET/CT显像，计算抑制前后肿瘤对放射性的摄取值（%ID/g）差异。并进行免疫组

化验证 MDA-MB-231肿瘤中 αvβ3受体表达情况。 

结果：（1）本方法采用
18
F-AlF一步标记法放射合成该显像剂，合成时间小于 40分钟，未衰

减校正产率 18%，产品放化纯度大于 98%。注射液为无色溶液，pH为 5-7，LogP为-

3.70±0.14。在 37℃条件下，该产品在老鼠血清中 2小时内放化纯度均大于 95%。 

(2)体内竞争抑制实验中，抑制前后肿瘤组织与肌肉的%ID/g 的摄取比值从 1.14±0.13 降为

0.31±0.05（p<0.01），证实了该显像剂对αvβ3受体的特异性结合。 

（3）免疫组化结果表明αvβ3 在 MDA-MB-231肿瘤中高表达。 

结论：
18
F-AlF-NOTA-PEG3-β-Glu-RGD2制备简便，合成时间短，为进一步自动化合成奠定了

基础。该产品水溶性较好，体外稳定性较高，与αvβ3受体特异性结合，可望用于乳腺癌新

生血管显像转化应用研究。 

   

 

 

PU-0045 

To investigat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MRI DKI 

quantitative parameters and the clinical pathological 

factors of breast invasive ductal carcinoma 

 
Zhou Hui,Li Ge,Liu Jinkang 

Xiangya Hospital，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410008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potential correlation between DKI-derived parameters and 

pathological grade in breast cancer, Ki-67, ER, PR, and HER-2. 

Methods:  

32 female cases with pathological diagnosis of breast invasive ductal carcinoma 

from January 2015 to January 2016 were performed with DKI-MRI preoperatively (or 

before needle biopsy). Then DKI-parameters maps were acquired by MRI imaging 

processing. Kurtosis and diffusion coefficients from DKI and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s from DWI were measured by two radiologists (with more than 5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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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ence of reviewing breast MRI imaging) through drawing ROI. This study, 

regarding the pathological diagnosis and the immunohistochemical findings as 

standard , explore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MD、MK and Clinical pathological 

factors. 

Results:  

In patients with invasive breast cancer, MK wa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ER-positive and ER-negative groups, th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for predicting 

the expression of ER were 82.6%、66.7%, MK wa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PR-

positive and PR-negative groups, th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for predicting 

the expression of ER were84.2%、69.2%. kurtosis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ER 

and PR (r=0.544,P=0.001; r=0.489,P=0.005, respectively)， Diffusivity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ER and PR (r=-0.390,P=0.027; r=-371,P=0.037,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This study shows that in patients with invasive breast cancer, the higher 

expression of ER and PR indicates a higher Kurtosis coefficients and a lower 

diffusivity, and DKI sequence is likely to be a non-invasive imaging method for 

predicting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ER、PR.  

 

 

PU-0046 

Gadopentetic acid-doped, multifunctional, potentially 

targeted mesoporous silica nanoparticles as a novel 

MRI nano-contrast agent: synthesis, characterization 

and MRI study 

 
He Xiaojing, Zhou Xue,Jiang Wei,Guo Dajing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Chongqing Medical University 400010 

 

Gadolinium-doped mesoporous silica nanoparticles (Gd-MSNs) with potential 

molecular targeting capability have drawn worldwide attention as a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contrast agent. However, to date, Gd-MSNs have exhibited 

less-than-ideal properties. In this study, a reverse microemulsion method was used 

to dope gadopentetic acid (GA) into the mesopores of mesoporous silica 

nanoparticles (MSNs) to synthesize, for the first time, novel Gd-MSNs with high 

gadolinium content (GC). These Gd-MSNs were characterized using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y (TEM) and a Malvern Zetasizer. The GCs and stability of the 

Gd-MSNs were determined by inductively coupled plasma-atomic emission spectroscopy 

(ICP-AES). Cell viability was tested via the Cell Counting Kit-8 (CCK-8) assay. 

Finally, cellular and rat MRI was performed to determine the in vitro and in vivo 

MR enhancing effects of the Gd-MSNs. We observed a clearly visible pore structure 

with a large number of doped GA molecules on the Gd-MSNs. The globular Gd-MSNs had 

higher GC and good stability in a simulated in vitro environment. No significant 

cellular toxicity was observed in either human umbilical vein endothelial cell 

(HUVEC) or human prostate adenocarcinoma cell (PC-3) lines at Gd-MSN 

http://cn.bing.com/dict/search?q=Immunohistochemical&FORM=BDVSP6&mkt=zh-cn
http://cn.bing.com/dict/search?q=findings&FORM=BDVSP6&mkt=zh-cn
http://cn.bing.com/dict/search?q=indicate&FORM=BDVSP6&mkt=z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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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ntrations of 25, 50, and 100 μg/mL. According to the cellular and rat MRI 

data, Gd-MSNs had strong MR enhancing effects both in vitro and in vivo. Gd-MSN is 

a promising novel MRI contrast agent for its multifunctional and highly efficient 

properties.  

 

 

PU-0047 

Radiofrequency Heat-Enhanced Direct Intratumoral 

Chemotherapy for Prostate Cancer 

 
wu xia

1
,Chen Ran

1
,Yang Xiaoming

1,2
 

1.Shao Yifu Hospital affiliated to Zhejiang University 

2.Image-Guided Bio-Molecular Intervention Research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School of Medicine 

 

Abstract: A new minimally invasive interventional oncology technique 

radiofrequency heat (RFH) was associated to improve the chemotherapy of organ 

tumors. However, the treatment for prostate cancer is not completely characterized. 

The aim of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efficiency of chemotherapy for prostate 

cancer in vitro and vivo using RFH. We performed both in-vitro experiments using 

human prostate cancer (HPC) cells and in-vivo validation experiments in an animal 

model with HPC xenografts. The following four treatment groups were included: (1) 

no treatment (control), (2) RFH-only, (3) chemotherapy (docetaxel)-only, and (4) 

combination therapy of both docetaxel and RFH (n=6 per group). In the in-vitro 

experiments, the combination therapy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HPC cell 

proliferation with an increased apoptotic index compared with the other three 

groups (p＜0.05). In the in-vivo experiments, follow-up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demonstrated a significant reduction in the average tumor size in animals treated 

with combination therapy compared with those receiving other treatments (p＜0.05). 

These results were subsequently confirmed by pathological examination/correlation. 

In conclusion,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suggest that RFH enhances the 

therapeutic efficiency of docetaxel in prostate cancer and serve as a foundation 

for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an interventional molecular image-guided local 

treatment strategy for prostate cancer that integrates RF technology, 

interventional oncology, and direct intratumoral chemotherapy (instead of systemic 

chemo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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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048 

CT 及 MRI 参数反应图在肿瘤疗效评价中的研究进展 

 
张思影,陈峰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310003 

 

传统影像学方法在评估肿瘤疗效时忽略了肿瘤内部空间反应的异质性，导致评价敏感性的降

低。基于逐个体素分析的 CT及 MRI参数反应图，通过对比肿瘤治疗前与治疗后（中）的功能

参数改变，能较及时、客观、准确地评价肿瘤对治疗的反应，改善了肿瘤治疗相关变化的影像

监测及其空间分辨的敏感度，从而有助于患者治疗方案的改进与预后评估。目前参数反应图已

在各类肿瘤的疗效评价中得到有效应用。 参数反应图(parametric response map ,PRM)由于

包含有空间影像信息，从而具有其独特的应用价值。基于逐个体素分析的 PRM方法通过对比肿

瘤治疗前与治疗后（中）的参数改变，能较及时、客观、准确地评价病变对治疗的反应，改善

了肿瘤治疗相关变化的影像监测及其空间分辨的敏感度，从而有助于患者治疗方案的改进与预

后评估。PRM的分析与观察者、成像设备自身的特性及生产厂家无关，这样有利于不同机构间

的结果比较及标准的制定。PRM作为一种新的影像后处理技术，尚存在一些问题，如目前的

PRM方法，主要适用于肿瘤或病变治疗前后体积变化不大的情况，对于治疗后体积明显变化的

肿瘤，治疗前后肿瘤 ROI内的体素已无法一一对应，PRM的效能降低，此时需应用权重法进行

评价
[18]

。此外，目前 PRM只能分析单一的功能参数，如 fDM，或 PRMrCBV、PRMrCBF，尚不能做到平

行分析多个参数。因此，随着 PRM上述问题的解决，并与其他方法结合，如将 PRM与直方图、

纹理分析及放射组学等方法相结合，彼此取长补短，可能进一步改善肿瘤疗效的定量评估。 

   

 

 
PU-0049 

CT 全脑灌注成像评估 CCD 发生的影响因素 

 
晁慧美,王嵩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200032 

 

目的 运用 320排 CT全脑灌注扫描成像分析影响交叉性小脑神经机能联系不能(crossed 

cerebellar diaschisis,CCD)发生的因素。方法 收集 115例急性及亚急性期单侧幕上新发脑

梗死病例。所有病例均在症状稳定期行 320排 CT全脑灌注扫描，运用 MTT、TTP、rCBF、rCBV

评估脑梗塞患者大脑灌注异常程度，并计算灌注异常体积，分别比较急性及亚急性期 CCD 阳性

组与 CCD阴性组间大脑灌注异常程度和体积。结果 急性期 CCD阳性组与 CCD阴性组间大脑灌

注异常程度、体积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亚急性期 CCD阳性组与 CCD阴性组间大脑灌注异

常程度无统计学差异(P>0.05)，CCD阳性组大脑灌注异常体积大于 CCD阴性组，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5) 。结论 脑梗塞患者幕上低灌注体积与 CCD的发生有关，体积越大，越易发生

CCD。幕上低灌注程度与 CCD 的发生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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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050 

CT 全脑灌注成像评估 CCD 严重程度的影响因素 

 
晁慧美,王嵩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200032 

 

目的 运用 320排 CT全脑灌注成像分析交叉性小脑神经机能联系不能(crossed cerebellar 

diaschisis,CCD)严重程度的影响因素。方法 收集 115例急性及亚急性期单侧幕上新发脑梗死

病例。所有病例均在症状稳定期行 320排 CT全脑灌注扫描，运用 MTT、TTP、rCBF、rCBV 评估

脑梗塞患者大脑灌注异常程度，并计算灌注异常体积。计算 CCD阳性病例的小脑不对称指数

(asymmetry index，AI)，分析幕上大脑灌注异常程度和体积与小脑 AI值的关系。并比较急性

期 CCD阳性组与亚急性期 CCD阳性组间小脑 AI值。结果 急性期 CCD阳性组大脑ΔMTT 与小脑

ΔMTT、ΔTTP呈线性正相关(P<0.05)，大脑ΔTTP 与小脑 ΔTTP 呈线性正相关(P<0.05)。大

脑 CBF减低体积与小脑ΔTTP 呈线性正相关(P<0.05)，大脑 CBV减低体积与小脑ΔMTT 呈线性

正相关(P<0.05)。 亚急性期 CCD阳性组大脑ΔMTT、ΔTTP 和小脑ΔMTT 呈线性正相关

(P<0.05)。大脑 MTT延长体积与小脑 ΔTTP 呈线性正相关(P<0.05)。急性期 CCD阳性组与亚急

性期 CCD阳性组间小脑 AI值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 脑梗塞患者幕上低灌

注体积与低灌注程度均与 CCD的严重程度正相关。CCD发生后，梗死持续时间与 CCD严重程度

的演变无关。 

   

 

 

PU-0051 

18F-FDG PET/CT 在前列腺癌诊断中的应用 

 
陈杰,钱根年,陈建新,赵春雷,陈泽龙,陈自谦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 350025 

 

目的 初步探讨 18F-FDG PET/CT在前列腺癌鉴别诊断、远处转移、临床评价等方面的应用价

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 32例显示放射性浓聚灶的前列腺疾病患者的 18F-FDG PET/CT显像资料，将

所得结果与病理或临床随访结论比较。 

结果 经手术或穿刺活检病理证实为前列腺癌 29例（29/32），前列腺增生 3例（3/32）。 

结论 18F-FDG PET/CT对于前列腺癌的鉴别诊断、远处转移、临床评价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和

意义。  

 

 

PU-0052 

18F-FDG PET/CT 在前列腺癌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付丽媛,钱根年,赵春雷,陈自谦 

福州总医院 350025 

 

目的 初步探讨 18F-FDG PET/CT在前列腺癌鉴别诊断、远处转移、临床评价等方面的应用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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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回顾性分析 32例显示放射性浓聚灶的前列腺疾病患者的 18F-FDGPET/CT显像资料，将所

得结果与病理或临床随访结论比较。 

结果 经手术或穿刺活检病理证实为前列腺癌 29例（29/32），前列腺增生 3例（3/32）。 

结论 18F-FDG PET/CT对于前列腺癌的鉴别诊断、远处转移、临床评价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和

意义。  

 

 
PU-0053 

Dendrimer-Stabilized Gold Nanostars as a 

MultifunctionalTheranostic Nanoplatform for CT 

Imaging, PhotothermalTherapy, and Gene Silencing of 

Tumors 

 
chen jingwen,Sun Yingqi,Li Zhicong,Wang Han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Shanghai General Hospital，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00080 

 

 

Development of versatile nanomaterials combining diagnostic and therapeutic 

functionalities within one single nanoplatform is extremely important for tumor 

theranostics. In this work, the authors report the synthesis of 

a gold nanostar (Au NS)-based theranostic platform stabilized with 

cyclic arginine-glycine-aspartic (Arg-Gly-Asp, RGD) peptide-modified amine-

terminated generation 3 poly(amidoamine) dendrimers. The formed RGD-modified 

dendrimer-stabilized Au NSs (RGD-Au DSNSs) are used as a gene delivery vector to 

complex small interfering RNA (siRNA) for computed tomography(CT) imaging, thermal 

imaging, photothermal therapy (PTT), and gene therapy of tumor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GD-Au DSNSs are able to compact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siRNA and specifically deliver siRNA to cancer cells overexpressing αvβ3 

integrin. Under near-infrared laser irradiation, the viability of cancer cells is 

only 20.2% after incubation with the RGD-Au DSNS/siRNA polyplexes, which is much 

lower than that of cells after single PTT or gene therapy treatment. Furthermore, 

in vivo results show that the RGD-Au DSNS/siRNA polyplexes enable tumor CT 

imaging, thermal imaging, PTT, and gene therapy after intratumoral injection. 

Thes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developed multifunctional nanoconstruct is a 

promising platform for tumor imaging and combinational PTT and gene 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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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054 

Low-tube-voltage selection for triple-rule-out CTA 

using Revolution CT  

 
Xu Yanhong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Shanghai General Hospital，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00080 

 

Purpose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mage quality at 80 kilovoltage (kV) 

compared to 100 kV ECG-gated Triple-Rule-Out CT angiography (TRO-CTA). 

Materials and Methods  

We retrospectively included 40 patients (age 60 ± 12 years) who underwent chest 

pain. We present a novel scanning technique for wide-detector CT scanners 

(Revolution CT, GE Medical Systems) that could obtain One-Stop-Shop protocol for 

TRO-CTA. Firstly, a bolus of 15 ml of iomeprol 370 (Iomeron 370 mg/ml; Bracco) was 

injected at 5 ml/s to get the interval of time from pulmonary artery (PA) to 

ascending aorta (AA). Then the region of interest was located at the PA followed 

by 40 ml of the same contrast material at 4 ml/s and 30 ml of saline flush at 5 

ml/s. The patients underwent spiral CT scan in PA then axial CT scan in coronary 

artery. 20 patients were scanned with 80 kV while 20 patients with 100 kV. 

Quantitative image quality was assessed as vascular attenuation in the AA and PA 

and the signal-to-noise ratio (SNR) and contrast-to-noise ratio (CNR) in the AA 

and PA.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BMI (25.6 ± 7.8 vs. 24.0 ± 6.5 kg/m
2
) 

between 80 kV and 100 kV group. The interval of time from PA to AA ranged from 6 s 

to 14 s. Mean PA attenuation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80 kV compared to the 

100 kV group (652 vs. 485 HU, p< 0.001). Mean AA attenuation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80 kV compared to the 100 kV group (587 vs. 400 HU, p< 0.001). SNRs 

and CNRs in the AA and PA we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Radiation dose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in the 80 kV group compared with the100 kV group (2.52 ± 0.8 

vs. 4.6 ± 0.8 mSv; p < 0.001). 

Conclusion 

Mean PA and AA attenuation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80 kV compared to the 

100 kV group. 80 kV TRO-CTA is feasible in patients while maintaining image 

quality and achieving substantial dose reduction compared with the100 kV group 

using Revolution CT. 

A Clinical Relevance statement 

80 kV TRO-CTA can be performed in patients, while maintaining image quality and 

achieving substantial dose redu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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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055 

RGD 修饰纳米铁探针对肝癌细胞的分子影像学研究 

 
许艳红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 200080 

 

目的 以超微小超顺磁性氧化铁（Very Small Superparamagnetic Iron Oxide Particles，

VSOP）为基础合成与高表达整合素αvβ3的人肝癌 HepG2 细胞特异性结合的靶向纳米探针

RGD-PEG-VSOP，利用磁共振（Magnetic Resonance，MR）成像评估该分子探针在体外对肝癌细

胞靶向成像效果。方法 运用核磁共振分析（
1
H NMR）、电镜（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y，TEM）对纳米探针 RGD-PEG-VSOP该探针进行表征分析，采用 MTT细胞毒性实验评

价该材料的生物安全性；在细胞水平的离体实验，以非靶向纳米颗粒（PEG-VSOP）为对照，判

定 RGD-PEG-VSOP纳米颗粒对于整合素 αvβ3的靶向性。结果 TEM显示纳米颗粒无簇状聚

集，其 r1弛豫率为 1.37 mM
-1
S
-1
；人肝癌 HepG2细胞 MR成像显示靶向材料（RGD-PEG-VSOP）

处理后细胞的 T1WI成像的信号值要高于非靶向材料（PEG-VSOP）, RGD-PEG-VSOP与 PEG-VSOP

两组信号值之间的差别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结论 纳米探针 RGD-PEG-VSOP具有 MR T1

正向增强作用。细胞水平显示 RGD-PEG-VSOP纳米颗粒具有靶向整合素αvβ3的特性。  

 

 
PU-0056 

兔 VX2 肿瘤的传代和接种方法及其应用 

 
郑林丰,赵京龙,王夕富,张贵祥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人民医院 200080 

 

目的：介绍兔 VX2肿瘤的传代和接种方法及其应用，从而更好的利用此模型进行生物医学研

究。方法：从荷瘤新西兰大白兔取活性良好的肿瘤组织块，制备肿瘤细胞悬液，过滤后接种于

健康成年新西兰兔左后肢肌肉内。通过一般观察、MRI和大体及病理学切片对肿瘤进行验证。

结果：肿瘤传代和接种后生长良好，MRI、大体及组织学验证保持了 VX2的肿瘤特点。结论：

本研究介绍的兔 VX2肿瘤的传代与接种方法稳定、可靠，值得大家推广和应用。  

 

 

PU-0057 

腹腔内疝的多排螺旋 CT 诊断 

 
许静波,郑林丰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 200080 

 

目的: 分析腹腔内疝的多排螺旋 CT(Multi-detector row spiral CT, MDCT)影像学表现，探

讨 MDCT对诊断腹腔内疝的价值。方法: 收集 2007-2015 年间我科术前行 MDCT检查且经手术证

实的腹腔内疝病人 8例(左侧十二指肠旁疝 2例，经肠系膜疝 5例，子宫阔韧带疝 1例)。分析

腹腔腹腔内疝的 MDCT表现和特征。 结果: 左侧十二指肠旁疝主要表现为呈包块样聚集的肠袢

位于胃胰之间，屈氏韧带的左方，推压胃后壁前移。经肠系膜疝表现为聚集的小肠袢紧贴腹前

壁，和腹壁之间无大网膜覆盖。子宫阔韧带疝表现为子宫侧旁聚集的扩张小肠袢，其积液扩张

及近侧小肠梗阻表现。疝的共同 MDCT征象包括：肿块状或者簇状异聚集的小肠袢；周围脏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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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肠管的移位；肠梗阻的征象；肠系膜血管的改变（牵拉，移位，扭曲及充血等）。 结论：

腹腔内疝的 MDCT表现具有一定的特征性，对于术前准确诊断有较高的价值。  

 

 

PU-0058 

18F-FDG PET/CT 在肺内多发病灶穿刺部位选择中的临床价值 

 
杨超,张鸿文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 350025 

 

目的 探讨 18F-FDG PET/CT 在选择肺内多发病灶穿刺部位中的临床价值。 

方法 164例经手术病理结果证实的经皮肺穿刺的患者，其中 60例经 18F-FDG PET/CT指导选

择穿刺部位，104例行 CT增强指导选择穿刺部位。 

结果 60例患者根据 18F-FDG PET/CT指导选择的穿刺部位，59例获得准确病理结果，穿刺准

确度 98.3%，其中 57穿刺部位为 SUV最浓聚处；104例患者根据 CT增强指导选择穿刺病灶，

其中 86例获得准确病理结果，穿刺准确度 82.7%。两组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7.63,P

＜0.05） 

结论 依据 18F-FDG PET/CT 指导选择 SUVmax最高的病灶及位点作为穿刺部位，比根据 CT增强

指导选择穿刺部位有更高的诊断准确度。  

 

 
PU-0059 

3.0 T MR NATIVE TrueFISP 序列在肝门静脉成像的 

可行性研究 

 
刘海荣,张林,刘宇佳 

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256603 

 

 目的 评估 3.0 T MR NATIVE TrueFISP序列在肝门静脉成像中应用的可行性 方法 对 14名

健康志愿者通过 NATIVE TrueFISP 序列应用不同的血流抑制翻转时间（BSP-TI）分别进行肝门

静脉成像。扫描后的图像由 2名放射学诊断医师对门静脉及其分支的显示情况进行主观评分，

并比较不同 BSP-TI下肝脏门静脉主干、左支、右支的对比信噪比(CNR)及信号信噪比(SNR)。 

结果 14名志愿者均成功完成检查。BSP-TI设置值依次为 800、1000、1200、1400ms， 随着

TI增加，门静脉远端分支的信号强度逐渐增强。在 BSP-TI=1200 ms时，肝脏门静脉主干、左

支、右支的 CNR及 SNR最高。 结论 3.0T MRI NATIVE TrueFISP序列可以实现非对比剂肝门

静脉血管成像，BSP-TI为 1200 ms时成像效果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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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060 

首发抑郁症患者脑葡萄糖代谢与脑功能局部一致性的关系 

 
付畅,徐俊玲 

河南省人民医院 450003 

 

目的联合应用 PET／CT和功能 MRI(fMRI)，研究静息状态下首发抑郁症患者的脑葡 萄糖代

谢、脑功能局部一致性(ReHo)的变化特点，以及两者间的关系。方法分别对 18例首发抑 郁症

患者[男 6例，女 12例，年龄(33．00+_7．59)岁]与 17名健康对照者[男 6名，女 11名，年

龄(34．59± 8．96)岁]行头颅 PET／CT及 fMRI。应用 SPM及 ReHo fMRI 1．0软件分析患者

脑葡萄糖代谢及 ReHo 的异常改变。对 PET及 fMRI的结果进行相关分析。结果与对照组相

比，抑郁症患者双侧额上、 中、下回，双侧颞上、中回，双侧豆状核、尾状核、左侧苍白球

及双侧前扣带回代谢减低；双侧海马及左 侧丘脑代谢增高；双侧额上、中回，双侧豆状核、

左侧苍白球及左侧前扣带回 ReHo减低；右侧海马及 右侧丘脑的 ReHo增高。双侧额上、中、

下回，双侧颞上、中回，双侧豆状核，左侧尾状核，左侧苍白球、 左侧前扣带回及双侧海马

及双侧丘脑的 SUV与 ReHo值间均具有相关性(r=0．51～0．83，均 P< 0．05)；右侧尾状核与

右侧前扣带回的 SUV与 ReHo 值间无相关性(r=0．41和 0．37，均 P>0．05)。结 论抑郁症患

者具有相对特征性的异常脑代谢和脑功能损伤模式，且其代谢与局部功能活性改变相 一

致。   

 

 
PU-0061 

18F-FDG PET 在颞叶癫痫病灶定侧中的应用研究 

 
李丹菲,陈自谦,赵春雷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 350025 

 

目的 探讨 18F-FDG PET在颞叶癫痫病灶定位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5 年 1月至 2017年 1月癫痫中心临床确诊颞叶癫痫并接受手术治疗

的 35例病例的 18F-FDG PET 影像，进行癫痫病灶定侧，并与其长程或视频脑电图及病理结果

比较，利用统计学方法对单独使用 18F-FDG PET定侧、单独使用长程或视频脑电图定侧及两者

相结合定侧的诊断准确率进行对比分析。 

结果 18F-FDG PET对 25例患者病灶准确定侧，长程或视频脑电图对 17例患者病灶准确定

侧，两者结合对 29例患者病灶准确定侧，准确率分别为 71.43﹪、48.57﹪及 82.86%，单独使

用 18F-FDG PET对癫痫的定侧准确率较单独使用长程或视频脑电图高，而两者相结合对癫痫定

侧的准确率进一步提高，其两两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结论 发作间期联合使用 18F-FDG PET 及脑电图对颞叶癫痫定侧优于单独使用 18F-FDG PET 或

单独使用长程或视频脑电图检查，在条件允许的条件下，可联合使用 18F-FDG PET 及长程或

视频脑电图，提高癫痫定侧准确率，为手术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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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062 

Evolution of diffusion in hematoma and perihematoma 

after experimental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by 7.0 T 

DTI 

 
Wang Chunhua,Song Li,Zhang Ruzhi,Zhang Yu,Chen Yushu,Gao Fabao 

West China Hospital 610041 

 

Purpose: To characterize experimental hematoma and perihematoma using diffusion 

tensor imaging (DTI) and compare the feature of diffusion with that of histology 

after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ICH). 

Methods: Twenty-nine male SD rats injected with 40 μL autologous blood in the 

right basal ganglia underwent 7.0 T MR with T2WI (additional day 0, D0) and DTI 

sequences at days 1 (D1), 3 (D3), 7 (D7), 14 (D14), 21 (D21), and 28 (D28). HE, 

Iba1, and glial fibrillary acidic protein staining was performed after brain 

fixation. Hematoma volume at D0 was measured by T2WI images. Mean diffusivity (MD), 

axial diffusivity, and radial diffusivity were measured by DTI images. Abnormal MD 

volumes were delineated manually by MD maps. 

Results: The mean hematoma volume was 14.78 μL at D0. The main patterns of 

diffusivity changes in the ipsilateral basal ganglia after ICH on MD maps visually 

included relative central hyper-value zone (rCEVZ; MD at D1: 9.54 ± 2.57 x 10
-

4
mm

2
/s), relative hypo-value zone (rOVZ; MD at D1: 6.94 ± 0.96 x 10

-4
mm

2
/s ), and 

relative peripheral hyper-value zone (rPEVZ; MD at D1: 9.61 ± 0.59 x 10
-4
mm

2
/s). 

The rCEVZ corresponded to the area with not only heterogeneous erythrocytes and 

serum at D1, D3, and D7, but also necrosis of brain parenchyma at D1 and D3. The 

rOVZ corresponded to the area with vasogenic and cytotoxic edema at D1, D3 and D7, 

neutrophil accumulation at D3 and D7, microglia proliferation from D3 to D28, and 

astrocyte proliferation from D7 to D28. The rPEVZ corresponded mainly to the area 

with cytotoxic and vasogenic edema at D1, D3 and D7, also with glial cell 

proliferation from D3 to D28. Volumes of abnormal diffusion at D1 and D3 were 

significantly greater than the hematoma volume at D0 (both p < 0.001). The rCEVZ 

volumes at D1, D3, and D7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hematoma volume at D0 (all 

p < 0.001). The rOVZ and rPEVZ volumes peaked at D1 and D3,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The results imply diffusion changes in hematoma and perihematoma after 

ICH involve complex pathological alterations including blood components, cytotoxic 

and vasogenic edema, and cellular accumulation and proliferation. 

This abstract was accepted as oral presentation by RS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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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063 

磁共振成像在复杂性肛瘘中西医结合治疗中的应用价值 

 
张文龙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200032 

 

目的：探讨 MRI在复杂性肛瘘中西医结合治疗中的应用价值。方法：32例临床诊断为复杂性

肛瘘的患者行 MRI检查，根据肛瘘临床治疗策略
[1]
，利用 MRI将其分为三组：低位组、单个高

位内口组和多个高位内口组。与术中探查分组结果相比较，不同分组选择不同的治疗方案，观

察患者术后临床治愈率、术后并发症和肛门功能情况及近期随访的复发率。结果：复杂性肛瘘

根据 MRI表现进行分组的结果和术中探查的分组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采用相应的中西医结

合治疗方案取得了较好的治疗效果。结论：MRI术前诊断对于复杂性肛瘘的诊断和指导制定中

西医治疗方案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PU-0064 

磁共振成像对复杂性肛瘘分型的诊断价值 

 
张文龙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200032 

 

目的：探讨 MRI对复杂性肛瘘分型的诊断价值。方法：32 例临床诊断为复杂性肛瘘的患者,行

MRI检查，以手术结果为标准，观察 MRI对复杂性肛瘘分型的准确性。结果：32例复杂性肛瘘

患者 MRI Parks分型：经括约肌型肛瘘 18例，括约肌间型肛瘘 7例，括约肌外型肛瘘 1例，

括约肌上型肛瘘 3例，与手术结果对照，其分型准确率为 90.6%。结论：MRI对复杂性肛瘘

Parks分型与手术结果基本一致，能为手术提供较为准确的解剖学资料。  

 

 

PU-0065 

神经干细胞移植对阿尔兹海默症小鼠脑内炎症因子的影响 

 
郭屹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200065 

 

目的：研究神经干细胞移植对阿尔兹海默症小鼠脑内炎症的作用。方法：采用 12月龄 24只

APP／PS1双转基因鼠随机分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10只，治疗组予移植神经干细胞，对照

组予移植等量磷酸缓冲液。移植 5周后采用蛋白印记法检测小鼠脑中 TLR-4、IL-6表达情况，

及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斑块沉积情况。结果：移植后治疗组中 TLR-4、IL-6表达较对照组减

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移植后治疗组的斑块沉积总数较对照组没有明显变化，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本研究提示神经干细胞移植对阿尔兹海默症有抑制炎症反应的作

用，其路径不是通过减少斑块沉积实现，具体通路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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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066 

MRS 的 Cr 峰在丘脑Ⅱ级星形细胞瘤诊断价值中的初探 

 
汤翔宇,朱文珍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探讨磁共振波谱(1H-Magnetic resonance spectroscopy, 1H-MRS)的 Cr峰在丘脑Ⅱ级

星形细胞瘤诊断中的价值，并结合文献分析部分丘脑Ⅱ级星形细胞瘤 Cr峰升高的病理基础。

材料和方法：回顾性搜集 7例经病理证实为丘脑Ⅱ级星形细胞瘤患者的 MRS资料。结果：7例

丘脑Ⅱ级星形细胞瘤中，2 例 MRS的 Cr峰及 Cr/Cho比值明显升高；2例 MRS的 Cr峰轻度升

高，与 Cho峰高度相似；3 例 MRS呈明显高耸的 Cho峰和明显下降的 Cr峰。结论：结合本组

病例及文献复习发现升高的 Cr峰对诊断丘脑Ⅱ级星形细胞瘤有一定的特异性，且升高的 Cr峰

与肿瘤少突胶质细胞成份有关。  

 

 
PU-0067 

胶质瘤诊断治疗中纳米载体颗粒及 MRI 的应用与进展 

 
张亚楠

1,2
,吴献华

1
,王美蓉

1,2
,黎妍

1
 

1.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2.南通大学医学院 

 

摘 要：胶质瘤是中枢神经系统中最常见的原发恶性肿瘤，尽管目前有手术切除、放化疗等干

预措施，但迄今为止，胶质瘤的预后仍然很差。近年来，胶质瘤的诊断治疗已经深入至分子水

平，随着纳米科技的发展，使用纳米材料作为载体对胶质瘤进行靶向治疗，是目前生物领域的

一大热点。此外，分子影像学利用能够与靶点特异结合的探针，并借助影像技术，可以在细胞

及分子水平上研究胶质瘤靶向治疗过程中的发展变化。本文将对胶质瘤诊断与治疗过程中应用

到的几种常见载药纳米粒及基于 MRI的分子影像学技术进行阐述。 

   

 

 

PU-0068 

新型核磁造影剂的相关研究 

 
杨曦 

山西医科大学 030001 

 

核磁共振成像（MRI）是核磁共振技术在生物医学上的一个重要应用，其无辐射性损伤，高分

辨率及较快的成像速度等优点，可有效检测组织坏死、局部缺血和各种恶性病变（如肿瘤）。

目前，临床应用多为钆类造影剂，但它因为游离出的钆离子可能导致肾源性系统纤维化等潜在

缺陷，使其生物安全性受到质疑。本实验旨在提供一种高安全性的新型纳米颗粒 MR成像造影

剂。我们采用聚乙二醇（PEG）修饰的水溶性黑色素纳米颗粒（MNP）作为载体，利用其可以螯

合金属阳离子的特性，经磁力搅拌后螯合锰离子（Mn2+）作为磁共振纳米造影剂。实验结果表

明：一，由于黑色素纳米颗粒来自于人体内源性物质，所以该造影剂生物相容性好，安全性

高；二，锰是一种过度金属元素，其外层电子排布为 3d54s2，在第三轨道上有 5个不成对的

电子，具有很强的顺磁性和很好的弛豫效能，能有效缩短周围氢质子的 T1和 T2，成功引起相

应 MR信号改变；三，除此之外，黑色素纳米颗粒可以吸收近红外光，可以实现光声成像和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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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治疗；四，黑色素纳米颗粒表面含有丰富的可修饰基团，可以制备成多功能的纳米材料。因

此聚乙二醇修饰的黑色素纳米颗粒在有效螯合锰离子之后有望转化为临床应用的造影剂，并且

可以作为多模态成像及诊疗一体化纳米材料的基础结构。  

 

 
PU-0069 

Amide proton transfer (APT) imaging for target 

localization in radiation oncology of prostate cancer 

 
liu yulin,GUO XIAOFANG,Yuan Zilong 

Hubei Provincial Cancer Hospital 430079 

 

Background 

Target localization in radiation oncology target relies on modern imaging 

techniques including computed tomography (CT),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and positron emission imaging (PET). For prostate cancer, it is commonly accepted 

that MRI features superior image contrast than CT, and better image resolution 

than PET. Conventionally, T2 weighted and 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 (DWI) are 

fused and used for outlining the lesion and hence target localization in radiation 

oncology. However, DWI may not be able to reveal the lesions for what is known as 

atypical cancer tissues. Amide proton transfer (APT) is a novel molecular imaging 

method that may sensitively detect the presence of mobile amide proteins, which in 

turn allows the detection of prostate cancer as higher tumor cell proliferation 

rate and cellular density leads to overall elevated mobile protein levels. In this 

work, the APT imaging is investigated for lesion identification and target 

localization in radiology oncology. 

Experiment 

A total of 42 patients with suspected prostate cancer as indicated by elevated PSA 

underwent MRI examinations within the period of March 2016 to October 2016. The 

MRI exams were consisted of T1, T2, DWI, and APT imaging. The inclusion criteria 

were subsequent transrectal ultrasound prostate biopsy within one week after MRI 

exams. 17 patients met the inclusion criteria. Six patients were excluded due to 

susceptibility caused by air filled rectum and/or motion caused by bladder. In the 

end, a total of 11 patients were included in this study. For DWI imaging,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ADC) map was derived; for APT imaging the asymmetrical 

magnetic transfer ratio (AMTR) was derived. Hypointensity in ADC map was 

identified as cancerous region, whereas hyperintense region in AMTR map was 

identified as cancerous region. ADC and AMTR map were respectively fused with the 

T2 image for delineation of oncological target region and compared. The fused 

images were interpreted by two experienced radiologists, and manually outlined the 

suspected lesion region. 

Results 

For all the 11 patients, 20 lesions were identified, including 13 prostate cancer, 

7 benign prostatic hyperplasia. 9 out of 13 (69%) cancerous lesions were correctly 

identified based on T2/ADC map, significantly lower ADC values were observed in 

prostate cancer (1.02 ± 0.14, P <0.05); 12 out of 13 (92%) cancerous lesions w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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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ectly identified based on T2/AMTR map, significantly higher AMTR values were 

observed in prostate cancer (0.04 ± 0.01, P <0.05).  

 

Discussion and conclusion 

In this preliminary study, it was shown that AMTR map derived from APT imaging 

featured higher success rate in identifying the cancerous lesions as compared to 

the 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 Hence APT imaging may be a potential reference to 

be used in the target localization for radiation oncology. There were several 

limitations in this study, firstly, the sample size was limited that a larger 

cohort shall be used for further confirmation; secondly the transrectal ultrasound 

biopsy may have limited accuracy and MR guided biopsy may be used for improvement; 

thirdly the APT imaging featured a longer scan time hence higher vulnerability to 

bladder motion.   

 

 
PU-0070 

Aptamer-PEG-modified Fe3O4@Mn as a novel T1- and T2- 

dual-model MRI contrast agent targeting hypoxia 

induced cancer stem cells 

 
Zhu Haitao,Jiang Yuji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Jiangsu University 212001 

 

Hypoxia promotes not only the metastasis of tumor, but also therapy resistance. 

Cancer stem cells residing at the site of hypoxic region of tumors have been known 

to be the seed of tumor metastasis, chemo/radio therapy and recurrence. MRI is a 

widely used imaging tool for cancers in clinics and research. To develop T1-

positive and T2-negative agents for more comprehensive and accurate diagnostic 

information under hypoxia conditions, hypoxia inducible factor-1α based aptamer 

and Mn(II) modified nanoparticles D-Fe3O4@PMn were synthesized and characterized. 

The cell experiments show that the D-Fe3O4@PMn NPs are biocompatible and have less 

cytotoxicity at the concentration range of 0–250 µg/ml. In vitro and in vivo 
studies show that D-Fe3O4@PMn NPs produced significant contrast enhancement in T1 

and T2 weighted MRI. Furthermore, the D-Fe3O4@PMn NPs enable targeted dual-contrast 

T1- and T2-weighted MR imaging of cancer cells expressed high levels of HIF-1α 

and caner stem cell related proteins under hypoxia condition. In conclusion, NP 

with HIF-1α and Mn(II) is potential to become a promising diagnostic agent for 

dual mode T1 and T2 imaging, targeting stem cells, with non-toxic and 

biocompat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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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071 

pH 反应性纳米探针靶向肿瘤的近红外光学 

和 CT 双模态成像的实验研究 

 
史红媛

1
,唐尧

2
,朱维平

2
,施海彬

1
 

1.江苏省人民医院 

2.华东理工大学 

 

目的 构建一种 pH反应性双模态纳米探针（GNPs-CKL-FA），并探讨其靶向肿瘤的近红外光学

和 CT成像的可行性。方法 利用具备良好生物相容性的金纳米粒子和近红外荧光染料

（Cy5.5）构建具有光学和 CT双模态成像功能的分子探针。通过核磁共振谱、透射电镜、紫外

可见分光光度计、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等一系列手段对探针进行表征。取 12只雌性裸鼠，建

立宫颈癌皮下移植瘤模型。将 12只裸鼠利用完全随机设计方法分为实验组与对照组，每组 6

只，分别通过尾静脉注射 GNPs-CKL-FA（实验组）和 GNPs-CPL（对照组）。注射后 0，1，3，

5，7，12，24，36和 48h行 CT和光学成像，观察各时间点肿瘤信号变化，并分别测量肿瘤内

CT值和荧光信号强度值，并采用方差分析进行比较。注射探针 48 h后，处死各组实验鼠，分

离皮下移植瘤及器官行 ICP-OES检测探针体内分布情况。结果 构建的近红外光学和 CT双模态

成像分子探针（GNPs-CKL-FA）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及生物相容性，粒径约（20 ± 1.6）nm。体

内 CT成像显示，实验组肿瘤的各时间点 CT值及荧光信号强度值均高于对照组，于注射后 24h

最显著（P=0.000），ICP-OES结果与成像结果一致。体内分布显示探针主要分布在肿瘤和肝

脏部位。结论 GNPs-CKL-FA 可靶向肿瘤部位并实现肿瘤的近红外光学和 CT双模态成像。  

 

 
PU-0072 

顺磁性双模态量子点探针用于 CD133+胶质 

瘤干细胞靶向成像研究 

 
姚沉非,胡春洪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15006 

 

 

目的 合成一种具有靶向性的顺磁性荧光-磁共振双模态量子点探针，实现其对 CD133
+
 GSCs

特异性双模态成像。方法 先将水溶性 CdTe量子点与 BSA-Gd
Ⅲ
偶联，合成非靶向性探针

CdTe·BSA-Gd
Ⅲ
，再偶联 CD133单克隆抗体，获得具有靶向性的双模态量子点探针

（CdTe·BSA-Gd
Ⅲ
·Ab）；评价该探针理化性质；培育 SU2s 干细胞株，分别与 CdTe·BSA-Gd

Ⅲ

和 CdTe·BSA-Gd
Ⅲ
·Ab 共同孵育。在体外观察两种探针对 SU2s荧光、MRI成像的靶向性。结

果 CdTe·BSA-Gd
Ⅲ
体外弛豫性能 r1、r2值分别为 17.874 × 10

-3 
L· mmol

-1
·ms

-1
 和 26.957 

× 10
-3 
L· mmol

-1
ms

-1
，r2/r1值为 1.515。细胞荧光成像结果显示 CdTe·BSA-Gd

Ⅲ
·Ab可特异

性结合于 SU2s细胞表面；细胞体外 MR成像显示 CdTe·BSA-Gd
Ⅲ
·Ab组 T1信号强度明显高于

CdTe·BSA-Gd
Ⅲ
组及对照组。结论 所构建的 CdTe·BSA-Gd

Ⅲ
·Ab 顺磁性双模态量子点探针，

可靶向结合 SU2s细胞，并实现体外双模态成像，为胶质瘤的早期诊断和靶向治疗提供实验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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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073 

Preclinical and clinical evaluation of the liver 

tumor irreversible electroporation with MRI 

 
xifu wang

1
,Figini Matteo 

2
,Zhang Zhuoli

2
 

1.Shanghai General Hospital，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2.Department of Radiology，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Chicago， Illinois， USA 

 

Irreversible electroporation (IRE) is a relatively new technique for tumor 

ablation. It has shown promising results in difficult cases where surgery is not 

recommended and delicate anatomic structures are present near or within the tumor. 

Currently, liver cancer is one of the most common targets for IRE treatment. Pre-

operative and post-operative imaging has a key role in IRE procedures and research 

studies. Although ultrasound is usually the first choice, especially for intra-

operative guidance,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visualiz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tumor before and after IRE in clinical 

and preclinical studies. However, the appearance of liver lesions after IRE with 

different MRI sequences has never been systematically investigated, and the most 

common practice is to limit the acquisition protocol to only contrast-enhanced T1-

weighted images. In this work, the role of MRI in clinical and preclinical 

assessment of hepatic tumors treated with IRE is reviewed and discussed. 

   

 

 
PU-0074 

Comparisons between Multi-model functional image of 

MRS and PET-CT in the Orientation and Localization of 

Temporal Lobe Epileptic Foci 

 
Chen Ziqian,Zhao Chunlei 

Medical Image Center of Fuzhou General Hospital of Nanjing Military Command 350025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efficaciency of MRS and 18F-FDG PET-CT brain imaging in the 

localization and Orientation of temporal lobe epileptic focus，and to evaluate 

their sensitivity，specificity，and accuracy in the diagnosis of temporal lobe 

epilepsy location through contrast with postoperative pathology.  

Methods 

17 cases of TLE patients all underwent conventional MRI, MRS and 18F-FDG PET-CT 

brain imaging. Firstly, bilateral hippocampal volume and the ratio of NAA/ (Cho 

+Cr) were obtained by Siemens workstation. And bilateral hippocampal signal 

intensity was observed in the oblique coronal sections to determine the 

epileptogenic side. PET-CT images were analyzed by visual analysis method and 

Asymmetry index method to determine the side of epileptic foci. Finally, the 

diagnostic results were compared with the pathological results, and the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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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MRS and 18F-FDG PET-CT brain imaging were evaluated in localization of temporal 

lobe epileptic focus. 

Results 

1. When the NAA / (Cho + Cr) was 0.415, th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of the MRS 

to the diagnosis of HS were 70.6% and 93.8%.  

2. The diagnosis positive rate in TLE by PET-CT was 100% and all patients showed 

low metabolism in the temporal lobe. 

3. Compared to pathology of removal tissue after surgery，the accuracy for 

localition of epileptic focus by MRS and 18F-FDG PET-CT brain imaging were 76.47% 

and 70.6%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PET-CT gets the highest positive rate and MRS gets the highest diagnostic accuracy 

in the Orientation and Localization of Temporal Lobe Epileptic Foci.  

 

 
PU-0075 

Enhancing tumor-specific uptake of nanoparticles by 

amplification of transferrin-transferrin receptor 

delivery systems with a genetic strategy 

 
Zhao Yang

1,2
,Peng Jing

1
,Zhang Xuening

1
 

1.The second hospital of 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2.Tianjin Institute of Urology 

 

Purpose: Transferrin/Transferrin receptor (Tf/TfR) complex is a naturally tumor-

targeting system that has been extensively used in the targeted delivery of 

therapeutic and diagnostic agents into tumor sites. However, such targeting 

delivery of currently Tf-functionalized nanoprobes encounters several inherent 

limitations in biological environment, such as nonspecific absorption of normal 

tissues, diverse TfR expression in different tumors and imperfect delivery 

efficiency. Here we aimed to propose an innovative genetic strategy to overcome 

the above limitations by amplifying the expression of TfR specifically in tumors, 

thus enhancing tumor-specific uptake of Tf-based nanoparticles. 

Methods and Results: An adenovirus-mediated gene probe (Ad.DD3-Tf) which expressed 

high levels of TfR gene under the control of DD3 promoter and WPRE enhancer were 

constructed to infect PC-3 prostate cancer (PCa) cells. Due to the high 

specificity of DD3 promoter, the constructed adenovirus Ad.DD3-Tf could remarkably 

upregulate the expression of TfR only on the membrane of PCa cells rather that 

non-PCa tumor cells and normal cells, as demonstrated by western-blotting analysis, 

immunohistochemical staining and reporter gene assay. After injection of Tf-

modified iron oxide nanoparticles (USPION) into Ad.DD3-Tf infected PCa xenografts, 

MR imaging was performed and showed a significant T2 enhancement effect in the 

tumor regions as early as 0.5 h post-injection, at which point signal intensity of 

the tumors sharply dropped to 195 (34.6% decrease). In the next 3 hours, the 

negative contrast enhancement constantly, slightly, and finally reached 190 at 4 h 

post-injection, which made it easier to detect and localize PCa from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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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rounding tissues when compared with the vague tumor MRI findings in PBS+Tf-

USPION treated groups. Based on the comparative T2WI signal quantitative analysis, 

the overexpression of TfR caused by Ad.DD3-Tf approved more Tf-USPION targeting, 

exhibiting a 3-fold increase in efficiency, thus a clear, small-size, and 

hypointensive lesion in T2WI could be exposed in a short time post-injection. 

Conclusion: The utilization of the constructed gene probe could dramatically 

enhance the cellular uptake, tumor-targeting ability and delivery efficiency of 

Tf-functionlized nanoprobes. This indicates the synergistic gene-nano targeting 

strategy holds great promise for increasing the diagnostic and theraputic efficacy 

of nanomedicine. 

 

 

 
PU-0076 

DCE-MRI 技术评估脑胶质瘤不成熟微血管密度 

 
贾中正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226001 

 

目的：通过对脑胶质瘤患者进行动态对比增强磁共振成像（DCE-MRI）获得容积转运参数

（K
trans

）与血管外细胞外间隙容积比（Ve），探讨 DCE-MRI 定量评估脑胶质瘤不成熟微血管密

度的价值。方法：研究对象包括 66例脑胶质瘤患者，其中 II级 27例，III级 8例，IV 级 31

例。每名脑胶质瘤患者术前经过 DCE-MRI检查获得胶质瘤的 K
trans

与 Ve的最大值，术后胶质瘤

标本进行免疫组织化学测量 CD105阳性标记的微血管密度（CD105-MVD）的最大值。将胶质瘤

的 K
trans

值、Ve值与 CD105-MVD进行对照研究，应用 Mann–Whitney U 检验比较不同级别胶质

瘤 K
trans

值、Ve值、CD105-MVD的差异，应用 Pearman 相关系数分析胶质瘤 K
trans

值、Ve 值与

CD105-MVD的相关性。结果： 低级别胶质瘤的 K
trans

值、Ve值、CD105-MVD均小于高级别胶质

瘤（P < 0.001，P < 0.001，P < 0.001）。高级别胶质瘤的 K
trans

值、Ve值均与 CD105-MVD正

相关（P < 0.001，P < 0.001）。结论：DCE-MRI可以定量评估脑胶质瘤不成熟微血管密度。  

 

 

PU-0077 

“Physics versus Metabolism” Which Aspect Played a 

More Important Role? ---- Comparison of Diagnostic 

Performance in Evaluation of Cervical Lymph Nodes 

between Amide Proton Transfer (APT) Imaging and 

Ultrasonic Shear Wave Elastrography (SWE) 

 
luo xiaojie,Yu Lu,Li Chen,Chen Min 

Beijing Hospital 100730 

 

Purpose: 

APT imaging is a novel MRI methodology that can non-invasively detect 

concentration of mobile protein and peptide. Ultrasonic Shear Wave Elastrography 

is another modality that can image organs and tissues according to its elasti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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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e, we evaluated cervical lymph nodes by these two different methods and compare 

their diagnostic performance. 

Methods: 

12 patients (M = 8, average years = 56.1 ± 12.3) with cervical lymphadenopathy 

were enrolled in this study. All patients underwent APT-MR scan and SWE exam 

respectively.APT images (saturation time 0.8 s, saturation power 2 µT) were 

generated by calculating magnetization transfer ratio asymmetry at 3.5ppm with 

respect to water under Philips 3.0 Tesla MR scanner. SWE was performed through 

TOSHIBA Aplio 500. ROIs were drawn along the contour of a whole lymph node both in 

APT weighted images and SWE. Pathological results of all the imaged lymph nodes 

were obtained through fine needle aspiration biopsy. MTRasym(3.5ppm) and T were 

the two parameters measured through APTw and SWE respectively. The parameters were 

compared between benign and malignant lymph nodes. The ROC analysis was performed 

to compare two modalities’ diagnostic performance. 

Results: 

(1) MTRasym(3.5ppm) (P=0.013) and T (P < 0.0001) were showing significant 

different between benignity and malignancy. (2) AUCs of APTw and SWE were 0.906 

and 0.937 respectively, and the comparison of AUC was showing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Z=0.249, P=0.8032). (3) Using APTw or SWE, the results were consistent 

to the pathological results. 

Conclusions: 

(1) APTw and SWE imaging could be useful in differentiating benign and malignant 

lymph nodes. (2) In these 12 patients, diagnostic performance was showing no 

difference between APTw and SWE. 

 

 

   

 

 

PU-0078 

Amide Proton Transfer (APT) Imaging in Patients with 

Acute Stroke: Initial Difference between Ischemia and 

Hemorrhage 

 
luo xiaojie,Song Guodong,Chen Min 

Beijing Hospital 100730 

 

Purpose: 

APT imaging is a novel MRI methodology that can non-invasively detect 

concentration of mobile protein and peptide as well as tissue pH. Here, we 

evaluated acute cerebral infarction with or without hemorrhage using APT imaging 

due to their different treated methods.  

Methods: 

30 patients (M = 5, average years = 70.1 ± 10.5) were enrolled, including 10 

acute hemorrhage stroke patients (onset time <48h), 10 acute ischemia stroke 

patients (onset time <48h), and 10 age-matched volunteers. The diagnosis of stro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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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 based on the clinical findings and MRI scan to exclude other possible 

diagnoses. They were underwent MRI on the brain. Amide Proton Transfer (APT) 

images (saturation time 0.8 s, saturation power 2 µT) and Diffusion Weighted 

Images (DWI) were included in the scanning protocols under 3.0 Tesla MR scanner. 

APT images were calculated using magnetization transfer ratio asymmetry at 3.5ppm 

with respect to water. ROIs were drawn along the contour of lesions with maximum 

size on the slice consistent with chosen on DWI. APTw values of the lesions in the 

ischemia group, the hemorrhage group and corresponding anatomic area in control 

group were compared with one-way analysis of variance (ANOVA) as well as the 

further analysis between two different groups by Bonferroni test. 

Results: 

(1) APTw values of the hemorrhagic lesions and the contralateral sides in the 

hemorrhage group were (2.05% ± 1.14%) and (0.62% ± 0.30%), respectively 

(P=0.005). APTw values of the infarction and the contralateral side in the 

ischemia group were (-0.59% ± 0.38%) and (0.52% ± 0.25%), respectively (P<0.001).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the APT effects 

between the corresponding anatomic areas on both sides. (2) The ANOVA was showing 

that differences in APTw values among three groups on the lesion side were 

significant (F= 35.525, P<0.001). APTw signals were found highest in hemorrhage 

group and lowest in ischemia group, so were the APT effects. In hemorrhage group, 

the increased APT effects might represent the increased concentration of mobile 

proteins and peptides. While APT effects reduced in ischemia group was considered 

the cause of reduced pH. On APTw image, there existed ischemic regions around 

hematomas. 

Conclusions: 

APTw imaging could simultaneously detect acute hemorrhage and ischemic stroke in 

patients. APTw imaging could separate acute ischemic from hemorrhage. 

   

 

 
PU-0079 

Combined DKI and 3D-ASL in the diffentiation between 

radiological indeterminate vestibular schwannomas and 

meningiomas in the cerebellopontine angle 

 
chen xiaodan,Chen Yunbin 

Fujian Tumor Hospital 350014 

 

Purpose: To assess the role of diffusion kurtosis imaging(DKI) and 3D arterial 

spin labeling(ASL) in differentiating radiological indeterminate vestibular 

schwannoma (VS) from meningioma in cerebellopontine angle (CPA). 

Materials and methods: DKI and 3D-ASL of pathologically confirmed and radiological 

indeterminate CPA meningioma (CPAM) (n = 28) and VS (n =24) were continuously 

before surgery. The maximum tumor section of interest were drawn using half 

automatic method to obtain imaging parameters, including the mean kurtosis (MK), 

axial kurtosis (Ka), radial kurtosis (Kr), fractional anisotropy(FA), m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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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usity(MD), average diffusion coefficient(ADC) and cerebral blood flow(CBF). 

The differences of diffusion and perfusion parameters between CPAM and VS were 

compared using unpaired t-test. Multiple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curves analysis was used to determine and compare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each 

significant parameter. 

Results: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found on the MK，Ka，Kr， MD，ADC，CBF 

between CPAM and VS (all p values < 0.001). ROC curves analysis revealed, a cut-

off value of 0.766 for the Ka value generated highest area under curves (AUC) for 

differentiating CPAM from VS (AUC, 0.980; sensitivity, 100%; specificity, 92.86%). 

Conclusions: Combined DKI and 3D-ASL can be a useful tool for differentiating 

radiological indeterminate CPAM from VS. The Ka value was the most promising 

parameter for differentiating these two entities. 

   

 

 
PU-0080 

骨磷酸盐尿性间叶肿瘤的影像学表现及病理对照 

 
吴俊华

1
,张德洲

1
,陈君蓉

1
,李梅

2
,姚伟武

2
 

1.四川省骨科医院 

2.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目的 分析发生于骨并引发肿瘤性骨质软化的磷酸盐尿性间叶肿瘤的影像学表现，以提高对本

病的认识。 

方法 收集并整理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 2010年 1月至 2017 年 5月收治的 10例发生于骨的磷酸

盐尿性间叶肿瘤患者的 CT及 MRI图像资料，回顾性分析并总结其影像学表现及病理特点。 

结果 10例中除 1例同时累及髂骨及骶骨外，其余 9例均为单骨单发病灶；10例病灶均原发于

髓腔内，其中 1例位于股骨头关节面下且累及关节面，1例跨越骶髂关节生长；10例病灶的平

均最大径约 3.3ｃｍ；10例中 9例病灶边界略显模糊，1例有清晰且完整的硬化边；10 例病灶

中 6例在 CT图像上表现为软组织密度结节或肿块，2例表现为不均匀高密度结节灶，1例表现

为高低混杂密度结节, 1例表现为含片团状高密度影及囊变的软组织密度肿块；10例病灶的

MRI图像均表现为混杂信号, 增强后均呈明显且不均匀强化，均无瘤周骨髓水肿及软组织肿胀

表现，其中 3例于 T1WI及压脂 T2WI序列可见低信号缘,3例病灶内可见囊变影；病理诊断 9

例为中间型，1例为恶性，9例肿瘤间质内可见软骨、骨样基质伴钙化及骨样组织增生，1例

见淀粉样物质沉积，10例瘤组织血管丰富，5例肿瘤周边有骨组织外壳。 

结论 骨磷酸盐尿性间叶肿瘤的影像学表现及病理改变具有一定的特征性，需注意鉴别诊断；

目前发现及诊断肿瘤性骨质软化病灶主要还是依靠锝-99m 标记奥曲肽显像及血磷检测，CT及

MRI对于指导手术切除及术后随访具有重要意义。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2649 

 

PU-0081 

椎管内硬膜外血管脂肪瘤的 MRI 表现及鉴别诊断 

 
周欢

1,2
,袁慧书

2
,许宏伟

3
 

1.河北大学附属医院 

2.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3.承德市中心医院 

 

【摘要】目的：探讨椎管内硬膜外血管脂肪瘤的 MRI表现，提高术前诊断的准确率。方法：回

顾性分析病理确诊的 18例椎管内硬膜外血管脂肪瘤患者的临床和影像资料。结果：18例肿瘤

分别位于颈椎（1例）、胸椎（15例）、腰椎（2例）。10例肿瘤经椎间孔或破坏相邻骨质达

椎管外形成椎旁肿块。MRI 显示 T1WI呈等信号（11例）、混杂信号（5例）、稍高信号（2

例），T2WI呈高信号（13例）、混杂信号（5例）。5例肿瘤内部可见点片状脂肪信号，

T1WI、T2WI呈高信号。增强扫描 18例均明显强化。结论：椎管内硬膜外血管脂肪瘤发病部位

及 MRI表现具有一定的特征，对术前正确诊断有重要提示意义。 

   

 

 
PU-0082 

下肢皮肤上皮性血管肉瘤 MRI 诊断一例 

 
马振申,史浩 

山东大学附属千佛山医院 250014 

 

[摘要] 目的：探讨皮肤上皮样血管肉瘤的 MRI特点。方法：对 1 例下肢皮肤上皮样血管肉瘤

MRI特点进行分析，结合文献进行讨论。结果： 左侧股部外下方 1/3处皮肤内见分叶状软组

织肿块，左右径约 2.4cm，前后径约 3.4cm，上下径约 3.4cm，肿块大部分突出于皮肤外，部

分位于皮肤内，呈不均匀长 T1信号，不均匀等长 T2信号，中心部见类圆形短 T1、长 T2信

号，增强扫描周边部分明显不均匀强化，病变基底部与深筋膜关系密切。术后病理诊断为上皮

样血管肉瘤。结论：上皮样血管肉瘤 MRI图像有一定的影像特征，但需要和多种疾病进行鉴别

诊断，最终确诊依靠病理形态学特点结合免疫表型。  

 

 
PU-0083 

下腰椎椎间关节不对称与下腰痛的相关性研究 

 
李强,韩广 

临沂市中医医院 276002 

 

 

研究收集研究对象 100例,分为下腰痛组和对照组。根据症状、体征，从门诊和病房收集年龄

35～60岁下腰痛患者 60例。主诉病程 5个月～34年,平均 3年。症状及体征如下：（1）腰

痛，多数患者为下腰部轻度疼痛或不适感，少数患者为突发剧烈疼痛，部分患者变换体位疼痛

可以缓解；（2）单侧或双侧下肢放射痛，伴或不伴下肢无力；（3）直腿抬高试验和直腿抬高

加强试验阳性或阴性；（4）体格检查下腰椎棘突或椎旁有压痛（5）部分患者有坐骨神经或马

尾神经的神经系统损害体征；（6）腰椎活动受限，部分患者成强迫体位；（7）临床除外腰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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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伤、脓肿、肿瘤、结核、骨折脱位、脊柱先天性发育异常者以及有内科疾病或妇科疾病所引

起的腰背痛者。对照组为年龄 35～60岁，健康正常者且经临床排除既往腰痛病史者 40例。 

全部使用德国西门子 128层 SOMATOM Definition AS+全身螺旋 CT机摄取腰椎 CT轴位骨窗

片。选取 L4/5，L5/S1椎间关节层面,传输至 eFilm2.0 Workstation ，使用测量工具测得双

侧椎间关节角角度。根据 Boden氏方法测量关节角,分别由两位检测者采用盲法,对所有的椎间

关节角进行测量。当左右椎间关节角角度差值≥7
0
时，认为该横断面左右两侧椎间关节不对称,

对两组病例图像测量计算所得数据分别进行记录,运用统计学软件 SPSS19.00进行统计学处理

分析。 

   

 

 
PU-0084 

腹外型软组织原发性韧带样型纤维瘤病 

的 MRI 表现与病理对照 

 
李培岭 

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河南省骨科医院） 471002 

 

[摘要] 目的：探讨腹外型软组织韧带样型纤维瘤病的 MRI表现，提高对该病的认识及诊断准

确率。方法：回顾性分析经病理证实的 21例腹外型软组织韧带样型纤维瘤病患者的临床及

MRI资料，观察肿瘤部位、大小、形态、边缘、信号特点及强化方式，并与术后病理进行对

照。结果：21例位于上肢 5例、下肢 8例、肩部 3例、臀部 4例、腰背部 1例。肿瘤长径约

大小为 60mm～129mm；肿瘤均位于肌肉内，呈椭圆形或分叶状 12例，不规则浸润状 9例；肿

瘤边界清晰 8例，3例可见假包膜，部分边界清楚 4例，边界不清 9例。肿瘤与正常肌肉信号

相比，在 T1WI上呈以等信号为主的等、稍低混杂信号 19例，均匀等信号 2例；在脂肪抑制

T2WI、T2*WI、STIR及 PDWI 上呈以明显高信号为主的高、低混杂信号，瘤内或瘤周均可见不同

比例的斑片状及条带状低信号；增强后肿瘤均呈不均匀明显强化，各序列上瘤内或瘤周低信号

不强化，延迟增强扫描肿瘤强化更加明显，低信号不强化区减小。组织学上肿瘤组织内纤维母

细胞和成纤维细胞呈束状、编织状排列，偶见核分裂，细胞间可见胶原组织包绕。结论：韧带

样型纤维瘤病的 MRI表现具有一定的特征性，肿瘤在各序列上条带状低信号且增强后不强化为

其典型特征，MRI对该病的诊断、肿瘤侵犯范围、与周围结构关系及肿瘤术后有无复发的评估

有重要价值。 

   

 

 
PU-0085 

长管状骨高分化软骨肉瘤和内生软骨瘤的 MRI 

影像学特点对照分析 

 
张卓璐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100044 

 

 

目的：分析长管状骨高分化软骨肉瘤和内生软骨瘤的 MRI影像学特点，提高诊断及鉴别诊断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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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对经病理证实的 10例内生软骨瘤和 8例高分化软骨肉瘤的 MRI影像学特点进行回顾性

分析。影像学特点包括：信号特点、肿瘤长径、软组织肿块、周围骨髓水肿及软组织水肿、是

否侵蚀骨内膜、骨内膜扇贝样改变累积深度及长度。 

结果： 

高分化软骨肉瘤 8例，男性 4例，女性 4例，平均年龄 40.5±10.0 岁（27~54岁）；内生软

骨瘤 10例，男性 6例，女性 4例，平均年龄 50.1±9.7 岁（30~66岁）。高分化软骨肉瘤与

内生软骨瘤相比，在以下影像学特点中有统计学差异（P＜0.05）：肿瘤长径【6.56±2.32cm 

vs 4.11±2.00cm】，周围骨髓水肿及软组织水肿【87.5%（7/8） vs 0%（0/10）】，骨内膜

侵蚀【75%（6/8） vs 10%（1/10）】，骨内膜扇贝样改变累积深度＞骨皮质厚度 2/3【75%

（6/8） vs 0%（0/10）】，骨内膜扇贝样改变累积长度＞病变长度 2/3【62.5%（5/8） vs 

10%（1/10）】；以下影像学特点无统计学差异（P＞0.05）：T1WI序列呈低信号【75%

（6/8） vs 70%（7/10）】，T2WI呈不均匀高信号【87.5%（7/8） vs 70%（8/10）】，增强

扫描花环状强化【50%（4/8） vs 50%（5/10）】，软组织肿块【0%（0/8） vs 0%（0/10）。 

结论： 

MR图像中肿瘤长径、骨髓及软组织水肿、骨内膜侵蚀及侵蚀深度、长度可以有效鉴别高分化

软骨肉瘤和内生软骨瘤。   

 

 

PU-0086 

MR differentiation of low-grade chondrosarcoma from 

enchondroma 

 
Zhang Zhuolu 

Peking University People's Hospital 100044 

 

 

Objective 

To evaluate magnetic resonance (MR) imaging for the discrimination between low-

grade chondrosarcoma and enchondroma. 

Methods 

MR images of 18 patients who were confirmed with low-grade chondrosarcoma or 

enchondroma were retrospectively reviewed. After review of medical records, MR 

findings in 8 patients with low-grade chondrosarcoma and 10 patients with 

enchondroma were compared. MR images were retrospectively reviewed for the 

endosteal scalloping length and depth, soft tissue mass formation and adjacent 

abnormal bone marrow. Signal intensity and the patterns of contrast enhancement 

(unilocular or multilobular) were also reviewed.  

Results 

The patients with low-grade chondrosarcoma had a significantly higher incidence of 

MR findings (P＜0.05): adjacent bone marrow and soft tissue abnormal signal [87.5% 

(7/8) vs 0% (0/10)], endosteal scalloping [75%（6/8） vs 10%（1/10）], endosteal 

scalloping length more than two thirds of lesion length [62.5% (5/8) vs 10% (1/10)] 

and endosteal scalloping depth more than two thirds of adjacent bone cotical [75%

（6/8） vs 0%（0/10）]. There is no significantly difference in the signal 

intensity, the patterns of contrast enhancement and the formation of soft mass. 

Concl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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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imaging shows helpful features for differentiating low-grade chondrosarcoma 

from enchondroma.   

 

 

PU-0087 

高原地区老年低能量损伤所致腰椎骨折的影响因素分析

(Influencing factors analysis of elder patients with 

lumbar vertebrae fractures caused by low-energy ) 

 
焉威 

青海省人民医院 810007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lumbar fractures caused by low-energy 

injury in elderly in plateau area, and to analyz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Methods 

124 elder patients with lumbar vertebrae fractures caused by  low-energy injury 

in our hospital from March 2013 to September 2016 were selected as observation 

group, in the corresponding period, 98 elderly patients who had no fractures were 

considered as control group . The bone mineral density (BMD) was examined by whole 

body bone mineral density tester， and univariate analysis and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lumbar fractures caused by low-energy injury. Results BMD and T value of 

lateral projection of lumbar vertebrae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 (P <0..05  

   

 

 
PU-0088 

胫骨造釉细胞瘤的影像表现对比分析 

 
李志奎,李建宇 

哈尔滨市第五医院 150040 

 

摘要 目的：对比分析胫骨造釉细胞瘤的各种影像表现，总结胫骨造釉细胞瘤的影像学特点，

并与其它疾病进行鉴别诊断。方法：回顾性分析经手术病理证实为胫骨造釉细胞瘤病例 20

例，观察其 X线、CT以及 MR的影像表现，并分析影像特点，并与其它相近疾病进行鉴别诊

断，分析各种检查的敏感性及特异性。结果：这 20例患者的 X线、CT均具有较特异性的影像

特征，而 MR对该病的特异性较低，但敏感性较高。结论：X线、CT对于胫骨造釉细胞瘤的诊

断准确率较高，具有较高的临床实用价值。  

 

 
PU-0089 

中轴骨脊索瘤不同强化类型与病理对照研究 

 
赵本琦,郑卓肇,张晨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102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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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分析脊索瘤不同强化类型与病理组织学特点，以提高对本病的认识及诊断水平。 

方法：选取我院 2015年 1月到 2017年 6月间收治的脊索瘤病变患者 10例作为研究对象，所

有患者均经术后病理检查证实。8例术前接受过增强 MRI检查，2例术前接受过增强 CT 检查。

回顾性分析病变的影像学强化表现，并将其与病理组织学进行对照。根据病变不同强化表现对

其强化特征进行分型，包括 I型：明显“蜂巢样”强化；II型：无或极低强化；III型：明显

均质强化。 

结果：3例为 I型强化，病理表现为脊索瘤黏液基质中具有纤维血管分隔，分隔成多小叶状结

构； 6例为 II型强化，病理表现为脊索瘤黏液基质中无纤维血管分隔形成； 1例为 III型强

化，病理表现为脊索瘤黏液基质中丰富血窦形成； 

结论：脊索瘤具有特征性的影像强化类型，并与病理组织学有明显相关性，对疾病的诊断与鉴

别诊断具有重要价值。  

 

 

PU-0090 

儿童跟距联合及时手术治疗与影像表现 

 
牛亮 

滑县骨科医院 456550 

 

目的:探讨儿童疼痛性跟距联合及时手术的必要性与影像表现。                            

方法:初步选定 X线平片、CT平扫（3D重建+MPR）进行检查。                         结

果:跟距联合局限于距跟后关节，影响表现为；跟距关节间隙变窄，有明显骨赘表现，骨桥连

接，CT断层可见关节面不光整。临床表现疼痛、痉挛、距下关节僵硬，活动受限，时常出现

足踝部损伤。这些症状都取决于距下关节，并随活动量增加而加重。，甚至有些病患儿童足踝

部畸形改变。在我远小儿骨科及时手术治疗后经随访，影像表现距跟关节面光整，距下关节间

隙可，恢复正常解剖功能，临床症状消失，正常活动不受限制。  

 

 
PU-0091 

下颌骨骨折曲面断层摄影与多层螺旋 CT 影像对比分析研究 

 
曾朝强 

南充市中心医院/南充市肿瘤医院 637000 

 

目的 总结下颌骨骨折曲面断层摄影与多层螺旋 CT影像学特点并对比其诊断价值。方法  回

顾对比分析 51例同时有曲面断层摄影及 CT检查的下颌骨骨折影像资料，比较检出率，分析漏

诊因素。结果 经 MSCT确诊 51例共有 88处下颌骨骨折及 8处颞颌关节脱位，其中，体部骨折

18处，颏部骨折 24处，髁突骨折 16处，角部骨折 13处，牙槽骨折 6处，升部骨折 5处，冠

突骨折 6处。曲面断层摄影明确骨折 79处；可疑骨折 6 处；漏诊骨折 3处，其中髁突颈骨折

1处，冠突骨折 1处，升部骨折 1处；漏诊颞颌关节脱位 1处。曲面断层片的骨折诊断检出率

为 89.7%，脱位诊断检出率为 83.3%。结论 螺旋 CT骨折检出率高于曲面断层摄影。螺旋 CT检

查结合 MPR、SSD可更好的显示骨折及其周围情况，术前正确诊断对治疗方案、手术入路及制

定详细的手术计划可提供正确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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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092 

手足常见局限性良性病变 MRI 鉴别诊断 

 
赵彦萍,史珊,柳桂勇,杨学东 

中国中医科学院北京广安门医院 100053 

 

目的 探讨手足局限性腱鞘囊肿、腱鞘巨细胞瘤(localized giant cell tumor of the tendon 

sheath，L-GCTTS)、腱鞘血管瘤的 MRI特征表现，从而提高对这三种良性病变的诊断和鉴别诊

断水平。 

方法 搜集本院 2012年 01月至 2017年 03月经病理证实的手、足部腱鞘囊肿 18例、L-GCTTS 

6例、腱鞘血管瘤 5例的 MRI 资料，回顾性分析 3种病理类型病变特点及 MRI信号特征，采用

fisher精确卡方检验分析比较三种良性病变特点及 MRI信号特征的差异性。 

结果 29 例手、足部局限性良性病变，其中腱鞘囊肿 18例、L-GCTTS 6例、腱鞘血管瘤 5

例。6例 L-GCTTS 均包绕肌腱生长；5例腱鞘囊肿、4 例腱鞘血管瘤位于肌腱周围；病变是否

有分隔、包膜 、是否包腱鞘、T2WI信号特征在 3种病变之间具有统计学差异（P ＜0.05，P

分别为 0.016、0.000、0.004、0.014）；T1WI、强化程度、强化方式等特点在 3 种病变之间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 均 ＞ 0.05) 。 

结论 手足常见良性 L-GCTTS、腱鞘囊肿、腱鞘血管瘤 MRI表现具有一定特征性，MRI检查对这

三种疾病诊断、鉴别诊断有一定帮助。  

 

 
PU-0093 

膝关节滑膜脂肪瘤 1 例 

 
王卓骥 

北华大学附属医院 132011 

 

滑膜脂肪瘤又称滑膜绒毛状脂肪瘤性增生、树枝状脂肪瘤
[1]
,是滑膜下脂肪组织发生的肿瘤,是

一种少见的关节内病变，目前国内文献仅报道 20例。该病变常见于膝关节髌上囊区,也有个别

报道发生肩关节、踝关节
[2]
,甚至多关节

[3]
发生。常见症状为关节肿胀、疼痛,活动受限。患者

发病年龄自 9-68岁不等,平均 43岁,男性多见。常表现为滑膜弥漫增生,表面呈乳头状突起,也

可表现为带蒂有包膜的肿物。切面呈脂肪样外观。MR信号在各个序列上均与皮下脂肪信号相

似，即 T1WI、T2WI均呈高信号，脂肪抑制序列呈低信号，脂肪组织呈树枝状、乳头状突起，

组织病理学表现为滑膜下成熟的脂肪组织增生,滑膜组织内可见淋巴细胞及浆细胞浸润。该患

者有明确外伤史,影像学特点典型，病理学检查诊断明确。滑膜脂肪瘤发生机制尚不清楚,多数

学者认为可能与外伤有关。该例患者自述十年前有外伤史，未治疗，后渐感膝关节肿胀、疼

痛，本病与外伤关系密切。 

   

 

 
PU-0094 

骨内常见含气病变及临床影像特点 

 
刘吉华,郝大鹏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266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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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根据自己的部分病例和文献报告，总结骨内含气病变的临床、影像学表现。 

1.骨内气囊肿：骨内圆形、类圆形、分叶状或不规则形含气病灶，长径多小于 2cm，伴薄层硬

化缘，边界清楚、光滑。核素骨扫描无放射性浓聚。可伴有相邻关节腔和椎间盘及紧邻软组织

少量积气。多无明显临床症状。 

2.骨坏死内气体：股骨头和肱骨头骨性关节面下并与其伴行的呈新月状、线形或长条状气体积

聚较为特异。含气的圆形、类圆形类软组织密度骨破坏区伴模糊硬化边。含气病灶伴有骨坏死

的其他 CT和 MR征象。 

3.放射性骨坏死：气泡多位于碎裂骨间隙内，伴有皮质不规则、骨质硬化、碎裂和病骨相邻邻

软组织少量积气。大剂量放疗病史。 

4.化脓性骨髓炎：气体多位于松质骨小梁之间或长骨骨干髓腔，非聚集于局限性骨破坏区内。

同时或随访出现骨质破坏、骨质硬化、死骨和软组织肿胀等其他骨髓炎征象。部分伴病变骨相

邻关节腔、椎间盘、滑囊、肌肉和肌间脂肪间隙广泛积气。多起病急骤，病变部位突发性剧

痛，活动受限，多伴有高烧和白细胞增高。 

5.急性闭合性创伤骨折：气体多位于骨折断裂处的类软组织密度结构内，呈孤立或数个圆形、

类圆形小泡状。多伴有明显软组织肿胀和多发软组织积气。有明确外伤病史。 

6.骨折后骨不连：骨内气体也位于骨折断裂处的类软组织密度结构内，多为孤立性小气泡。有

明确外伤骨折史。 

7.骨质疏松椎体压缩骨折：气体（椎体内）呈前后走行的条带状或横置的类圆形。椎体呈楔状

或扁平状压缩变扁、可伴有椎角向前或后突出。多见于老年女性。 

8.淋巴管瘤病：气体位于松质骨内，呈多发簇集圆形、类圆形、条带状，或骨体大部或全部为

气体充填，相邻皮质不均匀膨胀变薄，累及范围广。 

9.孤立性骨囊肿：位于长骨干骺部，长径多大于 2cm，内气体量相对较少形成液气平面。 

10.开放性骨折、骨病变穿刺活检或外科术后：有明确的病史。  

 

 

PU-0095 

人体脂肪组织对骨密度的影响 

 
蔡思清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362000 

 

目的 探讨人体脂肪对骨密度的影响。方法 将 160例采用 DXA（Dual-energy x-ray 

absorptiometry 双能 X线骨密度吸收仪）进行骨密度和身体成分分析的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根据脂肪指数将女性和男性患者平分为高脂肪指数组和低脂肪指数组，比较二组的股骨颈、全

髋和腰椎骨密度。结果 54 例高脂肪指数组女性的脂肪指数为 10.0198±1.6811 kg/m
2
，身体

脂肪百分比为 36.71±3.06%；54例低脂肪指数组女性的脂肪指数为 6.7167±1.0130 kg/m
2
，

身体脂肪百分比为 30.05±3.76%。26例高脂肪指数组男性的脂肪指数为 6.9240±0.9090 

kg/m
2
，身体脂肪百分比为 25.72±3.17%；26例低脂肪指数组男性的脂肪指数为

4.8085±0.7368 kg/m
2
。身体脂肪百分比为 21.55±2.39%。女高脂肪指数组的股骨颈、全髋和

腰椎骨密度均显著高于低脂肪指数组（p<0.05）；男性高脂肪指数组与低脂肪指数组的各部位

骨密度无差异。结论 女性脂肪量对股骨颈、全髋和腰椎骨密度有正面影响。研究证实 BMI与

骨密度呈显著正相关，骨质疏松和骨量减少检出率与 BMI呈显著负相关，但 BMI并不能说明构

成体重各成分是如何影响骨密度和骨强度的。脂肪对骨密度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女性高脂肪

指数具有较高的股骨颈、全髋和腰椎骨密度；男性高脂肪指数对骨密度无影响。我们认为女性

身体脂肪百分比明显高于男性，高体重会使骨骼承受更重的机械负荷，促进成骨细胞分化，所

以骨密度较高，腰椎负重最多，脂肪对腰椎骨密度的影响也最大。男性身体脂肪百分比低，男

性肌肉量和肌力显著高于女性，日常运动需要肌肉和骨骼的协调完成，肌肉收缩可以将机械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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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传递给骨，促进成骨反应。肌肉并不是单纯因体重的负荷作用于骨，更是通过肌肉收缩主动

作用于骨，对骨密度的正向影响更大，这可能是脂肪对男性骨密度无显著影响的原因。 

  

   

 

 

PU-0096 

Assessment of Vascular Invasion by Musculoskeletal 

Tumors of the Limbs: The value of MDCT Angiography 

 
liu gang,Li Tianran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of the 1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PLA general hospital 100037 

 

 

Purpose: To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MDCTA in determining vascular invasion 

in patients with musculoskeletal tumors and suspected vascular invasion by MRI, 

and to correlate the CTA findings with the surgical findings. 

Material and Methods: 21 patients with musculoskeletal tumors and lacked a fat 

plane between the tumor and adjacent vessels by MRI were included in this study. 

All patients were evaluated with MDCTA, and the CTA findings were reviewed to 

determine the presence of vascular invasion. Statistical analysis was carried out 

by using surgical findings as the gold standard. 

Results: There were 9 women and 12 men (mean age 33 years) with bone (n_11) or 
soft-tissue (n_10) tumors. 12 patients without invasion according to the CTA 
examination were also surgically negative (true-negative cases). Of the 9 patients 

with invasionshown by CTA, only 3 patients had adhesions and were considered 

surgically negative (false-positive cases). 6 patients had invasions proven by 

surgery and were considered surgically positive(true-positive cases). Compared to 

the surgical findings, CTA had 100% sensitivity, 80% specificity, 66.7% 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 100% negative predictive value, and 85.7% accuracy. 

Conclusion: CTA is an accurate imaging technique in evaluating vascular invasion 

of musculoskeletal tumors, and provides valuable preoperative data.   

 

 

PU-0097 

定量 CT 体质成分测量与欧姆龙生物电阻抗方法人体成分测量

的一致性研究 

 
晏乘曦

1
,唐光才

1
,姚丁华

1
,程晓光

2
 

1.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放射科 

2.北京积水潭医院 

 

 

摘要：目的：运用欧姆龙生物电阻抗法（BIA）与定量 CT（QCT）测定各年龄段成人身体成分

结果一致性，为身体成分研究提供方法学依据。方法：对体型正常、体重正常、身体健康的成

年人，采用欧姆龙 BIA 方法测量其体脂量（FM)、内脏脂肪量（VF）与 QCT测量 L2-3平面体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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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TFA)、内脏脂肪面积（VFA）的相关性及一致性。结果:通过相关分析、组内相关系数、

Bland-Altman 及配对 t 检验四种方法对体脂率统计结果显示，欧姆龙 BIA 法测量成人 FM、VF与

QCT测量 TFA、VFA呈轻度-中度正相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Bland-Altman 分析显示

两种方法测量成人差值较大。结论：定量 CT 和欧姆龙电阻抗方法在人体体脂含量测量中有轻

度-中度的相关性和一致性。   

 

 
PU-0098 

腕三角纤维软骨复合体(TFCC)损伤的改良分型及 MR 特点 

 
白荣杰

1
,钱占华

1
,詹惠荔

1
,刘悦

1
,张恒

1
,李亚雄

1
,张艺

1
,吴伯栋

1
,殷玉明

1,2
 

1.北京积水潭医院 

2.Radiology Associates， LLP， 1814 South Alameda Street， Corpus Christi， TX 78404， USA 

 

目的 研究三角纤维软骨复合体（Triangular fibrocartilage complex,TFCC)的损伤的

Palmer分型、非 Palmer分型及其 MR表现特点。 

方法 研究 TFCC的损伤机制及损伤的影像学表现，为 TFCC 损伤的早期诊断、治疗及功能恢复

提供科学准确的解剖学和影像学依据。介绍 TFCC损伤的影像与病理分型依据。（3）介绍各种

类型 TFCC损伤的 MR特点，为损伤的鉴别诊断提供依据。 

结果  

  TFCC损伤的分型：包括创伤性损伤和退变性损伤。TFC创伤性损伤包括 

中心穿孔、尺侧损伤、远端损伤、桡侧损伤、水平撕裂、尺三角韧带损伤及掌侧及背侧关节囊

损伤。退变损伤包括磨损、磨损软骨软化、穿孔软骨软化、穿孔软骨软化伴月三角韧带穿孔和

穿孔软骨软化伴月三角韧带穿孔伴尺腕桡尺关节炎 

结论 TFCC损伤的分型中，有些损伤的类型并不包括在 Palmer 分型内，因此，本研究提出新

的改良分型，为明确 TFCC损伤的部位、损伤的类型提供了新的诊断依据，对临床制定治疗方

案、选择手术方式具有关键性指导作用义。 

 

   

 

 
PU-0099 

宝石能谱 CT 定量评价脊柱骨折内固定术后骨折愈合程度 

 
杨倩

1,2
,刘玉林

1
,张照喜

1
,孙凯

2
 

1.湖北省肿瘤医院 

2.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目的：探讨分析能谱 CT在脊柱骨折内固定术后骨折愈合程度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收集 60例脊柱（颈椎 5例、胸椎 25例、腰椎 30）骨折患者，均行双能 X线吸收测

定仪（DXA），测量骨矿物质密度（BMD）；同时也均行能谱 CT （GSI）扫描；患者金属内固

定术后再行 GSI扫描；金属内固定取出后再行 GSI扫描。用能谱分析软件进行分析 3次所获得

数据，得到 40-140keV不同能量水平的单能量图像、钙(水)基图，通过不同的参数图像测量感

兴趣区（骨松质）40-140keV (间隔 10keV)不同能量水平的 CT值、钙（水）基物质密度，并

计算出骨密度值。 

  结果：在 60keV单能量下可以获得最佳单能量图像。术前能谱 CT测量值（0.440±0.056 

g/cm
3
）与 QCT骨密度测量值（0.404±0.069 g/cm

3
）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能谱 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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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值大于 QCT测量值。金属内固定取出后，46例患者能谱 CT测量值（0.360±0.026 

g/cm
3
），愈合；6例患者能谱 CT测量值（0.281±0.032g/cm

3
），延迟愈合；8例患者能谱 CT

测量值（0.121±0.021g/cm
3
），不愈合。 

结论：能谱 CT扫描技术能够有效去除金属伪影和射线束硬化伪影，清晰显示骨折金属固定术

后的细微结构，图像质量较高。在 60keV单能量下可以获得最佳单能量图像，使骨折显示更加

清楚。能谱 CT在采用钙-水基物质对时，测量骨密度较 QCT更为准确，可作为一种新的骨密度

测量方法，即可评价骨折愈合程度。 

   

 

 

PU-0100 

良恶性股骨肿瘤的影像学诊断研究 

 
杨倩 

湖北省肿瘤医院 430000 

 

目的：分析股骨肿瘤的影像学表现，探讨其发病规律及影像学特征。 

方法：收集 58例确诊的股骨肿瘤，按照 2013年（IARC）《WHO骨与软组织肿瘤分类》第四版

分级分类，分析股骨肿瘤的年龄分布、发病部位、骨质破坏的类型、骨膜反应及软组织肿块。 

结果：58例股骨肿瘤中软骨源性肿瘤 9例，骨源性肿瘤 15例，纤维源性肿瘤 2例，造血系统

肿瘤 1例，富于巨细胞的破骨细胞肿瘤 11例，脂肪源性合并软骨源性肿瘤 1例，未明确肿瘤

性质的肿瘤 12例，杂类肿瘤 3例，转移瘤 4例。 

良性肿瘤 21例（其中包括未明确肿瘤性质的肿瘤 12例），发病率 13-69岁，平均年龄

38±17 岁。发病部位位于干骺端 12例，骨干 7例，病变同时累及骨干干骺端 2例。其中成骨

性骨质破坏 1例，溶骨性骨质破坏 16例（骨质破坏均呈地图状），无明显骨质破坏 4 例。骨

膜反应为连续的有 7例，复杂的有 1例，无骨膜反应 13例。股骨良性病变均无软组织肿块。 

恶性肿瘤 20例，发病率 6-75岁，平均年龄 42±19 岁。发病部位位于干骺端 5例，骨干 8

例，病变同时累及骨干干骺端骨端 2例、骨干干骺端 2例、干骺端骨端 3例。成骨性骨质破坏

4例，溶骨性骨质破坏 11例，混合性骨质破坏 5例，其中溶骨性骨质破坏呈地图状 2例，虫

蚀状 6例，渗透性（浸润性）3例。骨膜反应为连续的有 5例，中断的有 4例，复杂的有 8

例，无骨膜反应 3例。有 18例股骨病变具有软组织肿块，2例无明显软组织肿块。 

结论：股骨肿瘤来源复杂，种类繁多，恶性股骨肿瘤发病年龄广泛，股骨任何部位均可发生，

其中以骨干发病率较高，且多以溶骨性骨质破坏为主，大多数病变具有骨膜反应及软组织肿

块。多种影像学方法的联合使用，结合病理活检，在股骨肿瘤诊断和鉴别诊断中具有重要作

用，有利于临床选择正确的治疗方式及评判预后。 

   

 

 
PU-0101 

T2-map 成像对髌软骨病损分期的探讨 

 
陆薇,杨军 

上海市同仁医院 200336 

 

 

目的 探讨 3.0T MRI 髌软骨损伤 T2值与正常软骨差异，并分析各分期髌软骨 T2值差异。方

法 对 801例膝关节 MR检查者在常规膝关节检查序列基础上，采用髌骨矢状位 T2-mapping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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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利用 Rose分期对髌软骨损伤进行 MRI分期，利用 Sigvia后处理软件测量髌软骨显示最清

晰地连续三个层面的 T2 值。结果 MRI男女正常组的 T2 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髌

软骨病损时，病例组 T2值明显高于正常组（P<0.001)，I～Ⅳ期髌软骨病损的 T2 值也明显高

于正常组（P<0.001），I～Ⅳ期髌软骨病损的 T2 值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01），

且 T2值随病变分期升高而增加。各分期中，男女性病例组的 T2值均高于正常组。男女性髌软

骨病损随分期升高而增加，仅男性 III期与 IV期的差异不显著（P>0.05）。利用 T2-map 色阶

图能直观地显示髌软骨病损的程度，随分期升高，髌软骨蓝色区域减少，绿色及红色区域随之

增加。结论 MRI 正常髌软骨 T2值与性别无相关性，髌软骨退变时 T2值随病变分期升高而明

显增加。MR T2-map成像对髌软骨病损的诊断、分期与评估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PU-0102 

不同年龄组 T2-map 成像与髌软骨损伤的相关性分析 

 
陆薇,杨军 

上海市同仁医院 200336 

 

目的 探讨 3.0T MRI 髌软骨损伤 T2值与正常软骨差异，并分析各年龄组髌软骨 T2值差异。

方法 对 801例膝关节 MR检查者在常规膝关节检查序列基础上，采用髌骨矢状位 T2-mapping

成像。利用 Rose分期对髌软骨损伤进行 MRI分期，利用 Sigvia后处理软件测量髌软骨显示最

清晰地连续三个层面的 T2 值。结果 MRI男女正常组的 T2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髌软骨病损时，病例组 T2值明显高于正常组（P<0.001)。根据年龄分组，10～29岁组 119

例，正常组 78例，病例组 41例；30～49岁组 243例，正常组 119例，病例组 124例；50～

69岁组 344例，正常组 86 例，病例组 258例；70岁以上组 95例，正常组 14例，病例组 81

例。各年龄组中，当髌软骨损伤发生时 T2值明显高于正常组髌软骨的 T2值，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P<0.05）。在各年龄组中，除在男性 10-29岁组，髌软骨病损组的 T2值与正常组的 T2

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外，其余各年龄组，无论男女组别，当髌软骨损伤发生时 T2值明显高于

正常组髌软骨的 T2值，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利用 T2-map色阶图能直观地显示髌

软骨病损的程度，随分期升高，髌软骨蓝色区域减少，绿色及红色区域随之增加。结论 MRI 

正常髌软骨 T2值与性别无相关性，无论男女组，髌软骨病损时 T2值较正常组的 T2值升高，

在不同年龄组中，T2值同样能反映髌软骨病损的发生，结合色阶图更能提示早期病变。MR 

T2-map色阶图及 T2值得测量对髌软骨病损早期诊断与评估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PU-0103 

3TMRI3D-WATS 及增强序列结合抗 CCP 抗体检查对早期 RA 手关

节病变的诊断价值 

 
颜梅 

青海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810001 

 

目的：研究磁共振（MRI）3D-WATS技术成像及增强序列结合血清抗环瓜氨酸肽（CCP）抗体的

水平对发现手关节早期类风湿关节炎（RA）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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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收集多关节肿痛患者 34例 49+-14.1岁。行双腕关节及掌指关节 MRI扫描，采用自旋回

波（SE）、T2W-STIR、3D-WATS序列、增强扫描序列我。同时测定患者血清抗 CCP抗体的水

平。实验室检查与影像检查进行综合评定，诊断早期类风湿关节炎。 

结果：共采集病例 34例，其中初诊及随诊中病情进展符合 2010年美国风湿病学会（ACR）RA

诊断标准确诊的 RA患者 28 例，早期 RA患者 20例，确诊患者 8例，6例患者为其他炎性病

变。早期 RA患者中抗 CCP抗体阳性着 14例，阳性率为 70%。18例患者患者 MRI显示滑膜炎，

16例有骨髓水肿，18例有骨侵蚀。早期 RA组 20例患者中，14例可显示血管翳形成，出现率

达到 70%。 

结论：MRI3D-WATSjD-WATS 及增强序列扫描结合抗 CCP抗体检测有助于早期 RA的诊断。关键

词：关节炎，类风湿，3D-WATS及增强磁共振成像，抗环瓜氨酸肽抗体。  

 

 
PU-0104 

婴幼儿发育性髋关节脱位的 MRI 分析 

 
张鑫涛,陈倩敏,张晓东 

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510630 

 

目的：分析婴幼儿发育性髋关节脱位（DDH）的 MRI表现，提高对本病的认识与诊断； 

方法：回顾性分析本院 30例经手术证实、资料完整的 DDH患儿的 MRI表现，并复习相关文

献；按照 Dunn标准，30例 DDH患儿中，有 11例为Ⅱ型，19例Ⅲ为型。其中，男女比例为

1:5（男性 5例，女性 25例），年龄 1 ~ 33个月,平均年龄 16 个月；7例发生于右侧，23例

发生于左侧。 

结果：30例 DDH病人病侧股骨头骨骺部分脱出或完全髋臼，28例伴有股骨头骨骺较健侧发育

细小，占 93%；髋关节内均有脂肪增生，占 100%，呈长 T1 长 T2，压脂相为低信号；病侧髋臼

均陡直、变浅，其骨性髋臼指数（BAI）较健侧均有不同程度增大；17例病侧关节腔内积液；

病侧髋关节中 21例表现为髋臼盂唇的异常，占 70%，其中髋臼盂唇内翻 15例,髋臼盂唇外翻 

6例；另外，16例伴有病侧髂腰肌不同程度的挛缩。 

结论：MRI对软组织显示具有良好的分辨率和对比度,在 DDH 诊断中可较好地显示髋关节内及

其周围软组织的病理变化,并可测量各类相关参数如 BAI 等,能更加全面地对 DDH 患儿进行术

前评估,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其中病侧股骨头骨骺发育细小，髋关节内脂肪增生，髋臼陡

直、变浅，骨性髋臼指数增大，髋臼盂唇异常及髂腰肌挛缩均为 DDH的特征性 MR表现，能大

大提高对本病诊断的准确性。  

 

 

PU-0105 

Calvarial cavernous hemangiomas: report of three 

cases and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Wang Yuebo,Pu Hong 

Sichuan Provincial People＇s Hospital， Sichuan Provincial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610072 

 

Cavernous hemangiomas are rare benign bone tumors and those at the level of the 

cranial bones are even rarer accounting for 0.7%-1.0% of all bone tumors. 

Calvarial cavernous hemangiomas are usually small and asymptomatic.It doesn’t 

always have typical radiologic features and can be missed in many cases or may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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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interpreted as more ominous lesions like multiple myeloma or osteosarcoma.The 

comuputed tomography(CT) and magnetic resonacnce imaging(MRI)are effective methods 

to detect them,while the definite diagnosiss still depends on pathological 

diagnosis.In this paper,we now review related literatures and report three 

patients with calvarial hamangiomas whom were underwent craniectomy and 

cranioplasty.Postoperative pathological diagnosis was cavernous hamangiomas. 

 

   

 

 

PU-0106 

MRI 与 HLA-B27 联合应用对强直性脊柱炎的诊断价值 

 
马建科 

甘肃省中医院 730050 

 

摘要：[目的] 探讨 MRI与 HLA-B27联合应用对诊断强直性脊柱炎（AS）的诊断价值。[方法]

回顾我院经临床确诊的 86例强直性脊柱炎患者的临床表现、MRI和 HLA-B27检查资料，并比

较 MRI与 MRI联合 HLA-B27 对 AS病变诊断的阳性率。[结果]HLA-B27 阴性者以女性多见，平

均发病年龄偏晚，关节功能差，外周关节受累比阳性组更为突出，MRI 联合 HLA-B27诊断 AS

的阳性率高于单纯 MRI 检查，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
2
=11.759，P ＜ 0.01)。结论 MRI 与 

HLA-B27联合可提高 AS 诊断的阳性率，有利于 AS 的早期发现、及时治疗，HLA-B27 阳性在

强直性脊柱炎的诊断上既非必要也非充分条件，对临床上怀疑强直性脊柱炎的患者，特别是对

年龄较大，关节功能良好，以外周关节疼痛为主，或女性患者，无论 HLA-B27 是否阳性尽早

放射学检查是关键，以避免误诊和漏诊。 

关键词：MRI；HLA-B27；强直性脊柱炎；诊断因素 

   

 

 
PU-0107 

郎格汉斯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骨损害 6 例报告 

 
刘平,梁建伟,王耀辉,扈洁,刘丽瑶 

西安工会医院 710100 

 

目的 为了探讨影像学检查在朗格汉斯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骨及多系统损害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991-11 至 2016-11 收集 6例，发病年龄：2例 3.8-5.2岁,4例 20—47

岁；因骨破坏行影像学检查，平片+CT 6例，3例头颅 CT+三维重建，胸部 CT+三维重建、骨盆

CT 各 1例，2例行 DR+CT+MRI+全身 PET/CT检查。病检 9 次：1例行胫前皮疹+颈椎术区病检 2

次；1例行肝脏内结节+左耳-乳头术区活检 2次，1例左髂骨术前 CT引导下穿刺+半骨盆置换

术后病检 2次；颅外板骨破坏区病检 1例。左第 10后肋术区病检 1例，1例多胸椎附件术区

刮除+内固定+病检。 

结果 骨破坏部位：颅骨、左耳-乳突、右内耳、颈胸腰椎体、左第 10后肋、髂骨翼。1例多

骨、多系统破坏 B超+CT发现肝内结节影，PET/CT显示胸腺、肺内+肝脏结节、淋巴结、多骨

放射性核素浓聚；1例成人多骨破坏区放射性核素浓聚。5例病理活检：成堆朗格汉斯细胞组

织细胞。随访结果：2例小儿免疫组化：肿瘤细胞 CDIa（＋）、S-100（＋）、Vim（＋），术

后放化疗后 1例复发，1例颈椎手术 5次；3例成人肿瘤细胞基因阴性，术后亦有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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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朗格汉斯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以骨破坏为主波及多系统损害疾病，影像学检查对诊断

有重要价值，发病年龄越小，病灶范围越多，肿瘤基因阳性，易复发。 

  

  

  

  

  

  

   

 

 
PU-0108 

骨质疏松症的筛查  

 
孙义飞 

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637000 

 

骨质疏松症是一种以骨量低于正常及骨骼微结构发生损伤为特点，导致骨脆性增加，伴有较高

骨折发生率的全身性骨骼相关代谢性疾病。该病在中老年，特别是绝经后妇女人群中发病率较

高。现今国内老龄化人口（60周岁及以上）超过全国人口的 10%，已成为人口老龄化国家，且

老龄化比例还在随时间不断攀升。近年一些国内研究表明该病发病有年轻化倾向，随着现代人

生活环境及习惯的改变,年轻人群心理压力增加，不规律作息、缺乏运动、过量饮用碳酸饮

料、咖啡等等因素，导致骨量较偏低，致使骨质疏松症在年轻人群中的发病率增加。骨质疏松

症发病较为隐匿，多数患者无特异症状或表现轻微，容易被忽视。周身疼痛、脊柱变形、骨折

是该病典型的临床表现，严重者可致残、甚至致死。骨质疏松症不仅严重影病患的身心健康，

还给家庭、社会带来承重的经济负担。综上所述，骨质疏松症已成为一个发病率高、涉及人群

广、后果严重的社会性健康问题，该病的预防和早期筛查显得十分必要。临床常用双能 X线骨

密度仪测定骨密度作为骨质疏松症的主要诊断标准,但因检查条件限制、国内外诊断标准差

异、费用支出及仪器资源分布有限等限制，并不适用于骨质疏松症筛查。近年国内针对该病的

地域性研究表明利用骨折风险预测简易工具 FRAX（不含骨密度数据）可有效干预骨质疏松症

的发生，骨质疏松症风险一分钟测试、亚洲人骨质疏松自我筛查工具可根据患病影响因素对受

试者进行患病风险评估，视觉模拟评分可用于骨痛的检查。以上非仪器性检查工具因简便、廉

价的特点，更适用于社区易发病人群的筛查、监控，起到很好的干预作用。常规体检或其他疾

病的影像检查（如 X线平片、低剂量 CT）可直观显示骨小梁改变，是直观、有效的仪器筛查

方法。近年国内一些智能化、数字化医疗平台的应用，促进了患者信息的采集和整合，并可基

于医疗大数据对疾病做出更精确的判断。对于骨质疏松症，非仪器性检查工具更适用于社区人

群的筛查工作。 

   

 

 
PU-0109 

CT 与 MRI 对股骨近段骨肿瘤的诊断效能对比分析 

 
李海燕,马晓文 

西安交通大学附属红会医院 71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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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 CT与 MRI对股骨近段骨肿瘤的诊断价值，以提高股骨近段骨肿瘤的认知及疾病诊

断水平。 

方法 回顾 2010年至 2016 年本院收治的资料完整的 91例股骨近段骨肿瘤，并将影像结果与

病理进行对照，分别计算其诊断效能。分析 CT与 MRI在诊断股骨近段骨肿瘤之间一致程度

(Kappa值)。 

结果 本组 91例中，年龄 4～83 岁，平均 34.43岁，男 49例，女 42例。良性骨肿瘤 47例，

其中纤维结构不良 18例，单纯骨囊肿 10例，软骨瘤 6例，良性纤维组织细胞瘤 5例，骨软骨

瘤 3例，骨样骨瘤 2例，血管瘤 1例，脂肪瘤 1例，骨性纤维结构不良 1例；中间型骨肿瘤

20例，其中动脉瘤样骨囊肿 7例，软骨母细胞瘤 6例，朗格汉斯组织细胞增多症 4例，巨细

胞肿瘤 3例；恶性骨肿瘤 24例。其中转移瘤 15例，软骨肉瘤 4例，骨肉瘤 3例，孤立性浆细

胞瘤 2例。良性骨肿瘤 CT的灵敏度、特异度、准确度分别为 90.8%、83.5%、87.4%；MRI 的灵

敏度、特异度、准确度分别为 91.5%、84.0%、89.0%。恶性 CT的灵敏度、特异度、准确度分

别为 87.8%、86.5%、87.6%；MRI的灵敏度、特异度、准确度分别为 90.5%、87.9%、88.0%。

良、恶性骨肿瘤 CT与 MRI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一致性较高(Kappa=0.70、Kappa=0.65)。中间

型 CT的灵敏度、特异度、准确度分别为 82.8%、81.5%、80.6%；MRI的灵敏度、特异度、准确

度分别为 90.5%、88.0%、86.5%。中间型骨肿瘤 CT和 MRI差异有统计学意义，MRI准确性高于

CT。 

结论 股骨近段骨肿瘤中，良性及中间型骨肿瘤多见，以未明确肿瘤性质的肿瘤为主；恶性骨

肿瘤以转移瘤最多。良性及恶性骨肿瘤 CT和 MRI均具有较高的诊断准确性，均可为诊断恶性

骨肿瘤的影像方法。中间型骨肿瘤 MRI准确性高于 CT。 

   

 

 
PU-0110 

 “兔唇征”在椎体弥漫性骨髓病变中的诊断价值 

 
于萍

1
,彭泰松

1
,孙西河

2
 

1.大同市第三人民医院 

2.潍坊医学院附属医院 

 

  

[摘要] 目的：观察 MR 成像中椎体后缘的形态，探讨“兔唇征”对椎体弥漫性骨髓病变(SDBMC)

的鉴别价值。 

材料和方法：收集我院经手术活检、病理或临床随访证实的成人 SDBMC患者 62例，其中良性

16例；恶性 46例。恶性 SDBMC46 例中，转移性肿瘤 26例；非转移性肿瘤 20例；患者均常规

行 MR检查，行矢状位 T1WI 及 T2WI及横轴位 T2WI扫描，MR检查后观察指标包括椎体压缩程

度、椎体后缘形态等，由两位具有副高以上职称专家分别读片，意见不一致时则讨论决定。 

结果：恶性病变椎体压缩骨折较良性病变明显增多，且压缩程度不等，椎体的前后缘变圆钝；

良恶性病变椎体后缘形态间有显著性差异(P<0.05) ，兔唇征在恶性病变中出现率为 11.1%，

良性病变中无此表现。 

  结论：椎体后缘形态特别是“兔唇征”在 SDBMC鉴别诊断中有重要意义。 

 

   

 

 
PU-0111 

TT-TG 测量方法及与其它髌骨稳定参数相 关性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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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扬 

天津医院 300211 

 

目的：利用 CT图像叠加融合技术对膝关节 CT图像进行分析，测量设定的股骨滑车不同参考层

面的胫骨结节－股骨滑车沟距离（TT-TG）。分析选取股骨滑车沟不同位置为基点对 TT-TG测

量的影响。测量不同参考层面的股骨滑车沟角角度，髌韧带长度与髌骨长度的比值（PLL/ 

PL）以及髌内、外侧支持带长度，探讨这些参数与 TT-TG值之间的相关性。 

对象与方法：纳入在我院行膝关节 CT检查患者共 60例，其中男 42例，女 18例，左侧 31

例，右侧 29例，年龄 18至 40岁，将 CT扫描获得的薄层图像数据传入工作站进行后处理重组

及测量。将设定的股骨滑车沟 5个等分参考层面与所选定的胫骨结节层面图像叠加，测量 TT-

TG值进行方差分析。在 5个等分参考层面上测量滑车沟角角度，在重组正中矢状位图像上测

量髌骨长度、髌韧带长度并依据 Insall-Salvati比率法计算其比值，在选定轴位图像上测量

髌内、外侧支持带长度。分析在每个层面测得股骨滑车沟角度间的差异；分别对滑车沟角度、

髌韧带长度/髌骨长度、髌内、外侧支持带长度与 TT-TG 值进行相关性分析。 

结果：选取股骨滑车沟不同位置为基点所测得的 TT-TG值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股

骨滑车面不同位置所测得股骨滑车沟角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股骨滑车沟角，髌韧带

长度/髌骨长度，髌内、外侧支持带长度均与 TT-TG值之间没有相关性。 

结论：在股骨滑车沟的任意一点测量 TT-TG均可作为评价参数。本研究为国人中青年 TT-TG提

供了正常参考值范围。本研究涉及的髌骨稳定参数相互独立，能够从不同方面评价髌骨稳定

性。临床评价髌骨稳定性及制定治疗方案时要全面观察、测量。 

   

 

 

PU-0112 

X 线平片对 Charcot 关节的诊断价值 

 
魏万清 

十堰市太和医院 442000 

 

摘要 目的 评价 X线平片对 Charcot关节的诊断价值。 方法 随机选取 12例确诊为 Charcot

关节的 X线平片、CT及 MRI 检查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X线平片确诊 Charcot关节 10

例，另 2例因骨质改变以吸收为主，软组织肿块明显且关节周围碎骨片小而少，有明显骨膜反

应而误诊为关节恶性肿瘤；CT确诊 Charcot关节 9例，X线平片误诊的 2例 CT亦误诊为恶性

关节肿瘤，漏诊的另 1例为早期增生型 Charcot关节，因关节骨端增生硬化、边缘有骨赘形

成、关节周围碎骨片少而误诊为退行性骨关节病，CT有密度分辨率上的优势，但不如 X线平

片直观，也不能清晰显示软组织块影内的各层结构；MRI确诊 Charcot关节 8例，吸收型

Charcot关节，MR上表现为骨质破坏吸收，能清晰显示肿胀的关节软组织各层结构，7例显示

为 3层结构，由内到外分别为关节囊内积液、增厚拉长的关节囊壁和关节囊外的其余软组织块

影；软组织分辨率高是 MRI 的优势，X线平片所误诊的 2 例均得以正确诊断。X线平片、CT及

MRI检查的诊断符合率分别为 83%、78%和 67%。结论 X线平片结合临床是确诊 Charcot关节的

首选方法，但吸收型诊断困难时需 MRI辅助诊断。  

 

 
PU-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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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 CT 踝关节功能运动成像对诊断急性单纯下胫腓联合损伤

的价值 

 
吴训华,孔令煜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410008 

 

目的：下胫腓联合损伤常合并内外踝骨折，容易引起医生的重视，而急性单纯下胫腓联合损伤

往往因为症状不明显或 X 线检查难以发现会被漏诊或没有得到合适的治疗，从而导致后续的

踝关节疼痛、运动能力下降，并加速踝关节退变。普通 CT、MRI检查对踝关节检查是非负重情

况下进行检查，对于急性单纯下胫腓联合损伤容易漏诊，我们将分析 CT踝关节功能运动成像

对诊断急性单纯下胫腓联合损伤的价值。 

方法：选取 2015年-2017年在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运动医学科就诊的 X线及 MRI检查阴性但是

踝关节活动受限的急性踝关节损伤患者 10例，采用东芝 320排 CT“Aquilion ONE”进行踝功

能运动成像， 取健侧做对照。 

结果：10例患者中有 3例中诊断为下胫腓联合损伤， 其中 2例诊断为下胫腓前韧带撕裂， 1

例诊断为三角韧带撕裂。 

结论：CT踝关节功能运动成像可以通过观察骨骼、肌腱、肌肉在运动中的形态和位置变化以

及关节功能运动轨迹来诊断踝关节病变， 可以提高急性单纯下胫腓联合损伤的阳性率。本研

究不足之处是所研究患者的数量较少，需要更大规模的临床实验加以论证。对于踝关节症状明

显而常规检查无法确诊的患者可以行 CT踝关节功能运动成像，可以作为常规检查的一种补

充。  

 

 

PU-0114 

骨纤维异常增殖症的非典型影像表现 

 
梁昌富,刘富金 

海南省人民医院 570311 

 

目的 探讨骨纤维异常增殖症（FD）的非典型影像学表现，提高对其影像诊断及鉴别诊断能

力。资料与方法 对经临床病理证实的 37例单骨单发型 FD的影像资料，其中 5例有完整 X

线、CT及 MRI影像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 病变位于长骨 15例，扁骨 5例，不规则骨 17

例，形态为椭圆形 9例，圆形或类圆形 10例，偏心半圆形 18例，病灶均环绕以厚薄不一硬化

骨壳，其 X线上较模糊，而 CT上清晰，如“界面征”；半透明或浓密的磨玻璃密度病变 30

例，伴囊状透光灶 12例（其中明显囊变 4例，无明显硬化边；伴骨化灶 2例），单纯囊状型

5例，硬化型 2例。MRI磨玻璃灶呈等、低 T1信号，等、高混杂 T2信号，增强扫描明显强化，

囊状透光区呈长 T1、长 T2信号。结论 单骨单发型 FD较为少见，磨玻璃密度及硬化骨壳为其

基本征象，其囊变灶可完全囊变，不完全囊变者，可见骨化影为其特征，需与相类似良性病变

鉴别。 

   

 

 
PU-0115 

同步辐射显微 CT （SR-μCT）的人关节软骨三维成像研究 

 
刘成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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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200233 

 

目的:关节软骨的高分辨率成像目前仍是研究热点和技术的难点，传统方法包括组织学， X

线，CT、MRI、及关节镜检查很难观察软骨的内部的微细结构的变化，同步辐射显微 CT （SR-

μCT， synchrotron radiation –based μCT SRμCT）具有高亮度，高准直，单色性，空间

分辨率可达微米级等特点，采用相位对比技术，可以显示软组织的结构细微特征。目前国内利

用 SR-μCT同轴相位对比成像多应用在肺部、肿瘤血管、淋巴管等病变，对于软骨形态及细胞

的研究还处于空白，本研究采用 SR-μCT相衬对比技术对正常人软骨及骨关节炎软骨进行成

像，旨在探讨相位对比技术在软骨形态及细胞成像中的可行性。方法：3例直径约 1mm，高度

约 4mm的圆柱状离体人软骨（正常 1例，轻度损伤 1例，重度损伤 1例）样本，经 4%甲醛溶

液固定，梯度脱水后行 SR-μCT扫描（上海光源），X射线能量为 14Kev，样品探测器距离为

15cm，曝光时间为 3s，选用高分辨率 X射线 CCD探测器（6.5μm）4倍放大，物质结构的最小

分辨率为 1.625μm，扫描后将原始投影图像相位恢复，切片重构及三维重建，而后与病理图

片对照，对比分析 SR-μCT 图像的细胞形态，大小及排列方式；比较正常标本与软骨损伤标本

的胶原原纤维网的改变。结果：SR-μCT重建图像可以清楚显示软骨细胞、软骨陷窝及排列方

式，与病理切片高度吻合。经 MIP重建，可以显示软骨基质内的胶原原纤维网，正常软骨呈垂

直于软骨下骨面的平行排列，其横截面呈拱形网状，轻度软骨损伤标本纵向呈弯曲状排列，其

横截面可见轻度塌陷，重度软骨损伤表现为横截面明显塌陷，纵切面纤维排列紊乱。结论：

SR-μCT 可实现软骨细胞水平的成像，经合适阈值处理，可以显示胶原原纤维网三维结构。 

  

   

 

 

PU-0116 

髌股倾斜角动态变化分析对髌股关节不稳的诊断价值 

 
李保灿 

商丘市第一医院 476000 

 

.0 

髌股倾斜角动态变化分析对髌股关节不稳的诊断价值 

           李保灿 

  

摘要 目的；探讨膝关节伸直状态（0
0 
位）和屈膝 30

0
时髌骨倾斜角的变化大小对髌股关节不

稳及其不稳分型的诊断价值。 

材料与方法；选取 30例无膝关节症状者为正常对照组，均进行膝关节伸直状态下矢状位、横

轴位及膝关节屈膝 30
0
位垂直髌骨长径的横断面成像，在 0

0
位图像上测量股骨外侧滑车的的倾

斜角，髌骨倾斜角，髌骨外移比值，在 30
0
位图像测量髌骨倾斜角、髌骨外移比值，并计算髌

骨 0
0 
与 30

0 
髌骨倾斜角变化值。经独立样本 t检验或 Mann-Whitney U检验进行比较，计算髌

骨倾斜角变化值对髌股关节不稳各分型的诊断的敏感度和特异度。结果 不稳组膝关节 0
0
位时

髌骨倾斜角 16.5
0
±4.3

0 
。膝关节屈膝 30

0
 位时髌骨倾斜角为 14.4

0
±3.5

0
，不稳组髌骨 0

0
位

与屈膝 30
0 
位时髌骨倾斜角变化值为 8.4

0
±3.2

0
。正常对照组膝关节伸直位时髌骨倾斜角

7.2
0
±3.5

0
，膝关节屈膝 30

0
 位时髌骨倾斜角为 3.4

0
±2.6

0
 ，髌骨 0

0
位与屈膝 30

0 
位时髌骨

倾斜角差值为 3.5
0
±2.4

0
。患者组与对照组比较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30

0 
位时髌骨倾斜

角较 0
0
位增大 7例，30

0 
位时髌骨倾斜角较 0

0
位时减小 51例。其中髌骨倾斜角变化值增大

（30
0
位髌骨倾斜角大于 0

0
位髌骨倾斜角）为髌骨外移增加的敏感指标，其特异度和敏感度均

为 100%，单纯髌骨外侧倾斜患者和髌骨外移减少患者，髌骨倾斜角变化值有重叠，结合髌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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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移比值，对外移减轻型和髌骨倾斜的诊断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均为 100%。结论 髌骨倾斜角变

化值大小对髌骨关节不稳具有较好的诊断价值，结合髌骨外移比值可以明确诊断髌股关节不稳

分型。 

   

 

 

PU-0117 

探讨磁共振扩散加权成像在老年性骨质疏松的应用价值 

 
王小铭,黄显龙,李必强 

重庆市人民医院（三院院区） 400014 

 

目的： 骨质疏松(osteoporosis，OP)是多种原因引起的一组骨病，常发生于老年，易引起骨

骼疼痛、无力等临床症状，同时也是引起老年患者骨脆性骨折最常见原因，提前预判有无骨质

疏松及骨质疏松的程度成为治疗骨质疏松的关键，本组实验探讨磁共振扩散加权成像

（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DWI）在老年性骨质疏松的应用价值。 

方法：根据受检者年龄，分为 40-50岁,50-60岁,60-70岁三组，每组各 50名受试者，采用

Siemens 3.0T磁共振扫描仪对 150名不同年龄组的老年受试者进行 DWI扫描，比较不同年

龄、性别骨髓表观扩散系数（ADC）值的差异。采用组间 t检验对不同年龄组间 ADC值差异进

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40-50岁,50-60岁组的 ADC值明显高于 60-70岁组（t=4.612、8.217，P＜0.05），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40-50岁组的 ADC值高于 50-60岁组（t=4.092，P＜0.05），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40-50岁,50-60岁,60-70岁组女性骨骼平均 ADC值均高于男性，(t=14.287、P<0.01，

t=7.356、P<0.01，t=5.682、P<0.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随着年龄的增加，DWI 图信号逐渐降低、呈负相关性。不同年龄组女性 DWI图信号均高

于男性。主要原因为随着年龄增加，骨骼中黄骨髓逐渐取代红骨髓，而 DWI技术是应用脂肪抑

制序列，骨骼中黄骨髓越多、DWI图信号越低。 

随年龄增加椎体细胞外水分子的扩散运动减弱，其 ADC值呈逐步变小；ADC值对于单纯性慢性

骨质疏松椎体骨折的评估也具有一定价值。本研究分析了性别、年龄等因素对骨骼系统的 ADC

值的影响，发现性别、年龄均对骨骼系统 DWI有着较显著的影响。ADC值能够尽早、及时且较

为敏感的反映骨骼骨质量的减少，为提早预防骨质疏松提供较为可行的诊断、监测手段。 

   

 

 
PU-0118 

骨孤立性浆细胞瘤的影像诊断 

 
苗焕民,胡春洪,胡粟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15006 

 

目的：搜集不同部位的骨孤立性浆细胞瘤进行影像学分析，总结其影像学特点，从而提高认

识，减少误诊。方法：回顾性分析本院 2006年 1月-2017年 3月经临床病理证实的 22例骨孤

立性浆细胞瘤的 DR、CT及 MRI特点。结果：22例骨孤立性浆细胞瘤中，位于脊柱 9例、肱骨

1例，肩胛骨 2例，胸骨 1 例，髂骨 3例，耻骨 1例，肋骨 2例，额骨 1例，下颌骨 2例。DR

及ＣＴ表现为病灶区呈膨胀性生长，并可见穿凿样溶骨性骨质破坏，局部骨皮质连续性变薄、

中断或消失，病灶边界清晰，病灶区骨髓被软组织替代，可见周围软组织肿块（n=7）或骨嵴

（n=11），所有病例均未见明显骨膜反应；其中一例发生于下颌骨者表现为局限性密度增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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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误诊为牙瘤。与肌肉信号相比，MRI表现为 T1WI稍高信号、T2WI高信号，DWI均表现为高

信号，病变周围均未见明显瘤周水肿，但可见不同程度的软组织浸润，有残存骨嵴者，可见

“微脑征”，其中 4例发生于脊柱的病例病变椎体周围可见软组织肿块，表现为“袖套征”；

增强扫描后肿瘤可见明显强化。结论：SPB诊断相对较难，需依据患者年龄、发病部位、影像

表现、临床表现及实验室检查等综合判断，临床工作中需不断总结经验，提高认识，以减少误

诊。  

 

 

PU-0119 

3.0T 磁共振腹部 DWI 序列定量评价腰椎骨质疏松的价值 

 
张恒 

甘肃省人民医院 730000 

 

［摘要］目的 探讨高分辨磁共振腹部弥散加权像（DWI）测量表观扩散系数（ADC）评价男、

女性腰椎骨质疏松的价值。方法 126例受试者用双能 X线吸收仪（DXA）测量腰 1-4（L1-4）

椎体骨密度（BMD）和 DWI测量 ADC值；男、女性 L1-4各椎体 ADC值与 BMD值、平均 ADC值与

总 BMD、T值、年龄分别行线性相关分析；男、女性分别按 T值分为骨质正常组、减少组和疏

松组，方差分析比较 ADC值的差异；ROC曲线分别评价 ADC 值对男、女性 L1-4椎体骨质疏松

的诊断价值。 结果 L1-4平均 ADC值男性（0.320±0.190）×10
-3
mm

2
/s与 BMD、T值、年龄无

相关性（r = 0.033、0.038、-0.106，P＞0.05），女性（0.281±0.091）×10
-3
mm

2
/s 与

BMD、T值正相关（r = 0.370、0.346，P﹤0.05），与年龄负相关（r=-0.54，P﹤0.01）；

三组间差异比较男性无统计学意义（P＞0.05），女性有统计学意义（P﹤0.05）；ROC 曲线分

析女性组有诊断意义，且 L3水平曲线下面积（AUC=0.929）最大，男性组无意义。结论 ADC

值对女性腰椎骨质疏松具有一定的诊断价值。 

 

 

   

 

 
PU-0120 

16 排螺旋 CT 三维重建诊断胫骨平台骨折的临床分析 

 
冯骏 

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放射科 550003 

 

摘要：目的：对比分析 16排螺旋 CT三维重建与 X线平片对胫骨平台骨折的影像诊断及骨折分

型，探讨其临床应用价值。方法：86例胫骨平台患者行 X片和 CT检查，并行 CT三维重建，

对比两种检查方法对胫骨平台骨折诊断正确率和分型正确率。结果：螺旋 CT在胫骨平台骨折

的正确诊断率和正确分型率方面优于 X线平片。结论：螺旋 CT检查及三维重建有利于临床诊

断和制定治疗方案，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 

   

 

 
PU-0121 

Ollier 病合并大动脉炎及肝脏肉芽肿 1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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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懿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200003 

 

目的 探讨 1例罕见的 Ollier病合并大动脉炎及肝脏肉芽肿的影像学表现。方法 通过 X线

平片、CTA及 MRI等多种影像学检查方法，分析该罕见病例的各种影像学表现，进行诊断及鉴

别诊断，并探讨患者误诊的可能原因及症状解释。结果 患者双手 X线平片表现符合 Ollier

病，并经病理证实；主动脉 CTA提示胸腹主动脉管腔粗细不均、广泛向心性动脉狭窄伴多发钙

化，符合大动脉炎表现；同时偶然发现合并肝内肿块，术前诊断为肝癌，术后病理示肉芽肿性

病变。本例患者诊治过程中曾考虑多种系统性疾病，但相关抗体均未见异常，考虑可能为多发

性内生软骨瘤病导致的骨骼改变继发非特异性慢性关节炎所致，加之合并大动脉炎及肝脏肉芽

肿两种自身免疫相关疾病 ，考虑可能为一种极为罕见的自身免疫性综合征。患者行柳氮磺吡

啶、激素、改善心功能等治疗后好转，予以随访。结论 多种影像学检查有助于本例罕见疾病

的诊断。本例可能为累及全身多发骨骼、血管及肝脏的自身免疫相关的罕见综合征。  

 

 
PU-0122 

磁共振弥散加权成像对女性哺乳期腰椎间盘退行性变的应用

研究 

 
周建军 

武汉六七二中西医结合医院 430079 

 

目的 探讨 DWI对女性哺乳期腰椎间盘退行性变的应用价值。 

方法：选择 20岁-35岁间 34例女性哺乳期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作为研究对象，运用磁共振弥

散加权成像（DWI）对椎间盘进行定量分析，对腰椎间盘除常规矢状位轴位 T2WI矢状位 T1WI 

加扫矢状位 DWI，在 MR后处理工作站对椎间盘画出感兴趣区并测量其信号强度与表观弥散系

数(ADC)值，并分析女性哺乳期间腰椎间盘平均 ADC值变化及形成原因。 

结果：女性哺乳期腰椎间盘变性主要节段为 L4/5，L5/S1，腰椎间盘 ADC图前部信号丢失 15

例完全无信号 2例信号范围缩小 17例，ADC值范围[0.29±0.15×10
-3
mm

2
/S] 

结论：女性哺乳期腰椎间盘 ADC值随着产后时间的推移逐渐增高恢复至一定的稳定水平，DWI

对腰椎间盘定量检测结果可以给临床医师选择保守治疗，介入治疗，外科手术治疗提供参考依

据。 

   

 

 
PU-0123 

足踝部撕脱骨折与永存骨骺影像诊断分析 

 
赵德明 

上海市第二人民医院 200011 

 

目的：探讨足踝部撕脱骨折与永存骨骺的影像表现特征。 

资料与方法： 

搜集 2016年 1月至 2017年 6月间 108例足踝部外伤 DR及 CT影像资料。108例 DR拍摄踝关

节正侧位，CT扫描采用螺旋扫描加三维重建后处理。50 例撕脱骨折患者，男 39 例，女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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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年龄 12~62 岁，均有急性外伤史。永存骨骺 58 例，男 48 例，女 10 例，年龄 29~67

岁，有外伤病史，临床症状较轻。 

结果： 

50例撕脱骨折，外踝骨折 24 例，内踝骨折 11例，内踝、后踝骨折 5例，内踝、后踝、外踝

骨折 4例，距骨骨折 6例，骨块多成游离骨块或部分游离，骨块欠规整，骨折边缘不光整，软

组织肿胀。 

58例永存骨骺中，外踝 29 例，内踝 8 例，距骨 21例，均具有游离骨块，骨块边缘光整，形

态规整，类似三角形，有硬化骨皮质边缘，局部软组织无异常改变等特征。58例永存骨骺 DR

误诊撕脱骨折 5例，CT检查报告及时纠正。 

结论： 

在临床工作中，撕脱骨折并不少见，永存骨骺有时易误诊为撕脱骨折，撕脱骨折也有当作正常

变异发生撕脱骨折漏诊。本组 108病例均有足踝部外伤史，全部病例因外伤来院 DR检查，诊

断撕脱骨折病例临床病史重，局部压痛明显，软组织肿胀明显。诊断永存骨骺病例临床病史

轻，局部压痛不明显，软组织略肿胀或无肿胀。 

永存骨骺是永存骨块为临床常见的生理变异，关于四肢发生永存骨骺发生机理学术界较为一

致。 

永存骨骺的影像学特征：1）永存骨骺的形状固定，多呈三角形。2）永存骨骺内斜面与主体斜

面相对立，呈平行直线型，间隙均匀一致。3) 与相对立的主体斜面均有完整连续的骨皮质硬

化边。4）MRI 可显示主体骨和永存骨骺二者信号一致性。5）CT 示周围软组织无异常密度改

变，无肿胀，MRI示局部软组织无出血、水肿异常信号影。6) 经动态观察骨块及软组织无变

化，病程长，多无急性病史。 

综合运用 DR、CT、MRI 检查来鉴别永存骨骺与撕脱骨折，可以最大程度减少误诊、漏诊。 

   

 

 

PU-0124 

终板 Modic 改变在腰椎上的分布特点 

 
倪婷,徐磊,高畅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10029 

 

目的：研究腰椎终板 Modic 改变的分布情况。 

方法：选取 2016年 10月至 12月间在我院行腰椎 MRI检查，且合并 Modic改变的患者共 200

例。终板分为硬膜囊左右两侧及正中矢状位；将椎体终板前后缘平均分为前部、中部和后部。

观察内容为：1.终板三个矢状位层面是否合并 Modic改变及其类型；2.Modic改变在每个层面

中处于前、中、后哪一个或多个部位；3.Modic改变的程度：无、局限（<25%椎体高度）、广

泛（≥25%椎体高度），以层面最大程度为标准。 

结果：2000个腰椎终板中，815个终板发生了 Modic改变。Modic改变发生在终板正中层面数

为 706个，较硬膜囊两侧相对更多（P<0.05）。746个终板前部受累，其次为后部，中部相对

较少，三者 Modic分布可见明显差异（P<0.05）。邻近椎间盘上下终板常同时受累，但在

L5/S1水平下终板多于上终板（P<0.05）。下腰段（L4/5 及 L5/S1节段）Modic改变的发生率

高于上腰段（P<0.05）。 

讨论：终板营养通路破坏及髓核压力降低被认为是椎间盘退变的两个关键机制。正中矢状面较

外周两侧更易发生 Modic改变。中央薄弱的终板易受损，血供及营养受阻。受损的终板突入椎

体使得髓核内压力降低，负荷逐渐转移至纤维环，使其所受压力增大。增大的终板和软骨下骨

小梁压力进一步加重微骨折，导致更严重的终板损伤。当终板和椎间盘退变时，顺度和力度均

下降，外周甚于中央。原先外周纤维环可承受较大负荷的能力较中央髓核相对更明显下降，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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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性负荷重新分配，终板整体损伤加重，尤其是中央终板。终板中央区域由于髓核内压力降低

致损伤加重，前部因伸展和屈曲运动使承受的负荷较其他部位增长更显著。腰椎水平可能通过

纤维环高度及髓核容量的降低产生影响，在退行性椎间盘疾病中下腰段承受负荷最大。  

 

 
PU-0125 

Dermatofibrosarcoma protuberans: MR imaging features 

at 3.0T MRI  

 
Meng Fan 

Henan Cancer Hospital 450000 

 

INTRODUCTION 

Dermatofibrosarcoma protuberans (DFSP) is an uncommon spindle cell tumor with low 

to intermediate malignant potential, which was originally reported by Taylor in 

1890, firstly described a clinical entity by Darier and Ferrand in 1924, and named 

by Hoffman in 1925. It has been reported about 30 cases of DFSP, but only several 

studies described the MR features of DFSP. Although Kransdorf and Meis-Kindblom1 

reported the MR imaging appearances in four of 4 cases of histologically proven 

DFSP, and Torreggiani reported the MR imaging features in 12 cases, their MR 

sequences did not include DWI and they did not report the vessels feature 

intratumor and peritumor. In this study, We emphasize the DWI and vessels features 

of DFSP in trunk at 3.0T MRI. 

DISCUSSION 

The lesions in our study showed slightly higher signal than muscle on T1WI and 

hyperintense on T2WI, but they were difference from those reported by Kransdorfand, 

Meris-Kindblom and Torreggiani et al that signal intensity on T2WI was not higher 

than fat. All lesions showed homogeneously high signal on DWI which sequence 

hasn’t been reported in DFSP. It was interesting to find multiple vessels around 

tumor or intratumoral, which may be characteristics of DFSP. 

MR imaging is not routine examination of DFSP, which is used to evaluate larger or 

atypical primary lesions or recurrent disease. In 1994, Kransdorfand and Meris-

Kindblom2 described 11 patients with DFSP, all lesions were well-defined nodular 

mass involving the skin and subcutaneous tissue, without evidence of bone 

involvement or calfication. The four patients of their series underwent MR imaging, 

these neoplasms were isointense or slightly hypointense to skeletal muscle on T1WI 

and signal higher than fat on T2WI. Torreggiani et al.3 shared some similar signal 

intensity on conventional T1WI and T2WI of 10 patients in 2002, seven patients of 

William’s series underwent STIR imaging and were given gadolinium. The tumors 

were of high signal on STIR, which was similar to that of water, and enhanced. 

   

 

 
PU-0126 

骶髂关节病变 MRI 表现及鉴别 

 

http://ccr2017.medmeeting.org/V2/User/contribute3/717419#_ENREF_1
http://ccr2017.medmeeting.org/V2/User/contribute3/717419#_ENREF_2
http://ccr2017.medmeeting.org/V2/User/contribute3/717419#_ENREF_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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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海涛,李咏梅,吕发金,欧阳羽,吕富荣,罗天友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目的：探讨骶髂关节常见疾病的 MRI表现，提高诊断和鉴别诊断能力。 

方法：回顾性分析 2012.6-2016.5在我院行骶髂关节 MRI并经手术或临床诊断的强直性脊柱

炎、致密性骨炎、结核和肿瘤共 307例患者临床和影像学资料，其中强直性脊柱炎 216例，致

密性骨炎 69例，结核 12例，肿瘤 10例（转移瘤 8例，骨巨细胞瘤和骨髓瘤各 1例）。结核

9例和骨巨细胞瘤和骨髓瘤各 1例经手术诊断，其余病例为结合实验室检查和临床表现、并经

治疗后随访复查治疗有效的临床诊断。 

结果：强直性脊柱炎常见于青少年，多为双侧对称发病，关节软骨及软骨下受累为主；早期关

节面锯齿状不光整伴小囊状骨质破坏及软骨下斑片状散在骨髓水肿样信号；中晚期关节间隙不

规则狭窄，关节周围骨髓表现为脂肪变和骨质增生硬化。致密性骨炎女性多见，大例部分亦为

双侧受累；受累部位主要位于髂骨前下份，主要累及骨髓；关节软骨及关节面连续完整，无囊

状破坏；急性期骨髓内散在片状骨髓水肿样信号，晚期以增生硬化为主呈低信号；结核均为青

少年发病，主要为单侧受累，表现为骶髂关节大范围骨质破坏，关节周围骨髓可见大面积的骨

髓水肿样信号，信号不均，散在点片状或大片状低信号死骨形成，周围软组织明显肿胀。肿瘤

以转移瘤最多见，中老年好发，同样表现为单侧发病，大范围骨质破坏，无死骨，周围多伴有

明显的软组织肿胀形成。 

结论： 强直性脊柱炎、致密性骨炎、结核和肿瘤是常见的骶髂关节病变，其 MRI表现各有一

定特征性，结合年龄及临床可以做成较正确的鉴别诊断。  

 

 
PU-0127 

长骨富于巨细胞型骨肉瘤的临床、病理及影像学表现 

 
李培岭,刘玉珂 

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河南省骨科医院） 471002 

 

目的：探讨富于巨细胞型骨肉瘤(Giant cell-rich osteosarcoma，GCRO)的临床、病理及影像

学特征，提高对该病的诊断水平。方法：回顾性分析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5例 GCRO患者资料并

国内外文献复习，总结该病的临床、病理及影像特征，并随访其预后情况。结果：中心性

GCRO 4例，骨旁 GCRO 1例。（1）中心性 GCRO的影像表现：病变均位于干骺端，X线表现 3

例呈膨胀性偏心性溶骨性骨质破坏，边缘不连续，均未见明显骨膜反应；CT表现 4例呈溶骨

性骨质破坏，3例呈偏心性生长，2例病灶周边不完整硬化带，3例软组织受侵，1例伴病理骨

折，3例伴关节腔积液；MRI 表现 3例肿块 T1WI呈低信号或等信号，T2WI呈高信号为主，内可

见不规则低信号，STIR呈高信号，2例增强扫描呈不均匀强化，3例均出现骨皮质破坏区旁软

组织肿块及关节腔积液；SPECT/CT 及全身骨骼显像表现为病变区边缘或中心区不规则状异常

放射性核素浓聚；3例患者初诊时影像检查误诊为骨巨细胞瘤，4例患者随访 1～5年，其中 2

例原发病灶区复发，1例死亡。（2）骨旁 GCRO影像表现：病变位于骨旁，X线表现为软组织

肿块内不规则形钙化；CT表现为肿块密度不均匀，其内可见不规则团状钙化及液-液平面，钙

化位于肿块基底部，肿块约包绕股骨干的 90%；MRI显示肿块呈中等 T1、长 T2信号，信号混

杂，其内可见短 T1、长 T2信号及液-液平面，瘤周可见包膜样低信号及高信号水肿影征，增强

检查肿块呈斑片状及分隔样强化；SPECT/CT及全身骨显像表现为肿块内钙化区呈团状明显异

常放射性核素浓聚。 结论 GCRO比较罕见，中心性 GCRO 在影像及组织学上极易误诊为骨巨细

胞瘤，确诊需结合多种影像资料和组织病理学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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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128 

脊椎结核的 MRI 诊断优势 

 
景辉

1
,牛金亮

2
,彭琨

1
,王峻

2
,甄俊平

2
 

1.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总医院 

2.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目的：研究 MRI在脊椎结核中的诊断优势。 

资料与方法：收集本院已通过证实的 20例脊柱结核患者行常规 MRI扫描及静脉注射 Gd-DTPA

后的增强扫描，扫描序列分别为 T1WI、T2WI、STIR压脂序列,分析 MRI在本病中的诊断优势。 

结果：研究发现，结核累及椎体以腰椎最常见，受累椎体形态变扁，个别椎体边缘可见轻微骨

质增生及骨质破坏。病灶在 T1WI呈低信号,T2WI呈等高信号或混杂高低信号，压脂像呈高信

号。静脉注射 Gd-DTPA后的增强扫描，病灶一般呈明显强化。所有病例中，5例 T2WI像呈高

信号，椎间盘共有 10例变窄，信号并无明显变化。8例病灶呈长 T1长 T2信号,压脂像呈不均

匀高信号。有不同程度硬膜外脓肿，静脉注射 Gd-DTPA后的增强扫描显示脓壁厚薄不均明显强

化。15例椎旁软组织受累，呈不均匀长 T1长 T2信号，界欠清，压脂像呈不均匀高低混杂信

号，其内信号不均匀，内见多发大小不等的脓腔。静脉注射 Gd-DTPA后的增强扫描示脓腔壁呈

不均匀环形强化。 

结论：脊椎结核的 MRI表现有一定的特征性表现,MRI对脊柱结核的诊断较其他影像学手段具

有明显优势。 

   

 

 

PU-0129 

CT 与核磁共振对股骨头坏死患者的诊断学价值对比分析 

 
申斯原 

吉林中西医结合医院 132012 

 

目的：分析对比 CT与核磁共振对股骨头坏死患者诊断学价值。方法：纳入 2015年 1月—2016

年 1月本院接诊股骨头坏死共计 66例，按数字法分两组。33例进入对照组，诊断方法为 CT。

余 33例进入研究组，诊断方法为核磁共振。对两组患者的诊断结果进行对比研究。结果：两

组中研究组的阳性检出率相对更高，有显著差异（P<0.05），且具统计学意义。结论：核磁共

振对股骨头坏死患者诊断学价值较大，检出率明显高于 CT，建议推广。  

 

 
PU-0130 

儿童骨血管瘤影像表现及临床病理分析 

 
李华梅 

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0 

 

 【摘要】 目的 探讨儿童骨血管瘤的影像表现及临床病理特征，提高对儿童骨血管瘤的认识

及诊断率。 方法 回顾性分析本院 2011-2017年 2月经病理确诊的 9例骨血管瘤患儿的影

像、临床及病理资料进行对比分析；其中 8例行 X线检查，7例行 CT检查，并 4例增强扫

描，7例行 MRI检查，并 5 例增强扫描。 结果 5例位于长管状骨：胫骨 2例，股骨 2 例，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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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及胫骨者 1例；1例位于短管状骨：跖骨；2例位于不规则骨，髂骨及坐骨 1例，跗骨 1

例；1例位于颅顶骨；长骨、短骨及不规则骨均可表现囊状骨质破坏，边界清楚，髓腔侧可 

见轻度骨质增生硬化，均未见明显骨膜增生反应，其中 1例呈皂泡状改变，1明显骨质增生硬

化，3例累及夸骺板累及干骺端及骨骺，其中 5例亦见软组织病灶，2例骨髓水肿，2例 MRI

病灶内可见流空血管影及邻近软组织增粗血管影，增强扫描 MRI强化均较 CT显示明显；1例

颅顶骨表现明显成骨性破坏，周边粗大放射状骨针，颅内外生长软组织肿块，其内多发斑点状

钙化，边界清晰。病理以幼年性毛细血管瘤多见，混合型一例，少见巨细胞血管母细胞 1

例。  结论 骨血管瘤有一定的影像表现特点，长、短骨及不规则骨有类似影像表现，而与颅

顶扁骨影像表现不同，MRI 对病变范围及软组织显示优于 X线与 CT，且具有一定特点，但 X

线、CT对良性骨肿瘤骨的间接征象显示优于 MRI；影像表现与临床病理、生长方式有关。  

 

 
PU-0131 

软骨母细胞瘤合并动脉瘤样骨囊肿影像表现及误诊分析 

 
刘正华,姜永宏,张玉婷,刘本寅,段亚青 

西安市红会医院 710054 

 

目的：探讨软骨母细胞瘤合并动脉瘤样骨囊肿的相对特征性影像学表现，提高对此类骨肿瘤的

认识与诊断水平。 

方法：回顾性分析 5例经手术及病理证实的软骨母细胞瘤合并动脉瘤样骨囊肿的影像学表现及

手术病理结果，结合相关文献，对其误诊情况进行分析。 

结果：5例病例中，男 3例女 2例，年龄 21-52岁，中位年龄 25岁，发生于股骨大粗隆 1

例，胫骨近端 1例，髌骨 1例，足距骨及跟骨各 1例。5例病灶均为溶骨性破坏,呈轻中度膨

胀性改变，伴薄层硬化缘；破坏区密度欠均匀，呈不同程度囊实性改变，CT值 19-85Hu，其中

4例可见极细小点状钙化影，3例边缘可见骨棘样改变。5例病变在影像学诊断过程中，4例发

生不同程度误诊：2例误诊为动脉瘤样骨囊肿，1例误诊为骨巨细胞瘤，1例误诊为骨巨细胞

瘤合并动脉瘤样骨囊肿；其中,1例发生于距骨滑车者可见明显的液液平，实性部分极少，误

诊为动脉瘤样骨囊肿；1例发生于跟骨者局部骨皮质不完整，伴软组织肿块形成，误诊为骨巨

细胞瘤。 

结论：软骨母细胞瘤合并动脉瘤样骨囊肿的发生率较低，与骨巨细胞瘤及单纯动脉瘤样骨囊肿

鉴别困难，极易造成误诊；其相对特征性影像学表现包括：薄层硬化边、骨棘样改变、细小点

状钙化、液液平面；诊断过程中细心观察，正确的认识软骨母细胞瘤合并动脉瘤样骨囊肿的影

像学特征，有助于减少此类病变的误诊。  

 

 
PU-0132 

3D cube 及常规二维序列在肩关节 MR 造影中评估肩袖撕裂及

盂唇损伤的对比研究 

 
王娟,张家雄,周守国 

佛山市中医院 528000 

 

【摘要】目的：对比研究 3D cube及常规二维序列在肩关节 MR造影中评估肩袖撕裂及盂唇损

伤的诊断准确性。方法：肩袖撕裂及盂唇损伤患者分别行常规二维序列和 3D cube序列的肩关

节造影检查，以肩关节镜检查结果为金标准。2名影像诊断医师回顾性分析经关节镜证实的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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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节 MR造影图像，判定有无肩袖撕裂及损伤严重程度和有无盂唇损伤及损伤类型，对比常规

二维序列和 3D cube序列对肩袖撕裂及盂唇损伤的敏感度、特异度及准确率，比较常规二维序

列与 3D cube序列的诊断价值。结果：肩关节镜证实肩袖完全撕裂 17例，部分撕裂 28例。肩

关节 MR造影 3D cube序列及常规二维序列对肩袖撕裂的平均敏感度分别为 94%及 88%，特异度

分别为 90%及 86%，准确度分别为 92%及 85%；3D cube序列及常规二维序列对盂唇损伤的平均

敏感度分别为 92%及 83%，特异度分别为 88%级 81%，准确度分别为 89%级 82%。3D cube 序列

与常规二维序列对肩袖撕裂及盂唇损伤的诊断效能效能无明显统计学差异(P>0.05)。结论：肩

关节 MR造影中 3D cube序列是评价肩袖撕裂及盂唇损伤准确、可靠的影像学方法，且与常规

二维序列相比可减少扫描时间。 

   

 

 
PU-0133 

椎间盘病变及椎旁病变的影像诊断 

 
余卫 

北京协和医院 100730 

 

椎间盘及椎旁病变多种多样。年龄相关的椎间盘病变或椎间盘退行性改变多见于颈椎和腰椎；

其高发病率和临床表现的严重度又多见于中、老年人群。目前，椎间盘的病变的诊断及治疗方

案的制定多依赖于影像学所见。椎间盘病变影像学的检查方法选择也根据临床实际情况和所在

医疗机构的条件不同而有所不同，如 X线摄片、CT和 MR等在不同医疗单位的应用有所不同。

虽各种椎间盘病变影像学的有其相应的所见，如椎间盘膨出、突出、脱出、游离和外伤以及引

起终板破坏的感染性疾病（如脊柱结核、布氏杆菌感染）等，但有关椎间盘及其病变的现实仍

以 MR为主，据此，可分别可从其影像所见找出其各自病变的影像诊断依据。虽影像学的诊断

作用较为重要，但影像学所见的解析还存在一定的问题，或还有值得商榷的焦点。 

除椎间盘病变外，椎间盘周围或椎旁病变有时也与椎间盘病变相混淆，或与椎间盘病变共存，

这些病变的起源包括骨（椎体及附件）、椎管内脊髓等，病变的种类也较多，包括不同种类的

感染、良恶性肿瘤、肿瘤样变等。同椎间盘病变的影像学诊断相同，不同影像学检查方法的选

择也不尽相同。 

综上所述，作者拟通过椎间盘解剖的简介、上述常见的临床病变影像方法的选择及影像学所

见，分别就其影像学诊断及鉴别诊断的要点作以讨论，旨在提高对椎间盘病变及椎旁病变的影

像学认识，尽可能减少临床上误诊、漏诊的可能性。 

   

 

 
PU-0134 

椎间盘病变及椎旁病变的影像诊断及鉴别诊断 

 
余卫 

北京协和医院 100730 

 

目的 提高对椎间盘病变及椎旁病变的影像学认识，尽可能减少临床上误诊、漏诊的可能性。 

方法 通过椎间盘解剖的简介、椎间盘及椎旁常见的临床病变影像方法的选择及影像学所见，

讨论其影像学诊断及鉴别诊断的要点。 

结果 椎间盘及椎旁病变多种多样。年龄相关的椎间盘病变或椎间盘退行性改变多见于颈椎和

腰椎；其高发病率和临床表现的严重度又多见于中、老年人群。目前，椎间盘的病变的诊断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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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方案的制定多依赖于影像学所见。椎间盘病变影像学的检查方法选择也根据临床实际情况

和所在医疗机构的条件不同而有所不同，如 X线摄片、CT 和 MR等在不同医疗单位的应用有所

不同。虽各种椎间盘病变影像学的有其相应的所见，如椎间盘膨出、突出、脱出、游离和外伤

以及引起终板破坏的感染性疾病（如脊柱结核、布氏杆菌感染）等，但有关椎间盘及其病变的

现实仍以 MR为主，据此，可分别可从其影像所见找出其各自病变的影像诊断依据。虽影像学

的诊断作用较为重要，但影像学所见的解析还存在一定的问题，或还有值得商榷的焦点。除椎

间盘病变外，椎间盘周围或椎旁病变有时也与椎间盘病变相混淆，或与椎间盘病变共存，这些

病变的起源包括骨（椎体及附件）、椎管内脊髓等，病变的种类也较多，包括不同种类的感

染、良恶性肿瘤、肿瘤样变等。同椎间盘病变的影像学诊断相同，不同影像学检查方法的选择

也不尽相同。 

结论 通过对椎间盘病变及椎旁病变的影像学认识可减少临床上误诊、漏诊的可能性。  

 

 
PU-0135 

双能量下肢动脉 CT 血管成像诊断下肢动脉狭窄性病变的价值 

 
程国涛,余开湖,王升忠,孔曙兵,杨涛 

咸宁市中心医院 湖北科技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437100 

 

目的 下肢动脉阻塞性疾病是动脉系统疾病中的常见病、多发病，其发病率随着生活水平提高

逐年升高,目前临床仍采用常规血管造影的方法对该病进行诊断。双源双能量 CT是近年来发展

起来的新的成像技术,对于血管成像具有独到的优势，本文旨在探讨双源 CT双能量下肢动脉

CT血管成像(CT angiography, CTA)对下肢动脉狭窄性病变的诊断价值。 方法 2015年 8月至

2017年 5月,共有 41例患者行双能量下肢动脉 CTA检查后。采用德国 SIEMENS公司 SOMATOM 

Definition双源 CT扫描仪进行扫描，患者取仰卧位，小腿固定，足先进，头足位方向扫描，

扫描范围为第四腰椎水平至足底，对患者进行双源 CT双能量扫描。按解剖学定义,将下肢动脉

血管系统划分为 9支,分别为髂总动脉、髂内动脉、髂外动脉、股动脉、股深动脉、腘动脉、

胫前动脉、胫后动脉、腓动脉 9个节段。每支血管根据狭窄程度的不同分为 4级:0级正常；1

级轻度狭窄(狭窄程度<50% )；2级中度狭窄(狭窄程度 50%～74% )；3级重度狭窄(狭窄程度

75%～99% )；4级闭塞,如某支血管狭窄不止一处，定义为 3级狭窄。结果 41例患者 738 段血

管,CTA共检出 70个血管节段有不同程度狭窄(轻度狭窄 104处、中度狭窄 86处、重度狭窄 35

处、闭塞 89处)，424个血管节段为正常。结论 双能量下肢动脉 CTA可以清楚的显示下肢动

脉硬化性闭塞症病变血管的形态、确定病变的位置及程度,为临床判定手术适应证和制定手术

方案提供了更便捷有效的检查方法，可作为常规的临床手段用于下肢动脉狭窄性病变的筛查和

诊断。  

 

 

PU-0136 

Gorham-Stout 综合征累及多个胸椎、肋骨 1 例 

 
金开元,李邦国,王 梦,张雪梅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563003 

 

  Gorham-Stout综合征(GSS)，又称大块骨质溶解症、鬼怪骨、幽灵骨、消失骨病及急性自

发性骨吸收等。1955年由 Gorham和 Stout通过对 24例该病进行总结、研究发现病变是由于

“髓腔内血管畸形或淋巴管增生导致骨质溶解”，并正式命名为 Gorham-Stout综合征。G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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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罕见的原因不明的进行性单发或多发骨溶解病变，由于该病一般不伴有骨质增生或新生

骨生成，因此大部分病例即使伴有很轻微的外伤史也可导致病理性骨折。 

  GSS可发生于任何年龄，以 5-25岁的儿童和青少年多见。无性别、遗传因素差异。本病可

以发生于任何骨骼，但肩关节、骨盆及下颌骨最易受侵，约占所有报道病例的 20%，累及脊柱

较少见。 

   

 

 

PU-0137 

原发性椎管内硬膜外恶性淋巴瘤的 MRI 诊断 

 
刘玉珂 

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河南省骨科医院) 10105413 

 

目的 探讨原发性椎管内硬膜外恶性淋巴瘤的 MRI表现。方法 回顾性分析 18例经病理证实的

原发性椎管内硬膜外恶性淋巴瘤患者资料，总结其 MRI特征。结果 共 18例，病变位于胸椎管

8例，胸腰段 6例，颈胸段 3例，腰骶段 1例。17例可见软组织肿块，于 T1WI上呈略低或等

信号，T2WI上呈等或略高信号，矢状位上肿块呈梭形、长条形纵向生长，轴位上肿块扁平状生

长，8例呈“悬帘”征，11 例部分包绕或环绕硬膜囊生长，6例呈袖套状生长，3例肿块呈

“哑铃状”。59个椎体或附件骨质破坏，表现为弥漫性或斑片状长 T1、稍长 T2信号，12 个椎

体病理性骨折，5例骨质破坏轻，但周围伴有明显软组织肿块。15例肿块与脊髓之间呈“硬膜

外征”，12例脊髓受压偏侧性移位，5例脊髓呈向心性缩窄，3例脊髓水肿。10例 MRI 增强扫

描，肿块及骨质破坏区呈轻至中度均匀强化。结论 原发性椎管内硬膜外恶性淋巴瘤具有特征

性 MRI表现：椎管内硬膜外纵向生长的长条形软组织肿块，信号均匀，可伴椎体及附件骨质破

坏，骨质破坏轻而软组织肿块明显为其特点，肿块与脊髓间呈“硬膜外征”，MRI对该病具有

重要的诊断价值。  

 

 
PU-0138 

蝶枕软骨结合闭合规律的高分辨率 CT 研究 

 
段楚玮,何波,周家龙,魏佳璐,何绍南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650031 

 

【目 的】通过采用 HRCT对国人蝶枕软骨结合闭合的一般规律进行分析，从而探讨利用 HRCT

在评价蝶枕软骨结合闭合分度上的可重复性和可靠性。 

【方 法】在 PACS系统回顾性收集 400例（男 201例，女 199例）年龄在 0-20岁之间在本院

接受颞骨 HRCT检查的正常受试者影像学资料。对横断图像进行多平面重组（MPR），在斜坡标

准矢状面重组图像上，分别观察蝶枕间骨质形态、骨化中心的出现；并采用蝶枕软骨结合闭合

五分度法，对蝶枕软骨结合闭合情况在 CT重组图像上进行评价。所有数据均采用 SPSS21.0软

件包做分析处理，年龄和闭合分度之间的分析采用 Spearman秩相关分析和线性回归分析。性

别间的比较采用秩和检验，所有统计学资料均以 P＜0.05 为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蝶枕软骨结合的闭合程度与年龄成正相关；在不同性别中，年龄与闭合分度之间均

存在显著正相关性（P<0.001；男 r=0.884，女 r=0.818）。女性蝶枕骨结合开始闭合及完全闭

合的时间均提前于男性；不同年龄组闭合分度有显著差异的见于 11-12岁、12-13、 13-14岁

年龄组, 而其他年龄组无显著差异。国人蝶枕软骨结合间形状多样, 可分为边缘平行整齐和边

缘不整齐；并可见蝶枕软骨结合中线处可见伸向一侧或两侧切迹。蝶枕软骨结合之间可见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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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骨化中心的位置可分别位于软骨结合的上、中、下部或累及全长，骨化中心出现的年龄

范围从 7岁-17岁。 

【结 论】利用 HRCT能清晰显示蝶枕软骨结合在不同年龄阶段闭合分度情况的差异，采用蝶枕

软骨结合闭合 5分度法有较强的可靠性，重复性较强；有助于了解健康人群生长发育的一般规

律。  

 

 
PU-0139 

DWI 对腰椎 Modic 改变Ⅰ型应用价值初步探讨 

 
魏春晓,万凯明,吴强,尹化斌 

复旦大学附属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 200240 

 

目的 探讨 Modic 改变Ⅰ型 MR扩散加权成像信号改变并测定、分析其 ADC值，推断 MR信号

无异常但已有组织学变化的 Modic 改变Ⅰ型潜伏期 ADC值改变，以期早诊断、早发现、早干

预，延缓向 Modic改变进程。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2 年 3月至 2013年 4月收集的经临床

及磁共振影像诊断为腰椎 Modic 改变Ⅰ型病人 40例，MRI 扫描技术为常规 MR序列加矢状位

DWI序列，b值分别取 150、350、500 s/mm
2 
，然后按照性别、年龄段进行分组,并对 30例健

康志愿者行常规 MR扫描及矢状位 DWI检查。结果 40例共累计终板 80个，在 DWI图像上表现

为条状或斑片状高信号；b 值为 500 s/mm
2
 时，因图像质量较差摒除计算，对 b为 150、350 

s/mm
2
时进行统计分析。其中男性 24例，女性 16例；3个年龄段<40, 40~60, >60人数分别为

10、16、14，性别、年龄因素对 Modic 改变Ⅰ型 ADC值造成的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

（P>0.05），正常椎体在 DWI图像上表现为低信号，Modic 改变Ⅰ型与正常椎体的 ADC值有

明显统计学意义（P<0.001）。结论 DWI不仅能显示椎体 Modic 改变Ⅰ型，并能定量分析

ADC值，对临床分析 Modic 改变提供了一个定量诊断思路。 

   

 

 
PU-0140 

颈 2 椎体脊索瘤个案报道并文献复习 

 
杜潇,林丽萍 

复旦大学附属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 200240 

 

脊索瘤是一种生长缓慢的低度恶性肿瘤，主要发生于颅底与骶尾部，发生于颈椎者少见。笔者

搜集发生于颈 2椎体脊索瘤一例，本文就颈椎脊索瘤进行总结及文献复习，旨在加深对其认

识，提高对颈椎脊索瘤的术前诊断水平。 

   

 

 
PU-0141 

骨包虫病的 CT 及 MRI 表现 

 
郭辉,刘文亚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83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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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分析骨盆骨包虫病的 X线、CT和 MRI影像学特点，提高本病的影像诊断及鉴别诊断能

力。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14例骨盆骨包虫病的Ｘ线、CT及 MRI表现。其中 13

例行 X线检查，9例行 CT检查，12例行 MRI检查。结果 14例骨盆骨包虫病中，3例为单骨

发病，11例为多骨发病，以髂骨最为好发（100%）；9例左半骨盆发病，5例右半骨盆发病。

X线检查：11例呈溶骨性骨质破坏，2例呈膨胀性骨质破坏；3例周围软组织肿块形成，3例

病理性骨折。CT检查：9例均呈膨胀溶骨性骨质破坏。伴周围囊肿 7例，2例有钙化；5例伴

病理性骨折。MRI检查：12 例均呈膨胀性溶骨性骨质破坏，伴周围囊肿 8例。T1WI低信号、

T2WI及压脂高信号；9例为多子囊型，T1WI显示子囊较母囊信号更低，T2WI及压脂示子囊较

母囊信号更高。结论 虽然 CT和 MRI都可明确包虫病变部位，显示骨质破坏、或伴周围囊肿

的范围及特点，但是 MRI显示病变囊中囊更具特征性。 

   

 

 
PU-0142 

儿童胸壁 Askin 瘤合并肺转移一例 

 
石光耀 

吉林市人民医院 132001 

 

患者，男，11岁，间断性腹痛 2个月，无发热、腹泻、便秘、胸闷、呼吸困难等。体格检

查：右上腹部可触及肿物，质硬，大小约 7cm×8cm。浅表淋巴结未触及明显肿大，血常规、

Ｃ反应蛋白、血沉等各项检查结果未见明显异常。神经系统查体未见明显异常。男性肿瘤标志

物：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NSE）阳性。腹部彩超：肝脏与膈肌之间可见混合性回声，大小

约 7.59cm×8.53cm，内可见点状强回声，内部血流信号较丰富。超声提示：肝脏与膈肌之间

混合性回声，考虑畸胎瘤。 

   

 

 
PU-0143 

颅顶骨萎缩症的影像学特点及文献复习 

 
方义杰,洪国斌,李绍林,王丽珠,俞文 

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 519000 

 

 目的：探讨颅顶骨萎缩症的影像学特点，以提高对该病的认识。 

方法：搜集 2007年 12月-2017年 3月期间在我院就诊的 8例颅骨萎缩症患者的临床和影像学

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年龄范围 66-90岁，中位年龄 76岁。7例行 CT平扫，1例行 CT 平扫及

增强，其中 3例行 MRI检查，2例行 MRI增强检查。总结其影像学特征，并结合国内外文献进

行分析。结果：8例患者中，双侧顶骨对称性受累者 4例，单侧顶骨受累者 4例，其中左侧顶

骨 2例，右侧为 2例。病变范围约 2.4cm～7.1cm。CT和 MRI上表现为板障不同程度变薄或缺

失，外板凹陷，内板结构完整，呈阶梯样改变。对其中 2例进行了随访，其中 1例顶骨萎缩加

重，另 1例无明显变化。脑膜及头皮软组织密度或信号正常，增强无异常强化。 结论：颅骨

萎缩症的影像学表现具特征性，结合临床不难做出诊断。 

   

 

 
PU-0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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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典型部位痛风性关节炎 MRI 诊断价值 

 
韦红星

1
,李勉文

2
,黄新洪

1
 

1.天等县人民医院 

2.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影像科 

 

目的 探讨磁共振成像在不典型部位痛风性关节炎( gouty arthritus，GA) 诊断中的应用价

值。方法 收集 17例非典型部位痛风性关节炎患者磁共振影像学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 

17例包括膝关节 9例，肘关节 2例、腕关节 2例，踝关节 3例，髋关节 1例共 20个关节，出

现滑膜增厚 15个，T1WI及 T2WI呈线状或绒面状低信号；18个关节滑囊、关节腔、软组织内

见痛风石沉积，呈结节状、分叶状、短条状，T1WI、T2WI 呈等低信号，压脂相呈等高信号，

周围可见弧形低信号环，部分镶嵌入关节面下或骨内，呈局部骨质破坏改变。出现关节面软骨

下骨损伤，骨髓水肿 16个。所有关节周围韧带、肌腱均有损伤及变性改变，且关节周围软组

织程度不一肿胀，合并关节积液。结论 不典型部位痛风性关节炎具有多种 MR表现，其中滑膜

增厚及痛风石具有重要影像学价值，需结合临床资料及生化检查进行鉴别诊断。 

  

   

 

 
PU-0145 

强直性脊柱炎脊柱应力性骨折的 MR 分析 

 
赵殿辉,汪东,陆青云,罗勇 

上海市静安区闸北中心医院 200070 

 

摘要：目的：分析强直性脊柱炎脊柱应力性骨折影像学表现，提高与其他疾病鉴别诊断的能

力。材料和方法：14例均有明确的强直性脊柱炎，病程 15-43年，平均 26年，均无明显的外

伤史。其中男性 12例，女性 2例。年龄 26-72岁，平均年龄 47.7岁。14例均行 MR平扫检

查，7例行 MR增强检查。MRI采用 Philips Achieva 1.5T扫描仪，采用脊柱专用线圈，常规

矢状位、横断位检查。扫描参数：TSE T1WI序列（TR/TE 400ms/8ms,ETL=4），TSE序列

T2WI(TR/TE 3000ms/120ms ETL=17)，部分病例采用 STIR 序列(TR/TE 5000ms /80ms，ETL=18),

激励次数均为 2次，FOV：胸腰椎 40cm，颈椎 22cm，层厚/层间隔：胸腰椎 4mm/1mm，颈椎

3mm/0.5mm。矩阵：192×256。 结果：14例中 MR显示 17处应力性骨折，共 34个椎体受累，

受累较多的依次为胸 12、胸 9、腰 1椎体，分别为 7、5、4个椎体，2例累及颈 5、6椎体。1

例 T1W为低信号，其余 16个部位均为低信号，T2W中 5例低信号为主，其余 12例以高信号为

主；13例 T1W及 T2W均为低信号，1例 T1W低信号，T2W高信号，7例伴有椎间隙增宽，其余

10例椎间隙无明显增宽。7例伴有脊髓损伤变性，其余仅表现为椎管狭窄，未累及脊髓。骨折

15处累及脊椎后柱，2例后柱无明显受累。增强 MR检查显示断端骨髓水肿区强化及无强化的

硬化区。结论：椎间隙增宽及脊椎后柱受累是强直性脊柱炎脊椎应力性骨折的较为特征性表

现，有助于该病的诊断和鉴别诊断。MR可准确显示骨折的类型及脊髓损伤的程度。 

   

 

 
PU-0146 

强直性脊柱炎 MRI 定量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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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超 

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010050 

 

1、研究目的 

强直性脊柱炎(AS)是一种慢性风湿性炎性疾病，青少年男性多发，病因尚不明确，有明显遗传

倾向性。主要累及骶髂关节。临床症状主要为腰背僵硬或疼痛，活动后可以缓解。患者若未及

时确诊并进行有效治疗，常导致脊柱韧带广泛骨化而致骨性强直，致残率较高。该病最早期病

理改变以滑膜炎及关节旁骨髓炎为主要特点，表现为骶髂关节滑膜细胞增生、滑膜增厚、炎性

细胞浸润、滑膜及骨髓充血水肿。 

DCE-MRI技术即通过注射对比剂引起组织信号变化的方法来测量组织的灌注分布及毛细血管通

透性。DCE-MRI的量化指标为更好地描述骶髂关节微观结构的改变和骨髓灌注提供了新的信

息。在灌注参数图上测量强直性脊柱炎病变区的容积转运常数（Ktrans）、血管外细胞外容积

分数（Ve）、血管内容积（Vp）、对比剂从 EES返回至血浆速率常数 Kep（Kep=Ktrans/ Ve）

值，比较四者在强直性脊柱炎中的差异，从而探讨 DCE-MRI 定量分析在强直性脊柱炎中的应用

价值。 

2、检查方法： 

MRI扫描采用 GE Discovery MR750 3.0T超导型全身磁共振扫描仪。 

先行常规骶髂关节扫描 

然后利用 LAVA 序列进行多翻转角扫描，主要包括 5 个序列： 

   （1） LAVA Flip Angle 5、8、10、15 

  

   （2） LAVA Flip Angle 15+Mul38(多期动态增强扫描) 

3、研究结果 

   在强直性脊柱炎病变活动期测量中，容积转运常数（Ktrans）、血管外细胞外容积分数

（Ve）、血管内容积（Vp）、对比剂从 EES返回至血浆速率常数 Kep（Kep=Ktrans/ Ve）值均

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4、研究结论：DCE-MRI 定量参数能够量化评估强直性脊柱炎炎性活动期与静止期，Ktrans, 

Kep, Ve 等定量参数和强直性脊柱炎较强相关性  

 

 

PU-0147 

胸壁韧带样型纤维瘤病的 CT、MR 表现及病理对照分析 1 例 

 
尹永芳 

吉林省人民医院 130021 

 

   韧带样型纤维瘤病是一类具有局部侵袭潜能的纤维母细胞/肌纤维母细胞性肿瘤，也称为

韧带样瘤、侵袭性纤维瘤病、肌腱膜纤维瘤病等.2002年 WH0新的软组织和骨肿瘤的病理学和

遗传学分类中将其定义为发生于深部软组织的克隆性纤维母细胞增生，具有浸润性生长、局部

复发倾向但不具有转移能力的特点，其分类为: 腹部外韧带样型纤维瘤病 、腹壁韧带样型纤

维瘤病 、腹内韧带样型纤维瘤病 。发生于胸壁的韧带样型纤维瘤病且十分罕见，国内外仅

少数个案报道，现对本院收治的 1 例做出胸壁韧带样纤维瘤病患者诊断、治疗并结合相关文

献报道如下。 

   

 

 
PU-0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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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管源性肿瘤的影像诊断与鉴别 

 
丁建平,杨姣 

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 310015 

 

脉管源性肿瘤比较少见，按照发病部位分为脉管源性骨肿瘤和脉管源性软组织肿瘤。 

脉管源性骨肿瘤包括（1）骨血管瘤：占原发骨肿瘤的 1.26~1.4%；（2）骨血管球瘤：占

0.04~0.34%；（3）骨淋巴管瘤：占 0.03%；（4）骨血管内皮细胞瘤：占 0.28%；（5）骨血管

外皮细胞瘤：占 0.15%；（6）骨血管肉瘤：占 0.18%。骨的血管瘤在椎体比较常见，多见于胸

椎椎体，较少累及附件，典型者呈栅栏状或网格状，T1WI 低或高信号、T2WI高信号，增强明

显强化；在长骨呈单囊或多囊状骨质破坏，边界清晰有硬化，内可见粗大的骨嵴；侵袭性血管

瘤边界不清，缺乏硬化边；弥漫性侵犯骨的血管瘤称为血管瘤病；血管球瘤多发生于指端；相

对而言有一定的特征，其余脉管源性骨肿瘤缺乏影像特征，诊断有一定的困难。 

脉管源性软组织肿瘤包括（1）血管瘤：占良性软组织肿瘤的 1.5~1.8%；（2）淋巴管瘤：占

软组织肿瘤的 2.4%。软组织血管瘤比较常见，分布于皮肤、皮下、肌肉和滑膜，分为毛细血

管型、海绵型、静脉型和混合型，以儿童头颈部最多见，平片和 CT可以发现小圆形环状钙化

的静脉石，MRI呈 T1WI低、等或稍高信号、T2WI高信号，内有流空血管影，明显强化，在肢

体呈不规则的条索状改变。淋巴管瘤分为囊性淋巴管瘤、海绵状淋巴管瘤和毛细淋巴管瘤，

MRT1WI低信号、T2WI高信号，内有低信号间隔，囊内若有高蛋白或亚急出血则 T1WI信号增

高，液平面提示出血或感染。 

  

   

 

 
PU-0149 

头皮占位性病变的 MR 影像表现 

 
王帅

1
,潘诗农

1
,李琦

2
,周华东

1
 

1.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2.辽宁省电力中心医院 

 

目的：分析头皮占位性病变的 MR影像表现，旨在头皮软组织疾病诊治提供有效信息。方法：

收集本院五年内有影像资料并经病理证实的头皮占位病变 71例进行回顾性分析。男 36例，女

35例；年龄:0天-74岁，平均年龄 13岁；良性 66例，恶性 5例。结果：(一)恶性：多发于

中老年，(1)鳞状细胞癌：菜花样改变，长 T1长 T2信号为主的混杂信号影，强化不均，侵犯

颅骨及颅内；(2)弥漫性大 B细胞瘤，类圆形等 T1长 T2信号影，信号不均，强化不均且侵犯

颅骨及颅内。(3)小汗腺汗孔癌，菜花样生长，病灶侵及真皮层，均匀等 T1稍长 T2信号；(4)

间叶源性恶性肿瘤，长 T1稍长 T2信号，形态不整伴皮肤破溃。(5)胚胎型横纹肌肉瘤，T1稍

低、T2稍高的结节样均匀信号影，内见分隔，未侵犯颅骨。(二)良性：(1)朗格汉斯细胞组织

细胞增生症 2例，1T1、T2 高信号影，信号混杂，临近颅骨破坏；2.均匀等信号影，病灶侵入

真皮深层。(2)色素痣 1例，深达真皮上部，T1、T2均高信号，信号不均，无强化。(3)嗜酸

性肉芽肿 1例，长 T1长 T2 信号，可见囊壁及分隔，增强扫描囊壁、分隔明显强化。(4)神经

纤维瘤 2例，梭形 T1等信号影，深达皮下脂肪组织，不侵犯颅骨，增强可见强化。(5)神经鞘

瘤 2例，类圆形 T1中-低、T2高信号，侵及真皮及皮下组织，增强可见强化。(6)血管瘤 37

例，T1WI高、等、低信号、T2WI高信号，信号大多均匀，强化略不均。另外头皮占位病变还

包括炎症 2例（其中 1例脓肿形成）、脑膜膨出 1例、脉管瘤 1例。结论：头皮占位 MR 影像

上多为长 T1长 T2信号影，发病及临床特征各异。良性病变多发于儿童及中青年，形态大多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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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信号均匀，一般仅侵及真皮及皮下组织，偶伴出血坏死，体积较大者可压迫临近颅骨造成

骨质变薄，不伴发骨质破坏。头皮恶性肿瘤多发于中老年，形态不整，信号混杂，易侵及颅

骨，但部分病灶缺乏影像特异性，易误诊为良性病变。 

   

 

 

PU-0150 

慢性骨髓炎的 MRI 诊断价值分析 

 
姜涛 

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 300170 

 

目的 分析慢性骨髓炎的 MRI 表现，探讨 MRI 的诊断价值。 

方法 对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11 例慢性骨髓炎进行回顾性分析，均行患侧骨 X 线平片及 MR检

查，其中 6 例同时行 MR 增强扫描检查。 

结果 11例慢性骨髓炎中，6 例位于股骨，2 例位于肱骨，2 例位于胫骨，1 例位于锁骨；

MRI显示病变多位于骨干近干骺端，范围广泛，边缘模糊，骨干增粗、部分变形，骨皮质多不

规则增厚，边缘毛糙；8 例骨髓腔内可见脓肿形成，T1WI 呈低或等信号，T2WI 呈高信号，壁

厚，边缘稍模糊，增强扫描明显环形强化，脓肿周围骨松质内可见片状长 T1 长 T2 信号，边

界模糊；1 例局部可见软组织团块影，T1WI 呈低信号，T2WI 呈高低混杂信号，增强扫描明显

不均匀强化；2 例见肉芽肿形成，T1WI 呈等信号，T2WI 呈高信号，其中 1例中央可见不规则

长 T1稍长 T2信号坏死区，增强扫描实性部分明显强化，坏死区不强化 3例病例可见死骨形

成，4例见骨膜水肿，2例见骨膜增厚，5例见骨膜新生骨形成，3例见窦道形成，1 例见骨包

壳形成；周围肌肉间隙模糊，内均可见条索状或片状长 T1长 T2信号。本组中，10例患者 

MRI诊断明确，1例同时不除外骨纤维结构不良。 

结论 MRI 显示慢性骨髓炎的脓肿、骨膜反应、周围软组织改变及窦道优于 X 线，对指导临床

治疗及进行疗效评价有较大的应用价值。 

   

 

 
PU-0151 

数字 X 线摄影对肩峰下撞击综合征的诊断价值 

 
周晟 

甘肃省中医院 730050 

 

 

目的 探讨数字 X线摄影（DR）对肩峰下撞击综合征的诊断价值。 

方法 纳入以慢性肩关节疼痛就诊，临床诊断肩关节撞击的患者 60例。进行肩关节前后位、

肩关节 Grashey位、冈上肌出口位数字 X线摄影，并 X线测量计算肩峰指数

（acromion index，AI），肩峰下间隙(AHD），评价肩峰形态。采用 SPASS软件对肩峰指

数、肩峰下间隙与磁共振肩袖损伤及滑囊异常进行 Pearson 相关性分析。 

结果 肩关节前后位片可评价盂肱关节、肩锁关节、 和肱骨大结节、冈上肌钙化等病变；冈

上肌出口位片可评价肩峰、锁骨肩峰端形态、退变等及肩峰下间隙。 肩峰下撞击综合征影像

学诊断首选肩关节正位和冈上肌出口位 X线检查，对于肩峰下间隙小于 10mm存在狭窄，小于

5mm可认为存在严重肩袖损伤。肩峰下间隙及肩峰指数异常与磁共振诊断肩袖损伤及滑囊病变

有显著相关性。 

file:///E:/%E8%BD%AF%E4%BB%B6/%E6%90%9C%E7%8B%97/Youdao/Dict/7.0.1.0227/resultui/dict/?keyword=acrom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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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数字 X线摄影对肩峰下撞击综合征诊断具有一定价值，可以作为首选检查方法，但肩峰

下撞击综合征病因学诊断应结合病史、查体、冈上肌出口位、肩关节前后位、MRI、肩关节造

影以及术中的镜下病理改变等方面综合判断。 

 

 

   

 

 

PU-0152 

局限性骨化性肌炎的影像学诊断 

 
陶学伟 

江西省肿瘤医院 330029 

 

目的：探讨局限性骨化性肌炎的影像学表现及其特点，提高其诊断准确率。 

方法：回顾性分析 22例经病例证实的局限性骨化性肌炎的 X线、CT片及临床资料，总结该病

的影像学特征。 

结果：局限性骨化性肌炎随着病程不同，表现各异，早期影像表现无特征，诊断较困难，中、

晚期应与含骨化、钙化成分的肿瘤鉴别。 

结论：局限性骨化性肌炎影像表现具有一定特征，结合病程及临床资料可提高诊断率。  

 

 

PU-0153 

上肢腺泡状软组织肉瘤一例报告 

 
刘莹 

北华大学附属医院 132300 

 

腺泡状软组织肉瘤（ASPS）是一种罕见的软组织恶性肿瘤，多见于青年女性，好发于四肢；由

于本病发生率低，文献报道较少，临床工作中常被误诊。现分析我科室一误诊病例： 

患者女性，22岁，发现左上臂肿物，有血管杂音；彩超示肿物内回声不均，肌束走行紊乱，

可探及高阻动脉血流频谱。上肢 MRI示：左侧肱二头肌内团块状异常信号，大小

5.1cm×8.0cm，其内信号不均匀，T1WI呈稍高信号，T2WI 呈高信号，其内见流空血管影，边

缘可见迂曲血管，与邻近肱骨紧密相贴。增强明显强化，流空血管未见强化，延迟扫描病灶边

缘可见迂曲强化血管影。 

术中见肿物边界清，质硬，有不完整包膜，肿物与邻近骨膜粘连，远端有血管蒂。病理肉眼

观：肿物结节样，切面灰黄色，质中等，中央区水肿变性。免疫组化结果：SMA（腺泡周围血

管壁+），MyoD1（小细胞核部分弱+），CgA（小细胞弱+）；特殊染色结果：PAS及 D-PAS（大

细胞胞浆内可见红染的棒状结晶）。诊断：符合腺泡状软组织肉瘤，可见小灶状坏死，瘤组织

侵及骨膜。 

讨论：ASPS目前发病机制尚不明确，肌源性和神经源性标记物同时表达，ASPS生长缓慢，易

复发，无典型临床症状，常表现为深部无痛性软组织肿块，易出现远处转移，以肺部多见。肿

瘤多无包膜或包膜不完整，MRI上 T1WI呈等或稍高信号，T2WI呈高信号，ASPS易发生囊变、

坏死，血运丰富，少数可触及搏动血管或闻及血管杂音；ASPS病理上腺泡间隙可见到窦样扩

张的血管腔隙，其内血流缓慢，MRI变现为病灶内流空血管影。文献报道部分病灶边缘可见血

管浸润，表现为增强后动脉晚期或延迟期病灶边缘迂曲强化血管影。由于 ASPS发生率低，无

特异性临床症状及可靠的检查手法，加之临床认识不足，导致我科将该病例误诊为血管瘤，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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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后临床工作中对于长期缓慢生长、深部的无痛性软组织肿块，需结合其多种检查结果，全

面考虑进行诊断，增加 ASPS 的认识及诊断率。 

   

 

 
PU-0154 

数字化 X 线断层融合检查在成人痛风诊断的价值研究 

 
王娇 

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 300170 

 

目的：分别比较数字化 X线断层融合检查（DTS）与 CT、DTS与普通 X线平片与在成人痛风疾

病骨质侵蚀及痛风石检出率的差异，探讨 DTS在痛风早期诊断、评估及随访观察中的应用价

值。 

方法：1.收集 2016年 3月至 2017年 7月在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经活检关节积液并双能量 CT

确诊为痛风有骨关节破坏及痛风石的关节 50个。 

   2.同期进行受累关节 DTS、普通 X线平片及 CT检查，获得 50个关节的 X线平片、DTS、

CT骨关节图像。 

   4.两位经验丰富的放射科医师，采用双盲法同时评价 3种影像手段图像质量。 

结果：1.50个受累关节中，X线检出痛风石 35个，骨质侵蚀 29个；CT检出痛风石 45个，骨

质侵蚀 44个；DTS检出痛风石 44个，骨质侵蚀 39个。 

   2.DTS对痛风骨质侵蚀及痛风石的检出率与 CT无统计学差异（P＞0.05）； 

   3.DTS对痛风骨质侵蚀及痛风石的检出率高于 X线平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1.DTS与 CT检出痛风骨质侵蚀及痛风石无差异，是一种更加经济、特异、便捷的影像

学检查方法，可以用于痛风诊断的治疗后复查、鉴别诊断及评估，为临床治疗的选择提供依

据； 

   2.DTS可以检出 X线平片难以诊断的痛风骨质改变及周围组织中痛风石的沉积，对早期痛

风诊断具有重要价值，可作为临床早期诊断、筛查、评估的重要手段； 

   

 

 

PU-0155 

退变性腰椎横向滑脱的 MRI 分析研究 

 
王琳

1,2
,施乐年

1
 

1.甘肃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2.甘肃中医药大学临床医学院 

 

目的 通过分析 MRI表现，提高对退变性腰椎横向滑脱的认识。方法 回顾分析 2015.10～

2017.6间我院收治的 136例腰椎滑脱患者的 MRI资料。观察椎间盘的 Pfirrmann分级、软骨

终板的 Modic改变、突出症、真空征及许莫氏结节的情况。.结果 136例滑脱中 L2、L3、L4、

L5发生横向滑脱的几率分别为 8.8%、38.2%、46.3%、16.9%；横向滑脱主要分布在 L3-4、L4-

5平面；L3-4与 L4-5滑脱椎间盘的形态变化和信号分级变化程度显著，两者之间无显著差

异，但均多于 L2-3和 L5-S1平面。结论 退变性腰椎横向滑脱应与纵向滑脱同样引起临床的重

视。MRI检查有助于对横向滑脱椎间盘变化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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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156 

下腰痛患者中腰椎 Modic 改变与椎间盘退变的相关性研究 

 
杨培,马伟丽 

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16001 

 

目的 探讨下腰痛患者腰椎终板 Modic 改变的发生与椎间盘退变的相关性。方法 收集 2016

年 7月～2017年 7月期间因下腰痛来我院进行腰椎 MRI 检查的患者 1281例，排除（1）既

往有腰椎手术史；（2）合并腰椎骨折、肿瘤、感染；（3）合并腰椎严重的先天性异常、完全

或不完全性的移行椎、严重的脊柱侧凸。入选患者 534例，共 2670个椎间盘，参照椎间盘的

病理分型来评估腰椎间盘的退变程度，运用 SPSS 17.0统计学软件进行处理，采用 Pearson卡

方检验方法，探讨 Modic 改变的发生与椎间盘膨出、椎间盘突出及椎间盘脱出的相关性。结

果 534例下腰痛患者共 2670 个腰椎间盘中，203例（38.0%）患者的 291个（10.9%）腰椎间

盘邻近终板发生了 Modic 改变，在 291处 Modic 改变中，Ⅰ型 25例（8.5%），Ⅱ型 261

例子（89.7%），Ⅲ型 5例（1.7%）。腰椎间盘从正常到脱出中，Modic改变的发生率分别为

2.2%（31/1401）、16.5%（115/698）、23.4%（121/516）和 43.6%（24/55），Modic 改变

在腰椎间盘突出和间盘脱出病例中发生率较高，与正常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 下腰痛患者中腰椎终板 Modic 改变发生率较高，且以Ⅱ型最常见。腰椎 

Modic 改变的发生与腰椎间盘膨出、间盘脱出、间盘突出存在相关性。Modic 改变可能是腰

椎间盘退变严重的表现。 

   

 

 
PU-0157 

IDEAL-IQ 联立气相色谱、质谱分析对兔糖尿病骨髓脂肪酸成

分变化的定量研究 

 
胡磊,查云飞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430060 

 

目的： 

采用 IDEAL-IQ联立气相色谱、质谱分析研究糖尿病对骨髓脂肪酸成分变化情况。 

方法： 

20只 3月龄大白兔随机分为糖尿病组（n=10）和对照组（n=10）。用四氧嘧啶对糖尿病组造

模，在造模成功后各时间点（0、4、8、12、16、20周），对糖尿病组及对照组均行腰椎、股

骨颈 IDEAL-IQ检查。在 IDEAL-IQ脂肪分数图像测量兴趣区内脂肪含量比值；在 20周处死大

白兔，取腰 7椎体及左侧股骨做 HE染色；提取腰椎及股骨骨髓组织，碾碎、研磨，利用戊二

醇萃取脂肪酸，利用硫酸、甲醛对脂肪酸进行高温甲基化处理，对甲基化甲酯进行气相色谱联

立质谱分析。对各时间点的实验组和对照组骨髓脂肪含量比值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对 20

周实验组和对照组 IDEAL-IQ测量腰椎体脂肪比参数与 HE切片镜下脂肪细胞计数行 spearmen

相关分析。 

结果： 

常规 HE染色显示，20周糖尿病组兔椎体及股骨髓腔脂肪含量较对照组均明显增多，骨髓细胞

明显减少。IDEAL-IQ测量脂肪含量比与脂肪细胞计数正相关关系（r=0.925，P<0.001）。各

时间节点糖尿病组椎体骨髓的脂肪含量比值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 （椎体：F=50.387，
P<0.001； 股骨：F=40.256，P<0.001），各时间点对照组脂肪含量比值差异不存在统计学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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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20周实验组与对照组的椎体骨髓脂肪含量比值(FF%)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椎体: t=-
11.324，P<0.001； 股骨：t=-11.324，P<0.001）；糖尿病组椎体脂肪含量增加时间早于股骨

脂肪含量增加时间； 气相色谱联立质谱分析结果显示，糖尿病组与对照组的脂肪酸比例存在

差异，糖尿病组椎体与股骨骨髓脂肪酸比例存在差异。 

结论： 

糖尿病可以导致骨髓脂肪含量增高，脂肪酸成分变化。糖尿病椎体和股骨脂肪变化存在时序性

且脂肪酸成分变化情况存在差异。 

   

 

 

PU-0158 

小儿朗格汉斯细胞组织细胞增多症影像学分析 

 
杨秀军,李婷婷,张雪坤,肖汉方 

上海市儿童医院、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00062 

 

目的：朗格汉斯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LCH)临床症状多不典型，易误诊误治，诊断主要依靠组

织病理学。本研究回顾性分析我院近 2年影像学资料完整、病理证实的 LCH患儿资料，探讨临

床及影像学特点，以进一步提高对本病的认识尤其提高影像学诊断能力。 

材料与方法：在本院病理信息系统收集 2014.7- 2016.7期间诊断“朗格汉斯细胞组织细胞增

多症”和“嗜酸性肉芽肿”患儿资料，以姓名作为查询条件项在 RIS-PACS系统提取、阅读患

儿所有影像学资料，并在 HIS系统调阅、核对、分析该患儿电子病历，全面阅览、分析患儿临

床资料、影像学检查图像及组织病理学资料。 

结果：本组 LCH36例中，男 27例、女 9例，年龄 6月-13岁（4岁以内 20例）、中位年龄 4

岁，病变主要发生在骨骼 34例（明确同时累及肝脏 2例、肺部 2例）、其中颅骨 16例、股骨

4例、肱骨 3例、锁骨 2例、肩胛骨 1例、跟骨 1例、耻骨 1例、椎体 1例、多骨 3例，主要

发生在肝脏 1例、胸腺 1例。骨 LCH平片、CT、MRI表现为局部溶骨性骨质破坏伴破坏区域及

毗邻骨旁软组织肿块者 30例，平片、CT表现为膨大性骨质破坏且不伴软组织肿块者 3 例、其

中 2例 MRI显示软组织肿块病变，仅骨穿发现病变而平片、CT影像学未见明确病变 1例，MRI

显示病变范围明显大于平片及 CT所示；肝内病变 CT表现为多发乏血管性低密度结节影、MRI

表现为稍长 T1、T2信号影且在 DWI出现中等程度的弥散受限征象，肺内病变表现为不规则网

状间质性增生改变，胸腺 LCH表现为胸腺区域巨大轻度富血管性软组织肿块、未显示正常胸

腺，CT误诊为侵袭性胸腺瘤。 

结论：儿童 LCH好发 4岁以下男童骨骼系统，颅骨最常受累，典型表现为局部溶骨性骨质破坏

伴破坏区域骨内及骨旁软组织肿块，也可表现为膨大性骨质破坏的良性征象，CT、平片可无任

何明确病变发现，MRI敏感性、特异性明显高于 CT和平片。  

 

 
PU-0159 

软骨母细胞瘤影像表现及误诊分析 

 
李继振

1
,王芳

2
 

1.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 

2.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摘要】目的：研究软骨母细胞瘤的 X线、CT、MRI影像学特征及分析误诊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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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回顾性分析 27例经组织病理学证实的软骨母细胞瘤的 X线、CT、MRI影像表现及术后

病理。 

结果：术前影像正确诊断 10例，均位于长管状骨骨骺，X线、CT呈偏心性圆形、类圆形溶骨

性骨质破坏，边缘骨质硬化，内见斑点状钙化，MRI呈长 T1混杂长 T2信号。术前误诊 17

例，位于长管状骨骨骺或骨突 8例，位于短骨、扁骨及不规则骨 8例，位于长骨干骺端 1例，

12例病变呈膨胀性改变，10例病变内见液-液平面。 

结论：典型软骨母细胞瘤具有典型 X线、CT、MRI影像学表现，结合好发年龄、部位，常能正

确诊断。对于典型部位但具有不典型影像学表现，如膨胀性改变、液-液平面，及少见或罕见

部位病变，如短骨、扁骨、不规则骨及干骺端，影像容易误诊。应结合临床及影像学信息综合

分析，必要时需病理诊断。 

   

 

 
PU-0160 

健康成人骨盆骨髓 ADC 值测量可重复性及测量差限度研究 

 
胡亮

1
,董越

2
,舒锦尔

1
,韩铮

1
 

1.金华市中心医院 

2.辽宁省肿瘤医院 

 

目的：评价健康成人骨盆各解剖部位表观扩散系数测量的可重复性及测量差限度，评估骨髓

ADC值测量误差对良恶性骨髓疾病诊断的影响大小。 

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行骨盆 MRI（EPI-DWI轴位 b=0、500s/mm
2
）检查者影像学及临床资

料。符合以下标准本研究即认为健康人：①骨盆发育基本对称，影像学排除骨盆发育畸形及相

关性疾病；②无骨盆外伤及手术史；③无代谢性骨病、影响骨髓转化疾病、全身血液系统疾病

及肿瘤史；④无磁共振成像禁忌症；⑤经过查阅检查者病志和/或 1-6个月的电话随访:实验室

检查（如血钙、血磷等）未见异常。最终共 230例成人纳入本研究，所有受检者年龄范围为

20-75岁，男性：112例；女性：118例。 

两位测试者对髂骨、坐骨体、耻骨体、坐骨结节、耻骨联合测量最大层面达成一致后，独自测

量各部位左侧 ADC值，手动选取大小为（70±5）mm
2
的椭圆形感兴趣区放置该部位中心，每个

部位测量 2次，取均值作为该部位的 ADC值，其中取坐骨体及坐骨结节、耻骨体及耻骨联合分

别作为坐骨、耻骨骨髓 ADC 值。一个月后由其中一位测试者重复上述测量；使用组内相关系数

（ICC）、Bland-Altman图对测量重复性进行评价。 

结果：骨盆骨髓 ADC值测量重复性良好, 不同测试者髂骨、坐骨、耻骨左侧骨髓 ADC值测量

ICC分别为 0.72,0.75,0.78；同一测试者髂骨、坐骨、耻骨左侧骨髓 ADC值两次测量 ICC分别

为 0.77，0.79，0.81。同一测试者髂骨、坐骨、耻骨左侧骨髓 ADC两次测量平均差分别约为

0.024×10
-3 
mm

2
/s、0.002×10

-3 
mm

2
/s、0.019×10

-3 
mm

2
/s，两次 ADC测量差中 95%小于

0.180×10
-3 
mm

2
/s，两次骨髓 ADC值测量差小于文献报道良恶性骨髓疾病差异水平。 

结论：健康成人骨盆骨髓 ADC值测量重复性良好，两次测量差不影响骨髓良恶性疾病的诊断。 

   

 

 

PU-0161 

横纹肌结核两例及文献学习 

 
胡亮,舒锦尔,韩铮 

金华市中心医院 32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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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探讨学习横纹肌结核临床特点、影像学表现及诊断要点。 

方法：本研究回顾性分析两例经病理证实的肌肉结核临床及 MR表现，并复习相关文献。 

结果：横纹肌结核分为继发于骨关节病变的肌肉结核和血源性结核两类，其中血源性结核极少

见，我院两例患者均无肺结核及骨关节或其他部位结核病史。 

患者一：女，50岁，5月前发现左小腿肿块，无畏寒发热、潮热盗汗。实验室检查：血常规：

正常；超敏 CPR正常。MR：左侧比目鱼肌内可见类圆形肿块，边界清晰，大小约为

2.8×4.1cm，其内 T1WI呈低信号，T2WI呈低信号，边缘可见环形 T1WI稍高信号，T2WI 呈稍高

信号，DWI其内呈低信号，周围呈明显稍高信号，ADC图其内呈高信号，边缘呈低信号。 

患者二：女，60岁，无明显诱因左髋周围疼痛不适 2月，无畏寒发热、潮热盗汗；患者否认

肺结核。实验室检查：血常规-单核细胞数 0.7（0.1-0.6）×10
9
/L；超敏 CPR 16.6（0-8）

mg/L，红细胞沉降率 70（0-20）mm/hr，一般细菌培养及结核菌涂片检查阴性。MR:右侧股外

侧、股中间肌及臀小肌可见片状异常信号，边界欠清晰，大小约为 6.4×5.1cm，T1WI呈不均

匀的信号，T2WI呈不均匀稍高信号，边缘可见环形 T2WI 呈低信号灶，DWI其内呈低信号，边缘

呈明显环形高信号，ADC图其内呈高信号，边缘呈低信号，增强扫描可见环形强化，周围肌间

隙可见积液。 

结论：血源性肌肉结核主要表现为肌肉周围不适或局部肿块，既往可有结核病史、免疫系统疾

病。诊断主要依靠活检部位病原学和病理检查。横纹肌结核影像学表现为局限性肿块时，肿块

内部基本不强化、边缘明显环形强化，此种类型实验室检查不具特异性；影像表现为弥漫性炎

性病变时，血常规一般不升高，这点可与一般炎症相区别；两种不同类型横纹肌结核病灶 DWI

内信号均表现为低信号，边缘呈环形高信号，这点可与其他疾病相鉴别。  

 

 
PU-0162 

MR 在坐骨神经骨盆出口区狭窄诊断中的应用 

 
冬冬,王景宇,朱万安,王卓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目的：探讨 MR在坐骨神经骨盆出口区狭窄诊断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收集 2016年 1月至 2017年 5月经临床询问病史、查体及其他辅助检查怀疑坐骨神经骨

盆出口区狭窄的的患者，行 3.0T MR扫描，扫描序列包括覆盖骨盆范围的轴位 T1WI、T2WI压

脂像以及冠状 T1WI、T2WI压脂像，平行于患侧梨状肌走行方向的斜冠状位 T1WI、延坐骨神经

长轴方向的斜矢状位 T1WI、T2WI压脂序列，以及各向同性的 3D SPACE序列。观察患侧梨状

肌、坐骨神经的走行、形态及信号，对是否存在梨状肌综合征及其他坐骨神经卡压性病变做出

诊断。所有患者与临床手术及随访进行对照。 

结果：共收集及扫描成功 29例患者，其中女性 23例，男性 6例，年龄 26-57岁，平均年龄

38岁，左侧坐骨神经痛患者 16例，右侧 13例。患侧坐骨神经与对侧相比增粗 28例，1例与

对侧相仿，所有患者患侧坐骨神经 T1WI呈等及稍低信号，T2WI呈稍高信号，边缘模糊，患侧

梨状肌增粗、T2WI信号增高者 5例，梨状肌萎缩 1例。其中纤维血管束导致坐骨神经卡压的 7

例，梨状肌肥厚及萎缩 6例，梨状肌及坐骨神经走行变异 5例，外伤后 3例，盆腔手术后 2

例，闭孔内肌压迫 1例，局部骨质增生 1例，原因不明 4例。 

结论：MR可以清晰显示坐骨神经骨盆出口区的走行、形态及信号，有助于局部狭窄病因的诊

断。  

 

 
PU-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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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部软组织内骨脂肪瘤一例 

 
徐倩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0001 

 

【摘要】目的 探讨骨脂肪瘤的临床特点、影像表现及病理学特征，提高对骨脂肪瘤的认识。

方法 对一例背部软组织内骨脂肪瘤患者的临床经过、影像学表现及术后病理结果进行分析、

总结。结果 发生于背部软组织的骨脂肪瘤可以不表现出临床症状；影像学检查表现为脂肪密

度（信号）为主，并伴有骨样密度（信号）的肿块影；病理结果可见成熟脂肪及大量骨样组

织。结论 骨脂肪瘤的发生部位及临床表现不一，根据影像学检查基本可以准确诊断。 

   

 

 

PU-0164 

不同年龄及性别腰椎骨密度与椎体旁肌肉、脂肪含量的相关

性分析 

 
张雪丽,汤光宇,李希凡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暨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 200072 

 

目的：随着社会人口老龄化，骨质疏松（OP）、肥胖等成为威胁老年人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

我们通过研究腰椎骨密度（BMD）与椎体旁脂肪、肌肉、腹部脂肪含量相关性，旨在更好的辅

助诊断、治疗 OP，监测药物疗效。 

方法：收集我院行腰椎定量 CT（quantitative CT，QCT）检查且符合条件患者 423名（女 283

名，男 140名），采用 QCT 及后处理软件测得腰 1-5椎体 BMD、L3椎体周围脂肪、腰大肌竖脊

肌含量及 L3椎体层面腹部脂肪。将研究人群按性别、不同 BMD(<80,80-120,≥120 kg/m2)及

年龄分组（＜30，30-49,50-59，＞70)，通过统计学处理应用配对 t 检验、 Pearson 相关分

析和多元逐步回归等分析 BMD与所测指标之间的关系。 

结果：（1）受试者 BMD 与年龄、BMI 均有统计学意义，与年龄呈负相关（r=-7.25,p＜0.01）,

与 BMI呈正相关（r=0.461,p＜0.01）.（2）不同性别中，BMD与 L3椎体周围脂肪均呈负相关

（女 r=-4.17,p＜0.01；男 r=-2.56,p＜0.01）。BMD与腹部脂肪呈正相关，其中腹部总脂肪

( r=0.396，p＜0.01）；内脏脂肪（r=0.117，p＜0.01）；皮下脂肪（r=0.466，p＜0.01）；

腹部脂肪对骨密度具有保护作用，其中与皮下脂肪相关性最高（3）BMD与 L3椎旁肌肉量呈正

相关（女 r=4.34,p＜0.01；男 r=5.25,p＜0.01）。 

结论：(1)BMD与 BMI均随着年龄增长而减低，年龄是 BMD的重要危险因素之一。（2）脂肪分

布对 BMD的影响较复杂，我们的研究显示椎旁脂肪是骨密度危险因素，腹部脂肪是其保护因

素。（3）腰椎 BMD与椎旁肌肉密度密切相关，肌肉量随年龄增长下降，肌肉对于 BMD 有正性

促进作用。治疗 OP时增加肌肉康复训练，有助于增强治疗效果及预防骨质疏松性骨折。  

 

 
PU-0165 

神经根沉降征与腰椎管狭窄相关性初探 

 
马伟丽,常晓丹,杨培 

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16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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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评价神经根沉降征（SedSign）与腰椎管狭窄程度之间的相关性。方法 选择 2015 年 1月

至 2017年 1月因下腰腿痛、间歇性跛行来我院就诊行磁共振（magnetic resonance image 

MRI）检查患者。纳入标准：（1）间歇性跛行或伴腰痛和下肢疼痛、间歇性跛；（2）MRI确

诊中央椎管狭窄。（3）年龄大于 45岁；排除标准：（1）合并有肿瘤、脊柱外伤史、严重腰

椎滑脱、下肢血管病变患者等；（2）主要病变节段位于 L5-S1。本研究纳入 162例，其中男性

69例，女性 93例，平均年龄 64岁。椎管狭窄是根据最小硬膜囊面积将椎管狭窄程度分为

轻、中、重度。运用 SPSS 20.0统计学软件进行处理，采用秩和检验方法，探讨椎管狭窄程度

与 SedSign之间的关系。结果  162例患者中 326个狭窄节段共 46.9%（153例）病变节段位

于 L4-5节段，37.4%（122例）位于 L3-4节段，51例位于位于 L2-3节段。Lss轻度狭窄中

SedSign阳性 18例，阴性 80例；中度狭窄中 SedSign阳性 27例，阴性 87例，重度狭窄中

SedSign阳性 82例，阴性 30例。三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进行两两比较，重

度与轻度椎管狭窄 SedSign 阳性差异最大。结论 随着椎管狭窄程度的加重，SedSign 阳性的

发生概率逐渐增加，因此，SedSign阳性对椎管狭窄程度判断有一定意义。 

   

 

 
PU-0166 

继发性动脉瘤样骨囊肿影像诊断分析 

 
潘志明,曾献军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30006 

 

[摘要] 目的 分析继发性动脉瘤样骨囊肿的影像学表现，以提高对本病的认识。方法 回顾性

分析经手术或病理活检证实的 16例继发性动脉瘤样骨囊肿的影像学及病理学资料。结果 16

例继发性 ABC患者接受 CT及 X线检查，6例位于股骨，4例位于胫骨，2例位于髌骨，胸椎 2

例，2例位于腓骨，5例为偏心型，3例见骨皮质破坏，病灶表现为不同程度膨胀性骨质破

坏，增强扫描实质性部分有不同程度强化，囊性部分无强化；13例患者接受 MR检查，12例见

囊腔，12例见液—液平面，12例见囊间隔，1例瘤周见软组织肿块及骨膜三角，8例可见实质

性成分。病理结果(合并 ABC)：骨巨细胞 9例，软骨母细胞瘤 2例，骨母细胞瘤 2例，纤维组

织细胞瘤 1例，骨肉瘤 2例 结论 继发性 ABC因前期基础病变的不同而有所差别，囊性部分

具有 ABC的共同影像特征，忽略对前期病变的观察容易导致误诊，分析前期基础病变影像表现

对准确诊断有重要意义，CT 及 MRI增强扫描对前期病变的检出有重要价值。 

   

 

 

PU-0167 

椎体包虫病一例 

 
易文芳,何波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院 650032 

 

患者，男，39岁，于一年余前弯腰搬重物后出现腰背部持续性隐痛，三个月前无明显诱因疼

痛加重，伴双下肢大腿部疼痛。查体：L1、2椎体棘突及棘突旁轻微压扣痛，腰椎活动未见明

显受限。X线平片示：L1椎体棘突及右侧下关节突骨质呈膨胀性改变，其内密度减低。CT

示：L1椎弓部、双侧椎板、棘突骨质膨胀性破坏，骨皮质变薄，局部不连续，部分突入椎管

内生长，硬膜囊受压，病变区见分隔及小囊状结构。患者入院一周后在全麻下行“经后路腰 1

椎管内外占位病变探查、清除、病检、植骨融合钉棒系统内固定术”。术中见 L1棘突、椎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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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质破坏，椎板内侧呈囊状膨胀，硬膜外见淡黄色组织覆盖。病理诊断：包虫病伴肉芽肿性

炎。免疫组化：Desmin(-)，SMA(-)，CK8(-)，LCA(+)灶性，EMA(-)，EMA(-)，CD68(+)，CK

广(-)，CK7(-)。术后 2周，患者腰背部及下肢疼痛基本消失，出院后继续抗寄生虫治疗，3

个月后复诊未见复发。 

   

 

 
PU-0168 

钙化性腱膜纤维瘤 4 例临床影像病理学分析 

 
贾岩龙

1
,吴仁华

2
 

1.咸宁市中心医院 湖北科技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2.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放射科 

 

目的 探讨钙化性腱膜纤维瘤（calcifying aponeurotic fibroma, CAF）的临床病理特征、

影像学 X线表现、免疫组化表达及鉴别诊断。方法 回顾性对我院经手术切除后病理证实的 4

例 CAF临床资料、影像学 X线表现、病理形态学特点及免疫组化表达进行分析并文献复习。结

果 4例 CAF中男性 2例，女性 2例，年龄 18-75岁，平均 42±28.67 岁，1例位于手指，1

例为足部，1例位于髋部，1例位于大腿。病变主要发生于深部筋膜或骨旁，靠近腱鞘或腱

膜，少数位于皮下。临床上多表现为持续性或缓慢性生长的无痛性肿块，多为单发，偶尔为多

发性。影像学 X线表现多显示为淡淡的肿块阴影，病灶内可见絮状的钙化小点或结节状致密影

聚集成团块状，形态不规则，无包膜，周界尚清。病理学特征：肿块呈实性、不规则结节状，

切面灰白色，质韧或硬，有砂砾感。镜下肿物由成束的纤维母细胞和中等量的胶原纤维组成，

灶性区域含有化生性的软骨小岛和（或）伴有钙化灶的结节，中心为胶原化纤维，周围为略呈

放射状或栅栏状排列的圆形细胞，部分钙化灶周围见多核巨细胞。免疫组化：梭形细胞表达

Vimentin+，SMA-，多核巨细胞表达 CD68+，软骨小岛表达 S-100+。结论 对于好发于儿童和

青少年手掌或足部软组织内的单发肿块，且直径＜3cm及影像学 X线表现具有一定的特征性

时，可做出疑似 CAF的诊断，需与婴幼儿型肌纤维瘤病、婴儿纤维性错构瘤、软组织软骨瘤、

钙化性纤维性肿瘤等相鉴别，但最终结果有赖于病理及免疫组化的综合诊断。 

   

 

 
PU-0169 

MRI 在中轴性脊柱关节炎诊断与评价中的应用进展 

 
张景峰,林进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310003 

 

背景：影像学检查在中轴性脊柱关节炎的诊断和疗效评价中具有重要作用，尤其是对骶髂关节

和脊柱病变的诊断与评价。传统的 X线平片一直是发现骶髂关节炎和脊柱关节炎的首选检查手

段。CT比 X线平片更准确地发现骶髂关节炎。然而，X线平片和 CT只能检测到关节的结构破

坏，它们都无法反映在发生结构破坏之前已经存在的持续性或间歇性的炎症活动。实践证明，

在 X线平片可以发现明确的关节破坏之前，MR多参数和多序列成像可以更早地发现中轴性脊

柱关节炎的活动性炎症损伤。骶髂关节和脊柱 MR检查已成为诊断和评价中轴性脊柱关节炎的

重要影像学检查手段。 

目的：描述中轴性脊柱关节炎中骶髂关节和脊柱的 MRI阳性发现，明确 MRI在中轴性脊柱关节

炎诊断与评价中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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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根据 ASAS/OMERACT MRI工作组的建议，对诊断中轴性脊柱关节炎和骶髂关节炎的 MRI

阳性发现进行定义。观察活动性炎症损伤可采用短时反转恢复序列（STIR）以及静脉注射钆对

比剂后 T1抑脂或不抑脂。骨髓水肿（BMO）反映了活动性（急性）炎症损伤；采用增强 T1可

以更可靠地观察骶髂关节滑膜炎、滑囊炎以及附着点炎。通常以正常骨骼的信号作为参照，

T1WI脂肪组织呈明亮信号，液体为暗信号；而 STIR序列液体为亮信号，脂肪组织为低信号。 

结果：MRI可以发现与 SpA 相关的活动性炎症病变，主要包括：BMO/骨炎、滑膜炎、附着点炎

和滑囊炎等。其中，确实存在 BMO/骨炎是定义活动性骶髂关节炎和脊柱关节炎的必要证据。

MRI还可发现结构破坏性损伤，主要包括：软骨下硬化、侵蚀、脂肪沉积、骨桥/强直等，表

明骶髂关节之前发生过炎症。 

结论：ASAS/OMERACT MRI工作组首次定义了骶髂关节炎和脊柱关节炎相关的 MRI阳性表现。

在应用中轴型 SpA的新版 ASAS分类标准时，这些定义将有助于正确判读分类标准中所谓“活

动性 MRI骶髂关节炎和脊柱关节炎”的影像学特征。  

 

 

PU-0170 

Imaging Findings of Kimura Disease in the an atypical 

location: Report of Two Cases with Literature Review 

 
Sa Ri Na,Lu Xing Long 

Chifeng Municipal Hospital 24000 

 

 

bACKGROUND AND PURPOSE: Kimura Disease is a rare chronic inflammatory disorder of 

unknown etiology. occurring mainly in the head and neck regions. Kimura’s disease 

of the upper or lower extremity is extremely rare,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valuate the imaging findings of KD in the extremity location. 

MATERIALS AND METHODS: We retrospectively reviewed the MRI images obtained in 2 

patients with histologically proved KD (1 in upper extremity,1in inguinal region ) 

RESULTS: A 29-year old man with Kimura disease in right upper extremity. T1-

weighted MRI of the distal arm and elbow showed the vertical extent of the mass in 

the subcutaneous plane causing displacement of the underlying muscles and 

neurovascular brachial bundle .post-contrast T1-weighted MRI of the distal arm and 

elbow showed abundant enhancement of the mass with multiple enlarged axillary 

lymph nodes 

A 25-year old man with Kimura disease in right inguinal region.ill-defined with 

same previous signal patterns were found. exhibited enlarged or obviously enhanced 

abnormal lymph nodes . 

CONCLUSIONS: The characteristic morphology with associated regional 

lymphadenopathy are main characteristic imaging findings of KD in the an atypical 

region 

  

 

   

 

 
PU-0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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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朗格汉斯细胞组织细胞增多症影像学表现及鉴别诊断 

 
钟军,何来昌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30006 

 

摘要:目的 探讨骨朗格汉斯细胞组织细胞增多症的影像学表现，提高对该疾病的认识及诊断

率。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手术及病理证实的 18例骨朗格汉斯细胞组织细胞增多症的临床及 X

线、CT、MRI表现。结果 18例中，男 8例，女 10例，年龄 1.5岁～35岁，平均 15.8 岁。

17例为单发，1例为多发。6例位于颅骨，6例位于长骨（包括股骨 3例、胫骨 1例、肱骨 1

例、桡骨 1例），3例位于脊柱，1例位于肩胛骨，1例位于颌骨，1例位于肋骨。颅骨病变表

现为类圆形溶骨性骨质破坏并周围软组织肿胀或软组织肿块形成，边缘清晰，无硬化，骨膜反

应少见。长骨病变多位于骨干，表现为纵向溶骨性骨质破坏并周围软组织肿胀，骨皮质受压或

伴局部骨皮质破坏，周围可见骨膜反应。脊柱病变表现为单发或多发溶骨性骨质破坏，可并软

组织肿块形成，椎间隙多正常。肩胛骨病变表现为溶骨性骨质破坏并软组织肿块形成，周围软

组织肿胀。颌骨病变表现为溶骨性骨质破坏，并软组织肿块形成，周围见骨膜反应。肋骨病变

表现为溶骨性骨质破坏，局部骨皮质破坏，周围软组织肿胀。MRI多表现为 T1WI低信号，

T2WI高信号，周围软组织肿胀，增强扫描明显强化。结论 骨朗格汉斯细胞组织细胞增多症

少见，不同部位的病变影像学表现具有一定特征性，结合临床资料可提高对其术前诊断率。 

   

 

 

PU-0172 

臂丛神经的 MRI 检查方案及正常表现 

 
武夏夏 

襄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441000 

 

目的 探讨 3.0T磁共振重 T2脂肪抑制序列增强扫描在臂丛神经成像中的可行性及其显示臂丛

神经的优势，确定臂丛神经 MRI扫描的最佳方案。 

材料与方法 正常组 20例，其中男 12例，女 8例，年龄 19～56岁，平均 30.2岁；在确定无

磁共振检查禁忌及造影剂过敏后，进行 MRI检查。MRI扫描采用西门子公司的 3.0T磁共振成

像仪进行。每例均行颈椎 MRI常规扫描、重 T2脂肪抑制序列平扫及增强扫描。评价冠状面重

T2脂肪抑制序列平扫及增强扫描对臂丛神经节后段的显示情况。 

结果 冠状面重 T2脂肪抑制序列平扫及增强扫描可以清楚地显示所有正常者臂丛神经的构成、

走形、连续性、形态及信号。T2WI序列横断面及重 T2脂肪抑制序列增强扫描冠状面原始图像

可清晰显示椎管内臂丛神经前后根，为脑脊液高信号环绕下的等信号丝状结构。冠状面重 T2

脂肪抑制序列增强扫描对臂丛神经节后段 C5～Th1神经根及上、中、下干的显示情况略优于重

T2脂肪抑制序列平扫，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各部分神经显示情况 P值均＞0.05）。增强扫

描较平扫的优势在于能更好地抑制背景信号，排除周围淋巴结及小血管的干扰，减少伪影，其

背景抑制效果良好，两者差异有明显统计学意义（各部分神经周围背景抑制情况 P值均＜

0.05）。 

结论 MRI可同时清晰显示臂丛神经椎管内外两部分。重 T2脂肪抑制序列增强扫描可以清楚地

显示臂丛神经节后段的解剖结构，并且能获得更好的背景抑制效果，可以作为臂丛神经检查的

常规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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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173 

髌骨稳定性与髌股关节炎 MRI 表现相关性研究 

 
李淑华,马宜传,宋宏伟,朱广辉 

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233000 

 

 目的 研究髌骨位置四项描述指标与髌股关节炎(PFOA) MRI特征之间相关性。方法 对 65

例 PFOA患者及 10例正常人群进行膝关节 MRI检查，评估髌骨长度率(PLR)、滑车沟(SA)、髌

骨外侧倾斜角(LT-PA)、二等分处平移(BO)四项指标与髌股内外侧关节面软骨形态改变和骨髓

水肿样病变(BML)的相关性。 结果 PLR与软骨缺损程度和外侧 BML相关(r=0．723、0．

804、0．754，P<0．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2) SA与软骨缺损和外侧 BML相关( r=0．

631、0．725、0.765，P<0．05)，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3) 最小 LPTA(8
。
~13

。
)与外侧软

骨缺损相关性大，OR(95％CI)=1，但最大 LPTA(24
。
~28

。
)与外侧软骨缺损相关性小，OR(95％

CI)=0．4(0.3-0.6)。LPTA 与外侧 BML相关性也有同样的趋势。(4) BO值与内侧软骨丢失和

外侧 BML相关(r=0.612、0.546，P<0．05)，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结论 四项髌骨稳定性

指标与髌股关节软骨缺损及外侧关节面骨髓水肿程度都存在着相关性，但对内测关节骨髓水肿

程度影响不大。四项髌骨稳定性指标对于 PFOA有一定的评估价值。  

 

 
PU-0174 

膝关节滑膜骨软骨瘤病的影像学诊断价值 

 
伏平友

1
,武国华

1,2
,洪士强

1,2
 

1.山东黄河医院 

2.山东省立医院 

 

摘要: 目的 探讨 X线、CT、MRI在诊断膝关节滑膜骨软骨瘤病的作用。方法 回顾分析 16

例经手术病理证实的膝关节滑膜骨软骨瘤影像学资料, 总结其 X 线平片（DR）、

CT 和 MRI 表现特征。结果 16例中 12例 （12/16，75%）X线表现为膝关节周围见多枚

不规则钙化或骨化结节影，另 4例仅见关节软组织肿胀而未见骨化钙化影，其中 10例典型者

呈多发成簇的石榴子样钙化或“ 同心圆”状钙化。CT能清晰显示病例的软骨瘤游离体结

构、大小、位置、数目,尤其对软骨体内微细钙化较平片更为敏感,同时在观察软骨小体在关节

滑囊内或囊周的分布也明显优于 X平片。16例中 14例（14/16，87.5%）膝关节周围见多枚不

规则钙化或骨化结节影，MPR 及 VR可以多方位显示钙化及骨化的游离体数目、大小、形态、

部位。16例 MRI均表现为滑膜弥漫性或局限性增厚，不同程度关节积液。增厚滑膜 T1WI 呈等

或稍低信号；T2WI呈高信号。本组 14例关节内见游离体，关节游离体分布部位：髌上囊区 7

例、关节腔内 4例、腘窝区 2例、髌下脂肪垫区 1例、全膝关节 2例。其游离体随其成份不同

MRI信号各异。结论 膝关节滑膜软骨瘤病具有以下特点：滑膜弥漫性或局限性增厚；关节游

离体；关节腔积液；无关节骨质破坏。X线、CT、MRI三种影像学方法诊断膝关节滑膜骨软骨

瘤病各有优缺点。X线和 CT 在发现钙化与骨化占优势，MRI 在发现仅表现为滑膜增厚的早期病

变占优势。临床上应根据需要恰当选择，必要时联合应用，优势互补。影像学检查不仅对滑膜

骨软骨瘤病诊断有重要价值，对临床术前治疗方案制定也在重要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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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柱巨细胞型骨肉瘤的影像表现（附 1 例报告并文献复习） 

 
张静,查云飞,谢宝君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430060 

 

目的 探讨脊柱巨细胞型骨肉瘤的影像表现特征。方法 报告 1例脊柱巨细胞型骨肉瘤患者 CT

及 MRI表现，结合文献分析该疾病的影像表现，总结影像学特征。结果 单个或多个椎体及附

件膨胀性溶骨性骨质破坏，骨皮质毛糙、不连续，内缘见粗大骨嵴，无骨膜反应；MRI呈长 T1

长 T2信号，信号均匀，周围形成软组织肿块，可合并椎体病理性压缩骨折。结论 脊柱巨细胞

型骨肉瘤影像学表现椎体膨胀溶骨性骨质破坏，无骨膜反应，与脊柱骨巨细胞瘤鉴别困难。 

 

   

 

 
PU-0176 

髌骨痛风一例报道 

 
梁小红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730030 

 

 

患者 男，26岁，4年前骑自行车摔倒致右膝关节疼痛伴活动受限，当地医院 X线检查未见明

显骨折征象，可见周围软组织肿胀，当时未予处理，在家休息后症状缓解（当时影像资料已丢

失）； 1年前（2015年 8月 10日）出现右膝关节及右足内侧间歇性剧烈疼痛，遂就诊于当

地医院。入院检查尿酸明显高于正常，诊断为：痛风。给予秋水仙碱口服半个月余，疼痛明显

缓解，当时未做任何影像检查；现（2016年 10月 16）因患者右膝及右足内侧又出现间歇性疼

痛并加重就诊。本次入院：查体，神志清，精神状态可，饮食睡眠及大小便正常，近期体重未

见明显改变，为 68Kg；专科检查：右膝关节肿胀，皮肤不发红，感觉无异常，髌骨上外侧压

痛（+），右膝关节伸直 0°，屈曲 130°，屈曲 90°时右膝关节疼痛加重，浮髌试验（+），

右足内侧缘压痛（+）；实验室检查：尿酸 619 umol/L（正常值 237~356 umol/L） C 反应蛋

白 32 mg/L（正常值 0~5 mg/L）。患者未进行右足相关影像检查。髌骨手术后，经风湿科检

查，未见相关风湿性关节炎的表现；行痛风规范化治疗；1个月后电话随访：患者经控制饮

食，疼痛基本缓解，停用痛风相关药物，目前患者一切正常。   

 

 
PU-0177 

多囊样骨母细胞型骨肉瘤 1 例报告 

 
任浩,宋英儒 

广西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530021 

 

患者女性，15岁，因“左胫骨肿瘤”入院。患者自述左小腿疼痛 9月余并进行性肿大。查

体：生命体征平稳，神清，慢性病容；左小腿上段可触及肿物，皮温稍高，触之质中，有压

痛；左下肢轻度水肿，皮肤张力较高，左足背感觉麻木；左膝关节伸展受限。入院左小腿正侧

位 DR提示左侧胫骨上段占位性病变，可见溶骨性骨质破坏及骨膜反应，2016年 8月 19日左

小腿 MRI示：左侧胫骨上端髓腔内见不规则等 T1长 T2信号影，软组织肿块呈多囊状结构，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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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欠清，囊壁内缘清楚，较大者长径约 2.4cm，囊内见短 T1长 T2信号影，压脂扫描均呈高信

号，并可见多个长 T1短 T2 信号液平，结合 DR考虑为骨肉瘤可能。于 2016年 8月 24日行

“左大腿截肢术”，术中大体病理见左侧胫骨上端肌肉变性，边界不清，质地软，血运丰富，

其内可见大量坏死组织，部分组织鱼肉样改变。术后病理标本提示：镜检于纤维结缔组织边缘

见局灶肿瘤细胞及肿瘤性骨基质形成，符合骨母细胞型骨肉瘤。免疫组化：Vimentin(+)、

CD56(+)、P53（+++）、SMA(+)、CK（-)、S-100(-)、Ki-67:50-60%。  

 

 

PU-0178 

糖尿病骨质疏松及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研究进展 

 
陆婧,徐霖 

十堰市太和医院 442000 

 

【摘要】  

目的：从发病机制、诊断指标以及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等方面对糖尿病骨质疏松（diabetes-

osteoporosis，DOP）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材料与方法：应用 PubMed 及 CNKI 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系统，以“糖尿病骨质疏松、功能性

磁共振成像”等为关键词，检索相关中英文文献，探讨糖尿病骨质疏松在临床病理及影像学方

面的研究进展。 

结果：糖尿病常伴有多器官受损，累及骨骼系统易导致骨质疏松。1型糖尿病患者骨质疏松通

常表现为骨密度（bone mineral density, BMD）的下降，而 2型糖尿病骨质疏松患者发生脆

性骨折时可不出现 BMD减低，提示此类患者以骨强度和骨质量的破坏为主。近来，功能性磁共

振成像在糖尿病骨质疏松的应用中涉及 DWI、DCE-MRI、MRS、IVIM、高分辨 MRI等技术，分别

从水分子弥散、骨髓灌注、骨髓水/脂含量比等方面进行研究，糖尿病骨质疏松患者较正常人

可表现为 ADC值及骨髓灌注减低，而骨髓脂肪含量改变则因不同类型糖尿病有所区别。此外，

高分辨 MRI可定量分析骨微结构改变，因而在骨质疏松以及糖尿病骨质疏松的研究中展示出广

阔前景。 

结论：糖尿病并发骨质疏松的机制极其复杂，且糖尿病骨质疏松患者骨折风险显著增加。功能

性磁共振成像对于糖尿病骨质疏松的诊断有着极大的优势，可定量评估患者并发骨折风险以及

检测患者预后，将有助于临床早期干预以及有效的治疗。 

   

 

 
PU-0179 

椎体侵袭性血管瘤 2 例报告及文献复习 

 
聂维敏,杨斌,汤永刚,姜永宏,刘正华 

西安市红会医院 710054 

 

目的 研究椎体侵袭性血管瘤的影像及病理特点，提高对椎体侵袭性血管瘤的认识与诊断水

平。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例经手术病理证实的椎体侵袭性血管瘤的影像表现及病理特征，结合相关

文献，总结椎体侵袭性血管瘤的影像及病理特点。 

结果 病例 1，女，56岁，CT示胸 11椎体骨小梁呈“栅栏样”改变，椎体后缘骨皮质毛糙，

软组织影增厚，见针状骨膜反应，同水平硬膜囊受压；股静脉穿刺，DSA下行“肿瘤血管造影

及栓塞术”，胸 11椎体左右供血动脉显影，胸 11椎体染色明显，经导管于右侧椎体供血动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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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入弹簧圈，左侧椎体供血动脉注入明胶海绵条，胸 11椎体染色消失；之后，全麻下行胸椎

后路椎管减压、椎体强化、植骨融合内固定术，手术顺利；术后病理示胸 6椎体瘤样增生之血

管组织，毛细血管内皮细胞增生活跃。病例 2,女,51岁,腰 2椎体轻度膨胀,骨小梁粗大、稀

疏，局部骨质破坏，呈等长 T1混杂长 T2信号，椎体后缘骨皮质不完整，硬膜囊略受压。介入

条件下行肿瘤血管造影及栓塞术成功后，行胸 6椎体成形术联合后路减压内固定治疗，术后病

理示腰 2椎体侵袭性血管瘤，以毛细血管增生为主，部分区域毛细血管内皮细胞增生肥大，突

向腔内，增生活跃。 

结论 椎体侵袭性血管瘤诊断的主要依据是影像学和术后病理检查结果，病灶内脂肪成分的减

少或缺失与椎体血管瘤的侵袭性具有一定的相关性。椎体侵袭性血管瘤除具有典型的椎体血管

瘤影像学征象外，常累及整个椎体，附件亦常受累，椎体骨皮质有不同程度侵蚀，常造成椎体

后壁骨皮质不完整，部分可伴有软组织肿块形成，MRI检查有助于分析病灶内脂肪成分的含

量。开放手术前，介入条件下行肿瘤血管造影及栓塞术可有效减少手术出血量及并发症。  

 

 

PU-0180 

探讨湿性坏疽型糖尿病足主要的 MRI 表现 

 
杨景勇,舒政,邓小飞,陈雯,戴晓婷 

上海中医院大学附属上海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200082 

 

目的：探讨湿性坏疽型糖尿病足磁共振（Magnetic Resonance Image，MRI）平扫的影像表

现。 

材料与方法：回顾性分析 2016年 3月-2017年 7月在我院住院且接受 MRI平扫检查的湿性坏

疽型糖尿病足患者 30例，其中男性 23例，女性 7例；年龄 33岁-88岁。临床主要表现为足

部皮肤破溃肿胀或足部畸形。糖尿病病程 5年-26年，平均病程为 14年±5.3 年。 

结果：MRI平扫表现为骨髓水肿 27例，骨髓炎伴脓肿形成 11例，肌腱水肿 8例，窦道形成 2

例。骨髓水肿为湿性坏疽型糖尿病足患者足部的主要 MRI表现，并且具有统计学差异

（P<0.05）。 

结论：MRI清晰显示糖尿病足部骨质及软组织病变范围及程度。经过 MRI检查有利于指导临床

治疗。  

 

 
PU-0181 

42 例单椎骨质破坏性病变的影像征象及误诊分析 

 
刘正华,姜永宏,刘本寅,张玉婷 

西安市红会医院 710054 

 

目的：分析单椎骨质破坏性病变的影像征象及误诊情况，探讨单椎骨质破坏性病变的影像诊断

思路。 

方法：搜集整理 2014年 1月至 2017年 4月期间我院单椎骨质破坏性病变患者的影像学资料，

对照手术或穿刺病理结果，分析常见病变的影像学征象及诊断要点。纳入标准：单椎骨质破

坏。排除标准：1典型椎体血管瘤；2伴病理性骨折；3无明确病理结果；4有明确的其他部位

恶性肿瘤病史或检查中发现其它部位恶性肿瘤的情况。 

结果：总计纳入 42例病变，男 19例，女 23例，年龄 9-75岁，平均年龄为 46±12.2 岁。影

像征象包括溶骨性或虫蚀样骨质破坏，硬化边缘，骨棘样改变，钙化，累及附件，软组织增厚

或肿块等。病理结果显示，感染性病变 19例，其中椎体结核 15例，布氏菌感染 4例；肿瘤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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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变 26例，其中原发性肿瘤 15例，椎体转移瘤 11例。该组病例影像报告中，8例仅作描述

性诊断，12例作出良恶性推断，22例给出至少 1个倾向性诊断；其中，不典型性脊柱结核误

诊为骨转移瘤 2例，椎体嗜酸性肉芽肿误诊为骨巨细胞瘤 1例，椎体 B细胞淋巴瘤误诊为感染

性病变 1例。 

结论：单椎骨质破坏性病变影像表现缺乏特异性，诊断困难，观察骨质破坏特征及软组织情

况，有助于病变性质的判断；同时，尽量多的搜集患者临床相关信息，结合影像征象，尽可能

的作出倾向性诊断，有助于诊断水平的提高和减少误诊。  

 

 
PU-0182 

胫骨上段不典型骨巨细胞瘤一例（骨外生长） 

 
黄旭,彭华荣,宋建勋 

深圳市宝安区人民医院 518101 

 

患者中年女性，左小腿肿痛活动受限 6月余。专科检查示左小腿上段前外侧可触及一肿物，大

小约 3cm×5cm，皮肤色素沉着，局部皮温未见升高，质地韧，活动度差，有触痛。其余查体

未见明显异常。影像表现：CR片上左侧胫骨平台下方偏外侧可见一类圆形骨质破坏影，周围

未见骨质硬化或骨膜反应。B超、CT及 MR上见肿物自骨内向骨外突出生长，大小约

3.0cm×2.2cm×5.8cm，呈哑铃状，骨内部分 B超呈无回声、无血流，CT呈低密度影，MR呈

T1WI稍低 T2WI高信号，骨外部分 B超呈稍低信号，内部血流信号极丰富，CT呈等密度，CT

值约 30-60Hu，周围见不规则骨壳，MR呈 T1WI等 T2WI稍高信号，核素扫描骨内、外部分均有

浓聚。讨论：本例患者中年女性，病灶位于骨端，呈轻度膨胀性生长，CT上可见到骨壳，无

骨髓水肿、骨质硬化、骨膜反应或软组织肿块，支持骨巨细胞瘤诊断，但病灶呈哑铃状突向骨

外，且骨内、外回声、密度、信号不同，且病灶膨胀不明显，CR片上未见到典型的皂泡征，

增加了诊断难度。鉴别诊断：本病需与动脉瘤样骨囊肿、骨母细胞瘤、骨巨细胞修复性肉芽

肿、骨样骨瘤等鉴别。动脉瘤样骨囊肿常见于长骨干骺端，以 10-20岁多见，病变以囊性成分

为主，多囊融合，MRI可清楚显示囊内液-液平面。病灶实性成分少。动脉瘤样骨囊肿和骨巨

细胞瘤有时可以同时存在。骨母细胞瘤以脊柱附件多件，四肢长管状骨次之，临床表现为局部

钝痛，病灶内部有斑点状、大片状钙化或骨化是其特点，周围有清楚的薄壳状骨硬化缘，具有

特征。巨细胞修复性肉芽肿在影像学上与骨巨细胞瘤表现相似，但发病年龄相对较轻 10-30岁

多见，多侵犯上颌骨、下颌骨及手足，囊变少见，这种疾病更多的是代表一种反应性过程，而

不是真正的肿瘤。骨样骨瘤 65%位于长骨，8-10%侵犯脊柱，临床疼痛明显，可有夜间痛，水

杨酸可缓解，病变发展有自限趋势，瘤巢信号多变，＜1cm，周围硬化明显。    

 

 

   

 

 

PU-0183 

背部弹力纤维瘤的 CT、MRI 表现 

 
高燕军,薛永杰,刘刚,王静,查丽,贾荣荣 

西安市第三医院 710082 

 

目的 探讨 CT及 MRI对背部弹力纤维瘤的诊断价值。方法 回顾 8例经活检证实为弹力纤维瘤

患者的临床资料，分析其 CT及 MRI影像。结果 8例患者均为女性，平均年龄 63.5岁，病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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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背部肩甲下角区胸壁和肩胛骨之间，其中双侧发病 6例（75%），右侧 2例（25%），病灶大

小 3.5-9.2cm， CT图像上病灶密度略低，密度欠均匀，MRI T1WI及 T2WI信号与邻近肌肉相

仿，内可见条索样脂肪信号影,与胸壁平行，呈“束带样”表现。结论 背部弹力纤维瘤多见于

老年女性，典型者 CT及 MRI 表现为肩胛下角边界尚清的扁圆形包块，内呈条纹样改变有一定

的特异性，CT及 MRI检查对该病的诊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PU-0184 

双源 CT 在足踝创伤中的诊断价值 

 
姜涛 

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 300170 

 

目的 探讨双源 CT在足踝创伤中的诊断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双源 CT扫描的足踝创伤患者 20例。利用 MPR及 VR以等后处理技术，显示骨

骼、关节以及肌腱、软组织等。 

结果 发现微细骨折 15例，骨坏死 3例，关节脱位 4例，异物 2例，肌腱受累 8例，其中，肌

腱缺失、挛缩 4例，黏连 2例，转位再植术后水肿 1例。所有病例均经手术及临床证实。一次

检查的平均容积 CT 剂量指数为 6.38 mGy。 

结论 双能 CT 是一种检查足踝创伤的新方法，不仅能清晰显示骨关节和肌腱，而且对手术方

案的制订具有一定的价值。 

   

 

 
PU-0185 

四肢肌内异位腱鞘囊肿的 MRI 影像学分析 

 
姜涛 

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 300170 

 

目的 分析四肢肌内异位腱鞘囊肿的 MRI影像学征象，提高其 MRI诊断准确性。 

方法 回顾分析 30例 35个病灶，经我院病理证实的四肢肌内异位腱鞘囊肿的临床和 MRI资

料。 

结果 30例四肢肌内异位腱鞘囊肿中均呈长 T1长 T2信号，STIR呈高信号，未侵犯邻近骨骼与

关节，其中 11例病灶见边缘云絮状或花边状水肿信号，19例病灶内见低信号分隔带。钆喷替

酸葡胺（Gd－DTAP）增强，整个病变无强化。 

结论 光整无强化的囊样病灶及病灶内均匀一致的窄飘带状无强化低信号分隔带是四肢肌内异

位腱鞘囊肿的特征性表现。 

   

 

 

PU-0186 

甲状腺功能减退症 X 线平片的影像表现分析一例 

 
兰邦涛 

湖北医药学院附属太和医院 44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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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 男，22岁 门诊病人 因咳嗽行胸片，右踝部疼痛、行动不便行右踝关节 X线拍片。 

影像表现： 右踝关节、右足骨质密度不均匀减低（骨质疏松），周围软组织肿胀；右胫腓骨

下端及跟骨骨骺未闭（闭合延迟），胫骨踝关节面欠光整，骨质略硬化，踝关节内侧间隙增

宽。胸片附见：双侧肱骨骨骺未闭（闭合延迟）。 

病史、临床资料：患者“行动不便、体重增加 8年”。自患病以来，精神欠佳，食欲可，嗜

睡，大便干结，小便正常，体力差，体重增加。一般情况尚可，患者体温正常，呼吸 18 次

/min，心率 78 次/min，血压 104 /73 mmHg，神志清楚，超力体型，全身皮肤粗糙，浅表淋巴

结未触及肿大，颈软，甲状腺不大，心、肺听诊无异常。腹膨隆，无压痛及反跳痛，肝脾触及

不满意；无腋毛、阴毛、外生殖器幼稚型。 

实验室检查：FT3：0.382pmol/L、FT4：1.236pmol/L、 TSH：50.0mU /L。 FT3↓、FT4↓、

TSH↑ 

病例分析： 

1.甲状腺激素对骨的正常生长和成熟有重要作用，青少年早期缺乏甲状腺激素导致线形生长受

阻，骨骺闭合延迟，骨龄明显落后于年龄。 

2.黏液性水肿——甲减病人的成纤维细胞分泌透明质酸和黏多糖，具有亲水性，阻塞淋巴管，

引起黏液性水肿，多数表现为非可凹性水肿；透明质酸、黏蛋白、黏多糖的液体在组织内浸

润，在皮下浸润致使皮肤肿胀，表皮萎缩、角化，故自患病以来体重不断增加，皮肤粗糙。 

3.肌肉痉挛、疼痛、发僵常见，肌肉收缩和舒张迟缓导致动作笨拙缓慢，腱反射迟钝，行动不

便，长期导致废用性骨质疏松。  

诊断意见：结合临床表现、实验室甲状腺功能检查、X线平片影像表现，诊断考虑为甲状腺功

能减退骨关节改变；骨骺闭合延迟，骨龄严重滞后为该病重要特征。  

 

 
PU-0187 

X 线 CT 与 MRI 在强直性脊柱炎诊断中的应用 

 
张庆亚 

中国解放军第 463 医院 100000 

 

 

强直性脊柱炎(ankylosing spondylitis , AS)属于血清阴性关节病，是一种主要累及中轴骨

关节的慢性炎症性疾病，以青年男性多见，有家族和遗传倾向，骶髂关节是最常见和最早累及

的部位，脊柱和髋关节等全身大关节也常常受累，严重时可导致脊柱畸形和关节强直，严重影

响患者的生活质量。一般认为，骶髂关节炎的存在是确诊强直性脊柱炎的重要条件，而影像学

检查是确诊的重要参考依据。目前临床上应用于 AS的影像学诊断方法包括 X线片、CT与 MRI

检查。已有研究报道，MRI 能够清晰显示滑膜、软骨等部位病变，尤其适合应用于 AS早期关

节病变的诊断。   

 

 
PU-0188 

色素沉着绒毛结节性滑膜炎的影像学诊断分析 

 
姜涛 

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 300170 

 

目的：研究色素沉着绒毛结节性滑膜炎（PVNS） 的影像学诊断及病理对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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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分析 24例 PVNS患者的影像学表现，所有患者均行 X线、CT、 MRI常规检查，均进行开

放性滑膜切除术，并与手术病理结果进行对照分析。 

结果： ①X线表现：所有 24例 PVNS患者， 病变邻近骨质无明显骨质疏松，无骨膜反应，钙

化者少见。6例关节内外出现致密性结节状或分叶状软组织肿块，3例关节病变者仅表现 

为关节肿胀，关节面完整，间隙不等宽。14例关节边缘部分侵蚀破坏，呈表浅性缺损或类圆

形不规则缺损。,②CT 表现：24例 PVNS患者中，17例表现为腔内软组织结节影及滑膜囊增

厚，可见增生的滑膜结节及关节外分叶状软组织肿块。5例胫骨平台破坏，2例髋臼边缘破

坏，3例肩关节边缘骨侵蚀，所有骨破坏周围,可见硬化环。③MRI 表现：12例 PVNS患者病变

部位均见增生肥厚滑膜，T1WI 呈中等或中等稍低信号，T2WI呈中等稍高信号，可见多发散在

结节，其内可见含铁血黄素沉着，呈长 T1 短 T2信号，具有一定特征性。关节腔内均见不同

程度的关节积液，在脂肪抑制序列中尤为明显，呈 T2WI高信号。 

结论：PVNS的 MRI表现较 CT、X线表现，  

 

 

PU-0189 

核磁共振技术对膝关节软骨缺损的诊断价值 

 
郑冲霄,陈晨 

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 300170 

 

目的：观察核磁共振 FS PDWI-FSE序列对膝关节软骨缺损的显示及分级，评价其诊断价值。 

材料与方法：研究顺序选取了 30名患者(男 14，女 16，平均年龄 55.8岁)，均于膝关节 MRI

检查后行关节镜检查，明确描述膝关节软骨情况并对软骨缺损进行分级。由经验丰富的放射科

医师盲评膝关节 PDWI图像并对软骨缺损分级。以关节镜结果为标准，计算 PDWI图像对膝关节

软骨缺损检出的敏感度、特异度、准确度。应用 Kappa一致性检验分析核磁共振及 PDWI 序列

与关节镜评分的一致性以及三位阅片者之间的评分一致性。 

结果：FS PDWI-FSE序列对膝关节软骨缺损的检出有较高的敏感度、特异度和准确度。FS 

PDWI-FSE与关节镜分级相比，表现了中等到好的一致性。各位阅片者间对膝关节软骨缺损的

分级表现了很好的一致性。 

结论：二维 FS PDWI-FSE序列对膝关节软骨显示良好，对软骨缺损分级有较高的诊断价值。 

   

 

 

PU-0190 

MSCT 后处理窗技术对低毒性骨感染诊断中的价值 

 
兰天龙 

忻州市神池县人民医院 036100 

 

[摘要]目的 探讨多排螺旋 CT中间窗技术对骨感染的诊断与鉴别诊断价值。方法 搜集我科室

自 2012年 3月到 2017年 4月间 26例骨髓炎病例 CT影像学检查资料，并结合手术穿刺病理进

行回顾性分析。其中慢性硬化性骨髓炎，又称为 Garre骨髓炎，19例，年龄 17-35岁，平均

年龄 22.1岁；慢性骨脓肿 7例，年龄 8-19岁，平均年龄 13.2岁。使用 Neusoft公司 NeuViz 

16多排螺旋 CT扫描机：CT 平扫加薄层重叠重建，多平面重组，皮质窗观察病变区形态学指征

包括病变的位置、范围、边界、密度高低及均匀性、与滋养孔的解剖病理关系及密度测量等。

结果（1）多排螺旋 CT对长骨骨皮质感染病变的皮质、髓腔定位准确。26例病变均定位在滋

养动脉管附近皮质髓腔区。（2）冠状位重组显示髓腔侵犯范围，髓腔内形态改变，髓腔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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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病变区不同程度狭窄。矢状位显示骨皮质到髓腔内的形态变化。（3）采用皮质窗

WL1400/WW600后，病变对比明显增强，优于常规骨窗 WL500/WW1600。病变区死骨及慢性硬化

骨损伤，病变侵犯范围边界等对比显示增强。（4）密度测量，硬化性坏死骨区 CT值与正常骨

皮质区密度相差 120-200HU 左右。常规 CT扫描测量，病变区 CT值与正常骨皮质相差 40-

100HU，且测量区选择不准确。结论 多排螺旋 CT后处理窗技术对低毒性长骨感染病例可以清

楚显示其影像学特征，对骨低毒感染病变正确诊断提供了形态学依据。 

   

 

 
PU-0191 

 基于 CT 数据的 3D 打印在发育性髋关节脱位手术中的应用价

值 

 
陈欣,何玲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探讨基于髋关节 CT影像数据的 3D打印技术在儿童发育性髋关节脱位的精确手术中的应用

价值。方法选取自 2016年 1月至 2017年 1月我院骨科收治的须行手术治疗的发育性髋关节脱

位患者 34例,随机分为 3D打印组和常规组各 17例。3D打印组应用髋关节 CT影像数据制作 3D

打印技术行股骨截骨及髂骨翼植骨的预测，对照组应用常规截骨器械行手术。记录两组患者完

成股骨截骨所用的时间、所得股骨截骨片厚度与术前规划之间的偏差以及两组患者的手术时

间。结果 3D打印组股骨截骨的完成时间为（20.4±3.3）min,常规组为（34,.2±5.1）min,

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3D打印组截骨厚度与术前规划厚度偏差为

（1.54±0.54）mm,常规组为（2.7±1.1）mm,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3D打

印组手术时间为（102.0±6.3）min,常规组为（135.0±7.8）min,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两组患者均未出现并发症。结论应用基于髋关节 CT影像数据的 3D打印技术

辅助行发育性髋关节脱位手术能缩短股骨截骨所需时间,使截骨更加精确。3D打印技术对髋关

节进行数字重建和打印，为患者提供更精准、个体化的诊疗方案。 

   

 

 
PU-0192 

CDU 与 3D CE-MRA 对糖尿病下肢动脉病变的对照研究 

 
赵川 

忻州市人民医院 034000 

 

目的：探讨彩色多普勒超声(CDU)与磁共振血管成像(3D CE-MRA)对糖尿病下肢动脉病变狭窄程

度与闭塞的诊断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 26例 2型糖尿病(T2DM)患者同时进行 CDU、3D CE-

MRA的检查资料，以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SA)为金标准，观察并统计下肢动脉病变的闭塞节

段、狭窄程度，并计算 CDU、3D CE-MRA诊断糖尿病下肢动脉病变(LEAD)的敏感度、特异度和

符合率。结果：与 DSA金标准进行比较，CDU评估糖尿病 LEAD的敏感度为 99.4%，特异度为

95.3%，符合率为 88.75%；3D CE-MRA评估糖尿病 LEAD的敏感度为 99.4%，特异度为 95.2%，

符合率为 91.6%。以管腔达到中度狭窄(包含中度)以上进行统计，CDU评估糖尿病 LEAD 的敏感

度为 93.1%，特异度为 96.4%；3D CE-MRA评估糖尿病 LEAD 的敏感度为 98%，特异度为

97.6%。CDU与 3D CE-MRA对下肢动脉狭窄及闭塞的总体检出率差异无显著性(P>0.05)，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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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中度狭窄的阳性检出率差异无显著性(P>0.05)，对重度狭窄及闭塞的阳性检出率差异有显

著性(P<0.05)。结论：与 DSA比较，CDU、3D CE-MRA二者均具有无创、简便、易行的特点，

对于诊断轻度狭窄 CDU与 3D CE-MRA没有明显差异，对于诊断中度狭窄以上(包含中度)3D CE-

MUA明显优于 CDU，是诊断糖尿病 LEAD的重要检查方法。 

  

   

 

 

PU-0193 

脊椎骨质疏松骨折和转移骨折的 MRI 鉴别诊断 

 
赵书怀 

忻州市人民医院 034000 

 

目的：对脊椎骨质疏松所致骨折和转移骨折鉴别;方法：对 56例脊椎骨质疏松骨折和 41例转

移骨折进行 MRI检查，所选序列为矢状位 T2WI、T1WI、STIR和轴位 T2WI，对磁共振表现和临

床、病理结果进行对照分析；结果：表现为楔形改变骨质疏松者 53例、转移骨折 8例；有液

体裂隙征和椎体真空征者骨质疏松 12例，无一例见于转移骨折；表现为带状、线状、片状者

骨质疏松所致骨折 56例，转移骨折仅见例。结论：椎体裂隙征和真空征出现敏感性低但特异

性高；表现为带状、线状及片状者对脊椎骨质疏松骨折和转移骨折有重要意义。  

 

 

PU-0194 

螺旋定量 CT 评价绝经后女性腰椎骨质结构及密度 

 
张斌青 

洛阳正骨医院 471013 

 

摘要：目的 探讨 128层螺旋定量 CT（QCT）对绝经后女性 L2～L4椎体骨质结构评价及对骨质

疏诊断的价值。方法：300 例绝经后女性，同时行腰椎（L2～L4）128层螺旋 CT扫描及多平面

重组（MPR），QCT与双能 X线吸收（DXA）骨密度的分别检测。分析 CT重建图像及对骨密度

测量值进行统计学分析，比较 QCT和 DXA对腰椎骨质结构评价及骨质疏松检出率的价值。结果 

300例绝经后妇女中， CT图像（MPR）对骨质结构的评价分别与 QCT、DXA骨密度测量结果呈

负相关（r=－0.91, P＜0.05；r=－0.75, P＜0.05），与 QCT相关性高于 DXA。QCT 及 DXA测

量腰椎部位骨密度对骨质疏松的检出率分别是 40.33%(121 /300) 、 ( 18.00 /300) ，QCT对

骨质疏松的检出率高于 DXA（χ
2
=99.65，P＜0.05）。结论 利用多层螺旋 CT结合 QCT 骨密度

测量，可客观评价骨质结构并早期诊断骨质疏松。 

   

 

 
PU-0195 

99mTc-MDP SPECT/CT 融合显像诊断痛性副舟骨 

 
张斌青 

洛阳正骨医院 47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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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
99m
Tc-MDP SPECT/CT融合显像对痛性副舟骨的诊断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 32

例临床确诊痛性副舟骨患者的
99m
Tc-SPECT/CT资料，分别计算 CT、SPECT/CT显像对痛性副舟

的诊断灵敏度和准确性，不同方法的诊断结果比较采用 X
2
检验。结果 32例患者，45只足副

舟骨，其中痛性副舟骨 35只足。CT、SPECT/CT显像对痛性副舟骨的诊断灵敏度分别为 42.86

（15/35）、94.29%（33/35）。
99m
Tc-MDP SPECT/CT对痛性副舟骨的诊断准确性高于 CT显像

（P＜0.05）。结论 
99m
Tc-MDP SPECT/CT融合显像可准确诊断痛性副舟骨，有临床应用价值。 

[关键词] 痛性副舟骨；体层摄影术，发射型计算机，单光子；诊断 

   

 

 

PU-0196 

红外热成像诊断足底筋膜炎 

 
张斌青 

洛阳正骨医院 471013 

 

摘要：目的 探讨红外热成像对足底筋膜炎的红外热像图表现及诊断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

43例临床最终诊断为足底筋膜炎患者患足热像图，并以 30例健康志愿者健足作为对照组，对

两组研究对象足根温度进行定性及定量分析，并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30例 60只健足足跟

红外热像图显示双侧基本对称，平均温度（32.9±1.31）℃；40例患者 61只患足，红外热像

图表现为高温 21只，平均温度（34.21±0.89）℃，混杂温度 19只，平均温度

（32.3±1.21）℃，低温 22只，平均温度（30.54±0.89），三型总体之间及两两之间均有统

计学意义（P＜0.05）。结论： 红外热像图可诊断足底筋膜炎，有一定临床应用价值。 

 

   

 

 
PU-0197 

磷酸盐尿性间叶肿瘤的影像表现及临床诊断 

 
颜方方,李梅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 200233 

 

【摘要】目的：探讨磷酸盐尿性间叶肿瘤的临床及影像学特点，以提高临床诊断水平。方法：

回顾性分析 9例经临床或病理证实的 PMT患者的临床资料及影像学表现、实验室检查及病理资

料。结果：除 2例缺乏相应临床病史，余 7例 PMT患者均表现为长期多部位疼痛，包括腰背

部、髋部和四肢负重关节。9例患者表现为血磷减低、血钙正常、碱性磷酸酶增高；8例甲状

旁腺激素升高，6例患者 25-羟维生素 D减低。4例患者行奥曲肽显像后均表现为病变区异常

浓聚。7例行 CT检查，MR检查 5例，X线检查 3例。6例病灶位于骨内，均发生于下肢，股骨

2例，髋臼、耻骨、膝关节、胫腓骨各 1例，其中位于胫腓骨者为双侧胫腓骨多发病灶。3例

病灶位于软组织内，分别为眼眶内侧壁、耻骨联合下方收肌区及会阴部。4例病灶表现为 T1WI

低、T2WI高信号，增强后明显强化，8例患者表现为骨质软化、骨质疏松，并伴多发骨折及假

性骨折，仅 1例仅表现为骨质疏松。6例经病理证实为磷酸盐尿性间叶肿瘤，其中 1例伴血管

瘤形成；1例为肌间动静脉血管增生。讨论：对于长期多部位疼痛，影像学检查显示多发骨质

软化、假性骨折的患者，同时实验室检查示血磷减低、碱性磷酸酶增高、甲状旁腺激素升高、

25-羟维生素 D减低，应首先考虑为瘤源性骨质软化，首选奥曲肽显像检查用以寻找病变部

位，并结合 MR、CT及 X线明确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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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198 

3.0TMRI 造影及平扫对诊断髋臼盂唇撕裂差异的比较 

 
颜方方,李梅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 200233 

 

【摘要】目的：本研究旨在比较单髋 3.0TMRI平扫及直接造影对诊断髋臼盂唇撕裂敏感性及准

确性的差异。方法：收集我院两年内 39例因髋关节疼痛而拟诊为髋臼盂唇撕裂并经关节镜检

查确诊患者的影像学资料，其中 22例行单髋 3.0TMRI关节直接造影，17例行单髋 3.0TMRI 平

扫。将所有患者髋臼盂唇均分为前上、前下、后上及后下 4个区域，以关节镜检查为金标准，

比较 MRI髋关节直接造影及平扫对诊断盂唇撕裂的敏感性及准确性。结果：MRI造影诊断盂唇

损伤撕裂部位共 24处。包括前上 21处、前下 1处及后上 2处。关节镜所见损伤部位共 20

处，均位于前上盂唇。后下盂唇在 MRI及关节镜均未见撕裂。其中，前上盂唇直接造影及关节

镜同时诊断为撕裂的共 19处，直接造影对前上盂唇撕裂敏感度为 95%、准确度 86.4%。前下及

后上部位直接造影诊断的盂唇撕裂均为假阳性。MRI平扫 2例为阴性，余 15例患者发现髋臼

盂唇撕裂共计 18处。包括前上 14处、后上 2处及后下 2 处。关节镜所见损伤部位共 19处，

17例位于前上盂唇，后上及后下各 1例。前下盂唇在 MRI及关节镜均未见撕裂。MRI平扫对前

上盂唇撕裂敏感度为 82.4%、准确度 82.4%。单髋 3.0TMRI髋关节直接造影与平扫对诊断盂唇

撕裂敏感性及准确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讨论：单髋 3.0TMRI直接造影在诊断髋臼

盂唇撕裂时敏感性及准确性高于 3.0TMRI平扫，但两者之间并无统计学差异。因此，单髋 MRI

平扫可以基本满足髋臼盂唇损伤的诊断要求。如果临床医生有更精确的要求，可行髋关节直接

造影检查。 

   

 

 
PU-0199 

双源 64 排螺旋 CTA 对下肢动脉狭窄及闭塞性病变的诊断价值 

 
尤国庆 

南阳市中心医院 473006 

 

目的：通过双源 64排螺旋 CTA成像与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SA）进行比较，探讨双源 64 排螺

旋 CTA对下肢动脉狭窄及闭塞性病变的诊断价值。方法：采用德国西门子公司生产的双源 64

排螺旋 CT对 30例临床怀疑下肢动脉狭窄及闭塞性病变的患者进行双下肢动脉血管成像检查，

扫描范围自腹主动脉下段至足底，扫描层厚 0.75mm，管电压 120KV，管电流 250mAs，将原始

图像送入工作站进行图像后处理，主要包括 VR、MIP、MPR、CPR，并结合原始图像进行分析，

所有患者 1周后行 DSA检查，以 DSA作为参考标准，对诊断一致性、敏感性、特异性和狭窄部

位的检出准确率进行计算。结果：在 720个动脉节段中，700个节段在 CTA和 DSA均可以显

示，以 DSA作为诊断标准，双源 64排螺旋 CTA诊断下肢动脉闭塞的敏感性、特异性、准确性

分别为 100%、98.7%、99.8%；对于显示中度以上的狭窄，双源 64排螺旋 CTA的敏感性、特异

性、准确性分别为 99.2%、97.6%、98.1%；双源 64排螺旋 CTA在诊断下肢动脉狭窄及闭塞性

病变与 DSA结果一致性好（k=0.937）。结论：双源 64排螺旋 CTA可以作为下肢动脉狭窄及闭

塞性病变的首选检查手段，对临床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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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200 

Quantitative T2 mapping of thigh muscle: a 

feasibility study in assessing inflammatory myopathy 

 
WANG FENGDAN,SUN CAIYUAN,ZHANG YAN,JIN ZHENGYU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100730 

 

Purpose:  

To explore whether T2 mapping could quantitatively assess edematous thigh muscles 

of patients with inflammatory myopathy (IM) including polymyositis (PM) and 

dermatomyositis (DM). 

Materials and Methods:  

From November 2016 to March 2017, IM patients consistent with Bohan & Peter 

diagnostic criteria and healthy volunteers were prospectively enrolled under 

informed consent. Both thigh T2 mapping and conventional T1WI-FSE and T2WI-Dixon 

sequences were performed on a 3T (Magnetom Skyra, Siemens, Erlangen, Germany). T2 

values of each thigh muscle except gracilis were measured for edematous, 

unaffected and normal muscles. Paired t test and student’s t test was used for 

statistical analysis and a P < 0.05 was accepted 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Results:  

Thirty-six thighs of 18 IM patients (11 PM and 7 DM patients, male: female = 4:5, 

an average age of 52.2 years [29-69 years]) and 20 thighs of 10 healthy volunteers 

(male: female = 1:9, an average age of 36.6 years [25-63 years]) were included. 

For each thigh muscle measured, T2 values of edematous muscles were all markedly 

higher than those in health control (vastus medialis: 614.41±206.96 vs 

309.18±26.23; vastus lateralis: 621.21±127.74 vs 363.25±17.84; vastus 

intermedius: 581.22±86.46 vs 348.86±19.98; rectus femoris [RF]: 601.96±157.48 

vs 338.05±12.09; adductor magnus: 640.88±182.63 vs 335.04±12.00; biceps femoris 

[BF]: 579.52±119.43 vs 354.23±15.92; semi-membranosus [SM]: 542.29±23.47 vs 

340.99±15.16; semi-tendinosus [ST]: 602.47±125.54 vs 334.99±17.65; all P ≤ 

0.001). Except in VL and ST, T2 values of unaffected muscles in patients group 

were also higher than those in health control (all P < 0.05). 
Conclusion:  

Thigh muscles of IM patients which appeared normal on conventional MR images were 

identified abnormal on T2 maps. T2 mapping has the potential to provide 

quantitative information of IM.   

 

 

PU-0201 

脊柱痛风石的影像学诊断 

 
何小华,李小荣,李向东,钱民,彭光明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 51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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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探讨脊柱痛风石的 CT、MRI影像学表现，以提高对该病的认识。方法：对 5例发生于椎

体的痛风石患者的 CT及 MRI 影像学资料及临床表现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5例发生在脊柱

的痛风石患者中，其中 3例男性，2例女性；发生在颈椎 1例，胸椎 3例，腰椎 1例；5例均

可见椎旁软组织及肿块硬化边，CT平扫软组织 CT值约 120±47HU，椎体及附件不同程度溶骨

性破坏 3例，椎管狭窄 2例；5例 MRI检查 T1WI均为低信号、T2WI为等或稍高信号，T2WI+FS

为等或稍高信号，增强 MRI 为均匀或不均匀的明显强化；慢性痛风病史 8年以上 3例，12年

以上 2例，并发手或足或膝关节痛风石的 5例均有。结论：脊柱痛风临床上罕见，主要的影像

学表现为椎体或附件骨质压迫性骨质破坏，可见硬化边，椎旁软组织增强后呈不均匀或均匀明

显强化；脊柱痛风应与脊柱结核、硬膜外脓肿、脊柱肿瘤等疾病相鉴别，尿酸增高患者及痛风

史患者发现脊柱椎旁软组织应考虑到本病可能。 

   

 

 
PU-0202 

黏液性纤维肉瘤的影像诊断 

 
张朝晖,向佩,丁磊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510080 

 

目的：提高对黏液性纤维肉瘤的认识和影像诊断准确率。 

方法：结合文献总结分析黏液性纤维肉瘤的临床、病理和影像学特点。 

结果：黏液性纤维肉瘤多见于老年人（50-80岁），20岁以下罕见；男性稍多见。多数黏液性

纤维肉瘤发生于四肢，且下肢多于上肢；位置可表浅或深在；典型者沿筋膜浸润性生长。临床

上多表现为缓慢增大的无痛性肿物；术后易复发；可转移至肺、骨，偶尔转移到淋巴结。显维

镜下可见黏液性纤维肉瘤内含恶性纤维母细胞，细胞密度、多形性不一，肿瘤内富含黏液样基

质，其内常见不完全的分隔，并可见特征性的细长、迂曲的薄壁血管穿行，有时可见出血、坏

死（多见于恶性程度高者）。病变在 CT平扫上呈较低密度，在 T1WI上呈较低信号，在 T2WI

则表现为类似水样的高信号，在增强扫描可见强化，周围可见尾征。 

结论：黏液性纤维肉瘤的影像学表现与其病理改变有关，有一定特点，认识这些特征并结合患

者的年龄和病变的部位综合分析有助于对其做出正确诊断。 

   

 

 

PU-0203 

脊柱软骨母细胞瘤 1 例并文献复习 

 
陈宁,袁慧书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00191 

 

目的： 

软骨母细胞瘤是罕见类型骨肿瘤，占全部骨肿瘤的 1%以下，属于软骨来源肿瘤中的中间型

（偶见转移型），好发部位为四肢长骨，原发于脊柱者罕见，迄今见于文献报道的只有几十

例。 

方法： 

结合本院 1例颈椎软骨母细胞瘤，搜集并复习相关英文及中文文献。 

结果：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2709 

 

患者男性，34岁，病史为颈部进展性疼痛 2年半，无其他不适；查体颈椎向左侧弯，无明显

颈部包块，颈部及双侧上肢运动、感觉、肌力、肌张力均未见异常，双侧上肢 Hoffmann 征及

Rossolimo征阳性。颈椎 CT 表现为枕骨斜坡、C1-3椎体及附件见溶骨性骨质破坏，密度不均

匀，内见点状、条片状高密度，边缘见不完整硬化边，周围可见软组织团块影，向椎旁及椎管

内突出；增强扫描不均匀强化。颈椎 MR表现为上述部位溶骨性骨质破坏，信号不均匀，可见

线样低信号影分隔，亦可见斑点状短 T1、长 T2信号影，压脂序列可见高信号影，周围可见软

组织团块影，向椎旁及椎管内突出；增强扫描不均匀强化。CT引导下穿刺及术后病理示软骨

母细胞瘤。 

搜集 1957年至今英文及中文文献 26篇，总计报道脊柱软骨母细胞瘤 35例，其中中文文献 4

篇、总计 4例。36例中男性 25例（74.2%），女性 10例（25.8%），年龄范围 9-62岁，平均

年龄 29.7±13.4 岁；发生于颈椎者 10例（25.8%），胸椎 12例（34.2%），腰椎 11例

（31.4%），骶椎 2例（8.6%）。脊柱软骨母细胞瘤较原发于长骨者在影像学上表现得更具侵

袭性，如出现地图状骨质破坏、分叶状外观及菲薄或不完整的硬化边等，同时特征性的软骨基

质钙化出现率与原发长骨者基本一致。 

结论： 

脊柱软骨母细胞瘤十分罕见，男性好发，在颈、胸、腰椎发生率大致相同，骶椎罕见，与原发

于长骨的病变表现有一定的区别。 

   

 

 

PU-0204 

461 例中老年男性 QCT 骨密度结果及相关因素分析 

 
李小荣,欧陕兴,李向东,刘盼丽,乔国庆,黄俊成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 510010 

 

目的：了解中成年男性骨密度状况及相关影响因素。方法：对 461例中年男性进行定量 CT骨

密度测量，收集受检者年龄、身高、体重、吸烟、饮酒、糖尿病病史，其中 137例进行骨代谢

生化指标检查，并对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与正常组相比，骨量减低骨质疏松组及严重

骨质疏松组，年龄与骨量减低呈正相关，相对危险度分别为 1.107、1.163、1.174，其余影响

因素无统计学意义；137例骨代谢生化指标检查结果中，骨量减低组 PINP值低于正常组

（P<0.05）；骨质疏松组β-CXT、N-MID及甲状旁腺素值大于正常组及骨质减低组

（P<0.05）；正常组与骨质减低组间 β-CXT、N-MID及甲状旁腺素无显著性差异（P 

>0.05）。结论：QCT可反映骨密度随年龄变化的趋势，其结果与骨代谢生化指标具有良好相

关性。 

   

 

 
PU-0205 

少见部位骨样骨瘤影像学表现 

 
汤秋月

1
,李卉

2
,向述天

1
 

1.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2.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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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骨样骨瘤常见发生部位是股骨、胫骨等长干骨，其他部位较少见，本文旨在分

析非常见部位骨样骨瘤影像学表现及不同影像学检查方法对不同部位瘤巢的检出能力，提高对

其诊断及鉴别诊断能力。 

方法：搜集经手术病理证实的骨样骨瘤 13例，男性 9例，女性 4例，年龄 7-49岁，平均年龄

25.7岁；发病部位：腰椎 2例、股骨颈 3例、掌指骨 4例、跖骨 1例、跟骨 1例、髌骨 1

例、肩胛骨 1例；瘤巢长径最小者 5mm，最大者 16mm，发病时间 3个月到 1年不等；所有病例

均行 X线检查，其中同时行 CT检查者 5例，MRI检查者 2例，X、CT、MRI三种检查方法都行

者 5例。分析瘤巢及其周围改变的影像学表现。 

结果：2例发生于脊柱的骨样骨瘤 X平片均匀发现脊柱侧弯，未能清楚发现瘤巢，病变侧椎体

中柱可见骨质密度增高，1 例发生于跖骨者平片只显示骨质密度增高，其余部位病例均可在平

片上发现类圆形密度减低影，CT及 MRI均能清晰显示瘤巢，CT检查显示瘤巢内钙化灶、瘤巢

周围骨质硬化明显，磁共振显示骨髓及周围软组织水肿，其中一例位于跟骨的瘤巢未见钙化。

一例发生于右足第 3跖骨行 MRI增强检查，可见瘤巢明显强化。 

结论：骨样骨瘤是临床上比较常见的良性骨肿瘤，常见于股骨及胫骨干，常常伴有夜间疼痛加

剧的临床表现，影像学上瘤巢及周围骨质硬化、骨髓及软组织水肿，瘤巢内钙化是其典型表

现，发生于其他部位的骨样骨瘤非常少见，其影像表现亦相同，诊断的要点在于找出瘤巢，值

得注意的是需避免手足骨形态较小、腰椎 X片骨质重叠导致漏诊；需进一步完善检查，CT能

清楚显示各部位瘤巢。另外，瘤巢周围骨质硬化及骨髓水肿范围要轻于或小于发生于长干骨

者。   

 

 
PU-0206 

强直性脊柱炎患者脊柱骨赘的分布及其与病程的关系 

 
王晓红,刘卫敏,孔庆聪,朱叶青,彭艳霞,刘珍珍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510630 

 

【目的】探讨强直性脊柱炎患者脊柱出现韧带样骨赘的数量、分布及其与病程、疾病活动度的

关系。 

【方法】筛选 2014-2016年符合 1984年纽约标准的强直性脊柱炎患者，符合标准的 373例患

者纳入本研究，全部进行骶髂关节正位片及颈椎、胸椎、腰椎正侧位 X线片检查，并分析了相

应的临床资料、CRP实验室检查。 

【结果】（1）373名强直性脊柱炎患者的平均年龄为(25.3±9.7)岁,平均病程为(5.4±4.6)

年。（2）67.9%的患者有超过一个的韧带样骨赘。腰椎、胸椎和颈椎受累椎体韧带样骨赘数目

的比例分别为 49.2%、40.5%和 10.3%。（3）骨赘组患者的平均病程明显长于无骨赘组

(P=0.001)。（4）骨赘组患者的 ASDAS-CRP与无骨赘组无统计学意义（p=0.08）。 

【结论】强直性脊柱炎患者脊柱韧带样骨赘的分布以胸 11-腰 2椎体多见，骨赘数目与疾病病

程的长短呈正相关，与疾病活动度指标（CRP）无相关性。  

 

 
PU-0207 

The application of magnetic MR in the diagnosis of 

sports medicine 

 
秦成伟,张泳华,袁丽萍 

大连市中心医院 116033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2711 

 

 

Abstract OBJECTIVE: To identify an optimal pulse sequence for in vitro imaging of 

hyaline cartilage at 0.5 T. MATERIALS AND METHODS: Twelve holes of varying 

diameter and depth were drilled in the cartilage of two pig knees. Cartilaginous 

lesions were evaluated separately by three independent observers. Interobserver 

variability and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analyses were 

calculated. RESULTS: The mean CNRs of two specimens of cartilage versus saline 

solution ranged from 6.3 (+/- 2.1) to 27.7 (+/- 2.5), and those of cartilage 

versus subchondral bone from 0.3 (+/- 0.2) to 22.5 (+/- 1.4). The highest CNR was 

obtained with a T1-weighted spoiled 3D-GE technique (TR 65 ms, TE 11.5 ms, FA 45 

degrees). CONCLUSION: T1-weighted spoiled 3D-GE sequences with a TR of 65 ms, a TE 

of 11.5 ms, and a FA of 30-45 degrees were found to be optimal for in vitro 

imaging of cartilage at 0.5T. 

   

 

 
PU-0208 

单椎体病变的影像诊断 

 
王阳,牛金亮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030001 

 

[摘 要] 目的：单椎体病变的疾病范围广、缺乏特异性，是影像诊断的难题。评估单椎体病

变的影像学表现，总结单椎体病变的影像诊断思路，提高影像诊断的准确性。方法：回顾性分

析 30例经临床及病理证实的单椎体病变的影像学表现，分析观察病变的发病部位、骨质破坏

的类型及特异性征象。结果：30例单椎体病变中，肿瘤性病变 23例（其中良性肿瘤 6 例，包

括血管瘤 2例，纤维结构不良 2例，神经纤维瘤 1例，骨样骨瘤 1例；中间型肿瘤 6例，包括

骨的巨细胞肿瘤 3例，骨朗格汉斯细胞组织细胞增多症 2例，动脉瘤样骨囊肿 1例；恶性肿瘤

11例，包括浆细胞骨髓瘤 2例，淋巴瘤 1例，脊索瘤 5例，转移瘤 3例），非肿瘤性病变 7

例（外伤 2例，骨质疏松 2例，骨结核 1例，布氏杆菌感染 1例，慢性炎症 1例）。特定的病

变有其特定的好发部位及特异性征象，骨质破坏类型与病变良恶性有一定相关性，临床资料对

于诊断有极其重要的价值。结论：准确把握不同病变的影像学表现及特异、辅助性征象，遵循

一定的诊断逻辑思路，有助于提高单椎体病变的影像诊断准确性。 

   

 

 
PU-0209 

骨盆异位指影像学表现——2 例罕见病例报道 

 
王平,龙晓宙,张文文 

甘肃省人民医院 730000 

 

目的：对我院 2016年发现的 2例骨盆异位指进行病例报道。 

方法：本报道涉及 2例患者，1例女性患者因肾脏囊性病变行腹部 CT检查偶然发现；1例患者

因肝脏恶性肿瘤行腹部 CT及 MR发现。 

结果：2例患者骨盆异位指均位于右侧髂骨，髂骨区无明显疼痛及压痛，髋关节无明显功能障

碍。CT表现为右侧髂骨旁多骨节结构，近节与髂骨相连续，可见完整骨皮质及髓腔，骨节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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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假关节结构，假关节面 MR PDWI可见条状略高信号软骨影。2例骨盆异位指均未行手术治

疗。 

结论：骨盆异位指是一种罕见的发生于骨盆的良性先天性畸形，大多数为偶然发现。X线检查

即可发现，CT及 MR可显示其骨细微结构及假关节结构。大多数无症状者无需手术切除，个别

影响髋关节功能或压迫周围结构出现临床症状者需外科治疗。本病需与骨化性肌炎及撕脱性骨

折鉴别。 

   

 

 
PU-0210 

磁共振在类风湿性关节炎诊治过程中的应用 

 
李巍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分析首次确诊 RA患者的手、腕关节治疗前、后的增强 MRI图像，总结 RA的 MR 检查敏

感序列、特点及临床应用。 

方法：回顾性分析 235例 RA患者的 MR图像（均用 GE公司 Optima MR 430s 1.5T扫描仪成

像），观察关节的滑膜增生及血管翳、骨水肿、骨侵蚀、腱鞘、关节肿胀渗出等征象。统计分

析治疗前、后特异性 MRI征象及变化，且与临床（临床表现及风湿血生化指标）间的相关性。 

结果：MRI图像表现为不同程度滑膜增生和滑膜炎、腱鞘炎、关节积液、骨质侵蚀和骨髓水

肿、关节肿胀伴渗出。 

腕、掌指关节积液 194例；关节周围肿胀伴炎性渗出 149例；滑膜增厚 201例，血管翳形成

97例，增生的滑膜和血管翳多位于关节及骨质侵蚀破坏区，最常见部位是桡腕关节，在 SE 

T1WI序列呈低至中等信号，增强后 171例见明确强化；关节面不规则骨侵蚀 153例，以薄层

3D GE序列图像显示更清晰，头状骨、三角骨、月骨为最常见部位；关节周围肌腱韧带异常

114例，增强后腱鞘增厚且明显强化，部分伴腱鞘积液；139例骨髓水肿位于骨质破坏区周

围，T2WI脂肪抑制图像上呈高信号，边缘模糊；关节面下骨囊变 79例。 

MRI图像以骨侵蚀破坏的特异性最强；滑膜血管翳强化、骨髓水肿和关节积液则是判断疾病活

动性的重要征象，以滑膜增厚、血管翳强化敏感性最高。并和患者的临床类风湿指标的变化有

相关性。 

结论：关节专用超导磁共振能够更清晰显示滑膜、腱鞘和（软）骨结构的损伤，能为早期诊断

RA提供更加可靠的信息；多序列成像可全面评估手、腕关节结构损伤及程度，对判断疾病进

程、疗效、预后及用药方案的调整均有着重要价值。  

 

 
PU-0211 

纹理分析的应用及其在股骨头坏死中的研究进展 

 
林晨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股骨头坏死（avscular necrosis of femoral head,ANFH）是发病率较高的骨科疾病，病情进

展快速，短时间内难以治疗修复，致畸致残的可能性大。近些年以来，成年人股骨头坏死的发

病人数在逐渐增多。同时发病人群朝年轻化发展，中青年是该病的好发年龄，同时双侧股骨头

坏死的概率能达到 75%，如果不能早期及时治疗病情，则伴随病情的逐步加重，将会导致各种

后遗症的出现，终末期会出现股骨头的塌陷，以至于全髋关节的置换，据相关报道
[1]
，在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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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因为 ANFH造成的髋关节置换手术，占 500000例髋关节置换手术的 10%，而且年轻患者占

很重的比例，对患者的身体及心理造成了严重影响，大大地增加了家庭的经济负担。ANFH的

发病机制还不明确，有着多种发病原因，较常见的发病原因是外伤、滥用激素、大量饮酒、吸

烟，另外血红蛋白病、凝血功能障碍、骨髓增值性疾病、化疗药物、辐射、气压病、高尿酸血

症、移植、HIV感染、妊娠、遗传病及特发性因素都可能成为危险因素
[2-4]

。股骨头坏死所处的

各个分期阶段，生理结构和功能发生着不同的变化，而与之相对应所采用的治疗方法不同，其

预后评估亦相差甚远，因此对患者来说，通过影像学检查来辅助早期股骨头坏死的诊断和相应

的治疗起着很重要作用。 

   

 

 
PU-0212 

CT 及 MR 对血友病性关节病影像表现的对比评价 

 
张玉霞

1
,李美霞

2
,卫淑芳

1
,葛英辉

1
 

1.河南省人民医院 

2.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评价 CT及 MR两种检查方法对血友病性关节病的多种征象的显示能力，重点为 CT 检查

对不同时期血友病性关节病的显示能力。 

方法：选取同时检查 X线、CT及 MR的 29例患者的 59个关节，其中膝关节 35个，踝关节 13

个，肘关节 5个，髋关节 6个；病人年龄范围为 3-46岁，中位年龄 13岁。根据 Petterson 评

分将 59个关节分为轻、中、重三组：0分为第一组（轻度），17个关节；＜4分为第二组

（中度），21个关节；≥4 分为第三组（重度），21个关节。根据 IPSG评分，对每个关节

MRI表现的关节积液、滑膜增生、含铁血黄素沉积、骨的侵蚀及囊变和软骨损伤分别进行评

分。CT图像评分除关节软骨外参照 MRI评分条目；CT对关节软骨损伤的评价参照 Petterson

评分中关节间隙狭窄程度的评分进行，与 IPSG软骨评分相对应。对各项评分结果进行相应的

统计学分析：用 X
2
检验比较 CT及 MR检出的关节积液。用秩和检验比较 CT及 MR对三组关节分

别在滑膜增生、含铁血黄素沉积、骨的侵蚀及囊变四种征象的显示。用非线性相关与回归分析

CT关节间隙狭窄与 MR的关节软骨的 IPGS评分间的相关性。 

结果：（1）MR对轻度组关节积液的检出明显优于 CT ：CT检出轻度组 8/17个，中度组检出

15/21个，重度组检出 16/19 个；（2）CT和 MRI在轻度滑膜增生及含铁血黄素沉积评分有统

计学意义，中重度滑膜增生及含铁血黄素沉积评分无统计学意义；（3）CT及 MR对骨的侵蚀

及囊变在三组关节中的检出评分无统计学意义；（4）中重度组 CT关节间隙的狭窄与 MRI显示

的软骨损伤有明显相关性。 

结论：CT对中重度血友病性关节病检出征象上与 MR符合率较高，有一定的诊断价值。CT关节

间隙的狭窄的定量测量与 MRI IPSG评分相对应。 

临床意义：MR检查时间长且费用较高，对无法配合检查、经济能力承受度不高的中重度病人

CT不失为一种首选的检查和随访方法。 

   

 

 

PU-0213 

脊椎骨嗜酸性肉芽肿的 MRI 影像分析 

 
葛小平,胡冬敏,武刚,张鸣艳,谢雪平,许传会,吴菲菲,俞献平,初殿伟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青浦分院 215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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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 分析脊椎骨嗜酸性肉芽肿的 MRI表现，探讨 MRI 对该病的诊断价值 资料与方法 回顾

性分析 11例经病理证实的脊椎骨嗜酸性肉芽肿的 MRI影像表现 结果 11例脊椎骨嗜酸性肉芽

肿主要表现为 T1WI等信号或低信号，T2WI及 STIR像为高或混杂信号；椎体楔状或平板状变

扁，其中 8例前后径增加，3例左右径增加，6例形成椎旁软组织肿块。邻近椎间盘形态正常

或轻度膨隆；破坏区内可见残存小骨片而无死骨存在；增强扫描，病变及周围软组织肿块呈明

显不均匀强化。 结论 脊椎骨嗜酸性肉芽肿的 MRI表现有一定特点，对于诊断和鉴别诊断具有

重要价值。  

 

 

PU-0214 

大关节局限型及弥漫型腱鞘巨细胞瘤的 MR 表现 

 
印隆林,杨李,蒲杨梅,苟文枭 

四川省人民医院 610072 

 

【摘要】 目的 探讨大关节不同病理类型腱鞘巨细胞瘤（Giant Cell Tumor of Tendon 

Sheath，GCTTS）的 MR表现特点。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10例经过手术病理证实为腱鞘巨细

胞瘤患者的 MR资料，从其发病部位、图像特点、信号特征、累及范围及结合临床病理特点等

分析 MR特点。 结果  10 例腱鞘巨细胞瘤（GCTTS）中，5例为大关节局限型，其中 4例位于

关节外，1例位于关节内；5例为弥漫型，其中 1例位于关节内，3例关节外，1例关节内外均

累及。局限型表现为关节周围/内的软组织肿块，形态较规则，范围较局限，可见包膜，与周

围组织分界较清。在 T1WI上病灶呈稍低至等信号，T2WI 压脂序列大致呈稍高信号，有 1例病

灶内出现长 T1短 T2双低信号区，并有 3例出现邻近骨质边缘部分吸收、破坏改变。弥漫型表

现为关节腔内、关节周围（部分可累及邻近关节）以及单纯关节周围软组织内的肿块，形态欠

规则，呈不规则状、多发结节状，部分可融合，与周围组织分界欠清，呈弥漫/浸润性生长，

MR信号较为复杂，在 T1WI 大致呈稍低至等信号，压脂 T2WI可呈低至稍高混杂信号，有 4例

病灶出现特征性 T1、T2WI双低信号区，范围较局限型大且明显；有 4例出现相邻骨质破坏，

破坏程度也较局限型范大且明显；2例弥漫型增强扫描为不均匀明显强化。 结论  不同病理

类型的大关节腱鞘巨细胞瘤（GCTTS）有较为特征性 MRI表现，MRI能准确定位及明确病灶的

累及范围，为临床诊断提供重要的依据。 

   

 

 
PU-0215 

正常血钙的原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症 1 例误诊分析 

 
王传彬,董江宁 

安徽省肿瘤医院 230071 

 

目的：探讨原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症（PHPT)的临床及影像表现。方法：回顾性分析 1例误

诊的正常血钙的 PHPT的临床及影像资料。结果：患者女，51岁，反复以全身多发性骨疼痛，

进行性加重入住我院骨科。实验室检查：血钙 2.49 mmol/L(正常 2.12~2.93 mmol/L)，血磷

0.31 mmol/L(正常 0.83~1.48 mmol/L)，碱性磷酸酶 571 IU/L(正常 50~135 IU/L)。下肢 CT

及 MRI示：骨盆及双侧股骨弥漫性骨质疏松及骨质破坏、双侧股骨干骨内膜下饼状软组织肿

块、左侧髂骨及髋臼纤维囊性骨炎、继发性动脉瘤样骨囊肿及病理性骨折，双侧臀部及大腿多

发肌肉萎缩，考虑全身代谢性骨病，建议行甲状旁腺 CT检查及 PTH检查。甲状旁腺 CT示：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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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甲状旁腺占位，考虑甲状旁腺腺瘤。全段 PTH：807 ng/L（正常 11~67 ng/L）。病理诊断：

(右侧)甲状旁腺腺瘤。结论：PHPT是一种内分泌疾病，甲状旁腺腺瘤是其最主要原因，甲旁

亢样骨病是其常见并发症，高血钙及低血磷是诊断本病的重要指标。PHPT发生骨病仅占临床

患者的 5％～15％，病理上表现为广泛的骨质疏松、骨质破坏、骨质软化、纤维囊性骨炎、软

组织钙化及病理性骨折等，其中广泛的骨质疏松是其最常见的表现，而纤维囊性骨炎则是其最

具有特征性的影像学表现。笔者认为当遇到多骨病变、多骨畸形和病理性骨折时，即使血钙水

平正常，也应该想到 PHPT的可能，应紧密结合血磷、碱性磷酸酶的变化情况，进一步行甲状

旁腺和 PTH检查以明确诊断，从而可以避免或减轻多个系统不必要的损害，尽快尽好的促进预

后。 

   

 

 
PU-0216 

探讨 3.0TMR 神经根成像在儿童骶尾部病变中的应用 

 
林飞飞,干芸根,方佃刚,张龚巍,李志勇 

深圳市儿童医院 518026 

 

目的：探讨 Siemens 3.0T 磁共振骶神经根成像在儿童骶尾部病变中的应用价值。材料和方

法：用 Siemens MAGNETOM Skyra 3.0T磁共振成像仪，对 26例儿童骶尾部病变患儿均行骶尾

部 MRI扫描（矢状位 T1WI、T2WI，横轴位 T2WI，斜冠状位 SPACE序列扫描），男 16例，女

10 例，年龄 1 天～11 岁，中位年龄 2 岁，SPACE 序列所有图像均经 3D 最大信号强度投影(MIP)

后处理,观察骶神经根的形态、走行、长度及与病变关系的影像表现。结果：SPACE序列成像

能清楚显示硬膜囊、硬脊膜鞘外形及骶神经根部分节后段的走行，结合横断位 T1WI、T2WI序

列可以较为准确显示神经根和神经节的形态、位置、信号,明确显示骶尾部病变与神经根的关

系，病变有无对神经根推压、侵犯。MIP重建图像能多方位观察神经根全貌及与病变关系，可

提供立体、直观的解剖形态信息。骶尾椎先天缺如 1例，骶神经纤细，由椎管远端分出，近段

走行路线正常；骶尾椎发育畸形 1例，骶神经伴随畸形骶椎走行、穿骶孔，弯曲、局部粗细不

均；便秘 13例，先天性巨结肠 2例，骶神经均走行流畅、粗细自然、由近段到远段逐渐变细,

信号均匀；自幼大便失禁 1例，左侧第 2-5骶神经明显变细；先天性肛门直肠畸形术后大便失

禁 1例，左侧第 5骶神经出骶孔后中断、远端显示不清；神经源性膀胱 2例，一例两侧骶神经

偏细，一例正常；神经纤维瘤病 2例，可见多发结节状均匀高信号影,沿腰骶部神经丛走行，

边界基本清楚，并伴有局部神经孔扩大；3例骶尾部包块、其中 2例侵犯骶神经，局部神经根

受压移位、部分包绕、与病变分界不清，与手术表现相符。结论：SPACE序列对显示儿童骶神

经根具有整体、直观的优势,结合常规磁共振 T1WI、T2WI 图像,能为临床诊治儿童骶尾部疾病

时判定骶神经情况提供较好的客观依据。 

  

   

 

 
PU-0217 

CT 评估髋关节骨性关节炎的可重复性研究 

 
陈其春

1
,程晓光

2
,管松

1
 

1.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积水潭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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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 CT对髋关节骨性关节炎评级的可重复性。方法 回顾性分析 61例（69个髋关节）

患有髋关节骨性关节炎患者的 X线及 CT资料，CT采用冠状面重建图像进行观察。由两位医师

独立按照 K/L评级标准内容，对病侧髋关节骨赘及关节间隙情况进行观察，并按严重程度分为

0～4级，对结果进行一致性检验。结果 K/L评级与 CT评级一致性 Kappa值为 0.725、0.742

（一致性高度）。两名医师利用 CT评级组内及组间一致性 Kappa值分别为 0.854、0.833（一

致性最强）。两名医师 CT评级与 K/L评级间比较无显著性差异（P均>0.05）。两组影像资料

上测量最小关节间隙值之间一致性良好（ICC>0.75）。结论 髋关节骨性关节炎 CT分级具有良

好的可重复性，对髋关节退变程度的评估和研究有指导意义；CT能够替代 X线作为髋关节 OA

影像学评级方法之一。 

 

   

 

 
PU-0218 

急性肩关节损伤的影像学表现 

 
刘晓薇 

上海东方医院 200120 

 

目的：分析急性肩关节损伤的 X线检查， CT检查及 MRI检查常见的影像学表现，探讨肩关节

各项检查在肩关节损伤诊断中的价值。 

  

 方法：总结急性肩关节损伤患者 X线检查， CT检查及 MRI检查，将所有影像学检查结果与

手术结果进行比较。 

  

结果：急性肩关节损伤中，肱骨近端骨折最常见，Bankart 损伤、Hill-sachs损伤等引起的肩

关节不稳定较为常见，肩胛骨骨折少见但常发生于高能胸部创伤中。 X线检查可发现肱骨近

端骨折及肩胛骨骨折、肩关节脱位等改变。CT检查对骨性损伤显示清晰，可对肱骨近端骨折

进行 Neer分型；CT后处理可对 Bankart损伤、Hill-sachs 损伤中盂肱关节面缺损进行判断；

CT检查可以对肩胛骨骨折进行 Ideberg分型。MRI检查可以发现关节囊损伤、盂肱韧带损伤、

肩袖损伤等软组织损伤。 

  

结论：急性肩关节损伤影像学表现复杂,影像学检查可显示肩关节内的病变情况，CT检查及后

处理重建对骨性损伤显示明确，MRI检查可显示软组织损伤。 

   

 

 

PU-0219 

Spatial Differences in the Distribution of Bone 

between Femoral Neck and Trochanteric Fractures 

 
Yu Ai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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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 Ling 

1
,Thomas F Lang

3
,Su Yongbin 

1
,Cheng Xiaoguang

1
 

1.Beijing Jishuitan Hospital 

2.University of Colorado Denver， Denver， CO， USA 

3.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Francisco， San Francisco， CA， USA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2717 

 

The two types of fragility fractures of the hip, femoral neck fractures and 

trochanteric fractures, are the most severe clinical outcome of osteoporosis, with 

high degrees of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However, there is little knowledge about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differences in volumetric bone mineral density and 

cortical bone structure at the proximal femur between these two fracture types. In 

this case-control study, we employed quantitative computed tomography (QCT) and 

statistical multi-parametric mapping to identify spatial differences in proximal 

femoral volumetric bone mineral density and cortical bone properties between 

subjects with acute femoral neck fracture and subjects with acute trochanteric 

fracture. A total of 93 women with fragility hip fractures, 72 with femoral neck 

fractures (mean±SD age: 70.6±12.7 years) and 21 with trochanteric fractures 

(75.6±9.3 years), and 50 control subjects (63.7±7.0 years) were included in this 

study. Differences i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s of volumetric bone mineral density, 

cortical bone thickness, cortical volumetric bone mineral density and volumetric 

bone mineral density in a layer adjacent to the endosteal surface were 

investigated using voxel-based morphometry (VBM) and surface-based statistical 

parametric mapping (SPM). We compared these spatial distributions between controls 

and both types of fracture, and between the two types of fracture. Using VBM, we 

found spatially heterogeneous volumetric bone mineral density differences between 

control subjects and subjects with hip fracture, that varied by fracture type. 

Interestingly, femoral neck fracture subjects, but not subjects with trochanteric 

fracture, showed significantly lower volumetric bone mineral density in the 

superior aspect of the femoral neck compared to controls. Using surface-based SPM, 

we found that compared to controls both fracture types showed thinner cortices in 

regions in agreement with the type of fracture. Most outcomes of cortical and 

endocortical volumetric bone mineral density comparisons were consistent with VBM 

results. Our results suggest: 1) that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rabecular 

volumetric bone mineral density might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hip fracture; 2) 

that focal cortical bone thinning might be more relevant in femoral neck fractures; 

and 3) that areas of reduced cortical and endocortical volumetric bone mineral 

density might be more relevant for trochanteric fractures in Chinese women. To our 

knowledge, the simultaneous spatial analysis of volumetric bone mineral density 

and cortical bone properties in these two types of fracture has not been studied 

in Chinese women before, and future prospective studies of incident hip fracture 

using these advanced image analysis techniques are warranted to corroborate the 

observed findings. 

   

 

 

PU-0220 

64 排螺旋 CT 血管造影在四肢血管损伤的诊断研究及临床应

用 

 
陈雁卉,张杰,李杰,张亚栋,秦晓峰,乔志渊 

山西晋城煤业集团总医院 48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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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四肢外伤很少关注损伤处的血管损伤情况，处理不当常常面临着截肢的危险。

多排螺旋 CT造影技术的应用，可以清晰的显示四肢血管有无破裂、离断，还能清晰显示受损

部位骨折情况，是四肢血管损伤性疾病较为理想的检查方法。方法 患者仰卧位，连接肘静脉

套管针，造影剂使用非离子型碘普罗胺 80～100ml，生理盐水 40～60ml，注射速度 3ml/s。采

用①Test－Bolus法，先用 20ml造影剂＋20ml生理盐水，注射速度为 3ml/s，监测腹主动脉

下段，计算达峰时间，然后再用 80m造影剂＋40ml生理盐水，注射速度为 3ml/s进行扫描；

②Smart prep 技术，时间密度曲线达到 150Hu 时触发扫描。床速：20.62mm/s，层厚：1.25mm,

间距：1.25mm，螺距：0.516:1，扫描时间为 30s－40s。扫描范围为腹主动脉下段水平至足底

动脉水平。结果 18例中，下肢开放性骨折 10例，骨盆骨折 4例，左右上肢骨折各一例，右

上肢刀刺伤一例，左下肢刀刺伤一例。10例下肢骨折血管损伤均位于骨折断端周围，其中有 4

例股动脉损伤伴周围血肿，4例腘动脉损伤伴周围血肿，2例为胫前动脉损伤。4例骨盆骨折

血管损伤左右髂外动脉损伤各 2例。上肢血管损伤为腋动脉破裂。右上肢刀刺伤显示右侧腋动

脉离断，周围可见侧枝循环。左下肢刀刺伤为股动脉破裂伴假性动脉瘤形成。小腿骨折血管损

伤为胫前动脉破裂。结论 多排螺旋 CT 进行 CTA 检查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诊断技术，经 CTA 检查

可以精准地确诊有无四肢血管损伤及血管损伤的具体部位。而且，64排螺旋 CT 进行 CTA 检查

适用于急诊情况下多数四肢血管损伤的患者，无明显缺陷。64 排螺旋 CT血管造影以其方便、

快捷、准确无创的优势为创伤性四肢血管损伤性疾病的诊断提供了全新的检查方法。  

 

 
PU-0221 

磁共振成像在肩关节撞击综合征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顾峰 

上海市同仁医院 200336 

 

[摘要] 目的：探讨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e MRI ）对肩关节撞击综合征的

影像学诊断价值，分析、总结肩峰下撞击综合征磁共振成像的影像学表现和损伤机制。 

方法：回顾性分析 21例经关节镜证实为肩关节撞击综合征患者的磁共振影像资料及临床资

料。结果：①直接征象：17 例患者均有冈上肌腱形态及信号的改变，完全撕裂 4例，部分撕

裂者 7例，冈上肌腱变性 2例；②间接征象：肩峰下滑囊增厚者 5例，肩峰下滑囊积液者 8

例；③继发征象：关节盂唇撕裂者 3例，冈上肌或三角肌萎缩者 1例；④病因征象：17 例患

者肩峰形态，钩型（III型）者 9例，弧型（II型）者 5例，平直型（I型）者 3例；肩峰下

间隙<6mm者 5例，所有病例均有不同程度骨质增生或骨赘形成。结论：磁共振成像能为肩关

节撞击综合征患者的解剖结构征象和肩袖损伤程度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在肩关节撞击综合征的

诊断中具有非常高的应用价值。 

   

 

 
PU-0222 

利用 CT 评价髌骨脱位三联术后疗效 

 
瞿楠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200335 

 

利用 CT 评价髌骨脱位三联术后疗效 

瞿楠，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放射科 

目的：利用 CT观察髌骨脱位三联术手术前后的影像学改变,探讨在评价手术疗效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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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选取 2010年 1月至 2014年 3月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复发性髌骨脱位患者 60例（61

膝），平均年龄为 22.2岁，均行髌骨脱位三联术，即外侧韧带松解术、内侧髌股韧带重建术

和胫骨结节移位术。测量比较手术前后膝关节 CT中的髌骨倾斜角、胫骨结节-股骨滑车沟距

离、股骨滑车沟适合角、股骨滑车沟角度以及发育不良分级、股骨滑车外侧面倾斜度、髌骨外

侧移位值、Insall-Salvati 值和 Caton-Deschamps值。同时计算手术前后各值阳性率的变化

情况。 

结果:术后髌骨倾斜角平均值从术前 27.3±2.3°减小至 8±2.1°，股骨滑车沟适合角平均值

从术前 32.9±5.2°减小至-5.5±8.4°，外侧髌骨移位平均值从术前 9.8±1.3mm 减小至-

1.1±1.6mm，TT-TG从术前 19.1±1.5mm 减小至 14.9±1.7mm，INSALL-SALVATI平均值从术前

1.21±0.05 减小至 1.1±0.05，C-D平均值从术前 1.3±0.06 减小至 1.11±0.05，以上测量值

手术前后均有统计学差异。股骨滑车凹角度以及发育不良分级和股骨滑车外侧面倾斜度手术前

后无明显统计学差异，但所有患者均有股骨滑车发育不良，其中 A级 8膝，B-D级 53膝。 

结论：髌骨脱位三联术后 CT显示尽管股骨发育不良情况并未改善，但手术纠正了髌骨脱位及

其部分危险因素，恢复了髌骨的正常解剖和功能位置。同时 CT能发现部分患者仍然存在髌骨

脱位及髌骨不稳的因素，为术后随访提供依据。 

 

   

 

 
PU-0223 

利用 MRI 评价严重股骨滑车发育不良 

 
瞿楠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200335 

 

 

目的：利用 MRI寻求一种能客观定量评价严重股骨滑车发育不良的新方法，提高对其的认识。 

方法：回顾性分析 59例（61膝）根据 Dejour分型确定的严重股骨滑车发育不良患者及 30膝

正常人 MRI图像，并利用软骨标志进行测量，测量参数包括股骨滑车沟深度、股骨滑车沟角

度、股骨滑车外侧面倾斜度、和关节面对称性。 

结果：正常人中，利用软骨标志测量股骨滑车沟深度为 4.2±0.16mm，股骨滑车沟角度为

146.9±0.74°，股骨滑车外侧面倾斜度为 20±0.8°，关节面对称性为 0.54±0.02。患者组

中，利用软骨标志测量股骨滑车沟深度为 2.4±0.14mm，股骨滑车沟角度为 160.3±0.1，股骨

滑车外侧面倾斜度为 13.7±0.72°，关节面对称为 0.4±0.01。上述 4个测量值正常人和患者

均有显著差异（P＜0.05）。 

结论：MRI具有显示关节面软骨的优势，能够作为定量评价严重股骨滑车发育不良的方法。 

  

   

 

 
PU-0224 

非典型骨肉瘤的影像学表现 

 
蔡王莉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200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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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王莉，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放射科 

目的 探讨非典型骨肉瘤的影像学表现，提高大家对非典型骨肉瘤影像学表现的认识，减少影

像学上对非典型骨肉瘤的漏诊、误诊。 

方法 回顾性分析了 100例经手术病理证实为骨肉瘤患者的 X线、CT、MRI表现。 

结果 85例患者发生于 20岁以内的青少年 ， 80例患者发生在长骨干骺端 ，78例患者肿瘤

骨内可见成骨。本组 100例经手术病理证实为骨肉瘤患者中有 19例误诊，误诊率达 19%，其

中 10例为年龄大于 50岁的中老年人，9例发生于骨干、2例发生于扁骨，7例肿瘤骨内未见

明显成骨。 

结论 典型骨肉瘤好发于青少年、长骨干骺端、肿瘤骨内可见成骨，诊断并不困难，但不典型

骨肉瘤也时常可见，误诊率较高，放射科医生应该熟悉骨肉瘤的特殊影像学表现，以提高诊断

正确率，减少误诊、漏诊率。 

   

 

 

PU-0225 

SAPHO 综合征的临床表现及影像学特点 

 
蔡王莉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200233 

 

 

蔡王莉，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放射科 

目的 探讨 SAPHO综合征的临床表现及影像学特点。提高大家对 SAPHO综合征的认识，减少临

床上对 SAPHO综合征的漏诊、误诊。 

方法 回顾性分析了 10例临床明确诊断为 SAPHO综合征患者的临床表现及影像学特点。 

结果  8例患者有双手足、颜面部的红皮疹、疱疹及脓疱疮等皮肤改变， 9例患者有胸骨柄肿

痛、6例患者有腰骶部疼痛、5例患者有胸腰椎压痛等骨关节症状。其中 5例患者皮肤改变先

于骨关节症状出现，2例患者骨关节症状表现先于皮肤改变出现。影像学表现： 9例患者累及

前上胸壁,X线、CT表现为骨及肋软骨硬化、肥厚,关节破坏、强直, 关节间隙融合、消失,胸

骨柄、锁骨近端和第 1肋软骨受累，其中双侧不对称受累 4例,双侧对称性受累 4例,单侧受累

1例。6例柄胸联合受累,3 例第 2肋软骨受累。5例伴有脊柱病变,X线、CT表现为多发椎体终

板侵蚀、硬化,椎旁骨化,椎间隙变窄,椎体楔形变;MRI表现为椎体不均匀长 T1长 T2信号。6

例伴骶髂关节受累,X线和 CT表现为关节破坏、强直。 

结论 SAPHO综合征在临床上时常可见，临床表现以双手足、颜面部的红皮疹、疱疹及脓疱疮等

皮肤改变及胸骨柄肿痛腰骶部疼痛、胸腰椎压痛等骨关节症状为主，影像学表现以前上胸壁受

累为特征性表现，其中胸骨柄、锁骨近端和第 1肋软骨受累最为常见。 

   

 

 

PU-0226 

髌骨脱位的影像诊断及术后评估的讨论 

 
陈喆祎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200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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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利用 CT和 MRI对髌骨脱位患者进行进行术前及术后检查，对比两种检查方法

的优缺点。方法：对 19名髌骨脱位患者，有外伤史 17名，无明显外伤史 2名，年龄 11-46

岁，平均 21.5岁，分别进行术前及术后的 CT及 MRI检查，结果与关节镜术中观察情况进行对

比，比较其诊断髌骨脱位的准确率及术后状态的评估。结果：CT及 MRI对膝关节脱位髌骨内

移度的诊断准确率相仿,对于其术后状态的髌骨的复位情况，关节内积液，韧带情况及周围水

肿度的比较 MRI较 CT有较大优势。结论：髌骨脱位术前诊断 CT和 MRI相仿，但是术后 MRI能

更准确的显示其术后状态，更有利于其术后关节功能的评价，而 MRI术后评价与其远期疗效的

评定需要进一步观察。 

   

 

 
PU-0227 

再生障碍性贫血骨髓的磁共振成像与波谱研究 

 
陆小霞

1
,宋英儒

2
,丁可

1
 

1.广西南宁市第二人民医院 

2.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摘要] 目的 探讨再生障碍性贫血（AA）的骨髓磁共振（MRI）表现类型及磁共振波谱（MRS）

特征。资料与方法 选择 AA 及正常对照组各 21例分别行腰椎 MRI及 MRS检查。扫描序列为

T1WI、T2WI、STIR以及 MRS。对比分析两组资料的骨髓 MRI表现及 MRS定量指标。比较 2例

AA患者治疗后的骨髓 MRI变化。 结果 据腰椎 MRI常规扫描将 AA分为三型：弥漫型 3 例，灶

型 4例,混杂型 14例。对照组与 AA组椎体的脂肪相对含量（fat fraction ，FF%）分别为

（43.2±13.6）% 、（72.3±11.89）%，两者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结论 MRI及 MRS可

以无创性地分析 AA骨髓类型并评估骨髓变化状况。 

   

 

 
PU-0228 

原发性骨血管肉瘤的影像表现与误诊分析 

 
陈朔

1
,袁兰

2
,吴仁华

1
,许乙凯

3
 

1.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2.北京大学医药卫生分析中心细胞分析实验室 

3.南方医科大学附属南方医院 

 

【摘要】目的 探讨原发性骨血管肉瘤的影像表现，旨在提高其诊断水平。资料与方法 对 6例

经病理证实的原发性骨血管肉瘤的影像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 4例单发(股骨 2例，骶髂

关节 1例、脊柱 1例)，2例多发，表现为溶骨性骨质破坏，无硬化边，无骨膜反应，可见软

组织肿块，T1WI呈不均匀低信号，T2WI呈不均匀高信号，增强扫描明显不均匀强化。术前曾

被误诊为骨巨细胞瘤、纤维骨皮质缺损、非骨化性纤维瘤、结核、转移瘤、骨髓瘤。结论 原

发性骨血管肉瘤的影像表现具有一定特征，多中心病灶对诊断具有指导意义。 

   

 

 
PU-0229 

QCT 对腰椎 BMD 值的测量研究及 BMD 值与相关实验室指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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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建军,金银华,孙微 

宁波市第二医院 315010 

 

目的：研究不同范围及部位的 ROI选取对 QCT测量腰椎松质骨 BMD值的影响；探讨 BMD与血

钙、血磷、ALP、PTH、BAP 等相关实验室指标的相关性。 

方法：收集 2016年 2月-2017 年 2月宁波市第二医院行 QCT检查，且临床资料完整，共 46

例，平均年龄 66.73±5.71 岁。CT检查扫描 L2-L4椎体中间层面，通过后处理工作站选取不

同直径的类圆形脂肪组织 ROI（d=1.5cm及 d=0.5cm）及不同部位（皮下脂肪组织及腹腔内脂

肪组织）的 ROI，测得相应腰椎松质骨 BMD值；分析 ROI不同的选取测得的 BMD值对诊断骨质

减少组及骨质疏松组是否有统计学差异。对血钙、血磷、ALP、PTH、BAP实验室指标与 BMD值

进行线性相关性分析。 

结果： 皮下脂肪组织 ROI（d=1.5cm）骨质减少组及骨质疏松组 BMD均值分别为 92.80±10.31 

mg/cc， 56.32±16.66 mg/cc；皮下脂肪组织 ROI（d=0.5cm）骨质减少组及骨质疏松组 BMD

均值分别为 92.68±12.42 mg/cc， 57.80±13.96 mg/cc；腹腔内脂肪组织 ROI（d=0.5cm）骨

质减少组及骨质疏松组 BMD 均值分别为 91.07±13.39 mg/cc，57.32±13.26 mg/cc；脂肪组

织 ROI的不同选取对骨质减少组间及骨质疏松组间 BMD值均无统计学差异（P值均>0.05）。

三种测量方法的 BMD值与 PTH值呈负相关，r值分别为=-0.530；-0.548；-0.604, P<0.01。

BMD值与 ALP、BAP、血钙、血磷指标无明显相关性(P > 0.05)。 

结论： QCT后处理中不同范围及部位的脂肪组织 ROI选取对 BMD测量结果无明显影响，对于

体型偏瘦者皮下脂肪 ROI选取受限时，可缩小脂肪组织 ROI选取范围或选取腹腔内脂肪替代；

骨质疏松发生率与 PTH指标升高具有相关性。 

   

 

 
PU-0230 

Update and Review of Dual-Energy CT Clinical 

Applications of the Gout  

 
li xiaohu,Liu Bin,Yu Yongqiang,Qian Yinfeng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Anhui Medical University 230022 

 

TEACHING POINTS 

1. Review DECT technique and discuss clinically specific joints protocols 

2.Apply various DECT imaging displays and advance post-processing techniques to 

detection of uric acid depositing in tophaceous gout  

 

  

TABLE OF CONTENTS/OUTLINE 

1.Dual energy implies at two different kV(80KV,140KV) levels simultaneously. The 

result is two spiral data sets acquired in a single scan providing information, 

which allows characterizing the imaged tissue or material. 

2.Gout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inflammatory response that results from the 

deposition of monosodium urate crystals in soft tissues and joints. 

3.Dual source Dual-energy CT has been used to differentiate uric acid from calcium 

in musculoskeletal tissue, allowing gouty urate crystals to be distinguished from 

bone or dystrophic calcif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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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Dual-energy spectral CT can detect gout tophi within the peripheral joints of 

the patients. The quantitative measurement of the tophi concentration provides a 

new imaging method for quantitatively monitoring clinical outcomes of tophi.   

 

 
PU-0231 

MRI 神经成像在椎间孔镜术前责任神经根定位中的价值探讨 

 
武莹莹,邓德茂 

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530023 

 

  

 

摘要 目的 探讨 MRI神经成像在在椎间孔镜术前责任神经根定位中的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2.1-2017.5我院行 MRI 平扫及腰骶丛神经成像且手术证实的腰骶神经根受压所致的腰腿痛

病例 16例，分析其 MRI平扫与神经成像在定位责任神经根中的差异。结果 8例患者 MRI平扫

显示腰椎间盘突出、膨出或脱出并压迫相应神经根，出现一侧或两侧神经根受压、变细甚至移

位，MRI神经成像对此显示明确。4例患者 MRI平扫未能明确神经根受压，而 MRI神经成像则

显示出其责任神经根受压情况。2例患者 MRI平扫显示骶管囊肿，神经根显示欠佳，MRI 神经

成像则显示出责任神经根受压，2例为手术所致责任神经根粘连。所有患者在手术解除压迫后

腰腿痛症状改善。结论 MRI 神经成像可较好的显示腰骶神经的解剖细节，较 MRI平扫能更好定

位责任神经根部位及范围，为临床提供更多的诊断依据。 

 

    

 

 

PU-0232 

DTI 及 T2* mapping 定量评估髌股关节软骨轻度损伤的对比研

究 

 
孙沛毅,邓德茂,李敏,李莎莎,付春华 

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530023 

 

摘要 目的  初步探讨 DTI 及 T2
*
 mapping定量评估髌股关节软骨轻度损伤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前瞻性对本院常规 MRI 诊断髌股关节软骨正常或轻度损伤患者行膝关节 DTI及 T2
*
 

mapping扫描，依据关节镜结果，将髌股关节软骨轻度损伤患者（30例）纳入轻度损伤组，将

无髌股关节软骨损伤患者（30例）纳入正常组；以关节镜为金标准，对比分析损伤组髌股关

节软骨轻度损伤区的 DTI及 T2
*
 mapping表现，并测量其 FA、ADC、T2均值。结果 30例髌股

关节轻度损伤患者关节镜下共发现 48处软骨轻度损伤；FA 、ADC、T2
*
 mapping伪彩图分别能

显示其中 39处（81.2%，39/48）、36处（75.0%，36/48）、35处（72.9%，35/48）；FA均

值 0.29±0.05 较正常组 0.39±0.08 降低，ADC均值 1.71±0.20 mm
2
/s较正常组 1.39±0.06 

mm
2
/s升高，T2均值 57.66±12.99ms 较正常组 31.16±5.48ms 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ADC值与 T2值之间变化具有正相关性，正常组相关系数为 0.44，轻度损伤组相关系数为

0.64。 结论 DTI定量评估提示髌股关节轻度软骨损伤优于 T2
*
 mapping，有较大临床应用潜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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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233 

MRI 在老年骨质疏松椎体骨折诊断中的应用 

 
王建俭 

中山市小榄人民医院 528415 

 

【摘要】目的：探讨椎体骨质疏松和转移瘤压缩性骨折的 MRI诊断和鉴别诊断。材料与方法：

分析本院 2011-2012年，经临床随访证实的 50例(87个椎体)骨质疏松和 35例(41个椎体)转

移瘤致椎体压缩性骨折的 MRI影像表现，观察比较两类骨折压缩椎体的形态、椎体信号强度及

分布、椎弓根受累、椎旁软组织肿块等特征。结果：骨质疏松压缩性骨折在 T1WI上 47．13％

椎体呈低信号，T2WI上 33．33％椎体呈高信号。转移瘤压缩性骨折在 T1WI上 92．68％呈低

信号，T2WI上 95．12％椎体呈高信号。骨质疏松压缩性骨折椎体形态以“楔形”和“凹陷

型”多见，分别占 48．27％和 44．83％。转移瘤压缩性骨折中，29．27％的椎体为“倒楔

形”，扁平型占 56．10％。27个椎体伴随椎弓根骨质破坏和椎旁软组织肿块。结论：骨质疏

松和转移瘤所致椎体压缩性骨折 MRI有特征性表现，MRI对二者的鉴别有重要价值。 

  

 

   

 

 
PU-0234 

双能量能谱 CT 探测痛风患者足踝关节尿酸盐结晶沉积特点的

研究 

 
李小虎,纵然,蔡静,罗莉,张玉娇,宋建,刘斌,钱银锋,王啸,余永强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30022 

 

采用双能量能谱 CT分析男性痛风患者足踝关节周围尿酸盐（MSU）沉积特点，评价 MSU 沉积与

痛风性关节炎急性发作的相关解剖学和形态学特征。方法 对 27例近期足踝部位痛风急性发作

的男性痛风患者行双足踝关节双能量能谱扫描，分析 MSU沉积的形态学特征及解剖学部位与相

应区急性关节炎发作的关系。结果 27例患者均检测到 MSU，分布于 257 处沉积区，最常出现

MSU沉积的部位依次为软组织（36/257,24.51%）、第一跖趾关节（45/257,17.51%）、皮下

（37/257,14.40%）、肌腱（27/257,10.51%）、距骨（26/257,10.12%）、胫骨下端

（24/257,9.34%）、腓骨下端（18/257,7.00%）、跟骨（12/257,4.67%）、第一趾中远端

（5/257,1.95%）。足关节中第一跖趾关节（2=7.81，P＜0.01）有 MSU沉积、呈点状分布

（2=7.34，P＜0.01）更容易引起相应部位的急性关节炎发作。对于踝关节而言，无论 MSU沉

积的部位及形态均容易引起相应部位关节炎的急性发作。足踝关节中多个 MSU沉积亦容易可以

引起相应部位痛风性关节炎的急性发作。结论 双能量能谱 CT可清晰显示 MSU的沉积，MSU在

足踝关节周围最容易沉积在软组织下及第一跖趾关节。MSU 在足踝关节的沉积部位、形态及数

目等对痛风性关节炎的急性发作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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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235 

皮质旁软骨瘤影像学特点与诊断意义 

 
林蔚 

长治市第二人民医院 046000 

 

目的：通过影像学观察分析皮质旁软骨瘤特点；方法：回顾性收集我院自 2015年 7月至

2017-5月临床经术后病理诊断皮质旁软骨瘤患者 5例，均行 X线检查、CT、MRI检查，整理各

种软骨瘤发病情况资料，分析影像学诊断意义；结果：5例患者均为单发，肱骨 2例，指骨 2

例，股骨 1例，5例患者均为骨皮质旁软组织肿块，其内不均匀钙化，邻近骨皮质受压，肿块

边缘较光整，均以无痛性肿块来院就诊；结论：通过术后病理，皮质旁软骨瘤在影像学检查中

以钙化或骨化为该病的特征，位于皮质旁，对周围组织有推移表现，在诊断过程中需了解相关

临床病史进行明确诊断，具有一定影像学及临床特征。  

 

 
PU-0236 

腰肌劳损磁共振影像学研究现状及进展 

 
马守成 

吉林省吉林中西医结合医院 132011 

 

目的 探讨腰痛患者腰背浅筋膜水肿的 MRI诊断。方法 对 100余例腰痛患者进行 MRI检查，结

果绝大多数患者显示浅筋膜信号改变。结论 腰痛患者腰背浅筋膜水肿发生率高，MRI显示敏

感，诊断准确，因此，MRI 对指导治疗具有很高的临床价值。  

 

 

PU-0237 

非典型性脊柱结核的 MRI 征象分析 

 
张海栋,查云飞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430061 

 

目的：探讨非典型性脊柱结合的 MRI征象，提高对非典型性脊柱结核的 MRI征象的认识。 

材料与方法：回顾性分析经手术病理证实的有完整 MRI资料的 15例非典型性脊柱结核，男性

10例，女性 5例，年龄 19-65岁，其中椎体型 5例，跳跃型 4例，椎弓型 2例，韧带下型 2

例，椎间盘型 1例，多骨型 1例。 

结果：椎体型 5例均表现为椎体骨质破坏，主要累及椎体前缘，信号呈等长 T1混杂长 T2信

号，增强扫描边缘明显强化，椎间盘不受累，其中 2例老年患者伴骨质增生，椎体骨赘形成，

椎旁脓肿较轻；跳跃型 4例均表现为多发不连续椎体受累，2例合并附件受累，破坏的椎体呈

等长 T1混杂长 T2信号，可见椎旁脓肿；椎弓型 2例均表现为椎弓受累，呈长等长 T1长 T2信

号，1例椎弓明显膨大，增强扫描边缘明显强化，有椎旁脓肿；韧带下型 2例均表现为前纵韧

带下不连续性脓肿，前纵韧带稍增厚，椎体前缘骨质破坏轻，椎间盘受累不明显；椎间盘型 1

例表现为椎间盘破坏，形态不规则，不连续，增强扫描边缘明显带状强化，软骨终板不规则，

呈虫蚀状，有椎旁脓肿；1 例多骨型表现为多发椎体受累和右髋关节受累，骨质破坏明显，全

身症状反而较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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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非典型性脊柱结核的 MRI征象具有典型脊柱结核的一般表现，同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需要结合临床与多种疾病准确鉴别，以减少或避免误诊。  

 

 

PU-0238 

CT and MR Findings of Primary Intracranial Myxomas 

from Skull Base: 14 Cases Report and Literature 

Review 

 
wei xin hua,Gao Cuihua,Ruan Xiuhang,Zhang Guoqin 

Guangzhou first people's hospital 510180 

 

Primary intracranial myxomas (PIMs) are extremely rare benign tumors of connective 

tissue which arise from skull base.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characterize the 

radiologic manifestation of PIMs in a series of 14 cases seen in our institution 

from January 2003 to January 2013. 

  We retrospectively reviewed the imaging and clinical data in 14 patients (11 men, 

3 women; mean age, 35.5 years) with pathologically proven PIMs. MR imaging was 

available for 11 cases and CT for 7 cases. Assessed features of lesions include 

the location, size, shape, margin, bony destruction, attenuation and/or signal 

intensity, and pattern of enhancement. Patients presented with headache, impaired 

vision and multiple symptoms of cranial nerves. The tumors were commonly located 

at the skull base of parasellar area (n=11) and jugular foramen area (n=3, and 

demonstrated lobulated (n=7), dumbbell-like (n=2), mushroom-like (n=2), and round 

(n=3) according to the shape of the mass. Extremely high density foci indicating 

calcification or bony debris within the tumors were observed in 5 cases on CT 

images. On MR images, the tumors demonstrated heterogeneous hypo-intensity on T1WI 

and hyper-intensity on T2WI. Discontinuous capsule around the tumors on T2WIs was 

observed in 81.8% (9 /11) of the mass. A honeycomb pattern on enhanced T1WIs was 

observed in 63.6% (7 /11) of the cases. 

  PIMs are infiltrative neoplasms commonly arise from skull base. Radiologic 

findings include calcified foci or bone debris on CT, heterogeneous hypointensity 

on T1WI and predominantly hyperintensity on T2WI, capsule around the mass on T2WI 

and honeycomb appearance on enhanced T1WI.  

 

 
PU-0239 

原发性和继发性动脉瘤样骨囊肿的诊断及鉴别诊断价值 

 
常荣,马晓文 

西安市红会医院 710054 

 

目的 探讨原发性和继发性动脉瘤样骨囊肿的诊断及鉴别诊断价值。方法 回顾分析我院收治的

36例经手术病理证实为不同部位动脉瘤样骨囊肿病变患者的影像及临床病理资料，并结合相

关文献进行讨论。男性 15例，女性 21例，年龄 16-38岁，均进行临床及影像学检查。其中肱

骨 17例，桡骨 2例，髂骨 1例，股骨 3例，胫骨 6例，跟骨 3例，距骨 4例。结果 影像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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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诊，14例动脉瘤样骨囊肿，4例骨巨细胞瘤合并动脉瘤样骨囊肿，6例纤维结构不良，5例

软骨母细胞瘤，4例骨囊肿，3例软骨粘液纤维瘤。手术后，病理证实，动脉瘤样骨囊肿 18

例，软骨母细胞瘤合并动脉瘤样骨囊肿 8例，骨巨细胞瘤合并动脉瘤样骨囊肿 6例，软骨粘液

性纤维瘤合并动脉瘤样骨囊肿 4例。18例动脉瘤样骨囊肿多表现为干骺端偏心性骨质破坏，

边缘稍有硬化，其内可见粗大骨嵴，其中 7例可见液-液平面。病理可见充满血液的海绵状腔

隙，囊腔壁由成纤维细胞、组织细胞和散在的破骨样巨细胞构成。8例软骨母细胞瘤合并动脉

瘤样骨囊肿多表现为骨骺和骨突骨质破坏，可见薄的硬化边，病变表面的软骨可变薄或被侵

袭，可见钙化灶，可见液-液平面。病理见未成熟的软骨样间质、含铁血黄素沉着，多边形软

骨细胞，肿瘤细胞周围窗格样钙化；充满血液的海绵状腔隙。6例骨巨细胞瘤合并动脉瘤样骨

囊肿多表现为骨骺端 “肥皂泡”样横向骨质破坏，内见纤细骨嵴，见液-液平面。病理可见瘤

体由间质细胞和多核巨细胞组成；充满血液的海绵状腔隙。4例软骨粘液性纤维瘤合并动脉瘤

样骨囊肿多表现为干骺端偏心膨胀性骨质破坏区，呈浅分叶状，骨小梁粗大，见液-液平面。

病理可见含有不同比例的软骨样、黏液性和纤维性等；充满血液的海绵状腔隙。结论 通过多

个病例的分析、研究，发现动脉瘤样骨囊肿形态多样，常合并其他病变，发生病理骨折时诊断

更加困难，所以影像学表现需结合年龄、部位及病理表现共同分析，为动脉瘤样骨囊肿的诊断

及鉴别诊断提供有力的诊断依据。 

   

 

 
PU-0240 

骶尾椎脊索瘤的 CT 与 MRI 征象分析 

 
代平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 646000 

 

目的 分析骶尾椎脊索瘤的 CT和 MRI征象，以提高诊断准确性。方法 回顾性分析 30例经手术

病理证实的骶尾椎脊索瘤的 CT和 MRI表现。30例均行 CT、MRI检查，其中 CT增强 28例，

MRI增强 25例。结果 30例均见骶尾椎膨胀性不规则骨质破坏，偏心性 1例，中心性 29 例，

大部分肿瘤体积较大。CT：显示钙化 29例，出血 4例，“反引号”征 10例。增强后不均匀强

化 26例，较均匀强化 2例。MRI：T1WI呈低信号为主混杂信号，T2WI呈高信号为主混杂信

号，出血 26例，分隔 25例，假包膜 18例，坏死囊变 6 例，“反引号”征 18例，“分节现

象”15 例。增强后 “蜂房样”强化 23例。30例中，臀部肌肉受累 8例，骶髂关节受累 4

例。结论：CT和 MRI能很好显示骶尾椎脊索瘤范围、骨质破坏程度、软组织肿块及邻近组织

受侵情况，其表现有一定的特征性，对提高诊断准确性具有帮助。  

 

 
PU-0241 

影像学对 GCTB 复发的预测及分子表达研究 

 
何沂峰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 200080 

 

研究目的：探索骨巨细胞瘤（GCTB）术前影像特征对术后复发的预判价值，分析复发相关分子

在 GCTB内的表达和对术后复发的意义，探索 RANK和 Notch 通路的交叉串扰机制。  

材料与方法：本研究纳入经刮除术治疗的 GCTB患者。GCTB 病例根据术前影像特征分组，与随

访结果进行相关分析。通过免疫组化染色，研究金属基质蛋白酶-9（MMP-9）、血管内皮生长

因子（VEGF）、核因子κ B 受体激活因子（RANK）及其配体（RANKL）在 GCTB内的表达，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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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组化的结果同术前磁共振影像特征进行相关性分析。特征性的磁共振影像层面与瘤段切除

术后大体病理切片进行影像-病理对照研究。采用 RAW264.7 小鼠前体破骨细胞，进行定量 RT-

PCR、Western Blot实验及 siRNA细胞转染实验。采用 t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率的检验通过

卡方检验或者 Fisher确切概率法。  

结果：肿瘤囊变、“毛刷状”边缘突起是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MMP-9的表达分别和磁共振显

示的肿瘤内部囊变及“毛刷状”边缘突起相关。Notch1抑制后，RANK的表达增加；RANKL 刺

激后，Notch1、Jagged1、Jagged2分别降低，DLL3升高；RANKL引起 Notch通路下游 HES1、

HEY1表达均减低。 

结论：术前 MRI可以预测术后复发，可以对手术进行指导以降低复发率。MMP-9在 GCTB中的

过度表达在术后复发中发挥重要作用。发现了 RANK通路围绕 Notch1的正反馈作用机制，该机

制可能在 GCTB不断进展的溶骨性侵袭中发挥重要作用。Notch1受体可能成为 GCTB个体化治

疗的潜在靶点。  

 

 

PU-0242 

颞骨及上颌骨巨细胞修复性肉芽肿的影像学表现 

 
李胜兰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430060 

 

目的：分析颞骨及上颌骨巨细胞修复性肉芽肿（Giant cell reparative granuloma，GCRG）

的 CT和 MR表现，以提高 GCRG的术前诊断率。 

方法：回顾性分析 2014年 8月至 2017年 8月于我院病例证实为颞骨及上颌骨 GCRG患者的临

床、影像学资料。 

结果：纳入的 4例 GCRG包括 2例颞骨病变和 2例上颌骨病变，其中 1例行 CT检查，1 例行 MR

检查，2例行 CT和 MR检查，CT均提示溶骨性骨质破坏，周围均无硬化边及骨膜反应，MRI表

现为长 T1、混杂等低 T2信号，T2WI的信号与病灶是否囊变坏死有关，增强扫描呈不均匀强

化。 

结论：GCRG较为罕见，易误诊为骨巨细胞瘤，混杂等低 T2信号是其特征之一，当 CT发现颞

骨及上颌骨溶骨性骨质破坏伴 T2等低信号时，应考虑本病。 

   

 

 

PU-0243 

骨孤立性浆细胞瘤的影像学诊断 

 
李玉萍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1 

 

摘要：目的  评价骨孤立性浆细胞瘤的影像学表现。 资料与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穿刺和手

术病理证实的 11例骨孤立性浆细胞瘤变影像学表现, 其中颅骨 3例, 颈椎 2例, 胸椎 2例, 

腰椎 2例 , 骶椎 1例，髂骨 1例。 11例，行 X线平片检查 6例, 9例行 CT平扫检查、3例

行同时行平扫及增强检查, 8 例行 MRI检查，4例同时行增强检查。 结果 11例病变均呈溶骨

性破坏，9例膨胀性溶骨性骨质破坏，2骨皮质破坏呈虫蚀状，仅 1例 骨膜反应，9例 境界

清楚，9例部分边缘增生硬化，3例可见增粗骨嵴呈脑回样改变，11例局部均见软组织肿块，

质实，3例肿块突至硬膜外，CT或 MR增强检查 6例，均呈明显匀质强化。 结论 骨孤立性浆

细胞瘤影像表现有一定特征性，认识这些征像，可能提高诊断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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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244 

布氏杆菌关节炎 3 例并文献复习  

 
程艳华 

长春一汽总医院 130011 

 

 目的 探讨布氏杆菌性关节炎 MRI表现，总结布氏杆菌性关节炎的 MRI特点，以提高对该病的

诊断率。方法 分析经临床和（或）经病理证实的 3例布鲁氏杆菌性关节炎患者 MRI平扫及增

强扫描特点。结果 布氏杆菌性关节炎骨关节损害以负重关节为主,最易受累的是腰椎，边缘小

破坏灶且多发；腰椎椎体可伴有骨质增生，椎体形态多无明显变化，椎间盘破坏轻；关节周围

软组织侵犯明显。结论 布氏杆菌性关节炎 MRI表现具有特征性，需与关节结核、类风湿关节

炎、化脓性脊柱炎和转移瘤等疾病鉴别，MRI对布氏杆菌性关节炎的诊断和鉴别诊断有重要价

值。 

 

   

 

 

PU-0245 

 衰竭骨折的 MRI 与 X 线对比诊断 

 
李学江 

滑县骨科医院 456485 

 

目的：X线平片、CT、MRI检查诊断衰竭骨折的价值。 

方法：选定 X线平片、CT平扫（3D、MPR重建），MRI常规序列进行检查。选择 23例患者，

年龄 65-75岁，平均为 70岁，均没有暴力外伤史，8例膝关节检查，5例股骨颈检查，10例

腰椎检查，其中 18例行 X线、CT、MRI检查，5例 MRI检查。 

结果：7例 X线 DR检查未见骨质异常，软组织略肿胀，1例骨纹理紊乱，3例 CT平扫加 MPR

重建骨小梁紊乱，4例骨皮质连续性欠佳，骨小梁紊乱，6例 MRI检查骨质内 T1条带状低信

号，T2及压脂高信号，骨髓水肿，软组织肿胀，1例骨质内散在 T1低信号，T2及压脂高信

号。2例股骨颈行 X线及 CT 检查未见骨折征象，20天复诊 X线发现股骨颈边缘可见骨痂生

成，3例行 X线检查未见骨折，行 MRI检查股骨颈内 T1低 T2及压脂高信号，骨纹理断裂信

号，股骨颈骨髓水肿，软组织肿胀。7例腰椎患者行 X线检查腰椎退行性变，CT检查骨质密度

不均匀，MRI检查 T1低 T2 及压脂高信号，骨纹理见线形信号影，3例 MRI检查 T1低 T2 及压

脂高信号，骨纹理见线形信号影。这些患者均为年龄偏大，骨质疏松为著，根据以上检查发现

MRI诊断衰竭骨折为最佳检查方法， 

结论：诊断衰竭骨折患者首选 MRI为著，CT，X线为辅价值更高。 

   

 

 

PU-0246 

特殊儿童肘关节骨化性肌炎一例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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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学江 

滑县骨科医院 456485 

 

摘要 

目的：X线平片、CT在诊断儿童肘关节骨化性肌炎的诊断。 

方法：初步选择 X线平片（肘关节正侧位）、然后 CT平扫（3D、MPR重建）进行检查。 

结果：患者主因“右肘外伤后肘关节功能缺失 14月”查体右肘外观无异常，肘关节固定僵直

于伸肘受限 30°位，屈伸功能无、旋后、旋前 60°，手部痛触觉及功能正常。患者因摔伤致

右肘关节疼痛、活动受限，行 X线检查示：右肱骨髁上骨折，患者家属拒绝手术治疗，当地行

保守复位石膏固定 1月，治疗期间患者手部肿胀较轻，1月后拆除石膏行被动功能锻炼 2次后

右肘及右手肿胀，再次石膏固定 1周拆除石膏，患者肘关节屈伸功能丢失，目前伤后 14 月，

肘关节功能无改善，门诊参照 X线平片及 CT平扫加重建，诊断为“骨化性肌炎”。影像检查

中肱骨远端与尺骨近端骨性融合，骨皮质增厚，肘关节屈曲，关节间隙未见异常的确实少见。 

结论：麻醉满意后，行切开手术，以骨刀逐渐切除成熟的异位骨化，直至显露出肱骨滑车和部

分冠状突，修整冠状窝和冠状突。伸肘可至 0度，屈肘可至 140度，肘关节稳定。 

   

 

 
PU-0247 

老年退行性心脏瓣膜病心功能改变与骨质疏松症的相关性研

究 

 
朱忠祥,张清 

武汉市普仁医院 430080 

 

目的 ：  

通过对老年退行性心脏瓣膜病（senile degeneratedheart valvular disease SDHVD）患者各

项左心收缩功能与最低骨密度 T值的分析，探讨 SDHVD与骨质疏松症（osteoporosis，OP）的

相关性。 

方法：收集 2015年 3月至 2016年 9月期间在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内科住院的患者（年龄

≥60岁），随机选取 129例，所有受检者均行超声心动图检查。.应用 Philips IE33型彩色

多普勒超声诊断仪观察主动脉瓣瓣膜情况及左心收缩功能，应用美国 GE公司 Prodigy型双能

X线骨密度仪器（DXA）进行骨密度测定。分析 SDHVD组和对照组的各项临床特征，以及各部

位骨密度差异，分别将 SDHVD 组的各项左心收缩功能指标与骨密度最低 T值进行直线相关分

析。 

结果：1、SDHVD组与对照组心脏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心脏显示：SDHVD组骨密度最低 T值与左

室射血分数(LVEF)呈正相关（r=-0.355，P <0.01）、与主动脉瓣口血流速度(ABFV)均呈负相

关（r=-0.229，P <0.05），即 LVEF越大、ABFV越低、骨密度最低 T值越大。主动脉内径

(AD)、左房内径(LAD)、左室内壁厚度（LVPW）、室间隔厚度(IVST)与最低 T值均无统计学意

义（P﹥0.05）。 

2、主动脉瓣重度狭窄患者股骨近端平均骨密度与对照组及轻度狭窄组患者比较均有统计学意

义(P<0.05)，主动脉瓣重度退变更易罹患骨质疏松症。主动脉瓣轻度狭窄、主动脉瓣中度狭窄

与腰椎及股骨颈平均骨密度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1、SDHVD患者最低骨密度与左室射血分数(LVEF)及主动脉瓣口血流速度(ABFV)相关，LVEF 越

小、ABFV越高，患者骨密度越低。 

2、主动脉瓣重度狭窄患者骨密度降低更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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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248 

原发性骨质疏松与老年退性心脏瓣膜病的相关性分析  

 
朱忠祥,张清 

武汉市普仁医院 430080 

 

    目的 探讨老年退性心脏瓣膜病（senile degenerated heart valvular disease，

SDHVD）与骨质疏松(osteoporosis，OP)的关系。材料方法 根据纳入标准，随机抽取老年退性

心脏瓣膜病组（SDHVD组）89例，非老年退性心脏瓣膜病组（非 SDHVD组）52例。比较 2组

各项生化指标检测，血钙（Ca
2+
）、25-羟基维生素 D3（25(OH)D3）、甲状旁腺激素（PTH）、

骨碱性磷酸酶（B-ALP）、同型半胱氨酸（Hcy）；同时对所有研究对象均行腰椎（L1、L2、

L3、L4)和股骨近端(Neck、Troch、Ward's)进行双能 X线骨密度测定。 结果（1）SDHVD组

和非 SDHVD组各项生化指标比较，SDHVD组 25(OH)D3、B-ALP、PTH、Hcy值有显著性差异

(P<0．05).（2）SDHVD组和非 SDHVD组腰椎、股骨颈骨密度值比较。SCVD组 L1、L2、L4、

Neck、Troch、Ward's与非 SDHVD组对比骨密度有显著性差异(P<0．05)。（3）SDHVD和 OP与

增龄明显相关。 

    结论 老年退性心脏瓣膜病与骨质疏松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PU-0249 

骨恶性纤维组织细胞瘤的影像学诊断 

 
陈平有 

湖北十堰市太和医院（湖北医药学院附属医院） 442000 

 

目的：探讨原发性骨恶性纤维组织细胞瘤的临床及影像学特点，提高对本病的认识和术前诊断

水平。材料与方法：回顾性分析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13例原发性 BMFH患者的临床及影像学资

料。13例中，男性 8例，女性 5例，年龄 21~74岁，平均年龄 46岁。全部患者均有局部疼痛

及软组织肿块。13例均摄取 X线平片，其中 9例行 CT检查，6例行 MRI检查。检查仪器采用

德国 AGFA Compact-plus计算机 X线成像系统、美国 GE Light-speed 16层 CT机和美国 GE 

Signa 3.0T磁共振仪。CT检查采用轴位连续扫描，层厚 2 mm。MR采用常规自旋回波（SE）序

列行矢状面、冠状面、轴位 T1WI、T2WI成像及冠状位抑脂 T2WI成像，层厚为 4mm，层间距为

1mm。全部病例外科手术，术后均行病理组织学检查。结果：13例病变全部为单发，其中股骨

7例，胫骨 4例，肱骨远端 1例，髂骨 1例。X线和 CT表现为溶骨性骨质破坏，边缘清楚或部

分模糊，病变轻微膨胀 7例，边缘骨硬化 5例，7例骨质破坏区间夹杂粗细不一的骨嵴及斑片

状、斑点状钙化。骨膜反应 1例。全部病例均见软组织肿块。MRI表现为骨端局限性异常信号

和软组织肿块。骨质改变为 T1WI 呈等-低信号，T2WI以等信号为主，其中 4例 T2WI信号不均

匀，其间夹杂片状、囊状低信号和高信号；周围软组织肿块呈分叶状，信号不均匀。增强扫描

病变不均匀强化。13例病理均诊断为恶性纤维组织细胞瘤。结论： 原发性 BMFH为少见的骨

恶性肿瘤，以中老年男性多见，好发于长骨骨端。CT、MRI 对显示病灶范围及病变细微结构价

值大。骨破坏区内粗大骨嵴、超过骨破坏范围的软组织肿块及骨膜反应少见是原发性 BMFH的

影像特点，有助于诊断与鉴别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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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250 

侵袭性骨巨细胞瘤的 CT 和 MRI 诊断 

 
陈平有,母华国 

湖北十堰市太和医院（湖北医药学院附属医院） 442000 

 

目的：分析侵袭性骨巨细胞瘤的的临床及 CT、MRI表现，以提高对本病的认识和术前诊断水

平。材料与方法：回顾性分析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18例侵袭性骨巨细胞瘤患者的临床及 CT、

MRI资料。18中，男性 12例，女性 6例，年龄 21~46岁，其中 40岁以下 14例。全部患者均

有局部疼痛及软组织肿块。18例患者均行 CT检查，其中 12例同时行 MRI平扫和增强检查。

CT检查仪器采用美国 GE Light-speed 16层螺旋 CT扫描仪，MRI检查采用美国 GE Signa 

3.0T磁共振仪。 全部病例外科手术行病理组织学检查。结果：18例病变全部为单发，其中

股骨下端 7例，胫骨上端 5例，腓骨上端 2例，肱骨上端 2例，髂骨 1例，跟骨 1例。CT表

现为溶骨性骨质破坏，边缘清楚，病变不同程度膨胀 14例，无明显膨胀 4例；5例局部骨皮

质长段破坏，13例骨皮质呈虫蚀状或虚线状破坏；4例骨破坏区内见不完整骨嵴，8例见局限

性软组织肿块，10例病变周围软组织增厚。MRI表现为骨端局限性异常信号和软组织肿块，骨

质改变为 T1WI 呈低信号，T2WI 上以中等信号为主，其间夹杂片状高信号；12例病变周围均有

不同程度骨髓水肿。MRI增强扫描病变呈明显不均匀强化。结论：侵袭性骨巨细胞瘤生长活

跃，病理诊断为 II级骨巨细胞瘤。侵袭性骨巨细胞瘤在临床和影像表现上具有常见骨巨细胞

瘤（I级）的一般特点，即多见于 20-40岁男性，好发于四肢长骨骨端，膨胀性骨质破坏等，

但病变更加富于侵袭性，病变膨胀程度较轻，易突破骨皮质并形成软组织肿块，骨嵴少见。

CT、MRI对显示病灶范围及病变细微结构价值大。 

   

 

 
PU-0251 

参数优化磁共振成像诊断人工关节置换患者假体周围感染和

肿瘤复发 

 
陆勇,蒋梅花,王晗琦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200025 

 

为评估磁共振成像（MRI）参数优化在诊断关节置换患者假体周围感染和肿瘤复发中的有效

性，我们比较了 16例关节置换患者在 1.5T MRI中的冠状面快速自旋回波 T2加权图像质量，使

用优化的 MRI参数获得图像，伴或不伴视角倾斜（VAT）校正。我们回顾性分析了 86例髋关节

置换后疼痛患者和 67例骨恶性肿瘤切除术和关节置换术患者的 MRI参数优化数据，以发现可

用于诊断假体周围感染和肿瘤复发的 MRI特征。接收机带宽增加和层厚降低结合 VAT可显著减

少金属伪影的面积。不规则软组织肿块、软组织水肿、骨破坏和瘘管是假体周围感染的重要特

征，其敏感性为 47.4-100％，特异性为 73.1-100.0％，根据手术和病理结果确诊。软组织肿

块为肿瘤复发的显著特征，其灵敏度为 100％，特异性为 96.0％，一致性为 97.0％。参数优

化的 VAT MRI方法显示了对关节置换患者假体周围感染和肿瘤复发的高诊断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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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252 

Computed tomography an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indings of soft tissue adult fibrosarcoma in 

extremities 

 
Wang Hexiang,XU WEN JIAN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Qingdao University 266003 

 

Purpose: 

To characterize and evaluate CT and MRI features of extremity soft tissue adult 

fibrosarcoma.  

Methods: 

CT and MRI images from 10 adult patients with histopathologically-diagnosed 

fibrosarcomas were analyzed retrospectively regarding tumor location, size, number, 

shape, margins and relationship between lesions and the deep fascia. 

Additionally,attenuation and change in adjacent bones in CT images and signal 

intensity and enhancement patterns in MR images.  
Results:  

There were a total of 19 tumor lesions in the 10 patients selected 

for this study, including eight patients with a solitary lesion, and 

two with multiple lesions. Eighteen lesions were lobulated and 

another one was oval in shape. The size of the lesions varied from 

1.2cm to 10.5 cm in diameter, with an average of 6.7 cm. For the 

eight cases in which lesions were located under the deep 

fascia,seven lesions had a nodular lump adjacent to the deep fascia. 

One case involved two lesions that had broken through the deep 

fascia; another two located in the interval space of the muscles. 

All of the lesions showed isoattenuated soft-tissue masses, one with 

patches of slight hypoattenuation and another with a node of slight 

hyperattenuation . All the cases displayed low signals on T1WI and 

heterogeneous low and high intense signals on T2WI with low 

signaling on all sequence indicative offibrous septations.Eight 

cases showed edema signals in surrounding muscle and one case 

involved the adjacent bone. Two cases on 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 

showed hyperintensity.Post-enhanced MRI images three cases showed 

heterogeneous peripheral enhancements and one case demonstrated 

spokes-wheel-like enhancement. 

Conclusion: 

CT and MRI proved to be accurate methods for delineating the histologic 

compositions,the extent of these lesions and the surrounding tissue and bone 

invasion may help to obtain exact diagnoses in appropriate clinical settings. 

  

   

 

 
PU-0253 

颅底骨肿瘤和肿瘤样病变的 CT 和 MRI 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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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婉静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5 

 

目的：分析颅底骨肿瘤和肿瘤样病变的 CT和 MR表现，探讨 CT和 MRI检查的诊断价值。 

方法：回顾性分析经手术或穿刺活检病理证实的颅底骨肿瘤和肿瘤样病变 82例，其中 70例行

CT检查，60例行 MRI检查（42例行 MRI增强扫描）。 

结果：76例中恶性骨肿瘤 23例：脊索瘤 18例，软骨肉瘤 5例；良性骨肿瘤 38例：包括骨瘤

35例，软骨母细胞瘤 2例，软骨瘤 1例；骨肿瘤样病变 21例：骨纤维异常增殖症 13例，骨

化性纤维瘤 6例，动脉瘤样骨囊肿 1例，嗜酸性肉芽肿 1例，颅底各种骨肿瘤及肿瘤样病变有

不同的好发部位及特征性影像表现：脊索瘤好发于斜坡中线区，T2WI呈明显不均匀高信号；

软骨源性肿瘤好发于颅底骨缝连接处，有累及斜坡侧面，偏离中线的倾向，多为分叶状肿块，

软骨肉瘤增强后多为花瓣状分隔样明显强化，良性的软骨瘤及软骨母细胞瘤可见点状钙化，增

强扫描强化不明显；骨化性纤维瘤多以髓腔为中心向周围膨胀性生长，周围可见磨玻璃样包

壳，边界较清晰，不同于骨纤维异常增殖症与正常骨的移形多没有正常边界。动脉瘤样骨囊肿

呈分叶状膨胀性生长，出现典型的液液平。 

结论：颅底骨肿瘤及肿瘤样病变有特征的 CT及 MRI表现，结合其不同的好发部位，可以提高

定性诊断的准确性。 

   

 

 
PU-0254 

额骨松质型骨瘤一例并文献复习 

 
袁丽琼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0001 

 

 目的 通过 1例少见额骨松质型骨瘤的临床特点、影像表现、病理及免疫组化特点，进行分

析并作文献复习，以提高对本类疾病的认识。方法 对 1 例额骨松质型骨瘤的病例资料，进行

回顾性分析及文献复习。结果：患者以额顶部肿物半年，并逐渐增大就诊，CT提示额骨正中

占位，呈膨胀性生长，内密度不均，可见多发放射状棘突，可见硬化边。MRI提示额骨正中占

位，呈长 T1WI稍短 T2WI信号，增强明显强化。术后病理提示骨瘤。结论 ：颅骨松质型骨瘤

临床少见，肿瘤的影像学表现特异性不显，不易与嗜酸性肉芽肿、颅骨血管瘤、板障型脑膜

瘤、颅骨浆细胞瘤等鉴别。 

   

 

 

PU-0255 

股骨头颈部不同区域小囊变的影像诊断与鉴别诊断 

 
杨鸿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溪山医院 541002 

 

[摘要] 目的 探讨股骨头颈部不同区域小囊变的影像学表现及鉴别诊断。方法 回顾性分析 30

例股骨头颈不同区域小囊变的患者的髋关节影像学及临床资料。结果 15例 X线平片，10例

CT和 5例 MRI，2例发生在双侧，18例发生在右侧，10例发生在左侧。股骨头缺血坏死 14

例，髋部症状往往较重，股骨头塌陷，多位于股骨头承重面、股骨头中上部的边缘模糊的类圆

形或不规则病灶，可见硬化线及 MR的“双线征”；股骨颈疝窝 7例，其中 1例为双侧，均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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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股骨头基底和股骨颈近段前外侧皮质下，呈圆形、类圆形或分叶状，直径<1cm边缘清晰的

低密度囊变区，并见有一裂隙向外穿越邻近骨皮质，MR因疝囊内容物成分不同呈不同信号；

骨内腱鞘囊肿 2例，位于骨性关节面下方，局部关节面可伴增生硬化，相邻骨皮质少有裂隙；

退变性囊肿 5例 ，多见于退行性骨关节病，囊肿多为于股骨头承重关节面下，常为多灶，并

多伴发髋臼囊肿；骨样骨瘤 2例，髋部疼痛明显，尤以夜间为重，CT上瘤巢内密度不均，周

围硬化环较厚，邻近皮质无裂隙样缺损，MR频率选择性脂肪饱和 T2WI示低信号带周围多有较

为广泛的高信号水肿区；转移瘤 1例，周围无硬化环。30 例患者均结合临床综合检查及部分

治疗后随访，时间 3个月-3年，部分复查。结论 股骨头颈部不同区域的小囊变，基本具有特

定的发生部位和影像学表现，可依据病灶位置、大小、形态和影像学表现对相关病变的诊断及

鉴别诊断。 

   

 

 
PU-0256 

颞骨腱鞘巨细胞瘤 1 例 

 
施乐年,王琳 

甘肃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730020 

 

 

腱鞘巨细胞瘤（GCTTS）是一种起源于腱鞘和关节滑膜的良性肿瘤，好发于女性青壮年，30-40

岁多见，好发于手指腱鞘，其次为膝关节，少数亦可发生于臀、足、腕、踝和肩部等。本病是

较少见的组织细胞肿瘤之一，占良性软组织肿瘤的 4.94%。1941年由 Jaffe等首次报道一组发

生于关节、腱鞘或滑膜的慢性增殖性疾病，有诸多的分类名称。统一的认识为关节内滑膜的该

类疾病称为色素绒毛结节性滑膜炎（PVNS）和发生于关节外滑膜组织的称为腱鞘巨细胞瘤

（GCTTS），GCTTS分为弥漫性（D-GCTTS）和局限性（ L-GCTTS ）两种类型，L-GCTTS 是一种

良性软组织肿瘤，有完整的包膜，与周围组织分界清楚，D-GCTTS又称关节外色素沉着绒毛结

节性滑膜炎，是一种少见和低度恶性病变，无包膜，体积较大，富含丰富的毛细血管，易反复

出血导致含铁血黄素沉着。 

常见部位腱鞘巨细胞瘤与少见部位腱鞘巨细胞瘤有相同的影像学表现：CT：能更好的显示

GCTTS的侵袭范围，与邻近骨质和软组织的关系，尤其可以显示内部细小钙化和液化等改变；

增强可呈不均匀强化。MRI：可以从矢状、冠状及横断面显示 GCTTS的范围、形态、周围组织

情况及信号特征，尤其对于显示病灶与周围软组织具有极高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典型表现为局

限性或弥漫性的软组织肿块，呈圆形或不规则形，主要发生于关节外，T1、T2都呈低信号，

T2较为明显，是由于含铁血黄素沉积造成，合并出血、坏死，T2信号可混杂，MRI各常规序

列均为低信号是关节外肿块不常见的影像表现，是此病诊断的重要一点。GCTTS内含有丰富的

毛细血管，增强扫描多呈中度不均匀强化。虽然 GCTTS有相对典型的影像学表现，但发生于少

见部位，如发生于颞骨的病变，就需要与如软骨母细胞瘤、骨巨细胞瘤、恶性 GCTTS、PVNS、

痛风、滑膜肉瘤、创伤后血肿等相鉴别。  

 

 

PU-0257 

骨巨细胞瘤的影像学诊断 

 
申爱强 

泰州市人民医院 225300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2736 

 

 [摘要] 目的：探讨骨巨细胞瘤的 X线平片、CT、MRI 影像学表现。方法：回顾分析经手术

病理证实 17例骨巨细胞瘤的影像学表现。结果：10例发生于长骨骨端（胫骨上端 3例、股骨

下端 7例），以偏心性、膨胀性骨质破坏为主，周围无明显骨质硬化，内无钙化；7发生于脊

柱（颈椎 1例、胸椎 2例、骶椎 4例），以膨胀性骨质破坏为主，发生于骶椎者，多位于骶椎

1-2水平。结论：X线平片结合 CT、MRI能显著提高骨巨细胞瘤诊断准确率，对临床制定手术

方案有重要意义。 

   

 

 
PU-0258 

增生性肌炎 1 例 

 
陈锦华 

泰州市人民医院 225300 

 

男性，56岁，左侧大腿根部肿块半月余。查体：左侧大腿根部肿块，大小约 50×40×30mm，

质硬，无触痛，界限不清，活动度欠佳。MRI检查显示左侧缝匠肌明显增粗，病灶大小约

57×28mm，呈现界限不清之梭状，长轴与缝匠肌长轴平行，T1WI信号略高于周围肌肉组织

（图 1），T2WI表现为不均匀高信号，周围可见少许水肿影（图 2），增强扫描病灶呈不均匀

强化（图 3-4），肌间筋膜未受累及。 

术后病理：左侧缝匠肌肿块大小约 52×31×21mm，HE×100 显示横切面上“棋盘状结构”，

HE×400 显示中央可见特征性嗜碱性大细胞伴空泡状核，核仁明显，类似神经节细胞或横纹肌

母细胞。病理诊断：增生性肌炎。 

   

 

 

PU-0259 

膝关节周围骨巨细胞瘤的 X 线、MSCT 及 MRI 征象 

 
唐彩银 

泰州市人民医院 225300 

 

目的：探讨膝关节周围骨巨细胞瘤的 X线、MSCT及 MRI征象，以提高对本病的认识和诊断水

平。材料与方法：回顾性分析 13例经手术病理证实膝关节周围骨巨细胞瘤的影像学表现。结

果：5例发生于股骨下端，7例发生于胫骨上端，1例发生于髌骨。X线、MSCT表现为偏心性

膨胀骨质破坏，MRI显示病变 T1WI为均匀低或中等信号，T2WI为不均匀高信号，12例术前均

诊断明确，1例术前误诊。术后病理Ⅰ级 8例，Ⅱ级 2例，Ⅱ-Ⅲ级 2例。结论：膝关节周围

骨巨细胞瘤具有特征性影像学表现，X线、MSCT及 MRI三者结合有助于提高诊断正确性。 

   

 

 

PU-0260 

强直性脊柱炎骶髂关节病变 MSCT 表现 

 
张继 

泰州市人民医院 225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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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探讨强直性脊柱炎骶髂关节病变 MSCT表现及其诊断价值。方法：对 33例临床确诊为强

直性脊柱炎患者行骶髂关节 MSCT检查，观察骶髂关节病变的 CT表现及影像学特征，参照纽约

诊断标准分析评级。结果：强直性脊柱炎骶髂关节病变的 MSCT表现为关节面毛躁，关节面下

多发小囊状骨质吸收、破坏伴不同程度骨质增生硬化、骶髂关节间隙狭窄或增宽、关节骨性强

直等。本组无 0级病例；Ⅰ级 2例，占 6.06%；Ⅱ级 7例，占 21.21%；Ⅲ级 11例，占

33.33%；Ⅳ级 13例，占 39.39%。结论：MSCT能清晰显示骶髂关节病变，能对强直性脊柱炎骶

髂关节病变做出正确诊断和临床分期。 

   

 

 
PU-0261 

肢端血管球瘤的 MRI 诊断价值 

 
李春高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430022 

 

[摘要]目的 探讨肢端血管球瘤的 MRI表现及其诊断价值。 

材料与方法 回顾性分析 8例经手术病理证实的血管球瘤的 MRI资料。 

结果 MRI显示所有 8例肢端血管球瘤的皮下结节状异常信号区,T1WI病灶与正常肌肉软组织对

比呈等、低信号,T2WI病灶呈高信号；病灶周围无明显水肿，静脉注入对比剂有明显强化。 

结论 肢端血管球瘤的 MRI 表现具有一定的特征性，结合其临床表现，有利于本病的术前诊断

及鉴别诊断。 

   

 

 

PU-0262 

四肢长骨与手部掌指骨原发血管瘤的影像及病理对照分析 

 
陈勇,刘杰,凌小莉,林俊,丁建平 

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 310015 

 

目的 探讨四肢长骨与手部掌指骨原发血管瘤的影像及病理特征。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手术病理

证实的 8例四肢长骨及 9例掌指骨血管瘤原发血管瘤的影像和临床资料，并结合文献进行对比

分析。17例均行 X线检查，2例行 CT检查，1例行 MRI检查。结果 8例四肢长骨血管瘤中髓

型 6例、骨膜型 1例、皮质内型 1例。9例掌指骨血管瘤中髓型 7例、骨膜型 1例、皮质内型

1例。髓型在掌指骨 X线表现为网格状骨纹，略膨胀；在长骨表现多样，可呈囊状、网格状或

溶骨性改变。骨膜型在掌指骨及长骨 X线表现类似，均为皮质不规则增厚、硬化，及放射状骨

膜新生骨。皮质内型在掌指骨及长骨 X线均表现为边界清晰的骨质破坏区，边缘轻度硬化；1

例指骨皮质内型血管瘤 MRI 表现为稍长 T1WI,长 T2WI信号,并夹杂少许低信号，病灶突破骨皮

质,形成软组织肿块，临近软组织内见迂曲血管影。结论 手部掌指骨及四肢长骨原发血管瘤的

影像学表现较为相近，但长骨血管瘤表现更为丰富，典型表现均为网格状或囊状骨质破坏。影

像学检查有助于显示病灶范围及周围肌肉侵犯情况，为临床诊疗及后期功能评估提供支持。  

 

 
PU-0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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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臂罕见发育畸形的影像特征分析 

 
陈勇,刘杰,丁建平,王冬梅 

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 310015 

 

目的 分析肱骨及尺桡骨罕见发育畸形的影像特征。方法 回顾性分析 1958-2014年间收治的

40例肱骨及尺桡骨罕见发育畸形病人的影像及临床资料。以 Swanson分类法为依据，将不同

类型发育畸形的影像改变进行分类和总结。结果 40例肱骨及尺桡骨罕见发育畸形中男 19

例、女 21例，年龄 18d～51岁，平均年龄（11．6±11.5）岁；共 10种畸形，以 Swanson 分

类,尺桡骨: 形成障碍 9例，为桡骨缺损; 分化障碍分别为先天性上尺桡骨融合 6例, 

Madelung畸形 12例, 先天性桡骨小头脱位 4例; 重复畸形 2例，为双尺骨畸形; 过度生长 2

例，为长尺短桡畸形; 发育不全 1例，为短肢畸形。肱骨和尺桡骨多骨受累：分化障碍 1例，

为肱桡骨融合；形成障碍 1例，为无肢畸形。仍有 1种畸形无法准确分类，为肘髌骨 2例。结

论 肱骨及尺桡骨发育畸形种类较多且发病率不高，只有全面认识不同畸形的分类和特点，并

结合典型的影像学表现，才能得出正确诊断避免误诊。  

 

 
PU-0264 

左股骨中段骨纤维肉瘤伴多器官转移:一例病例报告 

 
张瑞,董越 

辽宁省肿瘤医院 110042 

 

 目的 分析骨纤维肉瘤的影像特点及临床表现，提高对该病的认识。 

 方法 一例 55岁女性患者，下肢疼痛伴病理性骨折入院，影像显示软组织肿物明显并可见纤

维分隔，邻近骨皮质局限性缺损，骨膜反应轻微，骨髓腔内有少量钙化灶。经过手术病理分析

后，确诊为骨纤维肉瘤。治疗期间出现耐药，患者术后 1年又出现多器官包括扁桃体转移，最

终患者死亡。本文详细介绍了该患者的临床及病理相关信息。 

 结果 骨纤维肉瘤多见于 20-45岁的成年人，男女比例相当。起源于非成骨性间叶组织，即

成纤维组织，较少见，多为原发，少数为继发。分为中央型和周围型两种，前者多见。好发于

四肢长骨的干骺端或骨干，尤其是股骨远端和胫骨近端为其好发部位。一般以肿瘤部位的疼痛

及肿胀为主要症状，无特征性，常伴病理性骨折。影像学表现与肿瘤类型有关。中央型表现为

溶骨性或轻度膨胀性骨破坏区，边缘模糊，呈筛孔样改变，当穿破骨皮质可形成软组织肿块，

瘤内少有钙化及骨化现象，一般无骨膜反应。MR可以显示肿块内的纤维成分，呈 T1W、T2W低

信号，坏死囊变组织为 T2W 高信号。可发生病理性骨折，生长慢者破坏区可呈囊状。周围型，

少见，表现为股旁软组织肿块和邻近部位的骨皮质毛糙、压迫性缺损或虫蚀样破坏，也可穿破

皮质侵骨髓腔。该患者临床主要症状为下肢疼痛，继发病理性骨折；软组织肿物明显并可见纤

维分隔，邻近骨皮质局限性缺损，骨膜反应轻微，骨髓腔呈磨玻璃密度,内有少量钙化灶，与

软骨肉瘤影像表现很相似，但 MR上软组织肿块内未见明确提示软骨的 T2W高信号，CT上分隔

未见钙化，髓腔内钙化灶相对较少。病理及镜下可见交织胶原纤维束及大量梭形细胞，瘤细胞

弥漫阳性表达 Vim，灶性或弱阳性表达 SMA、AACT、CD68，提示瘤细胞主要具纤维母细胞性分

化。支持骨纤维肉瘤的诊断。 

 结论 联合影像学及病理活检可以提高对骨纤维肉瘤的认识。  

 

 
PU-0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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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 CT 和 MRI 在青少年习惯性髌骨脱 TT-TG 测量中应用价值 

 
程天明,葛英辉,孙明华 

河南省人民医院 450003 

 

目的：探讨 CT及 MRI在青少年习惯性髌骨脱位中 TT-TG 的应用价值。 

材料与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4年 1月-2017年 7月习惯性膝关节脱位患者 27例，男 13，

女 14，年龄 12-21岁，患侧膝关节 31例，对侧无症状膝关节 CT检查 23例作为对照组，均行

CT及 MRI检查。3位有经验的医师分别用后处理工作站对 CT及 MRI资料进行处理，经胫骨结

节最前点到股骨后髁切线的垂线以及股骨滑车最深处到股骨后髁切线的垂线，测量两垂线间的

距离及胫骨结节-股骨滑车沟（TT_TG）距离。结果：患侧膝关节 TT-TG距离，CT测量值为

（18.5±3.6）mm，MRI测量值为（17.9±3.9）mm，同组患者对侧膝关节 CT测量值为

（10.9±2.3）mm。CT与 MRI 测量值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0.01），患侧及无症状对侧 CT

测量结果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结论：CT和 MRI在膝关节 TT-TG距离测量中无明显差异，由于 CT较 MRI扫描速度快，价格便

宜，禁忌症少，但是软组织分辨能力不如 MRI，且有放射性辐射，因此在术前检查方法的选择

上，笔者倾向于 MRI检查。患侧膝关节与无症状对侧的 TT-TG距离差异有显著性，其距离增大

的程度在指导临床诊断及治疗髌骨关节不稳有重要意义。 

   

 

 

PU-0266 

双源 CT 双能量技术诊断痛风的临床优势 

 
林凡入 

辽宁省肿瘤医院 110042 

 

目的 本研究应用双源双能量 CT对疑诊为痛风的患者关节进行扫描，分析其相比其他检查方法

（血尿酸，穿刺抽液，常规影像学）的优势以及影像特点，评估其对痛风的诊断、鉴别诊断价

值。资料与方法 对临床怀疑为痛风的 21名患者进行双源 CT(DECT)扫描及 GOUT后处理。结果 

19例（19/21）双源 CT显示尿酸结晶沉积，共检出 272处病灶，足踝处病灶最多（127处）,

其中包括 3例经过病理证实，4例亚临床患者；另外，阴性患者中 1例为关节慢性炎症，1例

为假痛风。结论 双源 CT对尿酸结晶无创、特异及敏感性高的成像特点在痛风诊断方面有较大

临床应用价值，尤其是对早期痛风的筛查及与其他疾病的鉴别诊断。双源 CT对痛风诊断及疗

效的评估有待进一步研究。  

 

 
PU-0267 

软组织肿瘤的 MR 诊断价值 

 
彭屹峰 

上海市普陀区中心医院 200062 

 

目的：相对于包括超声和 CT在内的诊断工具，MRI 具有对软组织高分辨率的优势，本文旨在

通过对软组织肿瘤的诊断，探讨 MRI 在诊断及鉴别诊断软组织良恶性肿瘤上的价值。材料和

方法：经手术病理确诊的 15例软组织肿瘤，回顾性分析病变的大小、边缘、数量以及不同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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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的信号特点及其相互之间的变化特征,并探讨这些征象在鉴别诊断中的价值。结果：回顾性

分析近 1年来在我院进行 MRI检查的软组织肿瘤患者共 15 例进行随访、分析、研究，其中包

括 10例良性肿瘤（脂肪瘤 3例、神经鞘瘤 4例、血管瘤 2例、纤维瘤 2例），通过 MRI 表现

特征可以做出正确的诊断，3例脂肪瘤与皮下脂肪的信号相似，且通过脂肪抑制可以获得明确

诊断。2例血管瘤分别为婴儿（毛细血管瘤）和成人血管瘤（海绵状血管瘤），T1WI呈中等低

信号、T2WI呈高信号，病变内可见分隔，增强后明显强化。4例神经鞘瘤均位于肌肉间隙内，

T1WI呈等或稍低信号、T2WI 呈高信号，其中含有的囊变部分 T1WI呈低信号、T2WI呈明显高

信号。2例纤维组织细胞瘤均为中青年，位置较为表浅（皮肤或皮下），T1WI呈等信号、T2WI

呈等高信号，增强后呈实性强化。4例恶性肿瘤骨外软骨肉瘤 2例、滑膜肉瘤 1例和恶性纤维

组织细胞瘤 1例可以从良性肿瘤中鉴别出来，骨外软骨肉瘤发生于成年人，位于四肢，T1WI

呈等信号、T2WI呈高信号，可见低信号分隔。本例滑膜肉瘤直径较大，约 5cm，信号欠均匀，

T1WI呈略高信号、T2WI包含高（囊变）、低（纤维化）、等（肿瘤实质）混合信号。本例恶

性纤维组织细胞瘤为老年男性，病灶位于四肢，除肿块巨大外，病灶缺乏特征性，表现为

T1WI等低信号、T2WI呈高信号，伴分隔。另外还有 1例为血肿误诊，但是在判断其组织起源

时，恶性肿瘤受到限制。结论： MRI 在鉴别诊断软组织肿瘤中有重要的价值，基于 MRI的多

参数、高对比成像，无骨性伪影及空间分辨率高等优势。 

   

 

 
PU-0268 

糖尿病足 X 线诊断探讨 

 
唐子云 

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四川省精神卫生中心 621000 

 

 糖尿病足是糖尿病患者由于合并神经病变及各种不同程度末梢血管病变而导致下肢感染、溃

疡形成和（或）深部组织的破坏，是导致糖尿病患者致残致死的严重慢性并发症之一。引发糖

尿病足的主要原因包括：1.下肢周围血管病变；2.下肢周围神经病变；3.外伤、溃疡、感染。

而糖尿病患者截肢的主要原因概况起来就是：由于下肢周围神经病变，而导致保护性感觉减弱

或丧及萎缩肌肉、足部畸形，患者容易受外伤及局部易发溃疡，再加上下肢周围血管病变所导

致的下肢供血不足，溃疡经久不愈，从而引发感染，最后导致坏疽，而不得不截肢。因此早期

正确的预防和治疗，可以让大部分患者免于截肢。X线检查对发现糖尿病足具有重要意义。分

析总结我院 2014-2017年间 26例糖尿病足患者 X线表现，并进行归纳总结。 

   

 

 
PU-0269 

斜冠位 T2WI 脂肪饱和序列上盂肱下韧带表现对冻结肩的诊断

价值 

 
夏秀梅,华建军 

金华市中心医院 321000 

 

目的 探讨斜冠状位 T2WI脂肪饱和序列上盂肱下韧带表现对冻结肩的诊断价值。方法 回顾性

分析金华市中心医院就诊的 141例肩关节 MRI图像，将临床诊断为冻结肩 48例患者作为冻结

肩组，与年龄、性别相匹配经关节镜证实的肩袖部分撕裂 37例患者作为肩袖撕裂组、肩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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疼痛就诊未明确病因 56例作为对照组，在斜冠状位 T2WI平扫图像上评估评估盂肱下韧带信号

高强度、厚度及周围高信号层。结果 斜冠状位 T2WI脂肪饱和序列上盂肱下韧带信号：冻结肩

组 41例（41/48）、肩袖撕裂组 5例（5/37）、对照组 5例（5/56），其高信号诊断冻结肩的

准确性 88%、敏感性 85%、特异性 89%、阳性预测值 80%、阴性预测值 92%。斜冠状位 T2WI 序

列上盂肱下韧带厚度：冻结肩组（n=48）（）mm、肩袖撕裂组（n=37）（）mm、对照组

（n=56）（）mm，冻结肩组与肩袖撕裂组、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盂肱

下韧带关节囊外高信号层也为冻结肩的提示征象。结论 斜冠状位 T2WI脂肪饱和序列上盂肱下

韧带高信号及增厚表现有助于冻结肩诊断。  

 

 

PU-0270 

High spatial resolution time-resolved magnetic 

resonance angiography of lower extremity tumors at 3T: 

Comparison with computed tomography angiography 

 
Wu Gang,Li Xiaoming 

Tongji Hospital， Tongji Medical College，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430030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compare diagnostic value of high spatial resolution 

time-resolved magnetic resonance angiography with interleaved stochastic 

trajectory (TWIST) using Gadobutrol to Computed tomography angiography (CTA) for 

preoperative evaluation of lower extremity tumors.This prospective study was 

approved by the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Fifty consecutive patients (31 men, 19 

women, age range 18-80 years, average age 42.7 years) with lower extremity tumors 

underwent TWIST magnetic resonance angiography (MRA) and CTA. Digital subtraction 

angiography was available for 8 patients. Image quality of MRA was compared with 

CTA by 2 radiologists according to a 4-point Likert scale. Arterial involvement by 

tumor was compared using kappa test between MRA and CTA. The ability to identify 

feeding arteries and arterio-venous fistulae (AVF) was compared using Wilcoxon 

signed rank test and McNemar test, respectively.Image quality of MRA and CTA was 

rated without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3.88 ± 0.37 vs. 3.97 ± 0.16, 

P = 0.135). Intramodality agreement was high for the identification of arterial 

invasion (kappa = 0.806 ± 0.073 for Reader 1, kappa = 0.805 ± 0.073 for Reader 2). 

Readers found AVF in 27 of 50 MRA cases and 14 of 50 CTA cases (P < 0.001). Mean 

feeding arteries identified with MRA were significantly more than that with CTA 

(2.08 ± 1.72 vs. 1.62 ± 1.52, P = .02).TWIST MRA is a reliable imaging modality for 

the assessment of lower extremity tumors. TWIST MRA is comparable to CTA for the 

identification of AVF and feeding arteries.  

 

 
PU-0271 

女性生育前后髂骨尾骨肌形态及功能的 MRI 初步研究 

 
潘冬刚

1
,单秀红

1
,耿兴东

1
,陆好悦

2
 

1.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江苏大学附属人民医院） 

2.江苏大学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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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采用静、动态 MRI观察正常未生育与已生育青年女性髂骨尾骨肌形态及功能变化，并比

较剖宫产与顺产女性之间髂尾肌的形态和功能。方法：年龄 20-45岁女性志愿者 80名，按有

无生育史分为生育组和未生育组，生育组根据生育方式分为顺产组和剖宫产组。所有受试者均

行动态及静态 MRI盆底扫描。分别测量动态及静态 MRI图像上髂骨尾骨肌如下指标，左右髂骨

尾骨肌厚度（ICM），冠状位上髂骨尾骨肌与水平线角度(cICA)，矢状位上髂骨尾骨肌与水平

线角度(sICA)。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比较各组测量指标之间的差异。结果：生育组髂尾肌静

态指标与未生育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动态指标除 cICRA 外均有统计学意义；顺产组与未生

育组各项动态指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剖宫产组动态 cICLA、sICRA与未生育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顺产组与剖宫产组各项指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结论：怀孕和自然分娩都会对髂骨

尾骨肌造成不同程度的功能损伤；剖宫产与顺产对髂尾肌的形态及功能损伤无显著差别。  

 

 
PU-0272 

胫骨平台骨折的 X 线与 CT 临床诊断价值分析 

 
李东春,彭泰松 

大同市第三人民医院 37008 

 

目的：对胫骨平台骨折应用 ct、x线诊断的临床价值进行系统分析。  

方法：回顾分析 2015年 1月-2017年 1月我院骨外科收治的 54例胫骨平台骨折骨折患者的临

床资料，均先后接受 x线、ct检查，对两种检查的结果进行比较分析。 

结果：本组 54例患者的 x线诊断检出率为 74.5%，ct诊断检出率为 74.5%，ct诊断检出率为

100%。相比差异有统计意义（p<0.05)。 

结论：在胫骨平台骨折诊断中，应用 ct的准确率相对高于常规 x线检查，能更为清晰、直

观、多角度显示骨折情况，临床价值更显著。  

 

 
PU-0273 

腰椎间盘突出症手术前后神经根 MR 弥散张量成像研究 

 
曾晟 

宜宾市第一人民医院 644000 

 

目的：探讨磁共振弥散张量成像（DTI）对腰椎间盘突出症神经根受压患者行腰椎间盘突出摘

除术后相应神经根改变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39例经临床及影像学检查诊断的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手术前及手术后均行常规 MRI以

及 DTI扫描检查,通过设定感兴趣区域（ROI）的种子点对相应腰骶神经根进行纤维束示踪,并

测量腰骶神经根的各向异性分数（FA）值及表观扩散系数（ADC）值，所得数据进行两独立样

本 t检验。 

结果：DTI能完整地显示腰骶神经根的走行特点。手术前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病变侧神经根的

ADC值高于健侧神经根的 ADC 值；病变侧神经根的 FA值明显低于健侧神经根 FA值。手术后 2

个月内病变侧神经根 ADC值及 FA值较术前无明显变化，而手术后 6个月病变侧神经根 ADC值

明显降低、FA值升高，与术前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腰骶神经根的 MR弥散张量成像通过 FA、ADC值可间接地反映神经根内水分子的运动,可

为临床诊断及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神经根受压提供客观、定量化的影像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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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274 

右大腿淋巴管瘤 

 
吴玲 

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四川省精神卫生中心 621000 

 

淋巴管瘤(lymphangioma)是一种淋巴管的良性过度增生，是淋巴管源性罕见的良性病变；是一

种先天性脉管发育畸形，并非真性肿瘤，以婴幼儿多见。临床及病理上可分为单纯性淋巴管

瘤、海绵状淋巴管瘤及囊性淋巴管瘤三型。淋巴管瘤全身任何部位均可发生，以颈部最常见，

体表软组织亦较多见。现我院报告一例。 

  

临床资料：患者女性，16岁，因“发现右大腿包块 2年，右膝疼痛 2天”入院。入院前 2

年，患者活动后出现右膝不适，发现右大腿可扪及一包块，并右膝关节活动障碍，诊断为血管

瘤，未做特殊处理。之后间断出现活动后右膝活动不适。入院前 2天，患者活动后再次出现右

大腿疼痛，右膝关节活动受限。彩超：右大腿下段前侧皮下弯曲管状无回声区。右下肢动脉

CTA示右侧大腿下段前方皮下见团片影，CT值约 12Hu，增强扫描未见明显强化，边缘欠规

则，与邻近动脉无明显相关性。在持硬麻下行“右大腿包块切除术”，手术发现:右大腿下

1/3前方可见一范围约 10cm*10cm 质软包块，位于皮下，边界不清，为多发大小不一囊肿，内

为清亮嚢液。包块下界至膝关节处。术后病理诊断囊性淋巴管瘤。 

  

讨论：本病发生在不同部位，可引起不同症状，此病例临床表现为皮下包块及疼痛。CT 表

现：平扫常呈单房或多房性，密度均匀的囊性病灶，典型表现为密度均匀一致的水样密度，边

界清楚，壁菲薄以致在 CT图像上可能显示不清。增强扫描病灶本身无强化，伴海绵状血管瘤

时可出现强化。此病例 CT平扫呈不规则低密度囊性肿块，增强后无强化。鉴别诊断： 

体表软组织淋巴管瘤与淋巴瘤鉴别，淋巴瘤原发于淋巴结或其它淋巴组织的淋巴细胞和组织细

胞发生恶性增生而引起的恶性肿瘤，可有全身多处淋巴结肿大，淋巴结穿刺或活检可以确诊。

同时需与血管瘤鉴别，当血管瘤位于皮下软组织内，查体体表皮肤可无异常表现，增强扫描时

强化可不明显，有时鉴别困难，最终依据病理结果。 

   

 

 
PU-0275 

髋关节异常闭合复位后快速核磁共振检查的技术应用 

 
林毅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00127 

 

【摘要】目的 介绍一种快速核磁共振检查方法，用于发育性髋关节异常复位后观察确认股骨

头复位状况，探讨核磁共振检查方法的可行性。方法 2010 年 9月至 2011年 12月,23 例发育

性髋关节异常患儿接受了快速核磁共振检查，平均年龄 9个月（4个月～16个月），其中男性

8例，女性 15例，全脱位 7例，半脱位 16例，所有患儿均在接受了闭合复位石膏固定后立即

接受快速核磁共振检查，平均扫描时间为 2分钟（1分 20 秒至 2分 10秒），无需额外应用镇

静药物。结果 在所有 23例的术后快速核磁共振检查中发现 20例达到了完全的同心圆复位，2

例呈后方半脱位不稳定状态，通过再次复位，更换石膏后达到了同心圆复位，1例因髋臼内圆

韧带过于粗大阻碍复位，导致无法闭合复位，转为切开复位清理髋臼内拥堵软组织后达到了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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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圆复位。结论 发育性髋关节异常闭合复位后的快速核磁共振检查可以迅速直观的明确股骨

头髋臼复位状态，为临床决策提供有力依据，该方法安全，快速，有效，值得推广。 

   

 

 
PU-0276 

量化影像分析技术在临床肿瘤评估中的应用和发展 

 
洪国斌 

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 519000 

 

客观精准、规范化的肿瘤疗效评估是肿瘤治疗中不可或缺的临床程序。采用计算机辅助的肿瘤

负荷的线性测量较手动测量更精确、可重复性更强；对于难以线性测量的肿瘤负荷，计算机辅

助的体积测量技术较线性测量能更客观、更敏感；对于体积难以反应（不敏感）的肿瘤负荷的

评估，纹理分析和影像组学更全面、更深入。采用计算机辅助的肿瘤影像量化分析技术可减少

主观评估带来的误差和不规范，并将朝着更精准，更客观，更全面，更智能的方向发展，推动

影像学肿瘤评估在肿瘤精准治疗中的临床应用。本文就量化影像分析技术在临床肿瘤评估中的

应用及进展作一综述。  

 

 

PU-0277 

磁共振扩散加权成像探查恶性肿瘤全身转移的价值 

 
王小铭,黄显龙,李必强 

重庆市人民医院（三院院区） 400014 

 

目的：评价磁共振扩散加权成像（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 ，DWI）探查恶性肿瘤全身

转移的价值。 

方法：15例健康志愿者及 42例恶性肿瘤患者行 DWI检查。原发灶皆经病理组织学确诊，转移

瘤的诊断综合组织病理学结果及多种影像学检查而定。对 DWI图像、常规 MR图像和 CT 图像

行帧对帧对比分析。 

结果：DWI检出 42例恶性肿瘤患者原发灶以外全身转移瘤 125处，检出率为 90％

（125/139），此方法对肝脏、骨骼和淋巴结转移的检出率明显高于肺和脑转移（χ
2
＝30，P

＜0.001）。本组 DWI 

诊断转移瘤假阴性 14处，假阳性 16处，假阳性主要包括肝脏及椎体良性病变；呼吸、心脏大

血管搏动伪影，脑组织背景信号高及成骨性转移是导致相应部位假阴性诊断的主要原因。 

结论：DWI对转移瘤具有较高的检出率，有望成为筛查恶性肿瘤病人全身转移的一种新型手

段。 

   

 

 

PU-0278 

上颈椎复杂畸形手术前后的影像学评价  

 
彭光明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 51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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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分析复杂性上颈椎畸形经口手术前后的 CT和 MRI影像，探讨 CT对手术方式及

手术效果判断的价值。 方法 收集 2015 年 12 月至 2017 年 5 月收治的复杂性上颈椎畸形

患者 180 例，男 127 例，女 53 例，术前均行 X 线、CT、MRI检查，根据影像学分为发育

不全畸形 87 例，分节不全畸形 63 例，结构畸形 30 例，其中 45 例伴有脊髓受压、变性，

均采用经口前入路齿状突切除、减压，然后内固定、取自体松质骨植骨融合，术后常规行 CT

和 MRI 检查。结果 所有患者均顺利完成手术，未出现脊髓血管损伤等严重并发症。全部患者

术后 CT、MRI 检查均显示内固定在位，寰枢椎复位好，脊髓受压情况改善， 例随访患者中，

原上颈椎局部疼痛、活动受限等情况有 108 例明显改善或消失。结论 CT和 MRI成像可为上

颈椎畸形的原因、手术方式的选择、脊髓受压情况及手术效果的判断、术后的恢复提供客观依

据。 

   

 

 

PU-0279 

膝关节软骨退变的 T2-mapping 和 DTI 定量与软骨 Mankin 评

分的相关性分析 

 
于静红,安星宇,王可欣 

内蒙古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010030 

 

目的：探讨膝关节骨性关节炎患者磁共振 T2-mapping 和 DTI的 MRI定量及与软骨病理改变的

相关性. 

方法：（1）收集 2016年 1月至 2016年 12月本院诊断为膝关节骨性关节炎且行人工膝关节置

换术者共 35个膝关节，其中男 3例，女 32例，年龄 53～78岁，平均 66.2岁。（2）所有患

者术前均行膝关节 T2-mapping成像和 DTI成像扫描。在 MRI专业后处理工作站对扫描原始数

据进行后重建处理得到相应伪彩图。在 T2-mapping伪彩图上分别测量股骨内髁，股骨外髁，

胫骨内侧平台，胫骨外侧平台的 T2值；在 DTI伪彩图上分别测量这 4个区域表观弥散系数

(ADC)值和各向异性系数(FA)值。（3）对 35例膝关节置换术后取下的关节软骨进行股骨内、

外髁及胫骨内、外侧平台兴趣区取材，进行关节软骨的 HE染色和奥辛蓝-过碘酸雪夫氏染色

（AB-PAS染色），依据改良 Mankin关节软骨病理学评分标准进行评分。（4）运用 SPSS13.0

软件对所测得 35名患者的兴趣区域，即股骨内、外髁，胫骨内、外侧平台的 T2值、ADC值和

FA值，分别与其对应 Mankin 关节软骨评分结果进行统计学相关性分析。P＜0.05为有统计学

意义。 

结果：股骨内、外髁，胫骨内、外侧平台关节软骨在 T2-mapping上测得的 T2值与软骨

Mankin评分之间存在线性正相关关系（P=0.021，＜0.05）；在 DTI上测得的 ADC值与软骨

Mankin评分之间存在线性正相关关系（P=0.017，＜0.05），而 FA值与软骨 Mankin评分之间

存在线性负相关关系（P=0.026，＜0.05）。 

结论：磁共振 T2-mapping 和 DTI的 MRI定量与关节 Mankin评分具有相关性，反映软骨病理

及生化成分结构改变，对于膝关节软骨退变的早期诊断、病变预测及疗效评估具有重要的指导

意义。  

 

 
PU-0280 

MRI 在中老年髋部骨折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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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占海,李玉萍,陈群林,曹代荣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5 

 

目的：回顾分析中老年髋部外伤患者 X线及（或）CT显示无骨折病例行 MRI检查后的表现，

提高对 MRI在老年髋部骨折的临床应用价值认识。 

  

方法：搜集整理我院 2013年 1月至 2016年 6月因髋部外伤就诊中老年患者，X线及（或）CT

扫描无骨折病例 35例，分析行 MRI检查发现阳性（骨折或软组织病损）的影像表现及所占比

率。 

  

结果：35例中老年髋部外伤后 X线及（或）CT均无显示骨折患者中，行 MRI检查后发现股骨

近端骨折 22例（12例转子间，5例股骨颈，5例大转子）（占比 62.9%），主要表现为骨折处

T1WI序列呈片状不规则低信号，STIR序列呈片状不规则高信号；6例（占比 17）发现软组织

病损（肌肉损伤、滑囊炎等）。 

  

结论：中老年因外伤髋部疼痛就诊时，尽管 X线及（或）CT扫描均无发现骨折或可疑骨折征

象时，应重视 MRI检查，进一步明确有无骨折或其他软组织病损，以避免漏诊，为临床及时治

疗提供准确的影像学依据。 

   

 

 

PU-0281 

儿童重症手足口病胸部 X 线诊断 

 
陈刚 

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 450061 

 

目的：研究重症手足口病影像学表现特点与临床病情发展变化关系，协助临床诊治。资料与方

法：回顾性收集分析我院 2015.12月—2017.3月期间，患者胸部 X线影像 102例。男 43例，

女 29例；年龄 1—14岁，平均 2.1岁。临床表现为头痛、发热、惊厥、咳嗽、咳痰、呼吸浅

促、脉搏细速、皮肤黏膜疹。使用 carestreamDR机拍摄胸部正位片；部分危重患儿采用我院

siemens移动式 X光机摄胸部前后位普通 X线片，所有胸片均经两位多年临床工作经验影像医

师诊断。结果：16例患者胸部检查未见异常（阴性），20例胸部显示为肺充（淤）血影像，

肺水肿 8例（合并症），34 例胸片提示支气管炎，22例患者胸片显示为肺炎实变影；全部病

例中有 47例患者病情加重，后进入 ICU继续治疗,42例出现肺炎实变影。结论：手足口病属

自限性疾病，肺部影像具有多样性，易变性，但仍有一定特征，胸部 X线能够反映其发生、发

展变化过程，对临床诊断治疗有较大帮助。 

   

 

 

PU-0282 

影像检查在小儿原发性中枢神经系统血管炎诊断中的应用 

 
叶滨宾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623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2747 

 

  原发性中枢神经系统血管炎病因未明，有研究认为是免疫复合物介导、细胞介导引起的炎性

改变，病变主要累及 200-500um的小动脉，小静脉累及少且轻。病理改变：伴有多种细胞成分

浸润并可见多核巨细胞的肉芽肿、血管壁坏死、狭窄或闭塞，病变区域可出现梗死或出血，血

管周围可有髓鞘脱失和轴索变性。儿童患者不少见，临床表现变化多样,可急性发作,也可隐匿

发病,长时间内病程可以呈现缓解、复发、进展、恶化等不同形式的组合。症状主要与累及部

位有关。影像学表现：表现变化多样，没有特征性；累及小血管所在的部位，包括胼胝体和内

囊，而且是双侧的多发病灶。MR诊断的敏感性高于 CT。较少见的表现为皮层或皮层下的占位

病灶并伴有水肿，类似肿瘤， 在随访中可以出现新病灶,而以前存在的病灶可以缩小或者消失; 

MRI可见皮层和皮层下和深部白质内，以及皮髓交界区的的单发或多发病灶,可双侧发病,伴有

大小不等的出血灶；亦可类似脱髓鞘，表现似脑白质营养不良；病程后期深部的灰质核团可被

累及,也可同时累及幕上和幕下；比较少见的表现为皮层或皮层下的占位病灶并伴有水肿，类

似肿瘤；SWI序列对出血敏感，FLAIR可同时见到高信号和低信号，其的优势在于发现靠近脑

脊液的半球外围和脑室周围区域的细小病灶；增强扫描表现多样：可为不规则条状、带状或者

弥漫脑实质血管强化；或为脑干、大脑和小脑白质内多发小斑点样的强化病灶； MRA异常表

现包括动脉远端分支狭窄、扩张和阻塞,或串珠样改变，MRI能显示血管异常所导致的脑损

伤，即使是微血管病变所导致的损伤；且 DWI能够发现常规 MRI不能发现的缺血改变，PWI能

够对血管病变引起的低灌注状态提供直接信息，有助于诊断和鉴别诊断； 

诊断的“金标准”是组织学的证实。脑活检部位建议在非优势半球的颞叶，且活检必须取实质

和软脑膜以避免因病灶的跳跃特性而产生取样错误。 

   

 

 
PU-0283 

Swi 序列在胎儿颅脑出血中得应用 

 
王志伟,张旭 

哈尔滨市儿童医院 150010 

 

目的：探讨 SWI序列在胎儿颅脑出血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回顾分析我院检查的 16例胎儿颅脑出血病例，扫描序列包括：常规序列扫描、SWI序

列，其中 SWI序列扫描层数约 100层，扫描时间约 50秒，扫描范围包含胎儿全脑。统计分析

SWI序列发现出血范围、出血位置并与常规序列分析比较； 

结果：常规序列 16例胎儿脑出血病例均可发现脑室系统内血肿，6例伴有脑实质内出血，5例

伴有血管畸形，SWI序列 16 例病例发现脑室系统内血肿范围比常规序列大，7例伴有脑实质内

出血，其中 1例为室管膜下小出血灶，5例伴有血管畸形，2例发现小血管异常。 

结论：SWI序列在胎儿颅脑出血中得应用可以发现小的出血灶及小的血管畸形，在常规序列很

难发现，在脑室系统内血肿范围较常规序列发现大，对复查患儿脑室系统的增大有一定的意

义。在发现或怀疑胎儿颅脑出血的病例加扫 SWI序列对出血的诊断及范围判断更有帮助。 

   

 

 

PU-0284 

小儿迷走锁骨下动脉的 CT 影像表现及临床意义 

 
马帅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10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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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探讨迷走锁骨下动脉的 CT影像表现以及对该疾病的诊断价值。 方法：回顾性分析

2014年 6月至 2016年 5月在本院就诊发现的 13例迷走锁骨下动脉患儿的影像资料，观察迷

走锁骨下动脉的起源、走行，及毗邻结构关系，总结其形态特点。 结果：13例迷走锁骨下动

脉中，右位主动脉弓迷走左锁骨下动脉伴肺动脉韧带 1例，右位主动脉弓迷走左锁骨下动脉伴

主动脉弓狭窄 1例，右位主动脉弓迷走左锁骨下动脉压迫气管 1例，左位主动脉弓迷走右锁骨

下动脉伴动脉导管未闭 2例，左位主动脉弓迷走右锁骨下动脉伴肺动脉高压 2例，左位主动脉

弓迷走右锁骨下动脉伴主动脉弓狭窄 1例；13例患儿中，合并 Kommerell憩室者 6例，合并

心内畸形者 2例。这 13例患者在 CT增强扫描后行 MPR曲面重建，均能很好显示大血管的解剖

位置关系，并能直观的显示纵隔内血管、气管及食管的位置关系。 结论：多层螺旋 CT增强扫

描及后处理技术可以清晰的显示血管的走行及与气管、食管的毗邻关系，对临床提供直观的治

疗依据。  

 

 
PU-0285 

探讨增强 CT 对小儿结核性脑膜炎的临床诊断价值 

 
徐守成,郝明珠 

哈尔滨市儿童医院 150010 

 

摘要：目的 研究分析增强 CT对小儿结核性脑膜炎的临床诊断价值。方法：此次研究的对象是

选择 2012年 1月～2016年 1月来我院诊治结核性脑膜炎的患儿 120例，将其临床影像资料进

行回顾性分析，并对其进行头颅增强 CT检查、MRI检查和 CSF检查。结果 利用头颅增强 CT

对小儿结核性脑膜炎进行检查，具有较高的有效率，且对患儿的病情及病理有了全面掌握，具

有典型性和可比性（P<0.05）；利用 MRI检查对病变范围显示较好，但对钙化的显示不及 CT

检查，而运用 CSF虽然能够全面掌握患儿病情，但在典型性上还有所欠缺。结论：通过增强

CT对小儿结核性脑膜炎的临床诊断，能够对患儿的病情进行有效掌握，应与原有的检查方式

相配合，从而确保临床诊断的客观全面性，为患儿的治疗奠定基础。   

 

 
PU-0286 

探讨 CT、MRI 用于诊断小儿病毒性脑炎的临床价值 

 
徐守成

1
,王更辉

1
,徐守成

1
,王更辉 

1.哈尔滨市儿童医院 

2.哈尔滨市儿童医院 

 

【摘要】目的：探讨 CT、MRI用于诊断小儿病毒性脑炎的临床价值。方法：选取我院

2014.10-2017.02收治的临床诊断病毒性脑炎的 100例患儿进行影像诊断分析，将其按照数字

抽签法分为两组，对照组给予 CT扫描诊断，观察组给予 MRI诊断，对比其临床诊断价值。结

果：两种诊断方式对患者病情的诊断结果存在明显差异（P<0.05），有统计学意义。结论：病

毒性脑炎患儿采用 MRI诊断的临床敏感性和特异性显著高于 CT扫描诊断结果，准确判断患者

的病情，可在临床诊断中使用。 

   

 

 
PU-0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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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小肠过敏性紫癜 MR 水成像 

 
赖灿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310003 

 

目的： 探讨 MR小肠水成像对儿童过敏性紫癜胃肠道损害的诊断价值。 方法： 回顾性对比分

析 8例经临床证实的患儿 MR小肠水成像、全消化道钡餐造影及腹部超声的影像表现。 结果：

病变肠段 MR表现呈节段性肠壁水肿、肠管形态较为僵硬，并多呈环形分层状增厚，增强后肠

壁粘膜层和浆膜层强化较明显，水肿的粘膜下层强化程度相对较低，呈现所谓的“靶征”；同

时还可见受累肠管外肠间隙普遍增宽。 结论：儿童过敏性紫癜小肠 MR水成像影像表现有一定

特征性，对诊断及评估儿童过敏性紫癜的胃肠道损害有重要价值。   

 

 

PU-0288 

儿童颅神经疾病的 MRI 表现 

 
李欣 

天津市儿童医院 300074 

 

目的： 

儿童除视神经和三叉神经 ，普通脑磁共振成像序列很难显示 ，本文探讨高分辨 MRI显示儿童

12对颅神经的价值。  

材料与方法： 

儿童颅颅神经疾病可分为先天性、炎症、外伤、肿瘤，收集累计儿童颅神经疾病，包括卡尔曼

综合征、CHARGE综合征、视隔发育不全、多发性硬化症、胶质瘤与视神经鞘脑膜瘤、外伤、

Duan 综合征、急性中耳炎、莱姆病、莫比斯综合征、医源性损伤和颞部骨折。采用高分辨率

MRI薄层 3DT2显示脑池段颅神经， 层厚〈1mm，体素〈1mm3；3DT2FSE、超高速 3DT1梯度回

波、MPRAGE序列 ；增强 3DT1 梯度回波序列提高颅神经与周围组织对比。观察 12对颅神经病

变。 

结果： 

颅神显示受血管和脑脊液的波动影响，含气骨骼伪影干扰 ，具有挑战性： 儿童颅神经的纤

细，颅内颅底结构狭小 ，高空间分辨率的磁共振成像技术，如三维的高分辨率和快速成像技

术显示颅神经理想。儿童颅神经疾病：遗传、外伤、肿瘤、感染。卡尔曼综合征是伴有嗅觉缺

失或减退的低促性腺激素型性腺功能减退症 。下丘脑-垂体-性腺轴功能低下，不能启动青春

期 ，引起嗅觉丧失或减退与性腺功能减退。CHARGE综合征 是另一种涉及嗅神经的先天性异

常，嗅觉障碍和嗅觉缺失或嗅球异常 。视隔发育不全 ，视神经发育不全、小垂体腺、及其他

中线异常 。冠状 MRI有助于视神经与透明隔异常 ，矢状 T1加权 MR有助于评估垂体腺。 

儿童多发性硬化症 ，4%-36%伴视神经炎，MRIT2显示视神经增粗，呈高信号，增强检查采用

双反转恢复序列，抑制脑脊液和眶内脂肪信号提高检出率。儿童视神经肿瘤原发视神经肿瘤中

50%-55%胶质瘤，神经纤维瘤病 1型患者约 15%–20%伴视神经胶质瘤，神经纤维瘤病 1 型肿瘤

主要位于眶内段和颅内段，MRI T1呈等或低信号；T2呈高信号，增强后呈均匀强化。 

结论： 

儿童颅神经的病变罕见 ，病因与成年人不同 ，儿科检查应熟悉颅神经解剖 ，高分辨 MRI观

察颅神经受累情况。  

 

 

PU-0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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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性中枢神经系统淋巴瘤的 1H-MRS 表现特点 

 
赵鑫,张小安 ,赵俊锋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 探讨免疫功能正常人原发性中枢神经系统淋巴瘤(primary central nervous system 

lymphomas, PCNSL)单体素氢质子磁共振波谱(
1
H-MRS) 的表现特点。方法 采用 GEsigna 

1.5TMR扫描仪，头颅正交线圈，选取常规扫描，横断面 FRFSET2WI（TR：4 500 ms，TE：

108.3 ms）横断面 T1Flair（TR：1 999 ms，TE：24.8ms），矢状面 T1WI（TR：

1 931 ms，TE：25.9 ms），并根据需要适当增加冠状面扫描，常规增强扫描采用常规横断

面和矢状面，对比剂采用 Gd-DTPA，剂量 0.15 mmol/Kg体重，在 1.5TMR扫描仪上行单体素

波谱分析，采用点分辨率波谱，TR=1 500 ms，TE=35 ms ，TE=144 ms，利用 FuncTool重

建出代谢谱线，软件自动完成基线校正，信号平均、代谢物识别，代谢物半定量分析结果。收

集经手术病理和活检证实的 PCNSL和胶质瘤（Glioma, GM）的
1
H-MRS 各 15例，对其 MRS表

现进行回顾性分析，并将两组 Cho/NAA、Cho/Cre、NAA/Cre 的比值进行对比。结果 PCNSL 及

GB的强化区域
1
H-MRS均出现 NAA 峰值下降，Cho峰升高，15例 PCNSL均出现高耸的脂质

(Lip) 和（或）乳酸（Lac）峰，15例 GB中 5例出现 Lip峰，两组间 NAA/Cre、Cho/Cre 存在

显著性差异，Cho/NAA无显著性差异。结论 PCNSL的 MRS 表现具有一定特点，尤其是强化区

域出现明显升高的 Lip 峰或 Lip、Lac双峰对诊断 PCNSL具有特异性，传统 MRI结合
1
H-MRS 

表现，可以提高对 PCNSL的诊断准确率。 

   

 

 
PU-0290 

磁共振常规序列及 DWI 在足月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中的应

用价值 

 
张小安,赵鑫,刘祥龙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 本实验通过对临床确诊为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hypoxic-ischemic 

encephalopathy,HIE）的足月新生儿与正常足月新生儿进行常规磁共振序列及弥散加权成像序

列（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DWI）扫描。观察 MR影像学表现，记录轻、中、重度 HIE

患儿头颅常规 MRI异常的病例数目、常规 MR及 DWI病灶检出数目。探讨:（1）常规磁共振在

足月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不同分度中的检出效能；（2）DWI在足月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

早期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材料与方法 

选取在 2016年 1月-2017年 1月份入住我院儿科并确诊为 HIE的足月新生儿 60例，正常足月

新生儿 12 例，胎龄为 37～42周，出生体重 2680 ～ 3950g。所有受试者均于日龄 3～5d应

用 3.0T磁共振进行常规 MRI 及 DWI扫描。记录轻、中、重度 HIE患儿头颅常规 MRI异常的病

例数目，计算各分度 HIE患儿常规 MR阳性检出率；记录 60例患儿不同部位常规 MRI与 DWI病

灶检出情况。采用非参数 K个独立样本的卡方检验，比较以上数据有无统计学差异。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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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同分度 HIE患儿在常规 MRI阳性检出率不同，重度 HIE阳性检出率为 94.74%、中度

HIE阳性检出率为 70.59%，轻度 HIE阳性检出率为 47.62%，且有统计学意义。（2）在各分度

HIE患儿中，DWI的病灶检出率均较常规 MRI的病灶检出率高，且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1）常规磁共振序列对中、重度 HIE患儿阳性检出率较高，但对轻度 HIE患儿检出率较低。 

（2）在早期 HIE病灶检出中 DWI较常规 MR序列敏感度更高。 

   

 

 
PU-0291 

儿童球形肺炎的 CT 影像学诊断 

 
辛涛 

徐州市儿童医院 221000 

 

摘要： 

目的：探讨儿童球性肺炎的影像学特征。方法：回顾性分析 2016年 7月至 2017年 7月间在我

科室进行胸部 CT平扫+增强检查，并在首次检查后约 2~3周进行胸部 CT平扫复查，确诊球形

肺炎的患儿 4例。CT检查采用美国 GE公司出品的 Revolution 256 CT，增强检查造影剂采用

碘克沙醇，高压注射采用双筒高压注射器。对于无法独立完成 CT检查的幼儿，采取七氟烷面

罩吸入短时镇静法，配合 CT检查的正常进行。结果; 本文收集的 4例患儿共发现球形病灶 5

处，病灶直径约 1.5~2.5cm 之间，CT平扫时病灶中心区呈较密实高密度影，中间带见多发泡

状的气体密度影排列成环形，外周带呈环形稍高密度影，呈晕征，向外周延伸，密度逐渐减

低，CT增强时病灶中心区动脉期明显强化，病灶内及病灶边缘可见强化血管影，球形病灶与

肺门间血管稍增粗。分别于治疗后 2~3周进行胸部 CT平扫复查，5处病灶中 2处完全消失，2

处呈絮状稍高密度影，1处为仅剩中心区的小斑片状稍高密度影。讨论：球形肺炎多是由细菌

及病毒急性感染所造成的肺部炎症，因其在影像学上具有较为特征性的球形表现，因此命名为

球形肺炎。球形肺炎在成人中的发病率较低，在儿童时期的发病率更低，目前的观点认为是病

毒或细菌急性感染后，炎性渗出物沿支气管或肺泡孔向周围蔓延而形成的球形表现，其病理过

程中没有肺结构的损伤、坏死。相关研究表明多种病毒的混合感染。病灶在抗炎及对症治疗

2~4周后，可基本消失，并无肺组织破坏的征象。胸部的高分辨率 CT为球形肺炎的诊断及鉴

别诊断提高了巨大的帮助。  

 

 
PU-0292 

CT 食道吞钡扫描在儿童梨状窝瘘检查中的应用 

 
朱立春 

安徽省儿童医院 230051 

 

目的：探讨 CT食道吞钡扫描在儿童梨状窝瘘检查中的应用价值。 

材料与方法：筛选我院 2014 年 7月～2016年 6月收治的 10例先天性梨状窝瘘患儿的影像学

资料，其中，男 7例，女 3例，年龄 3～7岁，平均 5岁。10例患儿中，4例为直接食道吞钡

后行 CT平扫，4例为食管造影后即刻行 CT平扫检查，2 例为食道吞钡后行 CT平扫加增强检

查。食道吞钡后直接 CT平扫：检查前 5min，嘱患儿口服调制好的稀硫酸钡溶液，总量约

20ml，并嘱患儿作连续吞咽动作，以利于钡剂更好地通过瘘口进入梨状窝内，再让患儿喝 3～

4口清水，以去除食道内残留钡剂减少伪影，然后立刻进行扫描体位的摆放并扫描；食管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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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CT平扫：患儿在放射科行食管造影结束后，即刻进入 CT机房行平扫；食道吞钡后 CT平扫

加增强：常规增强检查准备措施完备后，嘱患儿口服钡剂后定位，先行平扫检查，再做双期增

强扫描。采用 Philips Brilliance 64 排 MSCT扫描仪，自口咽至胸骨上窝范围进行连续扫

描。低剂量扫描参数：层厚 3～5mm，图像重建层厚为 0.625mm；管电压 80-120kV，管电流 80-

100mAs；采用螺旋模式，准直 64×0.625mm，螺距 0.8，矩阵 512×512，FOV 200mm×200mm，

重组算法为软组织算法。扫描后图像传至工作站，进行多平面重建(MPR)。 

结果：本组 10例患儿中，左侧梨状窝瘘 9例，右侧梨状窝瘘 1例；其中 1例患儿合并有颈部

脓肿形成，1例合并有左侧甲状腺占位；9例患儿 CT平扫及 MPR重建分别可见点状、线条状、

片状高密度钡剂进入梨状窝内；1例患儿梨状窝内未见明确高密度钡剂影。 

结论： 儿童梨状窝瘘形成原因复杂，影像学误诊及临床误治率高，作者采用口服钡剂、食管

吞钡造影后或吞钡后行 CT平扫加增强的方法，可明显提高儿童梨状窝瘘影像学诊断的敏感

性、正确率，为手术治疗提供更加准确、全面的信息，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PU-0293 

MSCT 在Ⅲ型食道闭锁检查中的应用 

 
朱立春 

安徽省儿童医院 230051 

 

目的：探讨 MSCT在Ⅲ型食道闭锁检查中的应用价值。 

材料与方法：选取我院 2013 年 12月至 2016年 7月收治的 10例食道闭锁患儿，其中男 5例，

女 5例，日龄 1～2天，平均 1.2天。检查前 20分钟，通过氧气瓶或氧气袋让患儿吸氧，吸氧

时嘱医护人员或患儿家长将其竖立位抱，并用手轻按压患儿左上腹，按压方向为从左下方向右

上方，以便 CT图像上闭锁的食道下段及气管-食道瘘的瘘管能充气显示；CT扫描前经胃管注

入 2～3 ml气体，使闭锁的食道近段充气显示清晰。扫描范围自硬腭上缘至膈下水平，并对患

儿采用防护措施；低剂量扫描参数为管电压 80kV，管电流 100mAs；层厚 3mm；扫描后将数据

传至工作站，进行 SSD及 MPR重建，显示闭锁食道近端盲端的位置、解剖形态，闭锁远段盲端

的位置，测量近、远端食道盲端间的距离，同时观察气管-食道瘘的瘘管的开口的位置、管径

及形态以及支气管树的形态。 

结果： 10例患儿 MSCT均诊断为食道闭锁Ⅲ型，其中 10 例合并肺内炎症；运用 MPR、SSD）

技术均清晰显示瘘管的开口的位置、管径及形态，并能清楚显示闭锁食道近远端盲端，近、远

端食道盲端间的距离。 

结论：MSCT检查及其强大的图像后处理功能在先天性食道闭锁及气管-食道瘘的诊断中具有非

常重要价值，其在先天性食道闭锁及气管-食道瘘诊断方面较传统的造影等检查方法具有无法

比拟优势。随着经验的不断积累，检查前认真准备，后处理技术进一步改进和优化，我们相信

完全可以满足临床要求，为术前手术方式的选择及预后评估提供的参考依据，MSCT在诊断Ⅲ

型食道闭锁中的应用具有广阔的前景。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2753 

 

 

   

 

 

PU-0294 

大前庭导水管综合征螺旋 CT 扫描测量与听力的关系分析 

 
邢庆娜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450052 

 

[ 摘要 ] 目的：评估前庭导水管扩大和听力损失的关系，并获得颞骨冠状位螺旋 CT 

（ SCT ）扫描测量诊断前庭导水管扩大（ LVA ）的限值。 方法：回顾性研究郑州大学第三

附属医院 LVA 患者的颞骨 SCT 扫描资料，在横断位和冠状位上测量 LVA 患者 

和正常人的前庭导水管中点直径和外口宽度。两次的听力测试用以评估 LVA 患者听力演变。

结果： LVA 患者前庭导水管横断位平均中点直径为（ 2.4±0.93 ） mm ，平均外口宽度为

（ 6.21±1.4 ） mm ，冠状位平均中点直径为（ 5.48±1.76 ） mm ，平均外口宽度为

（ 6.87±1.61 ） mm 。 冠状位诊断导水管扩大限值，中点直径为 2.5 mm 或外口宽度为 

4.25 mm 。 患者空气传导和骨传导两次听力阈值差异不显著， P＞0.05 。随访显示 64.3％ 

的患者听力损失维持在轻度和中度水平，仅有 2 例患者听力改善， 5 例听力下降。骨传导阈

值和前庭导水管的直径之间无相关性， 空气传导低频时听力阈值和前庭导水管直径相关性

强。 结论： 空气传导听力损耗是 LVA 患者传导性或混合性听力损失的主要因素。 冠状位 

SCT 扫描可以提供额外的信息来评估 LVA ，尤其是在横断位扫描诊断依据不足时。 

   

 

 
PU-0295 

感音神经性耳聋患儿蜗神经管的 HRCT 表现 

 
赵俊锋,赵鑫,张小安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 研究感音神经性耳聋（SNHL）患儿蜗神经管(CNC) 的 HRCT表现。方法 收集 58例 116耳

临床诊断为 SNHL、无明显内耳畸形的婴幼儿颞骨 HRCT图像，测量其 CNC宽径，采用统计学软

件 SPSS 21.0将测量数据与正常组 129例 258耳进行对比。结果 SNHL患儿 CNC宽径为

1.29±0.35mm，明显小于正常组 1.75±0.17mm（P<0.05），参照正常值范围 1.42-2.08mm，66

耳（56.9%）CNC宽径小于 1.4mm，其中 5耳 CNC闭锁。结论 大部分无明显内耳畸形的 SNHL患

儿存在 CNC发育不良，甚至闭锁，在工作中应引起重视。 

   

 

 
PU-0296 

耳蜗径线 HRCT 测量在 SNHL 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赵俊锋,张小安,赵鑫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45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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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耳蜗径线 HRCT测量对感音神经性耳聋（SNHL）的诊断价值。方法 收集无内耳异常

的婴幼儿颞骨 CT图像 129例（258耳）作为正常组；另收集 58例（116耳）经临床诊断为

SNHL、内耳结构大致正常的颞骨 CT图像资料作为病例组；年龄均 0-3岁，分别测量耳蜗顶中

周高度、底周长径及底周管内径，将两组测量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婴幼儿正常耳蜗各

径线正常值为：顶中周高度 2.71 0.19mm，底周长径 8.36 0.38mm，底周内径

1.33 0.09mm。SNHL组与正常组间耳蜗各径线均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结论 部分颞骨

HRCT看似正常的 SNHL患儿存在轻度耳蜗发育不良。  

 

 

PU-0297 

不同镇静方法在儿童 CT 检查中的应用 

 
蒋季含 

徐州市儿童医院 221006 

 

目的：比较水合氯醛灌肠或口服与单纯七氟烷吸入在门诊儿童 CT检查中的镇静效果及安全

性。 

方法：随机选取年龄在 1天-2岁之间的患儿 90例，其中水合氯醛灌肠 30例，水合氯醛口服

30例，单纯七氟烷吸入 30 例。患儿检查期间监测患儿血压、心率和脉氧饱和度，记录患儿诱

导后睡眠时间，做完检查后苏醒时间及检查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 

结果：1、水合氯醛灌肠患儿睡眠慢，苏醒慢，患儿等待时间长。  

0. 水合氯醛口服患儿睡眠亦慢，苏醒也慢，等待时间也较长。 

0. 七氟烷吸入患儿睡眠快，苏醒快，无不良反应，患儿及家长无须等待。 

结论：三种方法在适当镇静下均可用于儿童门诊 CT检查，水合氯醛镇静失败率高等待时间

长，七氟烷成功率高等待时间短。 

   

 

 
PU-0298 

儿童胃肿瘤的影像与临床分析及文献复习 

 
孙雪峰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100020 

 

目的 探讨儿童胃肿瘤的影像特点，提高术前诊断正确率。 

方法 结合相关文献复习，对我院 2009年 3月至 2015年 12月诊治并经病理证实的 5 例儿童

胃肿瘤患儿的影像及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患儿男 3例，女 2例，年龄为 4月至 15岁（中位年龄为 6岁），病理类型包括：囊实性

不成熟畸胎瘤、肌上皮癌、淋巴瘤、胃肠道间质瘤及胰腺实性假乳头状癌胃壁转移各 1例，发

病部位以胃体及胃窦部多见，肿块最大径平均值（6.3±2.6)cm，首发症状为腹痛、黑便、不

明原因发热、面色苍白。5 例患儿均行腹部 CT增强检查，联合采用 MRI增强检查 1例，消化

道造影 3例，不同病理类型影像学表现各异：肌上皮癌及淋巴瘤表现为胃壁增厚，畸胎瘤、胃

肠道间质瘤及胰腺实性假乳头状癌胃壁转移表现为中上腹或胃内的巨块型或息肉样占位性病

变；畸胎瘤为混杂密度，而肠道间质瘤及胰腺实性假乳头状癌胃壁转移病灶密度较均匀；淋巴

瘤累及范围较大，肌上皮癌病变较局限；淋巴瘤密度较均匀且强化均匀，而肌上皮癌密度及强

化均欠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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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儿童胃肿瘤罕见但病理类型多样，且多为间叶来源，症状多不典型，早期诊断困难，影

像学表现多样，但有一定特征性，了解其影像特点，结合临床特征，有助于早期诊断。 

   

 

 
PU-0299 

儿童后颅窝肿瘤的影像诊断及鉴别诊断 

 
秦阳,刘鑫春 

哈尔滨市儿童医院 150010 

 

 

• 【摘要】目的：探讨 CT和 MR检查应用于儿童后颅窝诊断的价值。方法：20例后颅窝

肿瘤患者行 CT和 MR检查，通过不同肿瘤 CT和 MR表现及特点，发现肿瘤，确定部

位、大小及与周围组织的关系并做出定性诊断。结果：6例髓母细胞瘤特点：起源自

小脑蚓部，常将第四脑室压向前方；CT示肿块密度较高，均匀增强，钙化较少见，周

围水肿明显；MRI 示 T2WI信号较其他肿瘤高且均匀；常有出血性梗死，根据出血时间

不同，T1WI上可以呈等或稍高信号；当有脑脊液播散时，增强后可见颅后窝、幕上脑

池内以及椎管硬膜囊内有强化的软脑膜与结节。5 例星形细胞瘤特点:多位于小脑半球;

肿块密度略低于髓母细胞瘤，且囊变、坏死更为常见;伴有壁结节或均匀的实质性。4

例室管膜瘤特点：多位于第四脑室，第四脑室常被受压后方后移；发展慢，病程较

长；肿瘤易钙化、囊变或坏死。2例血管母细胞瘤特点：MRI示囊性肿瘤呈稍长 T1长

T2信号，结节及实质性肿瘤多为等 T1长 T2信号；增强扫描瘤结节显著强化，此为典

型征象之一；肿瘤周围可显示血管流空现象；囊内如有出血时，则为血肿信号改变。2

例内胚窦瘤特点：位于松果体区、鞍区；影像学表现为不规则等-低密度肿块，增强扫

描后呈明显强化；诊断多依靠病理组织学检查，血清或脑脊液中 AFP和 CEA水平明显

升高。1例小脑发育不良性神经节细胞瘤特点：CT：一侧受累的小脑半球多肿胀、膨

大，多为低密度，增强扫描不强化；MRI：病变界限清楚、弥漫性 T2WI高信号为其

MRI特征性表现，T2WI还可见病变区正常小脑脑叶残留，病变与正常小脑脑叶相间存

在，T1WI及 T2WI 均可显示小脑脑叶萎缩。结论:虽然后颅窝肿瘤种类繁多，但诊断时

注意发病部位、年龄及典型 CT及 MRI表现，综合临床资料仍可以提高此区域占位病变

的诊断正确率。   

•  

•  
PU-0300 

儿童原发性小肠淋巴瘤的 CT 表现 

 
黄明霞,张增俊,陈华,陈超,王冬,胡文 

西安市儿童医院 710003 

 

 摘要：目的 探讨儿童原发性小肠淋巴瘤的 CT特征,旨在提高影像诊断的准确率，从而为临床

早期诊断及治疗提供有价值的影像学依据。方法 收集本院经手术病理及免疫组化证实的原发

性小肠淋巴瘤 37例，对其 CT特征和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所有病例术前均行 CT平扫和

增强扫描。结果 37例小肠淋巴瘤中 16例肠管动脉瘤样扩张，13例肠壁局限或弥漫性增厚，5

例表现为肿块，3例肠系膜淋巴结肿大。结论 原发性小肠淋巴瘤的 CT表现有一定特征性，对

诊断及鉴别诊断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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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301 

新生儿胆红素脑病苍白球区磁共振波谱分析 

 
盛茂,李俊,高敏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5003 

 

目的： 

总结分析新生儿胆红素脑病在苍白球的磁共振波谱（1H-MRS）脑代谢物的变化情况；提高 1H-

MRS对于新生儿胆红素脑病的诊断效能，为临床提供新的诊断方法以及探索胆红素脑病病理生

理变化提出新的可能性。 

对象与方法：  

1. 收集胆红素脑病的 27例患儿作为实验组。另 25 例正常新生儿作为对照组进行研究。

常规 MR及 1H-MRS 检查。1H-MRS分析得到的各代谢物比值数据用均数±标准差(x±s)

表示，不同分组间两样本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Wilcoxon 秩和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2. 结果： 

3. 1、左右两侧苍白球实验组 NAA/Cr、Cho/Cr、α-Glx/Cr以及β、γ-Glx/Cr明显高于

对照组，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两组间 NAA/Cho差距不大，不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5）； 

4. 2、左右侧苍白球代谢物分别为 NAA/Cr（AUC=0.871、0.837）、Cho/Cr（AUC=0.867、

0.827）、NAA/Cho（AUC=0.513、0.548）、α-Glx/Cr（AUC=0.713、0.772）、β、

γ-Glx/Cr（AUC=0.864、0.880）；将左右侧苍白球 NAA/Cr、Cho/Cr、β、γ-Glx/Cr

进行多因素联合诊断 ROC曲线分析（AUC=0.966、0.921）。 

5. 3、左右两侧苍白球α-Glx/Cr以及β、γ-Glx/Cr与血清总胆红素之间不具有秩相关

性。 

6. 结论： 

1. 新生儿胆红素脑病发生时，1H-MRS测定的 NAA/Cr、Cho/Cr、α-Glx/Cr以及β、γ-

Glx/Cr各代谢产物比值胆红素脑病患儿均较正常组增高；  2、NAA/Cr、Cho/Cr、α-

Glx/Cr以及β、γ-Glx/Cr对新生儿胆红素脑病具有较高的诊断价值，且联合诊断价

值更准确； 

2. 3、左右两侧苍白球α-Glx/Cr以及β、γ-Glx/Cr比值与总胆红素水平不具有秩相关

性。   

3.  

4.  
PU-0302 

弥散张量成像(diffusion tensor imaging, DTI)技术在儿童

颞叶癫痫中应用研究 

 
张同贞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利用弥散张量成像(diffusion tensor imaging, DTI)技术,通过画感兴趣区(region of 

interest, ROI)的方法,测量儿童颞叶癫痫(temporal lobe epilepsy,TLE)患者及正常儿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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颞叶脑组织结构的各 DTI参数,分析各测值的变化趋势,,并通过 DTI纤维示踪技术追踪重建目

标纤维束,直观的观察儿童 TLE患者的纤维束受累情况。 

方法：选择 20例癫痫患者为观察组及 10例同龄正常儿童为对照组，患儿为郑州大学附属第三

医院在 2013.7-2015.12期间收治，其中男 12例,女 8例,年龄段为 1～10岁,平均年龄 3.5

岁。入选标准：均符合国际防治癫痫联盟全会的癫痫和癫痫综合征国际分类法,符合以下条件

任意两项或以上的患者：①临床发作症状提示致痫灶位于颞叶；②影像学检查提示海马硬化或

萎缩,且未见脑占位、脑血管病和先天发育畸形等结构性病变；③发作期或发作间期 EEG显示

致痫灶位于颞叶。选定双侧颞叶及海马为感兴趣区（ROI），检测 DTI的 FA、ADC值。并通过

纤维示踪(fiber tracking,FT)重建 TLE患者和正常人的穹窿纤维,初步观察 TLE患者的穹窿改

变。 

结果：1、观察组与对照组比较：TLE患儿颞叶及海马 FA值比对照组低，且两者有显著差异

（P=0.033）。2、观察组与对照组比较：：ADC值与癫痫呈负相关，且存在显著差异，(r=-

0.651,P=0.009)。3、弥散张量纤维束成像(diffusion tensor imaging, DTI)技术,重建出的

纤维束显示，癫痫患者穹窿变细，部分中断。 

结论：1、颞叶癫痫患儿双侧颞叶及海马在 DTI上的 FA、ADC值出现明显异常；2、颞叶癫痫患

儿穹窿纤维束出现损伤。 

   

 

 
PU-0303 

DWI 对新生儿脑损伤的诊断价值 

 
周作福,杨斌 

福建省妇幼保健院 350001 

 

目的：探讨磁共振在新生儿各类脑损伤的诊断价值 

方法：采用 GE1.5T磁共振，2011年 1月-2016年 5月行头颅 MRI检查的新生儿共 302 例，年

龄为出生-28天，平均年龄在 6.2天。 

结果：302例中 131例诊断新生儿脑损伤，其中 HIE脑损伤 67例、卒中 13例、早产儿脑白质

损伤 27例、高胆红素脑病脑损伤 14、低血糖症脑损伤 10例。 

讨论：DWI序列优势在于能检测细胞内水肿，故 DWI可早期预测新生儿的脑损伤。 

1、新生儿缺血缺氧性脑病脑损伤：是新生儿期后病残儿中最常见的 

病因之一，CT不能完全反映 3-12日新生儿的 HIE病理改变，需要 1个月时复查；因此，在

HIE脑损伤中 MRI检查最具优势。 

2、新生儿卒中：指发生于胎龄 28周至生后 28天内的急性脑血管事 

件，是由于多种原因所引起的脑主要动脉或分支动脉供血发生障碍 

而导致的局灶性或多灶性神经组织坏死。 

目前认为 MRI是新生儿脑梗死神经影像学检查的金标准，但急性期常规 MRI并不敏感，是由于

不成熟的髓鞘形成及有缺血损伤所致的脑水肿与正常新生儿脑部高含水量很难区分，故 DWI可

在早期发现病变，表现为高信号。 

3、早产儿脑白质损伤：早产未成熟儿由于血管损伤或炎症反应等导致的大脑白质病变；MRI

对脑室旁白质损伤，包括深层脑白质的局灶坏死和中央脑白质的弥漫性病灶，可以是囊性或非

囊性（包括 PVL），伴或不伴脑室内、脑实质的斑点状出血的显示优于其它影像学检查。 

4、高胆红素脑病脑损伤：MRI表现中出现异常信号的部位与病理相 

符，最常见的是双侧苍白球区对称性 T1WI高信号为其相对特征表 

现；当合并窒息缺氧 DWI信号增高。 

5、低血糖症脑损伤：其损伤特点与脑白质耗氧量程度有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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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氧量越大越易受累，MRI 可清晰显示并可判断损伤程度及预后。 

  总之，MRI检查对新生儿脑损伤的准确诊断具有其他影像学检 

查无法比拟的优势，对临床的准确诊断后预后的精确判断具有很大 

的指导意义。 

   

 

 
PU-0304 

MSCT 及后处理技术诊断食管闭锁并气管食管瘘的临床应用 

 
林开武,周作福,吴典明 

福建省妇幼保健院 350001 

 

 目的 探讨 MSCT及后处理技术对于先天性食管闭锁并气管食管瘘（EA-TEF）的诊断价值。方

法 对 8例临床疑诊为（EA-TEF）新生儿手术前食道造影及 MSCT扫描并进行后处理重建，重建

方法包括：多平面重组（MPR）、最小密度投影（MinIP）、容积重组法（VR）、仿真内窥镜法

（VE），并将术前诊断与手术结果进行对照研究。结果 8例中包括 I型 1例、Ⅲ型 7 例（Ⅲa

型 4例，Ⅲb 型 3例），其中 5例（62.5％）伴随 6种畸形，利用 MPR、VR重建所测两盲端的

距离与手术结果基本相符, 7 例仿真内镜能明确显示瘘管的开口。结论：MSCT及其后处理技术

可以准确诊断 EA-TEF并进行分型，显示和评价闭锁食管两盲端情况及气管食管瘘的位置是可

靠的，同时能显示肺部病变及伴随的其它畸形；随着 MSCT 的迅速发展，多层 MSCT具有大范

围、快速、薄层扫描以及高质量的三维后处理技术等优点, 在小儿先天性消化道疾病中的应用

逐渐受到重视 。其 3D 后重组技术以其图片的高清晰性及强立体性， 已成为显示很多器官和

组织的最新的影像诊断方法，近年来国内、外均有学者尝试使用 MSCT用于进行 EA-TEF的术前

诊断和分型，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不但能够提高分型的准确率，而且对于 EA-TEF中最常见的

III型患者，能够较为明确提供近远侧段闭锁的食管盲端之间的距离，显示瘘口位置、和大

小，本组患者中，8例患者中，有 7例患者为 III型，使用 MSCT全部能显示较为清楚，分型

诊断准确，显示近远侧段闭锁的食管盲端之间的距离，与术中所见亦大致相仿，为临床术前准

备提供较为明确的信息。1 例 I型患儿 MSCT虽然未能显示远侧段食管，但是仍然能够提示近

端闭锁食管位置较高，并且能清晰显示伴随的畸形（气管性支气管和蝶形椎畸形）；MSCT是

目前 EA-TEF术前诊断的最优选择，有待于进一步普及推广。 

。  

 

 
PU-0305 

小儿支原体肺炎低剂量肺部 CT 诊断价值 

 
陈春霞,林开武 

福建省妇幼保健院 350001 

 

目的：探讨低剂量肺部 CT成像在小儿肺部的作用，分析小儿支原体肺炎肺部 CT表现，提高影

像学诊断水平。 

方法：回顾性分析 2013年 3 月-2014年 4月来我科行肺部 CT检查，采用 GE16排螺旋 CT，扫

描条件为 120KV、30mA、0.5s、5mm层厚，并经酶联免疫吸附实验肺炎支原体抗体 IgM 阳性或

痰检证实支原体肺炎的 98例资料，其中男 56例（占 57.1%），女 42例（占 42.9%），年龄 3

月岁-9岁，平均年龄 3.2岁；所有患儿出现不同程度的发热、咳嗽、伴咯痰等临床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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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单侧肺病变者 25例，占 25.5%；双侧肺病变者 73例占 74.5%；单肺段病变者 15例，

占,15.3%，多肺段病变者 83例，占 84.7%；其中，肺段实质侵润性病变（大片实变影）51

例；肺小叶实质侵润性病变（斑点状或斑片状实变影）37 例；肺间质侵润性病变（散在斑点

或斑片状影）29例，磨玻璃影 8例，多数大片实变影和斑点或斑片状实变影共同存在。 

结论： 

1、低剂量肺部 CT成像越来越受到影像科医师和患者家属的重视，在不影响诊断质量的前提

下，应推广低剂量 CT成像，本组低剂量扫描条件的患儿接受剂量均控制在平均没人 0.5msv以

内，是常规扫描剂量 10-15 分之一。 

2、支原体肺炎是儿科常见的呼吸系统疾病，发病率较高，且好发于学龄前的儿童，秋季和冬

春交替时为本病的高发时段，近年来的统计数据表明，本病的发病有往低年龄段的趋势。3、

支原体肺炎患儿胸部 CT表现有一定特点，双侧多与单侧，多病灶多于单病灶，并多有实变

影，且常可见不同形态和大小的实变影共存；同时部分病例由于治疗不彻底，肺内可见纤维化

病灶，结合病原学或痰检检查，可较为明显诊断。 

   总之，低剂量肺部 CT虽然与常规扫描条件相比图像质量有降低，但并不影响图像的诊断质

量，且显著降低患儿接受的辐射剂量，是值得推广和广泛应用的技术，有着很好的临床应用价

值和社会效益。 

   

 

 
PU-0306 

儿童咯血的影像学诊断思路 

 
何玲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一、概述 

1.咯血机制: 

病变直接侵犯破坏血管壁导致破裂。 

支气管动脉与肺动脉存在分流，易破裂出血 

血管通透性增加。 

2.病因分类 

感染性 

肺炎 

肺结核（空洞、支气管内膜结核） 

支气管炎 

非感染性 

特发性肺含铁血黄素沉着症（IPH）； 

肺血管异常； 

免疫相关疾病：肺出血-肾炎综合征（Goodpastures syndrome）、系统性红斑狼疮等； 

其他：咽部异物、肺撕裂伤、肺腺瘤样畸形； 

不明原因者； 

二、辅助检查 

1.非侵入性检查： 

实验室检查：血常规、痰、病原学检查等 

影像学检查：胸片、胸部 CT、胸部 MR、心脏彩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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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侵入性检查： 

纤维支气管镜 

心血管造影（DSA）：具有重要价值 

三、影像学特点 

感染性病变： 

肺炎：多节段斑片及片絮影，可伴肺不张。 

肺结核：实变、出现坏死空洞，肺门及纵隔淋巴结肿大伴钙化。 

非感染性疾病： 

IPH：磨玻璃样影、网格影、斑片或大片影。 

肺血管异常：肺动静脉瘘、支气管动脉肺血管瘘、主肺侧枝循环，肺静脉闭锁等。 

免疫相关疾病伴肺出血：影像表现同 IPH相仿。 

其他原因： 

支气管扩张（高分辨 CT）：支气管管腔扩大，可见双轨征、印戒征、卷发征。 

气道异物：气道堵塞，肺不张或代偿性肺气肿。  

四、总结 

小儿咯血的诊断要点： 

  呼吸道感染多见，一般咯血量较少； 

  中-大量咯血多为肺血管异常。 

困难点： 

  年龄特点限制； 

  影像表现特异性不高，需多种辅助检查综合判断。        

影像学检查的选择： 

CT：空间分辨率高、时间分辨率高，后处理技术强大，特别强调 CTA对咯血病因诊断的意义，

能显示异常肺动脉、异常侧枝血管开放，造影剂是否有渗出等，为选择性血管造影指导方向。 

血管造影（DSA）：明确异常血管类型，准确评估异常血管的来源、走行及瘘口的大小、位

置，对隐匿性支气管动脉-肺动脉瘘优于 CT，同时可进行介入栓塞治疗大咯血。 

   

 

 

PU-0307 

多层螺旋 CT 在儿童闭塞性细支气管炎的诊断价值 

 
王芳,张旭 

哈尔滨市儿童医院 150010 

 

目的：探讨多层螺旋 CT在儿童闭塞性细支气管炎（Bronchiolitis Obliterans,BO）的临床应

用价值。方法：收集在我院明确临床诊断为 BO的 16例患儿多层螺旋 CT检查结果, 并与 X线

胸部平片检查结果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达到 BO诊断标准的 16例 BO患儿,分别存在病毒、细

菌、肺炎支原体及衣原体感染。16例患儿均得到确诊,螺旋 CT检查发现胸肺病变的阳性率、

敏感度、诊断的准确性与全面性均明显高于 X线检查结果。结论：儿童 BO以感染所致者多见,

好发于 2岁以内儿童,冬春季发病率高。闭塞性毛细支气管炎（bronchiolitis obiterans，

BO）是由黏膜下肉芽组织或纤维化组织造成的部分或完全的小于 3mm以下的细支气管或肺泡小

管的狭窄或闭塞，是气道上皮损伤继发的上皮再生和瘢痕的结果。通常合并大气道的扩张和炎

性管腔狭窄，肉芽增生，和（或）纤维化。儿童 BO是不常见和严重的慢性阻塞性下呼吸道的

肺部疾病。感染后的 BO通常为缩窄性毛细支气管炎。儿童闭塞性细支气管炎的影像学检查胸

片无明显特异性改变，BO胸部 X线片可表现为正常。胸部 CT有多种表现。其中最明显的表现

为肺密度减低区或合并血管管径的减小，称为马赛克灌注征。本组 11例表现为马赛克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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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病变或肺不张、粘液栓提示存在感染。因此螺旋 CT对儿童闭塞性细支气管炎的检查诊断较

X线检查有明显优势,胸部螺旋 CT检查可以提高对儿童闭塞性细支气管炎的检出率和疾病诊断

的正确率。 

   

 

 

PU-0308 

优化 CTA 技术在小儿复杂先天性心脏病的临床应用研究 

 
郝明珠,王芳,王志伟,张晓凡 

哈尔滨市儿童医院 150010 

 

目的 探讨 idose4迭代重建技术结合前瞻性心电门控在多层螺旋 CTA成像对小儿复杂性先天性

心脏病的诊断价值。 方法：分析先天性心脏病患儿，据就诊时间先后顺序分别采用常规剂量

扫描（采用滤波反投影重建技术 FBP）、低剂量扫描（采用 idose4迭代重建技术）CTA扫描，

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评价其图像质量并对其有效放射剂量进行统计分析；以手术结果为诊断标

准，采用χ2检验将常规剂量扫描（滤波反投影重建技术 FBP）、低剂量扫描（采用 idose4

迭代重建技术）分别与超声心动图（UCG）诊断结果进行对照研究。结果：辐射剂量：idose4

迭代重建技术组较前门控传统 FBP组显著降低；图像质量评估 idose4 组与 FBP组，结果差异

无明显统计学意义；影像学诊断与手术符合率：CTA在诊断心外大血管畸形明显优于 UCG；CTA

对心脏大血管连接异常与 UCG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CTA 对心内畸形与 UCG对比差异无明显

统计学意义。结论 多层螺旋 CT Idose4迭代重建前瞻性心电门控 CTA成像技术在小儿复杂性

先天性心脏病的应用，可以明显减低患儿辐射剂量并提高图像质量。 

   

 

 

PU-0309 

小儿自体免疫性脑炎临床与 MR 分析 

 
张晓凡,郝明珠,王志伟,王芳 

哈尔滨市儿童医院 150010 

 

自体免疫性脑炎泛指一大类由于自身免疫系统针对中枢神经系统抗原产生反应而导致的炎症性

疾病，以急性或亚急性发作的癫痫、认知障碍及精神症状为主要临床特点，其逐渐被认为是非

感染因素所致可逆转性脑炎。其中，临床以抗 N-甲基-D-天冬门氨酸受体（NMDAR）脑炎和自

身免疫性边缘性脑炎最常见，儿童以抗 NMDAR脑炎相对常见。神经病理上主要表现淋巴细胞为

主的炎症细胞浸润脑实质，并在血管周围形成套袖样结构。 

近年研究显示，抗 NMDAR脑炎可见于任何年龄男女患者，但儿童和男性患者较少合并肿瘤。儿

童患者临床特点与成人有很大不同：儿童病情进展迅速，常有前驱感染史，初始症状常为显著

的癫痫发作和不同程度意识障碍，随后出现短时记忆丧失和精神症状；而边缘叶以外的症状与

体征（脑的高级功能障碍如小脑共济失调、构音困难、空间失认等）较成人多见，表明儿童边

缘叶脑炎不仅累及边缘系统，也累及小脑和皮质。 

临床主要依靠实验室检测特异性血清和脑脊液中抗 NMDA受体抗体检测阳性。目前倾向认为对

于儿童临床出现原因不明的皮质-皮质下功能损害表现，包括精神症状、惊厥发作、记忆受

损、运动障碍、意识水平降低、植物神经功能紊乱等，尤其是女性，在排除其他疾病后均应考

虑本病；血清和/或脑脊液中检出抗 NMDA受体抗体可确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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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免疫性脑炎常累及海马及岛叶、额叶、颞叶等，影像学早期诊断尤为重要，MR表现可为

海马及受累脑叶皮质和皮质下 T2高信号、水抑制成像（FLAIR）序列较敏感，基底神经节、脑

干和小脑也可能与类似改变，增强扫描受累区域、脑膜可能有轻度强化。脑电图异常几乎见于

所有患儿，表现为非特异性弥散性δ、θ频率慢波背景，偶尔可见癫痫样放电和电发作。 

随着研究的进展，许多中枢神经系统疾病与自身抗体相关性逐渐明确，早期治疗是改善预后的

关键，启动免疫治疗或切除相关肿瘤有利于改善患儿疾病的预后。  

 

   

 

 

PU-0310 

3.0T 磁共振 ASL 联合 1H-MRS 对儿童偏头痛的研究价值 

 
朱凯,张毅 

哈尔滨市儿童医院 150010 

 

目的 儿童偏头痛是常见的一种病症,常规磁共振检查无异常发现。动脉自旋标记（ASL ）是磁

共振灌注成像，通过对循环动脉血液中的水分子进行磁化标记，使其成为可扩散的示踪剂的一

种技术，此技术可以无侵袭性的测定动脉血流。磁共振质子波谱(
1
H proton MR spectroscopy, 

1
H-MRS可以在活体无创地检测组织代谢物浓度,已广泛应用于神经系统多种疾病的诊断。本文

目的主要是应用 3.0T磁共振动脉自旋标记(ASL) 和磁共振波谱(
1
H-MRS)评估儿童偏头痛,以了

解发病机制。 

资料与方法 65例临床诊断偏头痛的儿童（年龄 3-15岁）排除其他疾病引起的头疼。使用

philips 3.0T磁共振扫描仪，应用头部 8通道线圈，患者仰卧，行轴位、冠状、矢状位扫

描，层厚 5mm，使用标准化的感兴趣区（ROI），总扫描时间约 7min。在后处理平台对所要研

究的数据处理。 

结果 我们发现了偏头痛侧颞叶区明显低灌注，相对脑血流量(CBF)降低和 NAA/Cr比值下降。 

结论 磁共振动脉自旋标记(ASL)不用注射对比剂，直接定量脑血流量 CBF和磁共振波谱(
1
H-

MRS)观察神经元细胞的情况可能因此成为有用的工具，无创检测儿童偏头痛，为临床提供一个

有力的影像学依据。  

 

 
PU-0311 

孕妇及胎儿 MRI 检查的优点及安全性 

 
殷星,赵鑫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河南省妇幼保健院 450052 

 

超声检查由于其费用低、安全性高、准确的实时成像等原因，是产前影像学检查的首选技术。

但是 MRI软组织分辨率较高，对胎儿各系统检查及异常显示优于超声，尤其是脑部细微解剖结

构显示，具有明显优势。MRI 检查视野大，可清除显示与周围组织关系，便于观察胎儿的全

貌。MRI还可比较精确的测量胎儿发育及母体胎盘等数值，并且便于胎儿的复查及会诊，减少

超声医生个人技术因素所致的干扰。 

   

 

 
PU-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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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幼儿腹部巨大囊性病变 CT 诊断分析 

 
严琳,吴永彦 

贵阳市儿童医院 550003 

 

摘要：目的：探究和讨论婴幼儿腹部巨大囊性病变 CT表现及鉴别诊断。方法：回顾性分析我

院 2016年 6月---2017年 5月间经过手术病理证实的腹部囊性病变患儿 35例，分析病变部

位、大小、形态、密度、分隔及囊壁厚度、强化情况及与周围脏器关系等要素。结果：28例

中，胆总管囊肿 6例，肠重复畸形 5例，肠系膜囊肿 4例，重度肾积水 4例，先天性巨大输尿

管积水 4例，大网膜囊肿 3例，卵巢囊肿 1例，囊性畸胎瘤 1例。各种囊性病变具有一定的发

病部位和特征性 CT表现。结论：CT检查是儿童腹部囊性病变定位定性诊断的主要影像学方

法。 

   

 

 
PU-0313 

婴儿迷走左肺动脉畸形 1 例 

 
张贺诚

1,2
,陈正光

1
 

1.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 

2.清华大学临床医学院 

 

迷走左肺动脉又名肺动脉吊带（pulmonary artery sling）或左肺动脉起源于右肺动脉，是一

种罕见的先天性心血管畸形。异常的左肺动脉穿行于气管与食管之间，在气管远端和支气管近

端形成吊带，造成患儿气管、支气管狭窄或发育不良。因本病少见，如不及时诊断和治疗，病

死率很高。现将 1例报告如下。  

 

 
PU-0314 

3.0TMRI 在胎儿脊柱及脊髓病变中的诊断探讨 

 
殷星,赵鑫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河南省妇幼保健院 450052 

 

目的：探讨 3.0TMRI在胎儿脊柱及脊髓病变中的诊断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胎儿脊柱及脊髓

病变的 MRI表现，并与超声相对比。15例孕妇年龄 18-33岁，平均 26岁；孕龄 22-37 周，平

均 27周。产前常规超声检查后 24小时内行 3.0TMR检查，T2WI采用半傅立叶单激励快速自旋

回波序列及 T2-真快速成像，T1WI采用二维快速小角度激励序列，行胎儿脊柱三平面扫描，将

产前 MRI与超声进行对照。结果：15例孕妇共检出胎儿 15例。包括尾部退化综合征 3 例，脊

柱裂、脊膜膨出伴脊髓低位 2例，椎体形态异常 6例，阴性结果 4例。15例孕妇 MRI结果进

一步完善产前超声诊断 7例，一致 3例，纠正超声诊断 5例。结论：MRI在胎儿脊柱及脊髓病

变诊断方面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特别是在胎儿脊髓病变上能够提供超声以外的额外信息，甚

至能更正超声的诊断。 

   

 

 
PU-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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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胶质母细胞瘤的 MRI 表现及文献复习 

 
黄小燕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325027 

 

【摘要】 目的 探讨儿童胶质母细胞瘤（GBM）的 MRI表现，提高对本病的认识。方法 收

集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2例儿童 GBM的临床及 MRI资料，回顾性分析肿瘤发生部位、形态、生长

方式、瘤周水肿及信号强化特点。结果 2例病例均位于侧脑室旁，均占位效应明显；1例病

例向侧脑室内延伸，累及胼胝体压部、基底节区及丘脑；2例病例瘤周水肿均明显；实性 1

例，囊实性 1例；囊性部分呈长 T1 长 T2 信号, DWI扩散未受限制；实性部分呈混杂 T1 等高

T2 信号 ,DWI呈混杂等低信号。增强扫描实性病变明显强化,边界欠清;囊实性病变实性部分

明显强化，边缘囊变部分未强化。结论 儿童 GBM 的 MRI具有一定的特征性表现,确诊需手术

病理证实。 

  

   

 

 
PU-0316 

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NEC)后肠狭窄临床 X 线分析 

 
张英杰,吕冬梅,刘爱萍,李京杰,于宁 

哈尔滨市儿童医院 150010 

 

目的：探讨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NEC）后肠狭窄临床 X线特点。方法：对我院 2013 年 1

月至 2016年 12月间收治的 16例 NEC后肠狭窄临床 X线表现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16例中

14例患儿有明确 NEC住院治疗病史，NEC后 12天至 3个月间临床出现腹胀,呕吐,排便困难,腹

平片低位肠梗阻，结肠造影检查,升结肠狭窄 5例，结肠肝区狭窄 4例，横结肠狭窄 2 例，结

肠脾区狭窄 3例，降结肠狭窄 3例，乙状结肠狭窄 2例，结肠多发狭窄 2例。结论：对 患儿

NEC发病后有便秘，腹胀等临床表现，应首先考虑肠狭窄的可能，结肠造影可直接显示结肠病

变，可为临床诊治提供可靠依据。 

 

   

 

 
PU-0317 

儿童下肢应力性骨折的影像学表现分析 

 
包磊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00092 

 

 

目的 探讨儿童下肢应力性骨折的影像学表现，以提高对该病的诊断水平。 

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影像学检查并随访证实的 32例儿童下肢应力性骨折的 CT表和 MR 表现。 

结果  在 32例中，其中胫骨 16例（50％），腓骨 8例（25%），股骨 1例（3%），跖骨 6例

（19％），跗舟骨 1例（3%）。CT 示 19例不规则的水平线状或条状密度增高影，7例皮质旁

骨痂，3例骨膜增生围绕骨皮质呈“双皮质征”，5例骨皮质增厚，27例邻近软组织稍肿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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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I示 32例受累骨髓腔内大片状长 T1、长 T2信号，内有不规则水平线状或条状长 T1、短 T2

信号，边界尚清，邻近软组织轻度水肿。 

结论 儿童应力性骨折的发生部位及影像学表现均具有一定的特征性，结合病史，综合运用 CT

和 MR检查能提高诊断的准确性。 

 

 

   

 

 
PU-0318 

胎儿肝脏肿瘤的磁共振诊断及实例分析 

 
兰为顺 

湖北省妇幼保健院 430070 

 

目的：提高胎儿肝脏肿瘤的磁共振诊断准确率。材料和方法：肝母细胞瘤，是儿童中最常见的

恶性肝脏肿瘤, 但不是胎儿最常见的肝脏肿瘤，胎儿肝母细胞瘤恶性程度一般低于儿童肝母细

胞瘤；肝血管内皮瘤才是胎儿最常见的肝脏肿瘤, 远多于肝母细胞瘤；肝血管内皮瘤, 良性, 

有无需治疗自然消退的可能，约有２０％的婴幼儿伴有皮肤血管瘤。肝血管内皮瘤女性的发病

率是男性的 2倍。可为单发，也可多发。肝血管内皮瘤可引起充血性心力衰竭，可导致消耗性

凝血病（血小板减少症）；胎儿磁共振要观察粗大的滋养/引流血管流空表现,胎儿磁共振不能

显示动态增强的改变。结果：磁共振：T2明显高信号，T1 低信号，出生后 MRI增强扫描快进

慢出，极度强化。肿块的内部及外围可见粗大的滋养/引流血管流空表现.肝动脉扩张、扭曲，

早期肝静脉显影，降主动脉在腹腔干水平以上粗大，腹腔干水平以下相对细小。结论：胎儿磁

共振有助于提高胎儿肝脏肿瘤性病变的诊断准确性。    

 

 
PU-0319 

儿童原发肾外非中枢神经系统恶性横纹肌样瘤的影像表现 

 
温洋,彭芸,张楠,尹光恒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总结儿童肾外非中枢神经系统（CNS）恶性横纹肌样瘤（MRT）的影像表现，提高对该病

的认识。材料及方法：收集近 9年我院诊断为肾外 CNS外 MRT的患儿 15例；行超声、CT及

MRI检查分别为 12、10及 7例；分析总结其临床与影像特点。结果：15例患儿，男 8 例、女

7例，年龄 11天~12岁 9月，中位年龄 4岁。原发瘤呈不规则形或类圆形，均为实性肿物或以

实性为主，长径 2.2~11.7cm，平均 5.87cm；位置多变，多见于头颈部（6例）与纵隔（4

例）。在 B超，肿瘤多回声不均匀或欠均匀、半数以上伴囊变，实性部分以低回声为主。在

CT，肿瘤半数以上密度不均匀或欠均匀、部分伴囊变，实性部分以低或略低密度为主，强化程

度多变。在 MRI，肿瘤均为混杂信号，多伴有不同程度的囊变，3例明确伴有出血；实性部分

多为等或稍长 T1、长或略长 T2信号，弥散受限，不均匀明显强化。就诊时，发现 6例患者有

转移；3例伴瘤周骨质破坏，3例瘤灶进入椎管。结论：儿童 MRT恶性度高，多见于学龄前，

多体积较大，多发生于头颈部及纵隔；影像主要表现为不均质实性肿块，多伴囊变，实性部分

弥散受限、不均匀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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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320 

256 排 CT 在小儿先天性心脏病的应用 

 
郭迪 

徐州市儿童医院 221006 

 

目的：研究在小儿先天性心脏病患儿中使用 256排螺旋 CT进行诊断的效果。方法：选择我院

收治的先天性心脏病患儿 40例，对其使用 256排螺旋 CT以及多普勒超声进行诊断，对比手术

确诊结果、CT诊断结果以及超声诊断结果。结果：40例患儿经手术全部确诊为小儿先天性心

脏病，CT检查结果显示为 38例，超声检查结果显示为 37例，三种检查方法相比并没有明显

的差异（P>0.05）。除此之外，在患儿先天性心脏病类型的诊断中，手术结果与 CT检查结果

的差异也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在小儿先天性心脏病的诊断中，使用 256排螺旋

CT具有较高的准确性，提高先心诊断准确率  

 

 
PU-0321 

儿童胰母细胞瘤临床、CT 表现与病理的特征 

 
陈超 

西安市儿童医院 710003 

 

目的 探讨儿童胰母细胞瘤临床表现、CT表现与病理的特征，增强对此病认识，提高诊断准确

率。 

  方法 回顾性分析 6例我院 2012-2016年经手术后病理证实为胰母细胞瘤的术前的 CT表现、

临床表现与术后病理表现的特征，分析总结此病的临床、CT及病理特点。 

  结果 胰母细胞瘤临床表现多以腹胀、腹部包块、少数以伴有腹痛、黄疸、腹泻等或不同程

度的贫血。CT表现为腹腔巨大包块，不规则分叶状，边界清楚，多为混杂密度的实质性包

块，半数以上病例有散在不等两和不规则钙化。增强扫描肿瘤呈不均匀中度延迟性强化，胰周

可有淋巴结增大。镜下主要以上皮细胞为主，兼有基质成分。具有母细胞多功能分化的特点。

多数胰母细胞瘤病例中 AFP 升高，且 AFP可作为肿瘤复发的监测指标。 

  结论 胰母细胞瘤临床表现、CT表现可提高该病诊断。最终需靠病例证实。 

   

 

 
PU-0322 

HRCT 在儿童闭塞性毛细支管炎中的应用研究 

 
李林 

济南市儿童医院 250022 

 

目的 探讨、分析 HRCT在儿童闭塞性毛细支气管炎（bronchiolitis obliterans ，BO）中的

应用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我院呼吸内科诊治并临床证实的 38例 BO患儿的影像资料，男

孩 21例，女孩 17例，年龄区间 5月～10岁。所有患儿均行肺部 HRCT扫描，且具备 BO典型

临床症状。结果 38例患儿，均不同程度具备“马赛克”灌注征，呈弥漫性多发片状分布，部

分边界清晰，部分模糊不清，少部分二者兼而有之。血流灌注减少 35例，肺内气体潴留 37

例；支气管管壁增厚 21例、支气管扩张 23例，二者均以下叶发病最高；单侧或局限性透明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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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例；肺实质病变 25例，其中肺不张 11例，肺炎 13例，肺实变 11例；肺内结节 16例，胸

膜下结节 7例；支气管粘液栓 3例。结论 HRCT能够对儿童 BO各种征象进行直观显示，其中以

“马赛克”灌注最为典型，为本病的首要影像学表现，从而能够更早的为临床治疗提供依据。

HRCT是儿童 BO不可缺少的一种影像学检查手段。  

 

 

PU-0323 

大龄儿童继发性肠套叠的 CT 诊断 

 
蔡雪梅,杨秀军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200040 

 

【摘要】 目的 探讨 CT对大龄儿童继发性肠套叠及其原发病的诊断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

12例经肠镜或手术和病理证实的大龄儿童肠套叠的 MSCT资料，着重分析肠套叠及其原发病的

CT影像征象。结果 12例病例中，年龄最小者为 5岁 7月，最大者为 15岁。 CT清晰显示了

所有 12例病例肠套叠征象，同时发现了其中 10例原发病灶，包括息肉 6例（其中 Peutz-

Jeghers息肉 4例）、Burkitt淋巴瘤 3例、肠壁囊肿 1 例，术前原发病 CT检出率为 83.3％

(10／12)。结论 多层螺旋 CT能明确诊断大龄儿童肠套叠，且对其病因诊断具有一定的价值。  

 

 

PU-0324 

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 MRI 多模态诊断研究 

 
曲海波,宁刚,廖怡,李学胜,张毓瑾,朱俊丞,向科瑾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在磁共振影像上可出现节苍白球肿胀、信号不均匀和 T1高信号，

本研究拟利用多模态的分析方法对其影像特征进行定量分析，提取常规诊断方法中多种诊断信

息，建立基于多模态的临床预测方法。方法：回顾性研究 2016年 3月至 2017年 3月就诊的行

MRI检查的新生儿患儿，其中包括病例高胆红素血症 98例。MRI数据采集时为生后 1-5天。采

用采集轴位 T1加权图像、T2WI像、DWI像，人工绘制 ROI，测量苍白球的大小、信号值、ADC

值，并收集所有患儿的临床信息，研究各定量值与胆红素水平、新生儿评分、预后发育水平的

相关性，从而确立权重并构建预测模型。结果：通过相关性分析建立的综合诊断模型有较高的

预测准确率。对高胆红素血症脑部损伤预测有显著贡献。结论：通过新生儿高胆红血症影像定

量参数的综合分析，建立高胆红素血症预测模型可以提供更多量化信息特征，为新生儿胆红素

血症影像学诊断提供了客观的参数和新的方法。 

   

 

 

PU-0325 

新生儿肺炎衣原体肺炎临床 X 线分析 

 
刘爱萍,张英杰,李京杰,王梅,蔡源 

哈尔滨市儿童医院 15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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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新生儿衣原体肺炎的临床及 X线特点，提高对新生儿衣原体肺炎的认

识。方法：搜集 2016年 1月至 2017年 7月 10例收治我院确诊的新生儿衣原体肺炎的临床资

料，对其临床特征及胸部影像学表现进行回顾性分析。10 例患儿均行胸部 X线摄片检查，其

中 3 例行 CT 检查。10 例患儿均行血清学衣原体抗体检测。结果：10例患儿中男 4例，女 6 例.

发病日龄 12～28d，平均日龄 20.2d，发热 3例，阵发性咳嗽 8例，吐沫 6例，呼吸增快 8

例，眼分泌物增多 5例，双肺听诊湿罗音 4例，呼吸音粗糙 2例，肺部未见明显阳性体征 4

例，仅胸部影像学检查阳性。10例患儿衣原体抗体 IgM均表现为阳性。10例患儿 X线胸片表

现为两肺广泛分布小结节影，结节影大小、分布及密度不均匀，两肺过度充气 6例，3例 CT

表现为两肺多发散在结节影，部分融合，其中 2例出现粗细不等线状影及网格影。结论：新生

儿衣原体肺炎临床表现不典型，临床症状、体征与影像学改变不一致，新生儿衣原体肺炎的影

像学以两肺弥漫性小结节影为主要表现，提高对新生儿衣原体肺炎的临床及影像特点的认识，

做出及时、正确诊断，使其得到及时有效治疗，避免延误病情。 

   

 

 
PU-0326 

非离子型对比剂在小儿消化道造影中的应用 

 
刘爱萍,张英杰,吕冬梅,于宁,刘佳佳 

哈尔滨市儿童医院 150010 

 

【摘要】目的 探讨非离子型造影剂碘海醇在小儿消化道造影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选择 2016

年 1月至 2017年 7月间临床怀疑消化道疾病而无法进行硫酸钡检查的患儿 30例，进行碘海醇

消化道造影检查。其中男 18例，女 12例，年龄 1d～1岁。新生儿 25例，年龄 1～28d，平均

年龄 15d。婴儿 5例，年龄 1月-12月，平均年龄 4个月。临床症状为患儿表现拒食或纳差、

频繁呕吐、吐奶时呛咳、精神差、体质量不增、腹胀不排便、肠鸣音减弱或消失等。临床考虑

消化道畸形、呕吐原因待查、消化道梗阻、术后怀疑吻合口瘘等。结果 30例患儿消化道造影

检查中，食道闭锁 5例，食管气管瘘 3例，食管烧伤 2例，先天性肥厚性幽门狭窄 4例，十二

指肠梗阻 4例，空肠梗阻 2例，食道闭锁术后检查有无吻合口瘘 3例，食道裂孔疝 2例，细小

结肠 2例，先天性巨结肠 3例。结论 非离子型对比剂碘海醇具有良好的水溶性及机体耐受

性，口服吸收很少，显影效果佳，能做出准确、可靠的诊断，碘海醇化学毒性低微、不良反应

发生率低、操作方便快捷，避免了钡剂检查的局限性，是一种更安全、可靠的检查方法，值得

在小儿消化道造影中推广应用。 

   

 

 
PU-0327 

患儿单侧听力丧失进展与同侧蜗神经孔狭窄的相关性分析 

 
尚红磊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河南省妇幼保健院 450052 

 

【摘要】 目的：探讨与单侧蜗神经孔狭窄相关的同侧听力丧失进展的风险。 

方法：选取确诊为单侧听力丧失的患儿，行颞骨 CT扫描，由两名专业影像科诊断医师分别独

立进行颞骨畸形的鉴别诊断及蜗神经孔宽度测量，并对其至少在 6个月后进行随访听力测试。

同时，统计所有病例的听力测试数据，记录其空气传导阈值。听力丧失的进展程度以空气传导

阈值每增加 10dB为评估标准。 结果：一百二十八个孩子符合纳入标准。其中，54（42%）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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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儿有颞骨异常，其中 22名（17%）有同侧 BCNC狭窄。12个月后，在同侧的听力丧失进展比

例如下：12%的无颞骨异常的患儿，13%的颞骨异常患儿，17%的 BCNC狭窄患儿。伴有单侧

BCNC狭窄的患儿其同侧的听力丧失风险明显大与无 BCNC患儿：危害比（HR）为 2.17，95%可

信区间（CI）（1.01，4.66），P=0.046。与颞骨正常的儿童相比，患有单侧 BCNC狭窄的儿童

其听力丧失风险较之提高接近 2倍，但这种差异并统计学意义，HR 1.9，CI（0.8，4.3），P 

= 0.1。对单听力丧失且伴有同侧 BCNC狭窄的儿童 12个月后的随访中，并没有对侧耳听力丧

失的情况。 结论：单听力丧失且伴有同侧 BCNC狭窄的儿童其听力丧失风险较高，对其应进行

密切的听力测试随访。 

   

 

 
PU-0328 

低剂量多层螺旋 CT 在唇腭裂患儿术前检查及预后评估中的应

用 

 
张毅,王志伟 

哈尔滨市儿童医院 150010 

 

目的：探讨低剂量多层螺旋 CT在唇腭裂患儿术前诊断及预后评估中的价值 

方法：唇腭裂系列患儿 70例，男 57例，女 43例；设备采用 Philips Brilance 64排螺旋

CT，迭代算法，扫描条件为 100 kV、80 mA s，准直 1. 5。扫描范围从眶下至咬合平面，重组

层厚 0.625 mm。数据后处理采用 MIP多平面重建、VR三维立体图像技术及齿科专业重建软件

等。 

结果：左侧 25例；右侧 8例；双侧 5例；牙槽突裂 12例；软腭裂 6例；无骨性改变 14例；

伴发其它畸形 9例。 

结论：迭代算法低剂量螺旋 CT扫描可明显降低扫描剂量；图像后处理技术可以准确测量并计

算唇腭裂骨缺损量及形态，同时可明确判断颌面部、颅底等伴随畸形，对唇腭裂患儿术前诊断

及预后评估具有重要价值。 

   

 

 
PU-0329 

64 排螺旋 CT 冠状动脉检查在儿童川崎病的应用初探 

 
张毅,王志伟 

哈尔滨市儿童医院 150010 

 

目的：探讨 64排螺旋 CT冠状动脉增强检查在儿童川崎病的应用。方法：对临床诊断的川崎病

6位患儿行 64排螺旋 CT冠状动脉增强检查，年龄 3-12岁，心率 97—132次/分，观察冠脉起

源、近端分支、远端分支的管径、钙化等情况，并与心脏超声检查结果对比。结果：6位川崎

病患儿，冠脉起源异常 1位，近端分支扩张 4位，远端分支扩张 5位，发现钙化 1位，分支扩

张径线与心脏超声比较±1.32mm。其中 1位伴有主动脉弓缩窄，1位伴有右侧气管性支气管。

结论：64排螺旋 CT冠状动脉增强检查在儿童川崎病中具有一定价值，可以明确的发现伴发的

先天大血管异常及气道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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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330 

MR 技术在肌营养不良疾病中的应用 

 
肖江喜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00034 

 

肌营养不良是一组原发于肌肉组织的遗传病， 人群发生率不高,发病率最高的是 DMD, 为

300/100万。根据起病的年龄、肌无力的分布、肌酶检查及病程情况而分为 Duchenne/Becker

型肌营养不良(DMD/BMD)、肢-带型肌营养不良（LGMD）、面-肩-肱型肌营养不良(FSHD)、

Emery-Dreifuss型肌营养不良（EDMD）及眼咽肌型肌营养不良(OPMD)等。另外，先天性肌营

养不良(CMD)是出生后即发病的一类严重型肌营养不良；强直性肌营养不良是肌强直性疾病伴

有进行性肌无力和肌肉耗竭，主要表现为远端肢体和面肌无力，是一种多系统损害的肌病，可

伴有性腺萎缩、秃发、 心脏和精神障碍。 

MRI是目前评估肌病最敏感、最特异的影像学检查。MRI对肌肉异常的检出率高于临床检查，

便于进行早期的干预治疗。MRI检查为无创性，可以重复进行，能清楚显示病变肌肉的部位、

信号特点，定量评估肌肉受累程度，为诊断提供更加客观的资料，在疾病随访中也容易被病人

接受，从而评估病情、病程进展及治疗效果。MR可以准确地评估疾病的活动性，这对于是否

选择免疫抑制剂和皮质类固醇激素治疗是非常重要的。本文对 MR技术包括常规序列（T1W、

T2W）及功能序列（DWI、DTI、MRS、T1值、BOLD-fMRI、T2mapping、Dixon技术）在常见肌营

养不良进行分析。 

   

 

 
PU-0331 

儿童腮裂瘘管及囊肿的 CT 诊断 

 
刘菁华,杨秀军 

上海市儿童医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200040 

 

[摘要]目的: 探讨儿童腮裂瘘管及囊肿的 CT表现及多层螺旋 CT（MSCT）与多平面重组

（MPR）重建技术的诊断价值。资料与方法:回顾分析了本院 2014年 9月至 2016年 12 月经临

床诊治,以及手术、病理证实的鳃裂囊肿和腮裂瘘管 35例 CT表现。结果: 27例 CT检查表现

为位于颈前三角区、胸锁乳突肌前缘的条索状、管状瘘管或囊性肿块，其中 2例表现为双侧瘘

管结构；8例表现为腮腺内或腮腺边缘的囊性肿块及管状瘘管结构，其中 1例伴有患侧外耳道

闭锁。增强后 35例患者囊壁（管壁）均有强化，9例合并感染者,病灶边界模糊,增强后囊内

或管腔内密度增高。MSCT轴位图像诊断腮裂瘘管和腮裂囊肿 27例，定性定位准确率 77%，经

MPR图像诊断定性定位准确率达 100%。结论：MSCT 薄层图像结合 MPR 图像后处理技术，能更

好地显示腮裂囊肿的位置范围及腮裂瘘管走行，在临床诊断、手术治疗中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PU-0332 

小儿脂肪母细胞瘤 CT 及 MR 影像分析 

 
李小会,高峰,杨明,管红梅,张新荣,朱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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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儿童医院 210008 

 

目的 探讨小儿脂肪母细胞瘤的 CT 和 MRI 表现，提高对本病的认识。 

方法 收集经我院手术及病理证实的１１ 例小儿脂肪母细胞瘤，结合相关文献分析其 CT 和

MRI 表现。 

结果 位于颌下者１ 例，胸壁３ 例，纵膈１ 例，腹腔内３ 例（均附着于肠系膜） ，下肢３ 

例。其中局限型７ 例，弥漫型４ 例。CT 及 MRI 上均表现为含脂肪组织密度或信号的肿 

块，病灶呈分叶状（８／１１ 例） ，肿块内密度信号均不均匀，其内可见多少不等的软组织

成分及纤维分隔，其中３ 例存在显著多发纤维分隔而使病灶内部呈现多分叶样改变；２ 例病

灶内可见明显囊变。６ 例肿瘤边缘见光滑包膜，５ 例肿瘤与周围组织结构分界不清。６ 例

增强扫描病变均呈不均匀强化，表现为软组织成分及分隔的轻度强化。 

结论 根据脂肪母细胞瘤影像表现特征，并结合患儿年龄及临床表现有利于本病的正确诊断。  

 

 
PU-0333 

EV71 型手足口病脑干脑炎的 MRI 分型 

 
曾洪武

1
,梁长虹

2
 

1.深圳市儿童医院 

2.广东省人民医院 

 

目的：全面认识该病灶的 MRI表现，提高 EV71型足口病脑干脑炎的影像诊断水平。 

方法 分析 91例在我院 PICU 住院的 EV71型手足口病伴脑干脑炎患儿的临床及影像学资料。

按检查在时间分为三个期：急性期，发第 1天到第 14天。恢复期，发病第 14天之后至愈痊出

院。死后期，2例特殊病例。MRI信号分类方法：把 T1WI、T2WI和增后 T1WI的信号变化进行

组合评价分型，对急性期、恢复期的 MRI图像分别进行评价和分类。对远期随访，则采用

T1WI、T2WI和 FLAIR的信号变化进行组合评价分型。 

结果 1、EV71型手足口病脑干脑炎的主病灶位于脑桥延髓交界处背侧。 

2 主病灶 MR分型： 

急性期 76例 5种 MRI分型，第①—⑤型 EV71足口病脑干脑炎的主要病灶为脑桥延髓交界处

背侧纵形异常信号，信号变化复杂（如下），第⑥型 MRI检查阴性。 

  ①型：25例，T1WI呈低信号，T2WI呈高信号，增强没有强化，最常见类型。②型： 5

例,1T1WI呈等或稍低信号，T2WI呈高或稍高信号，增强后可有轻-中度强化。③型： 10

例,T1WI和 T2WI均表现为正常，增强后有轻度/中度强化。④型： 4例,T1WI阴性，T2WI 脑干

脑灶呈低信号，增强有轻度/中度强化。⑤型：2例，整个脑干肿胀呈不均匀信号，T1WI 呈等

或稍低信号，T2WI呈高低不等信号，增强未见强化。此型临床上有肺水肿，危重型。⑥型：

MRI检查阴性，共 20例。恢复期 13例分两型；A型，T1WI 呈明显低信号，T2WI呈明显高信

号，增强没有强化，4例，此型病灶为软化灶形成。B型，MRI检查阴性，共 9例。 

死亡后 2例，整个脑干弥漫肿胀，MRI为高低混杂信号。 

结论 EV71型足口病脑干脑炎的主病灶位置有相对特征性，位于脑桥延髓交界处背侧纵型病

灶，信号分型能提高对该病的影像诊断水平。  

 

 
PU-0334 

低造影剂量在婴幼儿 CTA 成像技术中的应用 

 
陈霞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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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妇幼保健院 350001 

 

【摘要】目的：探讨低造影剂量扫描在婴幼儿肺动脉 CT血管造影（CTA）检查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选取 2013年 6月至 2017年 6月在本院接受肺动脉 CTA扫描的患儿 32例，平均年龄 36

个月，其中 14例为常规剂量扫描组（造影剂使用量为 1.5 ml/Kg），18例为低造影剂量扫描

组（造影剂使用量为 0.5 ml/Kg）。使用 GE Lightspeed 16 排多层螺旋 CT扫描，设置相同的

扫描参数。造影剂选用优维显，规格为 100ml:62.34g，使用高压注射器，速率 0.8-1.2ml/s，

延迟时间 9～11s。扫描后将两组图像传送至 AW4.3工作站进行分析，比较两组患儿肺动脉强

化 CT值、动脉图像质量评分、噪声值（SD）、图像信躁比（SNR）、对比噪声（CNR），以及

碘摄入量。所得结果应用 SPSS20.0软件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比较，P<0.05有统计学意义。结

果：两组患儿肺动脉主干、肺段动脉 CT值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常规剂量扫描

组和低造影剂量扫描组的图像质量评分、SD、SNR、CNR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碘摄入

量低造影剂量组明显低于常规剂量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低造影剂量扫

描可以获得较好的图像质量，能满足临床诊断需要，而且与常规造影剂量扫描比较，能显著降

低患儿碘摄入量，这就降低了含碘造影剂对机体的副作用和肾脏排泄的负担。因此，随着 CT

成像技术的不断发展、低剂量造影剂使用的成熟，CT成像技术将在儿科影像学诊断中发挥更

大的作用。 

   

 

 
PU-0335 

支气管肺发育不良（BPD）的 X 线诊断价值 

 
吕冬梅,张英杰,李京杰,蔡源,刘佳佳 

哈尔滨市儿童医院 150010 

 

 

目的：探讨支气管肺发育不良（bronchopulmonary dysplasia，BPD）的 X线表现，旨在提高

对该病的认识、早期诊断及鉴别诊断能力，为临床 BPD的早期防治提供诊断依据。 

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 20例支气管肺发育不良患儿的临床及 X线表现，

20例患儿临床症状表现不一，无明显临床症状 4例，呼吸急促、咳嗽 6例，早产儿、新生儿

肺透明膜病 10例，所有患儿均拍摄床旁胸部正位片,其中 6例进行了胸部 HRCT检查. 

结果：20例 X线床旁胸片患儿，显示两肺纹理增多、模糊、紊乱，片絮状模糊影 11例，不规

则实变影 6例，两肺透光度局限性增高 12例，两肺见斑片状条索状影及多囊状透亮影 6例。6

例行 HRCT检查患儿，表现有毛玻璃样病变 3例，斑片状模糊影 2例，不规则致密片状影 12

例，条索状致密影 3例，多囊状改变 1例，肺气肿 3例。 

结论：X线胸片是诊断 BPD 的首选，HRCT对 BPD诊断有一定的特征性表现，结合病史及动态观

察，X线检查可以对 BPD先期诊断做出提示,X线诊断对 BPD 患儿的早期临床诊断治疗具有重要

价值。 

   

 

 

PU-0336 

儿童骨骼朗格汉斯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 X 线片诊疗分析 

 
吕冬梅,张英杰,刘爱萍,董哲,于宁 

哈尔滨市儿童医院 150010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2773 

 

 

目的：分析儿童骨骼朗格汉斯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Langerhans cell histiocytosis，LCH）

X线表现，提高 X线片影像诊断 LCH的认识，有助于临床早期诊断和治疗。 

方法：收集总结我院 2010年~2015年确诊 18例朗格汉斯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的临床资料及 X

线片影像特点。男性 10例，女性 8例，男女病例 1.25:1。年龄 8个月~12岁，平均年龄 4.5

岁。本组病例中，临床表现差异较大，轻者仅表现为孤立性无痛性骨骼病变，重者则累及全身

多器官系统，同时伴发热、贫血和消瘦等表现。其中，单一系统（或器官）受累 11例

（61.11%），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多系统受累 7例(38.88%)。局部软组织肿块 12例，皮疹贫

血、伴发热 3例，外伤后偶然发现局部病灶 1例，反复发热伴局部疼痛 2例，所有病例均予病

变部位 X线平片。 

结果：单一系统（或器官）受累 11例中，病变位于颅骨 4例，位于肋骨 2例，位于颈椎 1

例，位于胸椎 1例，位于四肢骨 3例，单发病灶伴软组织肿块 5例，不伴软组织肿块 6例，多

发病例中，累及两处骨骼 4例，累及 3处及多处骨骼 3例。 

结论：儿童骨骼朗格汉斯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常累及全身骨骼，Ｘ线平片作为一项基础影像检

查，可较准确显示儿童骨骼 LCH病变范围及邻近组织病变，是临床诊断 LCH病变的重要方法之

一。 

   

 

 
PU-0337 

医学影像技术人员如何做好医疗安全 

 
刘建双 

昆明市儿童医院 650034 

 

鉴于目前医患关系日益紧张的工作环境中，如何避免医疗纠纷，加强作为医疗一线的医学影像

技术人员操作技术的规范化，对如何做好本职岗位职责工作的相关问题进行总结。避免不必要

的医患纠纷，减少投诉，以便更好开展日常工作和保护医学影像技术人员的自身安全，减少不

必要的医患纠纷等事宜进行探讨。 

   

 

 
PU-0338 

放射科工作人员及患者的放射防护 

 
郭勇 

昆明市儿童医院 650034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医疗技术的迅猛发展，影像技术在医疗过程中的广泛应用，诸多影像

设备在各个医院中冶逐渐普及。据相关文献报道，我国每年约有 2.5亿人次接受 X线的检

查，且上升趋势明显，相关的从业人员也在增加。长时间接受 X线照射，会严重损害患者皮

肤、晶状体、性腺、及骨髓组织。因为 X线会激发空气中的气体产生氮氧化物、臭氧、自由

基等有害物质，多次接触后会使患者遗传基因积累损伤而致癌或致畸。X线还能导致患者头

晕、脱发、器官受损、抑制骨髓造血、减少白细胞等，所以说 X线是把“双刃剑”。技术员

在为患者诊疗提供帮助同时，不正规的操作或者不到位的防护措施都会对患者及自身的健康

造成严重威胁。一些基层医院，不仅放射科设备及防护措施落后，从事人员的防护意识也有

待提高。还有些患者流动量较大的医院也应担加强患者及工作人员的管理，避免不必要的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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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多医院一味的追求经济效益而忽略对患者和工作人员的防护。因此，各医院应该积极改

善对放射科患者及工作人员的防护措施，为患者和工作人员提供一个更安全，更放心的诊疗

环境，触射线后可以调节饮食，将射线伤害降到最低，以保障患者及工作人员的健康。 

   

 

 

PU-0339 

64 排螺旋 CT 对儿童先天性心脏病扫描技术的探讨 

 
何苏贵 

昆明市儿童医院 650034 

 

目的：探讨 64排螺旋 CT对儿童先天性心脏病扫描技术的检查方法。 

多层螺旋 cT利用其扫描速度快、空间分辨率高及不受气体干扰的特点在这方面发挥了巨大优

势；结合后处理软件可取任意方向角度的断层图像及三维影像对重点部位进行观察用于评估胸

内大血管的发育情况，侧支血管，原始横断面图像避免了影像的重叠，能很好地显示解剖学房

室的位置、形态 ， 

   

 

 

PU-0340 

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 

 
李琳 

昆明市儿童医院 650034 

 

目的：讨论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的早期 X线表现。 方法：回顾性分析昆明市儿童医院 40

例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的早期 X线表现。  结果：临床上出现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的

症状，首次或多次复查 X线片发现胃泡影增大且内有网络状、条索状影：肠壁轻度扩张、紊

乱、僵直、肠道充气分布不均匀，部分呈管状扩张、部分细小痉挛且肠壁有增厚、模糊，尤其

在右下腹或肠腔内有液平等动力性肠梗阻改变，即应提示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的早期诊

断。 

   

 

 

PU-0341 

小儿口腔曲面全景及头颅测量片摄影的 临床体会 

 
李继华 

昆明市儿童医院 650034 

 

口腔曲面全景体层摄影及头颅测量片是专门针对头颅、颌面部进行 X线检查的特殊检查方法，

可一次性将上、下颌骨及全部牙齿、颞颌关节显示在一张 X线片上，可获得口腔牙，颌系统的

全景图像，尤其是口腔正畸较为常用的辅助检查，对头颅测量的诊断比一般的 X线摄片或牙片

具有明显的优越性。我科使用的数字化颌面断层 X线机，它不仅大大缩短了病人的等待时间，

还减少了 X线的辐射剂量、计算机的储存功能有效的保证了患者个人资料的完整性，为了口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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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治疗方案的设计和实施提供了更可靠的诊断依据并且为图像的及时分析处理提供可靠保

障。 

   

 

 
PU-0342 

儿童胸部 DR 摄影的质量控制 

 
刘晓艳 

昆明市儿童医院 650034 

 

呼吸系统的常见病较多，X 线摄影时对比度好，影像较清晰、防护较好，相对于 CT辐射剂量

较小，价格较实惠，因此应用较为广泛。在 X线诊断工作中，摄片质量尤为重要，它直接影响

了诊断的质量。然而，摄片质量和投照技术息息相关。一张优质的胸片能清楚的显示病变的范

围、部位、形态，可以提高疾病的检出率。 

   

 

 
PU-0343 

儿童放射医学影像技术的应用 

 
浦玉敏 

昆明市儿童医院 650034 

 

简述 X光 、CT 及 MRI影像检查技术的发展、成像原理、技术特点及在儿科学中的应用，增

强儿科影像检查时的防护意识，提高儿童影像技术水平。 

近年来，随着医疗技术水平的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保健意识的增强，X光、 CT 及

MRI影像技术已经发展为现代儿科医学诊断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 

   

 

 
PU-0344 

新生儿床旁胸片投照技术总结与探讨 

 
唐贤超 

昆明市儿童医院 650000 

 

目的 新生儿床旁胸片的投照技术总结与探讨 

方法 搜集近期 100例我院新生儿科行床旁胸片检查的患儿影像资料信息。100例患儿行床旁

胸片检查技术以及在 PACS系统中存储的影像信息进行对比。结果 100例行床旁胸片检查的患

儿在投照设备条件参数(kv、MA)、体位设计、患儿配合程度等情况下获取的影像信息具有一定

的差别。 

   

 

 
PU-0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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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脏 CT 增强扫描对儿童先天性心脏病的应用 

 
杨冬田 

昆明市儿童医院 650034 

 

目的:探讨 64排 CT对儿童各种类型先天性心脏病的诊断价值。方法：对 70例我院临床确诊的

先天性心脏病患儿行 GE64排螺旋 CT心脏增强扫描检查及重建，以心脏彩超结果为参考标准，

评估 GE64排螺旋 CT对于不同类型儿童先天性心脏病诊断的敏感度及准确性。结果：与心脏彩

超结果对比，70例患儿中，64排 CT对各种类型的先天性心脏病检查的敏感度及诊断准确度的

预测值高达 95%以上，诊断符合率达 90%以上。结论：GE64排螺旋 CT心脏增强扫描对儿童先

天性心脏病的诊断及对临床手术方案的制定起重要作用。 

   

 

 
PU-0346 

16 排螺旋 CT 扫描及多种重建技术在儿童气管支气管异物的诊

断价值 

 
张高峰 

昆明市儿童医院 650034 

 

目的 ：评价 16排螺旋 CT及多种重建技术在小儿气管、支气管异物的应用。方法：收集医院

2015年 1月至 2017年 2月经支纤镜 (21例)及手术，经飞利浦 16排螺旋 CT扫描检查的患儿

资料 ，观察分析多种重建技术的图像如多平面重建 (MPR)、 曲面重建 (CPR)、最小密度投影 

(MinIP)、容积再现 (VR)、仿真内窥镜技术等对支气管异物的显示情况及诊断价值。结果 ：

CT图像均显示清楚，气管异物 2例 ，右主支气管异物 15例 ，左主支气管异物 4例，其中 1

例左 、右支气管均见异物；在例患者中有 18例患者肺部表现不同程度肺气肿征象，其中 1例

气管异物可两肺一致性肺气肿，膈肌显示低平。2例患者见有阻塞性炎症和／或部分肺组织膨

胀不全。21例临床术中结果与 CT检查一致。结论 ：16排螺旋 CT扫描及多种重建技术相融合

能直接及间接显示气道异物的位置、大小、形态、数目、局部气管、支气管狭窄程度，是一种

无创、快捷、安全的术前检查方法，是指导临床医生确定治疗预案及评估疗效的最重要、最直

接 、最直观第一手材料，为此多排螺旋 CT扫描应为小儿气道异物诊断的首选检查。 

   

 

 
PU-0347 

儿童眼眶高场 MRI 检查方法分析 

 
赵中顺 

昆明市儿童医院 650034 

 

目的：分析探讨眼眶高场 MRＩ的检查方法。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在 2016年 1月至 2017年 1

月期间的 100例眼眶 MR扫描，进行 FSE序列，脂肪抑制成像以及 MR增强检查；进行横断位、

冠状位和矢状位成像。讨论：基于儿童检查的特殊性，选用正确的 MR检查技术可提高病变的

检出率，为疾病的诊断提供有力的影像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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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348 

数字放射成像技术的临床应用 

 
郑红仙 

昆明市儿童医院 650000 

 

X线影像是目前临床常规诊断手段之一，对各类疾病的诊断及治疗等均具有重要意义。传统 X

线成像技术主要是利用模拟技术进行摄像，曝光时间较短，图像信息量较大且空间分辨率较

高，但一旦生成 X线图像后，就无法进一步改善图像质量。此外，其信息量属于模拟量，难以

应用计算机进行处理、存储以及传输。数字放射技术（DR）是一种针对 X线图像的显示、处

理、存储以及传输而开发的新型 X线成像技术，通过与计算机相结合，可将传统的 X线模拟信

息转化成为数字化信息，从而获取数字化图像，便于临床诊断。 

 

   

 

 
PU-0349 

浅 谈 5 岁 以 下 小 儿 胸 片 投 照 技 巧 

 
郑晓欢 

昆明市儿童医院 650034 

 

目的 探讨 DR胸片摄影在 5 岁以下儿童小儿肺部疾病临床初诊中的应用。方法 搜集 312例

来我院放射科行胸部摄片检查的患儿影像资料信息。312例患儿行胸部正侧位摄影检查后确诊

112例患儿肺炎；178例患儿未见明显异常；22例疑似小儿肺部疾病的患儿建议 CT进一步检

查的结果进行对比。结果 ：DR摄影相比于 CT降低了患儿受照部位的辐射剂量；也减少了患

儿家属就医经济负担；还有一点就是患儿直接行 CT检查若年龄太小或者不配合检查就必须采

取镇静措施，因此延长了就诊时间还可能延误临床治疗。由此可见 DR摄影在肺炎的临床初诊

中存在一定的优越性。 

   

 

 
PU-0350 

CT 低剂量扫描在儿童副鼻窦检查中的应用 

 
尤丽芹 

昆明市儿童医院 650034 

 

目的 讨论 64排螺旋 CT低剂量扫描在儿童副鼻窦检查中的应用，获得不同参数的辐射剂量并

对图像质量进行评估。方法：对 50例临床怀疑鼻窦炎来放射科行 CT检查的儿童随机分组，分

别行低剂量扫描和常规计量扫描，并作冠状位重建。分析两组图像质量的差异及辐射剂量。结

果：与常规剂量组相比低剂量组的 CT图像质量良好，无明显差异，图像颗粒略粗，但不影响

诊断，而辐射剂量明显下降。结论：儿童 64排螺旋 CT低剂量扫描可以获得符合临床诊断需求

的图像信息，可应用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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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351 

一例不典型肺结核 CT 表现及误诊分析肺结核 

 
郝仕娟 

昆明市儿童医院 650000 

 

结核是由结核分枝杆菌引起的慢性传染病，可侵及许多脏器，以肺部结核感染最为常见。肺

结核是通过呼吸道传播的疾病，近来有发病率有所增加，大多数病人的胸部影像学检查的表

现典型，结合其他相关检查不难诊断。但有少部分肺结核病人影像学表现不典型，而且临床

症状及实验室检查结果对影像学诊断不支持而误诊。现报告 1例不典型肺结核的误诊为周围

型肺癌，最终行切除后，病理活检证实为结核球。 

   

 

 
PU-0352 

儿童先天性胆管扩张症综合影像研究 

 
蒋凌燕 

昆明市儿童医院 650034 

 

目的：分析儿童先天性胆管扩张症综合影像。方法：收集我院肝胆外科 2014年 1月~2015 年 1

月收治的先天性胆管扩张患儿 66例随机分为三组，A组采用超声检查，B组采用 CT检查，C

组采用 MRI和磁共振胰胆管成像（MRCP）检查，分析影像学检查效果。结果：A组确诊率为

72.7%，其中Ⅰ型 10例，Ⅳ6 例，。1例误诊，3例不能明确诊断结果。B组确诊率为 86.4%。

其中Ⅰ型 15例，其余 3例中漏诊。C组确诊率为 95.5%。Ⅰ型 17例，Ⅳ型 3例，Ⅴ型 1例。

结论：超声检查、CT检查、MRI和 MRCP影像检查儿童先天性胆管扩张症能够准确诊断，但各

有优点和不足之处，临床检查要根据儿童的病情选择检查方式，综合运用，为临床治疗提供准

确的依据。 

   

 

 
PU-0353 

高场强磁共振在新生儿急性胆红素脑病中的应用 

 
蒋凌燕 

昆明市儿童医院 650034 

 

目的：分析在新生儿急性胆红素脑病中高场强磁共振的应用效果。方法：收集我院 2014 年 4

月~2015年 4月收治的急性胆红素脑病新生儿 96例，根据血胆红素水平将新生儿分为四组，

比较四组新生儿采用高场强磁共振检测诊断急性胆红素脑病的效果。结果：四组新生儿左、右

两侧苍白球 T1WI信号比较无明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C组双侧苍白球 T1WI 信

号强度高于 A、B两组，D组双侧苍白球 T1WI信号高于 A、B、C三组，组间比较差异显著，具

有统计学意义（P＜0.05）。四组新生儿 ADC值、eADC值、FA值组间比较无显著差异，不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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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急性胆红素脑病新生儿采用高场强磁共振检测，能够准确得

出双侧苍白球 T1WI信号强度的变化，能够为临床的诊断和治疗提供依据，值得推广应用。 

   

 

 
PU-0354 

儿童肠重复畸形影像诊断价值 

 
黎宁杰 

昆明市儿童医院 650034 

 

目的：探讨不同影像检查方法对儿童肠重复畸形诊断价值，包括优缺点及损伤。方法：分别使

用 X线平片及钡餐或钡灌肠、超声、CT、纤维内窥镜和 X线血管造影和放射性核素显像对儿童

肠重复畸诊断，对比。结果：不同影像学检查方法对儿童肠重复畸的诊断有不同的优缺点。结

论：核医学显像技术的发展，结合各种影像学表现综合分析，并紧密结合临床，可以提高对本

病的术前诊断水平。 

   

 

 
PU-0355 

婴幼儿先天性膈膨升影像误诊为膈疝 6 例分析 

 
连英 

昆明市儿童医院 650034 

 

目的：通过分析 6例我科先天性膈膨升误诊为膈疝的影像征象，加深对先天性膈膨升的认识及

鉴别要点，提高诊断率。方法：回顾性分析我科 2016年 1月至 2016年 12月期间 6例先天性

膈膨升影像误诊为膈疝的患儿，对其影像学表现进行分析及对比。结果：6例膈膨升均为左侧

完全性先天性膈膨升，影像表现为胸腔内区域不均匀含气囊腔影或含气混杂密度影。结论：部

分膨出物多、大的膈膨升与胸腹膜裂孔疝不易鉴别，我们必须掌握先天性膈膨升和膈疝形成原

理、影像表现和影像检查的优势，才能避免我们在以后的工作中继续出错，提高诊断率。 

   

 

 
PU-0356 

CT 和 MRI 在诊断小儿病毒性脑炎中对比分析 

 
梁源富 

昆明市儿童医院 650000 

 

目的：分析探讨 CT和 MRI在小儿病毒性脑炎中的诊断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在 2012年

1月-2016年 12月期间所收治确诊的病毒性脑炎患者 1604 例的临床资料，根据诊断方式将其

分为两组，对照组 802例实施 CT扫描检查，研究组 802例患者实施 MRI检查，对比两组检查

方式的诊断结果。结果：研究组患者阳性检出率为 93.27%，多发病灶的检出率为 68.70%；对

照组患者阳性检出率为 82.17%，多发病灶的检出率为 63.47%。组间比较差异显著，P＜0.05，

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在小儿病毒性脑炎的诊断中运用 MRI检查比 CT扫描检查的敏感性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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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异性均较高，能够比较准确的判断患者病情，为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提供客观的依据，因而具

有广阔的临床应用价值。 

   

 

 
PU-0357 

幼儿腹膜后寄生胎 1 例分析 

 
彭晓勇 

昆明市儿童医院 650034 

 

病例资料 患儿，男，1月 5月，因“发现腹腔包块 6月”，门诊以“腹腔包块，畸胎瘤可

能”收住院。于我院放射科行相关影像学检查（CT全腹平扫、增强、三维重建）发现：左腹

部巨大混杂密度占位灶，其内见骨骼、脂肪、软组织、液体密度灶，大小约为

9.2cmX13.3cm，左肾受推挤向下移位至盆腔区域，邻近肠管、脏器受推挤向右侧移位，增强扫

描病灶未见强化。诊断：1、左侧腹腔占位灶，寄生胎可能，请结合临床；2、左侧异位肾。 

   

 

 
PU-0358 

探讨 MSCT 气道重建在小儿气管先天发育畸形中的价值 

 
张彦清 

昆明市儿童医院 650000 

 

目的：探讨 MSCT气道重建在小儿气管先天发育畸形中的价值。方法：GE64排 CT。。。。。回

归分析：近两年（2016.1.1-至今）我院所有做过气道重建的患儿 1938列。结果：气管性支气

管 38例；气管憩室：2例；支气管桥：1例；气管食管瘘：2例；支气管发育异常：3例；结

论：MSCT气道重建能够清晰、准确、直观的观察气管支气管的异常走行、分支、起源等。 

   

 

 

PU-0359 

产前检查发现肾脏异常患儿的静脉尿路造影 

 
吴锦华,吴俊,陈奇志,刘义琴,曾宪春 

贵州省人民医院 550002 

 

【摘要】目的 既能检查患儿泌尿系功能、位置和形态，又能尽量减少对患儿生理和心理的伤

害，让患儿在静脉尿路造影中得到更人性化的检查。材料与方法 利用 DR平板探测器 X线机

对患儿先进行腹部平片摄影，假如肠腔明显积气积便则行清洁灌肠后重新进行腹部平片摄影，

用与成人静脉肾盂造影相同的方法行下腹部加压，再用非离子型对比剂进行静脉注射，根据每

公斤体重 2ml对比剂的数量进行静脉注射，注射前可加入 10ml生理盐水稀释高浓度的对比

剂，根据患儿身体状况可以适量增加对比剂剂量，但总量不能超过 40ml，注入对比剂后可于 7

分钟、15分钟 30分钟进行 X线摄影，根据病情需要可延长到 4小时。结果（1）所有患儿肠

腔积气积便均较明显，清洁灌肠后在十分钟进行腹部平片摄影则肠道较清洁，注入对比剂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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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钟摄片时患儿肠腔开始积气，30分钟进行 X线摄影时，患儿肠腔积气均明显增多。（2）行

下腹部加压或采用头低足高位对患儿心理有恐惧感、对身体亦有不舒适的感觉，导致患儿不断

哭闹而使腹部不断收缩与舒张，对比剂不断流入膀胱甚至排出体外。 结论 婴幼儿进行静脉

尿路造影术前检查不必禁食禁水。不能象成人静脉肾盂造影检查一样进行腹部加压。一般成人

的静脉尿路造影术前准备：禁食易产气的奶制品和豆制品，造影前一天服缓泻剂，然后禁食禁

水；但是，患儿的进食主要为易产气的母乳或奶制品，因为婴幼儿新陈代谢旺盛，假如禁食禁

水会使脱患儿水，从而引起患儿烦躁不安。（3）因为患儿是在胎儿时期进行产前检查便发现

泌尿系异常，时间长，发展快，部分患儿肾积水可使肾脏体积明显增大、肾实质明显变薄，假

如检查过程中腹部加压可能危及生命。 

   

 

 
PU-0360 

儿童长骨釉质瘤 1 例并文献复习 

 
徐坚德,干芸根 

深圳市儿童医院 518026 

 

目的：结合文献探讨儿童长骨釉质瘤的临床及影像学特点，旨在提高对该病的认识。 

方法：回顾性分析经手术及病理证实的 1例儿童胫骨釉质瘤的临床及 X线表现特点，并复习国

内外有关长骨釉质瘤文献。 

结果：儿童长骨釉质瘤好发胫骨，具有良性及恶性特征，“肥皂泡样”改变具有一定的特异

性。 

结论：儿童长骨釉质瘤罕见，容易误诊，当胫骨出现良恶性肿瘤征象并存的表现时，应考虑到

本病的可能。 

   

 

 
PU-0361 

儿童消化道出血核素显像临床应用综述 

 
王文志

1
,姜慧杰

1,2
 

1.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武汉儿童医院 

2.武汉科技大学医学院附属汉阳医院 

 

1、消化道出血是核医学检查中一项非常有特色的技术，它很古老，不是什么高精尖的技术，

原理亦简单，图像也容易判读，但在临床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它在消化道出血尤其是下消化

道出血检查这片“小小天地”中不可或缺。 

2、消化道出血在儿科是一种相对常见的疾病，并且疾病与年龄有很大相关性；尤其是一些不

明原因的消化道出血，给临床诊治带来困难，消化道出血核素显像往往能给与明确的诊断。 

3、本文查阅了相关资料展示消化道出血核素显像在儿童消化道出血的临床应用。  

 

 

PU-0362 

重症手足口病合并脑炎 1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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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孝根,劳群 

杭州市儿童医院 310014 

 

足口病是由肠道病毒引起的急性传染性疾病，其中以柯萨奇病毒 A16（CoxA16）和肠道病毒

EV71 最为常见，多见于５岁以下儿童，其主要经粪一口以及呼吸道飞沫进行传播，为嗜神经

肠道病毒，危重症手足口病患儿死亡原因多为脑干脑炎所致的肺水肿，其临床表现复杂多变，

病情进展快，对病的早期诊断造成很大困扰，部分患儿因此未能得到及时诊治或漏诊，造成严

重肺部损伤，且此阶段病情很难逆转，病死率高。手足口病多以夏秋季节流行，多发生于学龄

前儿童，主要表现为发热伴手、足、口出现水疱为特征。重症手足口病并发神经源性肺水肿影

像表现：早期肺部Ｘ线表现为肺纹理增多模糊，继而两肺中内带出现结节状、斑片状阴影阴

影，合并感染后出现浸润片影、实变及少量胸腔积液，肺部病变的特点是出现早、变化迅速。

手足口病脑炎主要累及基底核团和小脑齿状核等灰质核团，CT扫描常表现为双侧基底节、尾

状核及丘脑低密度灶，部分呈对称分布；MRI早期由于受侵脑组织出现急性炎症反应，病灶在

T1WI不明显，在 T2WI呈高信号，T2FLAIR呈高信号，较少可合并出血呈混杂信号，进展期及

慢性期则由于病灶趋向软化而在 T1WI呈低信号，在 T2WI 呈高信号。脑干脑炎：病变多见于延

髓、脑桥、中脑，常为脑干背侧，表现为片状长 T1长 T2信号，FLAIR及 DWI高信号，边缘模

糊不清，或脑干后部局限性单侧或双侧对称性斑点状长 T1长 T2信号，部分合并脊髓前角的

损害
【
。 

  

   

 

 
PU-0363 

小儿脑静脉血栓形成的影像诊断 

 
严志汉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育英儿童医院 325000 

 

儿童脑静脉窦血栓形成(cerebral venous sinus thrombosis,CVST)是一种少见脑血管病，随

着神经影像学的发展,对儿童 CVST有了更多的了解和认识.CVST的病因可分为感染性和非感染 

性,其临床表现多样,且缺乏特异性,这些特点使临床诊断 CVST存在一定的困难.目前磁共振成

像联合磁共振静脉造影是诊断 CVST的最佳手段。 

脑静脉血栓好发于青年人和儿童，成人患者中四分之三为妇女，大部分患者预后良好。70-85%

女性静脉窦血栓发生在育龄期。儿童发病率约 0.6/10万，新生儿发病率 040/10万。病因主要

分为感染性和非感染性。约 20-35%的患者原因不明。 

脑静脉血栓的临床表现复杂而不典型，取决于其受累范围、部位以及血栓活性。一个较大的原

发性血栓常导致一系列症状如头痛、颅高压、晕沉、眼部的不适（包括视力障碍和眼胀、或结

膜充血）、癫痫、神经功能障碍、耳鸣脑鸣和颈部不适等。而单独大脑皮层静脉血栓的患者症

状更加局限，比如运动和感觉的异常，局灶癫痫等。深静脉血栓罕见，常导致间脑水肿，类似

于肿瘤或者丘脑出血。需要强调的是：头痛是最常见的症状，约 80%的患者有头痛。其他常见

症状体征包括眼底视乳头水肿、局灶神经体征、癫痫及意识改变等。 

影像学检查：（1）脑 CT及 CT静脉血管成像（CTV）：在上矢状窦血栓形成的早期，部分患者

CT强化扫描可见空三角征。直窦和 Galen静脉表现为条索征，但不具有特征性。CT的间接征

象是脑梗死或出血性梗死、侧支静脉血管等。（2）磁共振（MRI）及磁共振静脉血管成像

（MRV）：不同时期血栓信号不同。（3)脑血管造影：DSA可直接显示血栓的部位和轮廓，是

CVT诊断的金标准。但由于是有创性检查，且价格昂贵，在临床的应用受到一定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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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364 

 MRI 对儿童先天性内耳畸形的诊断应用 

 
吴主强,丁山 

江西省儿童医院 330006 

 

目的：探讨磁共振成像对先天性内耳发育畸形的诊断价值。 

方法：对 27例 SNHL的患儿行磁共振扫描并进行后处理，观察其内耳结构及窝神经的发育情

况，主要方法为最大密度投影（MIP）、多平面重建(MPR)。 

结果:27例 45耳表现为内耳发育畸形。耳蜗不发育 3例 3耳;IP-Ⅰ型（9例 14耳）；IP-Ⅱ型

（6例 12耳）；内听道狭窄（4例 5耳，其中 2耳伴其它畸形）；前庭导水管扩大（9例 17

耳，其中 4耳伴其它畸形）。MRI、MIP、MPR可清晰地显示畸形部位及程度。结论：磁共振成

像能准确的对内耳膜迷路畸形的部位和程度做出诊断，有助于人工耳蜗植入术前的评估。 

讨论：根据 Sennaroglu提出的内耳畸形分类为：耳蜗畸形（包括：Michel畸形、耳蜗未发

育、共同腔畸形、不完全分隔 I型、耳蜗发育不全、不完全分隔Ⅱ型）、前庭畸形、半规管畸

形、内听道畸形和前庭导水管畸形。其中，与听力密切相关的为耳蜗畸形、内听道畸形、前庭

导水管畸形。先天性内耳发育畸形是儿童感音神经性耳聋的主要病因，仅靠临床耳科检查无法

对其做出诊断，必须结合形态学资料，目前先天性内耳发育畸形患儿的主要治疗方法是人工耳

蜗植入，但是迷路缺失及蜗神经缺如是人工耳蜗植入手术的绝对禁忌症，因此术前必须对内耳

及位听神经的形态学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是必要的。磁共振具有良好的软组织分辨力，能够清楚

显示内耳细微软组织结构，结合多种扫描及后处理技术可直观、立体地显示膜迷路与位听神经

的精细结构，可及早发现内耳的病变结构，人工耳蜗植入是目前治疗重度感音神经性耳聋的最

佳方法，由于迷路缺失及蜗神经缺如是人工耳蜗植入手术的绝对禁忌症，因此术前必须对内耳

及位听神经的形态学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是必要的。影像学方法为无创性检查，可直接观察其内

部结构，有助耳科医生预测可能发生的情况及制订手术计划。 

   

 

 

PU-0365 

Sturge-Weber 综合征的 CT 和 MR 诊断 

 
刘玉奇,高云剑,宋永瑞,武林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0016 

 

回顾性分析我院诊治的 Sturge-Weber综合征患儿的 CT及 MR表现，提高对本病的认识，选择

适当的影像学检查方法，早期准确诊断。 

方法：回顾性分析 2009年 6月到 2016年 11月在我院诊治的 Sturge-Weber综合征患儿 12

例，其中男 7例，女 5例，年龄 3个月-12岁。12例患儿均伴有颜面部血管痣（瘤）。9例伴

不同程度的癫痫发作，2例伴有对侧偏瘫。10例行头颅 CT 平扫，11例头颅 MR平扫，增强检

查 9例。  

•   

  10例 CT平扫检查，9例示大脑皮层不同程度的钙化，8例累及一侧大脑半球，其中 3例位

于额颞顶枕叶，2例顶枕叶，1例枕叶，1例额顶叶，1例顶叶；1例累及两侧大脑半球，位于

左侧额颞顶枕叶及右额叶。4例伴有局部灰白质分界不清。1例受累脑实质密度增高，CT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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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HU。9例患儿伴有不同程度的脑萎缩，脑沟回深宽，相邻蛛网膜下腔及脑池增宽，其中 3例

伴中线结构向患侧移位。6 例伴有同侧脉络丛扩大，5例伴有同侧颅骨板障增厚。  

11. 例患儿行 MR 平扫检查，9例同时行 MR增强检查。5例患儿平扫显示受累脑表

面、脑沟回、深部白质及同侧侧脑室旁迂曲流空血管信号，3例显示皮层钙化灶，表

现 T2WI序列皮层呈条状低信号影。11例伴有不同程度的脑萎缩改变。9例 MR增强检

查患儿出现不同程度的脑回表面、相邻脑沟及脑实质的脑回样明显强化，8例伴同侧

脉络丛扩大、明显强化。5例伴同侧板障增厚。MR显示病变部位同 CT表现一致，其中

2例 MR示病变累及范围较 CT更广泛。 

结论 

MR在显示软脑膜血管瘤、脉络丛血管瘤及脑实质内静脉畸形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SWI 序列

能弥补常规序列钙化显示不足的缺点，且 MR检查无 X线辐射，故 MR检查可作为诊断 Sturge-

Weber综合征的首选检查方法，既能很好的显示病变的部位、范围及程度，又避免了 X线辐

射。 

   

 

 
PU-0366 

新生儿先天性十二指肠梗阻的影像诊断分析 

 
陈文娟,兰兴昊,潘鹏,贾慧惠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0016 

 

回顾性分析本院手术确诊的 18例先天性十二指肠梗阻患儿的腹部立位平片及消化道造影检

查，分析总结该病检查方法的选择及影像诊断要点。 

方法： 收集 2016年 2月到 2017年 6月在我院诊治的新生儿十二指肠梗阻 18例，足月儿 13

例，早产儿 5例。十二指肠闭锁 5例（2例膜状闭锁），合并美克尔憩室 1例；环状胰腺 7

例，合并肠旋转不良 2例，十二指肠闭锁 1例；先天性肠旋转不良 6例（均顺时针扭转 180

度），合并美克尔憩室 1例。18例患儿均摄腹部立位平片及上消化道造影检查，其中 3例行

全消化道检查，2例加做钡剂灌肠检查。 

环状胰腺：立位片 “双泡征”6例，4例完全性梗阻，2 例不全性梗阻；消化道造影显示十二

指肠降部起始段圆钝或变尖，4例完全梗阻无造影剂通过，3例不全性梗阻，见少量造影剂通

过，其中 1例少量造影剂向右上方走形，经证实伴肠旋转不良。 

肠旋转不良：立位片 “双泡征”2例，其中 1例完全性梗阻， 1例不全性梗阻；3例腹部较

多肠管积气，未见明显液平面。消化道造影显示十二指肠降段完全性梗阻 1例，不全性梗阻 2

例，少量造影剂通过，远段肠管狭窄，向右侧腹部“螺旋状”下行；十二指肠水平段不全性梗

阻 3例，近段空场位于右侧腹部，其中 2例呈“螺旋状”走形，1例全消化道造影显示回盲部

位于中上腹部。2例钡剂灌肠造影回盲部位置异常，分别位于中上腹及左上腹。 

十二指肠闭锁及狭窄： “双泡征”4例，3例完全性梗阻， 1例不全性梗阻；“三泡征”1

例。消化道造影显示十二指肠降部起始段圆钝 4例，其中 2例完全性梗阻，无造影剂通过，2

例不全性梗阻，延迟观察见极少量造影剂通过。1例十二指肠水平段圆钝呈盲端，完全梗阻无

造影剂通过。 

结论 

十二指肠闭锁及狭窄、环状胰腺和肠旋转不良是新生儿先天性十二指肠梗阻的常见病因，影像

学检查对其诊断至关重要，腹部立位片是首选筛查方法，上消化道造影检查是最佳诊断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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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367 

透明隔缺如相关脑发育畸形 MRI 表现 

 
刘松江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563003 

 

 

目的 探讨伴有透明隔缺如的脑发育畸形 MRI表现，提高对伴有透明隔缺如脑发育畸形的认

识。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15例（年龄 3个月~46岁，男性 9例，女性 6例）伴有透明隔缺如

的脑发育畸形 MRI表现。采用 SIEMENS 3.0T、1.5T/或 GE 3.0T 超导型磁共振扫描仪进行常规

MRI序列扫描。结果 同时合并胼胝体缺如和脑灰质异位伴透明隔缺如 4例，单纯胼胝体缺如

合并透明隔缺如 2例，单纯脑灰质异位伴透明隔缺如 2例；同时合并脑裂畸形和巨脑回畸形伴

透明隔缺如 3例，单纯脑裂畸形伴透明隔缺如 2例；视神经（单侧/或双侧）及视交叉变细合

并透明隔缺如（即视-隔发育不良）2例。结论 透明隔缺如可以单独存在，也可以伴发多种脑

发育畸形。发现透明隔缺如时，应当注意观察是否存在其他脑发育畸形，减少漏诊。   

 

 
PU-0368 

儿童特发性全面性癫痫默认网络静息态功能磁共振研究 

 
曾珍,张体江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563000 

 

 

目的：基于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成像（rs-fMRI），采用独立成分分析（ICA）方法探讨儿童特发

性全面性癫痫（IGE）默认网络的功能连接变化，并分析其与临床变量（病程、IQ）之间的相

关性。 

材料与方法：收集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2014年 01月至 2016年 09月儿科门诊及住院 IGE 患儿

24例（均由儿科副主任以上医生参照 2010年 ILAE制定的癫痫及癫痫综合征的标准进行筛

选）。同时招募 28名年龄、性别、教育程度相匹配的健康志愿者作为对照组。两组受试对象

均为右利手。IGE组所有患儿均于检查当日采用中国-韦氏儿童智力量表行智力测试（量表适

用于 6-18岁）。所有受试对象均采用美国 GE 3.0T HDxt型超导磁共振扫描仪行 T2-FLAIR、

rs-fMRI数据采集。采用组独立成分分析（GICA）提取脑默认网络（DMN）。网络内功能连接

分析：采用单样本 t-检验获取两组受试者每个网络的空间配布图（p ＜0.05，FWE校正，体素

值 >20）。取病例组和对照组单样本 t-检验结果的并集为 mask，并在 mask内行双样本 t-检

验分析组间网络内功能连接差异（p <0.05，FDR校正，体素值 >20）。提取功能连接改变脑

区内的平均连接强度，与 IGE组病程、IQ行相关分析。 

结果：病例组与对照组一般资料（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无统计学差异。网络内功能连

接：与正常对照组相比，IGE 组 DMN功能连接降低的脑区包括双侧内侧额上回、双侧背外侧额

上回、双侧内侧眶部额上回、双侧距状回、双侧楔前叶及后扣带回、左侧额中回；功能连接增

加的脑区包括双侧前扣带回、双侧枕上回、双侧楔叶、右侧额中回及右侧三角部额下回。相关

性分析发现病例组左内侧额上回、左侧楔前叶平均连接强度与 IQ呈正相关。 

结论：儿童 IGE患者默认网络功能连接存在异常改变，且部分功能连接异常的脑区与 IQ 存在

相关性，可能是 IGE患儿认知功能损害的潜在病理生理机制。   

 

 
PU-0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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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咽鼓管解剖结构特点及其与 分泌性中耳炎相关性的影像

学研究 

 
石浩

1
,石浩

1
 

1.昆明市儿童医院 

2.昆明市儿童医院 

 

[摘要]目的：通过 CT观察不同年龄段儿童咽鼓管解剖结构特点、发育规律，以及咽鼓管解剖

结构与分泌性中耳炎的相关性。方法：采用病例对照研究。选取 6岁组、8岁组分泌性中耳炎

患儿 84例（147耳）作为病例组；选取 6岁组、8岁组儿童 78例（156耳）作为对照组，进

行乳突、鼻咽部 CT扫描、测量分析。结果：儿童咽鼓管骨性段、软骨段长度均随年龄增长而

增长，咽鼓管骨性段与软骨段夹角随年龄增长而减小。两个年龄组数据在骨性段与软骨段夹

角、咽鼓管与矢状面夹角以及咽口横径 3个方面有差异（<0.01）；在鼓室口上下径、鼓室口

横径和咽口上下径 3个方面差别无统计学意义（＞0.05）。结论：儿童咽鼓管的发育趋势主要

是增长、弯曲，咽鼓管的骨段、软骨段长度的差异与分泌性中耳炎无关，骨段与软骨段的夹

角、咽鼓管与矢状面的夹角的差异可能是儿童分泌性中耳炎的影响因素之一，咽口形态的变化

是导致儿童分泌性中耳炎的重要因素之一。  

 

 
PU-0370 

影像学对儿童咯血疾病的诊断价值 

 
赵磊磊,易明岗 

济南儿童医院 250002 

 

目的：探讨影像学对儿童咯血疾病的诊断价值。方法：收集 2015-2016年在我科行 128层螺旋

CT检查、DSA的咯血患儿 30例，分析其影像学表现，并与纤维支气管镜检查及临床效果对

比，总结影像学检查的优势及必要性。结果：30例咯血患儿中，4例为肺含铁血黄素沉积症，

4例为肺炎伴支气管扩张，6例表现为支气管动脉异常，4例为肺静脉回流瘀滞，4例为坏死性

肺炎，2例为肺动脉血管发育畸形，还有 6例患者阴性。结论：多层螺旋 CT能显示肺间实

质、小气道病变，而且能初步评估小血管病变，DSA能同时确诊及治疗肺血管异常，对咯血原

因的诊断具有不可取代的价值。 

 

   

 

 
PU-0371 

儿童小脑肿瘤的影像诊断思路分析 

 
宋永瑞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0016 

 

目的 探讨儿童小脑肿瘤的 CT、MR成像特征及误诊原因，分析其诊断思路，以提高影像诊断的

准确性。方法 收集我院 2013 年 1月至 2015年 12月资料完整的小脑肿瘤病例 11例，研究其

影像特点，分析诊断思路及误诊原因。结果 11例中星形细胞瘤 5例，髓母细胞瘤 4例，室

管膜瘤 2例。2例位于小脑蚓部均为星形细胞瘤，9例位于小脑半球。与正常脑实质相比，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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瘤实质成分主要为 T1WI呈稍低或等信号，T2WI呈稍高信号，增强后实质呈不规则强化；星形

细胞瘤 3例伴有幕上脑积水，4例伴有囊性变，1例合并坏死，2例合并瘤周水肿。髓母细胞

瘤 3例伴有幕上脑积水，1 例伴有囊性变，2例合并坏死，2例合并出血，2例合并瘤周水肿。

室管膜瘤 2例伴有幕上脑积水，1例合并坏死，1例合并瘤周水肿。影像学定性诊断准确率

72.7%。结论 儿童小脑肿瘤由于病理类型不同，影像学表现各异，术前及时行 CT及 MRI 检

查，可有效提高定性诊断的准确率。 

   

 

 
PU-0372 

药物性二次空气灌肠在小儿肠套叠整复中的应用 

 
傅文宏 

扬州大学附属医院（扬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225001 

 

目的 探讨药物性二次空气灌肠的安全性及其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选择 2008年 8月-2017 年 5月笔者所作的第一次空气灌肠未能整复且具备一定条件的

52例小儿肠套叠，经过使用鲁米那镇静，阿托品或 654-2解痉后，部分患儿脱水经适当补

液，纠正水电解质平衡，30-45分钟后进行第二次空气灌肠。 

结果 52例小儿肠套叠经过药物性二次空气灌肠后，39例得到了整复治愈，整复率为 39/52,

未发生肠穿孔并发症。 

结论 只要严格把握好适应症，药物性二次空气灌肠是安全的，有效的，它可以使半数以上的

首次空气灌肠整复失败的肠套叠患儿再次整复成功，避免了手术麻醉的痛苦及手术后并发症，

具有实际的临床应用价值。 

  

 

   

 

 
PU-0373 

MRI 在胎儿脊柱及脊髓畸形中的应用 

 
于泓,王静石 

大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116000 

 

【摘要】：目的：探讨 MRI 在诊断胎儿脊柱及脊髓畸形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我

院于 2015年 4月至 2017年 6月期间收治的 12例脊柱及脊髓畸形的产前 MRI影像结果，且均

结合产前超声及生后（或引产）随访。结果：脊髓脊膜膨出 8.3%(1/12)，合并 ChiariⅡ畸形

重度脑积水及胼胝体发育不良；骶部脊膜膨出 8.3%(1/12)；隐性脊柱裂伴脊髓栓系

25%(3/12)，其中 1例合并终丝脂肪瘤；脊髓圆锥低位 23%(3/12)；半椎体 25% (3/12)；蝴蝶

椎 8.3%(1/12)。12例中，3例引产，2例生后经手术治疗，均符合产前诊断结果。结论：脊柱

先天性畸形包括神经管闭合不全（分为囊性脊柱裂、隐性脊柱神经管闭合不全）、脊髓纵裂及

椎体异常（如半椎体畸形、蝴蝶椎等）。其中囊性脊柱裂预后较差，常合并椎体、肋骨发育不

良、ChiariⅡ，85%存在不同程度脑积水
[1]
。脊髓脊膜膨出在 MRI可见椎板缺损，背侧见呈

T1WI低信号、T2WI高信号囊性灶与脊髓相通；合并脂肪瘤时 T1WI呈特征性高信号等。半椎体

畸形时，MRI冠状位表现为脊柱形态小、单侧发育，有时伴病变侧对应肋骨发育异常；矢状位

有时可见椎体序列不齐，病变椎体形态异常等。产前超声一直是评价脊柱疾病的主要手段，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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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胎儿 MRI起到较重要的作用。MRI可不受羊水量、孕妇体重的影响，利用轴位 SSFSE明

确脊髓圆锥的位置及脊膜或脊髓膨出的部位；T1WI分辨病变的脂肪成分；FIESTA及 3D-

FIESTA序列可为评价精细结构提供更有利的价值；并可以较直观的发现脊髓病变合并的其它

系统的发育异常
[2]
。因此，MRI与超声联合诊断能够提高胎儿脊柱及脊髓畸形的检出率，具有

重要临床价值。 

   

 

 

PU-0374 

腹部平片对坏死性小肠结肠炎诊断及误诊分析 

 
卢健添 

昆明市儿童医院 650034 

 

目的 分析腹部平片对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诊断及误诊分析。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6

年 52例腹片诊断坏性性小肠结肠炎病例，分析其影像表现及临床诊断。 结果 

 符合临床诊断 40例，不符合 12例，其中回肠闭锁 3例，巨结肠 4例，胃穿孔 2例，肠道蛔

虫 感染 1例，肠旋转不良 2例。腹部平片对坏死性小肠结肠炎早期诊断有一定难度与局限。 

   

 

 
PU-0375 

儿童病毒性脑炎的 MRI 表现及早期诊断 

 
薛冠男 

解放军第一五二医院 467000 

 

摘要 

目的：探讨儿童病毒性脑炎的 MRI表现及早期诊断的关系。 

方法：对临床确诊的 30例儿童病毒性脑炎病例回顾性分析。 

结果：儿童病毒性脑炎病灶常为多发，呈双侧对称。随病程的延长阳性率提高，T2WI及

T2FLAIR序列呈稍高或高信号，易发现病灶。 

结论：儿童病毒性脑炎的 MRI表现具有一定特征性，结合临床易于作出明确诊断。  

 

 

PU-0376 

新生儿肺透明膜病的 CT 影像表现 

 
薛冠男 

解放军第一五二医院 467000 

 

目的:探讨新生儿肺透明膜病(IRDS)的 CT影像表现。 

方法:选择新生儿肺透明膜病 40例作为观察组,同期选择分娩的健康新生儿 40例作为对照组,

两组都进行 256层 CT影像学检测。 

结果:新生儿肺部 CT扫描主要表现为肺实质密度的均匀增加、斑片状的高密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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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新生儿肺透明膜病的 CT影像主要表现为肺实质密度的均匀增加,同时动脉血流有明显改

变,诊断效果好。  

 

 

PU-0377 

儿童巨胸腺增生 1 例报道 

 
代学杨 

天津市儿童医院 300074 

 

目的：报道儿童巨胸腺增生 1例 

方法：回顾性分析一例 3岁患儿病例。患儿，女，3岁，因发热咳嗽入院，X线检查示：纵隔

增宽。实验室检查未见异常。胸部 CT平扫示：右前中纵隔巨大混杂密度肿物，其内可见条片

状脂肪密度影及软组织密度影。增强后，可见肿物呈轻度不均匀强化，与胸腺分界不清。 

结果：手术所见肿物有完整包膜，切除肿物重达 2300g。病理报告：胸腺增生。T淋巴细胞

（CD45RO）阳性，CD20阴性，波形蛋白，广谱角蛋白阳性。 

结论：幼儿的胸腺较大，随年龄增长而逐渐退缩。当机体受到外伤、手术和感染等刺激时，可

以快速增生，形成大胸腺。不伴有其他疾病的胸腺增生极其少见，胸腺增生多发生于儿童，成

人或青少年偶有发生。文献曾有胸腺增生的报道，但如本例增生成为巨大胸腺的病例尚属少

见。根据患者的年龄、病史和临床表现，x线及 CT的特征性表现，应考虑到胸腺增生。经皮

穿刺活检及胸腔镜检是确诊的主要手段。对难以确诊的病例可行激素试验性治疗，一旦复查胸

片发现增大的胸腺阴影明显缩小，则胸腺增生诊断成立，不需进一步检查和治疗。  

 

 
PU-0378 

儿童肘关节不典型损伤的 CT 表现 

 
薛冠男 

解放军第一五二医院 467000 

 

目的：探讨儿童肘关节不典型损伤的 X线表现,旨在提高其诊断率。 

方法：回顾性分析 72例儿童肘关节外伤的 X线平片,结合复习文献,分析儿童肘关节不典型损

伤 X线特点。 

结果：本组 72例,其中肱骨远端髁上骨折 10例,尺骨鹰嘴青枝骨折 3例,肱骨小头骨骺损伤 3

例,滑车骨骺损伤 5例,内上髁骨骺损伤 5例,外上髁骨骺损伤 2例,尺骨鹰嘴骨骺损伤 1 例,仅

有软组织肿胀未见明确骨骼异常 33例,单纯桡骨小头半脱位 10例,均有软组织肿胀、关节前后

脂肪垫阳性征。 

结论：认识儿童肘关节损伤间接征象,充分认识儿童肘关节结构特点,对提高儿童肘关节外伤 X

线诊断具有重要临床意义。  

 

 

PU-0379 

3D 仿真纤维支气管镜联合 VR 染色提取 CT 后处理技术在儿童

气管支气管异物中的应用 

 
尹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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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儿童医院 410007 

 

摘要：目的 对比纤维支气管镜探讨 3D仿真纤维支气管镜联合 VR染色提取 CT后处理技术在儿

童支气管异物中的诊断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 103例支气管异物的 CT及临床资料，对图像进

行后处理技术后对比纤维支气管镜检查结果。结果 103例中，位于气管及左侧支气管 1例，

左侧支气管 38例，右侧支气管 63例,双侧 1例，3D仿真支气管纤维镜联合 VR染色提取 CT后

处理技术诊断正确 103例。间接征像：肺气肿 98例，阻塞性肺炎 43例，肺不张 6例，皮下气

肿及纵隔积气 2例，胸腔积液 1例。结论 对于气管支气管异物 CT及其后处理技术扫描是一种

十分安全和有效的手段，其应该在疑似气管支气管异物的患者中作为首选检查。 

   

 

 

PU-0380 

Does Subarachnoid/Subdural Hyper-intensity Predict 

Severe Brain Parenchymal Injury in Children with 

Meningitis?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Based on Diffusion-weighte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Qiao Zhongwei 

Children's Hospital of Fudan University 201102 

 

Purpose: To explor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subarachnoid/subdural hyperintensity 

(SAHI) on diffusion-weighted (DW)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in predicting 

inflammatory injury of brain parenchyma in children with meningitis. 

Materials and Methods: Sixty-nine children with clinically diagnosed meningitis 

were enrolled in this study, including 46 boys and 23 girls with age range from 10 

days to 12 years old. All of them had MRI examinations during hospitalized. Their 

MRI datasets were reviewed by two radiologists who were blinded to clinic data. 

The sign of subarachnoid/subdural hyperintensity (SAHI) was identified on each 

patient's diffusion-weighted (DW) images.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based on whether or not they had the sign of SAHI, including SAHI positive 

group (Group A) and SAHI negative group (Group B). The macroscopic inflammatory 

lesions of brain parenchyma including infarct/hypoxia, abscess, and 

encephalomalacia were evaluated on T1W, T2W, Tirm and DW images. We further used a 

Matlab script by implementing the Mann–Whitney U test and False Discovery Rate 

(FDR) with a cut-off threshold at 0.001 to compare Group A and Group B. 

Results: There were 36 patients with positive sign of SAHI (Group A), and 33 

patients with negative sign of SAHI (Group B). Twenty-eight of 69 patients (22 in 

Group A, 6 in Group B) demonstrated macroscopic brain damage including brain 

infarction/hypoxia (n=10), abscess (n=6) and encephalomalacia (n=7). It showed a 

significantly higher frequency of macroscopic brain damage in patients in Group A 

compared to Group B (p＜0.01). Brain areas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ADC 

values between Group A and Group B were obtained (Figure 1). The patients with 

positive sign of SAHI (Group A) showed significantly lower ADC values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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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rior regions of brain parenchyma compared to those with negative sign of SAHI 

(Group B). 

Conclusions: The subarachnoid/subdural hyperintensity DW image was an important 

feature in children with meningitis, and may predict much more severe brain 

parenchyma damage and the reduced water diffusion in the posterior region of 

cerebral parenchyma. 

   

 

 
PU-0381 

肱骨朗格罕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 1 例报告 

 
王爽 

天津市儿童医院 300134 

 

病例 患儿男性，1岁 2月，无明显诱因左上臂肿痛。查体：左上臂肿胀明显，压痛（+），左

上肢感觉及肌力正常，局部皮肤无红肿热痛。实验室检查：血常规及血生化未见明显异常。影

像学检查：X线：左肱骨中下段不规则骨质破坏区，内密度不均，边界欠清；局部骨皮质不规

整，可见骨膜反应；周围软组织肿胀。CT平扫+三维立体重建：左肱骨中下段局部皮质不连

续，可见多发不规则虫蚀样骨破坏区，周围软组织肿胀。予手术并取病理活检。活检病理示：

（左肱骨）朗格罕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 

讨论 朗格罕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Langerhans Cell Histiocytosis，LCH）是一组原因未明

的以朗格罕细胞异常增生并伴有大量嗜酸性粒细胞及巨噬细胞浸润的良性肿瘤样病变。包括 3

种类型：嗜酸性肉芽肿，韩-薛-柯病、勒-雪病，多见于儿童和青少年，身体个系统均可发

病，累及骨骼最常见。X线片异常表现分为 3期：(1)早期：过渡带较宽，可见条状或层状骨

膜反应，无硬化边；(2)中期：过渡带狭窄，可见轻微骨膜反应，硬化边较薄；(3)后期：骨膜

反应融合，硬化边厚。 

骨 LCH单发病灶以颅骨最多见；单发于长骨少见，病变多位于骨干或干骺端，易误诊。发生在

长骨、单发 LCH 的 X线及 CT主要表现为圆形或类圆形骨质破坏，边缘锐利，部分可有硬化；

骨皮质变薄，略膨胀，内缘不整或缺损；骨膜增生明显，多较规整，范围较长；个别可出现软

组织肿胀或肿块，与骨髓炎、Ewing肉瘤不易鉴别。 

结论 X线片空间分辨率高，图像直观且宏观性强，获取方便，可明确显示大多数病例，是临

床诊断 LCH的首选和基本方法。但 X线片在显示钙化、小死骨及软组织肿块改变方面有所不

足，LCH影像学表现与骨髓炎、Ewing肉瘤相似，故诊断骨 LCH应在影像学检查基础上，密切

结合临床表现及实验室辅助诊断，必要时穿刺活检以确诊。  

 

 

PU-0382 

3.0T 磁共振磁敏感词敏感加权成像对新生儿颅内出血的诊断

价值 

 
赵沁萍 

南宁市第二人民医院 530031 

 

摘要：目的 探讨磁敏传感加权成像（SWI）在新生儿颅脑 MRI检查中判断颅内出血的临床应用

价值。方法 收集我院 2012 年 1月至 2016年 12月 48例行颅脑 MRI检查诊断为颅内出血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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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儿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 48例颅内出血的新生儿中 26 例（占 54.2%）病变表现为 T1WI呈

稍高信号，T2WI呈低信号，FLAIR呈高信号，SWI呈低信号，部分 SWI显示的病灶数目较平扫

时数目增多、范围扩大；22 例（占 45.8%）病灶仅在 SWI序列有显示，呈低信号。结论 SWi

序列较常规 MRI序列能更敏感的显示颅内微小出血，弥补了常规 MRI的不足，在判断新生儿颅

内出血及指导临床治疗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  

 

 
PU-0383 

皮肌炎 1 例并文献复习 

 
杨扬 

天津市儿童医院 300074 

 

目的：探讨以间质性肺疾病起病的皮肌炎患者的临床、影像特点和预后 

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 1例皮肌炎患者的临床表现、影像学特点、诊断过程和依据、治疗经过

及随访,并结合文献对抗 JO-1抗体阴性皮肌炎并急性肺闻质病变病因及发病特点、诊断依据和

症状相似疾病鉴别进行讨论 

结果：肺间质病变是皮肌炎常见并发症，预后不良且病死率高,发病机制目前仍不清楚,治疗上

以激素为主,尚缺乏有效的治疗方法.抗 JO-1抗体阴性皮肌炎并急性肺间质病变临床表现的非

特异性和多样性,给临床诊断带来极大困难 

结论：结合影像表现及实验室检查有助于提高临床医生对此类疾病的认识,提高诊断水平,有助

于判断预后 

   

 

 
PU-0384 

儿童消化道异物的影像学表现 

 
刘东 

天津儿童病专科医院 300074 

 

摘要  目的：探讨不同密度消化道异物的在不同影像学检查方法下的影像学表现。  方法：

选择门急诊可疑消化道异物患儿 157例，根据异物密度不同选取不同 DR摄影、透视及食道造

影等方法，对异物的确诊及位置做出诊断。 结果：157 例患儿中确诊消化道异物患儿 102

例，其中阳性异物 75例 ，阴性异物 27例。75例阳性异物中食道内 23例，胃内 28例，肠管

内 24例。异物以硬币（31 例）、玩具（21例）水银（9例）为主。食道阳性异物，采用胸部

正位 DR摄影，可见食道内高密度异物影，异物位置及形态显示清楚。腹部胃及肠道内阳性异

物，采用腹部 DR摄影，可见腹部消化道内高密度异物影，肠管内异物异物位置及形态较固

定；胃内异物，透视下转动体位或采用腹部直立式+仰卧式 DR摄影，异物位置形态有较大变

化。阴性异物 23例位于食道内，以食物（16例）及塑料玩具（7例）为主。口服硫酸钡液

体，透视下观察，可见沿食道下行的钡剂于异物处分流，异物包裹钡剂，位置形态固定，可见

钡剂残留。 结论：选取 DR 摄影、透视及食道造影等方法，可对消化道内异物的确诊及位置做

出准确诊断，有利于临床的治疗。 

   

 

 
PU-0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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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儿脑室扩张产前 MRI 诊断与临床 

 
宁刚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胎儿脑室扩张(ventriculomegaly)是指原因不明的侧脑室增宽，产前影像检查在胎儿头部

横轴位或冠状位上，侧脑室内径≥10mm。胎儿 MRI的优势在于除了测量胎儿脑室宽度之外，有

助于发现是否合并中枢神经系统相关的其他畸形，可以提供比超声更多的额外信息。 

判断胎儿侧脑室是否增宽，主要观测侧脑室三角区，包括定性诊断及定量诊断。侧脑室三角区

是侧脑室体部、枕角及颞角汇合的部位，其宽度在 15～40 孕周之间维持稳定，不管是在横轴

位还是在冠状位上，产前测量正常胎儿侧脑室宽度均小于 10.0mm，平均 7.6mm±0.6mm。 

MRI测量胎儿侧脑室宽度，一般用 SSFSE序列或 SSFP序列，横轴位或冠状位，侧脑室三角区

脉络膜丛血管球水平，内外侧壁之间，垂直于长轴进行测量（图 10-4-2）。同时可以分别测

量侧脑室体部、枕角或颞角之宽度，以及邻近脑皮质厚度；观察脉络丛血管球在三角区所占比

例。胎儿侧脑室宽度 ≥10.0mm，提示胎儿脑室扩张。10.0～15.0mm轻度扩张；大于 15.0mm，

邻近脑皮质厚度大于 3.0mm 为中度扩张；大于 15.0mm，邻近脑皮质厚度小于 2.0mm为重度脑

室扩张。脑积水诊断仅适用于可直接观察到或推断出梗阻的病例。 

  侧脑室扩张定性诊断：1.脉络丛悬吊征：脑室扩张时，脉络丛表现为向所属侧室壁垂落；2.

脉络丛变薄：正常情况下，脉络丛填充了侧脑室的 50% ~ 100%；脑室扩张时，脉络丛血管球

在三角区所占比例明显下降。 

  脑室扩张的原因主要包括特发性原因、染色体异常和遗传综合征，以及先天性中脑导水管狭

窄。 

  综上所述，定性的方法较为主观，依赖于产前影像诊断医师的专业经验；因此，应优先选择

定量的方法测量侧脑室宽度。  

 

 

PU-0386 

磁敏感加权成像（SWI）与常规 MRI 在新生儿颅内出血中的诊

断效果对比研究 

 
吴奇新,吕超 

崇左市人民医院 532200 

 

目的 探讨磁敏感加权成像(SWI)和常规 MRI在新生儿颅内出血中的临床诊断效果。 

方法 本研究采用双盲法随机对照试验研究设计方案，将纳入 2014年 3月至 2016年 12月崇左

市人民医院新生儿科临床疑诊缺氧缺血性脑损伤的新生儿共 120例，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足月

儿组和早产儿组，每组各 60例。患儿均在生后 3天内施行 1.5T超导型 MR首次扫描。对研究

对象常规临床随访，并在患儿出院后 1月行上述相同序列像扫描复诊，验证首次扫描信息；由

两位 MRI主治医师双盲法综合分析例患儿首次及复诊 MR图像资料，用 Kappa分析评价不同观

察者间诊断一致性。 

结果  ①120 例患儿中，男性 69例，女性 51例。足月产组，平均胎龄：39.8±3.1W；早产儿

组，平均胎龄：33.2±4.8W。两位 MRI主治医师对所有序列图像评估有较好的一致性（Kppa

值=0.88）。SWI对发基质一脑室内出血及蛛网膜下腔出血的检出数目大于常规 MRI(P<0.05)。

18例在常规 MRI和 SWI上同时显示出血并能准确进行面积测定的病例，新生儿颅内出血、硬

膜下出血的病灶面积(cm
2
)在 SWI上均大于常规 MRI序列(P<0.05)。②15 例患儿（早产儿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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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足月儿 6例）出院后 1月随访复查，SWI上发现急性期的低信号灶均持续存在，其中 3例

（早产儿 1例，足月儿 2例）出现病灶范围减少。 

结论 SWI较常规 MRI在检出新生儿颅内出血病灶方面有明显的优势，建议作为磁共振的常规

检查序列，从而指导临床早期干预与进一步随访，改善预后。 

   

 

 
PU-0387 

婴儿纤维性错构瘤一例 

 
李洁,明兵 

德阳市人民医院 618000 

 

目的 探讨婴儿纤维性错构瘤 FHI的临床及磁共振表现 

方法 回顾 1例经术后病理确诊的 FHI患儿的临床及磁共振表现  

结果 右侧会阴部至右侧臀部脂肪层婴儿纤维性错构瘤 

结论 婴儿纤维性错构瘤是一种发生于婴幼儿皮肤软组织的罕见肿瘤，25%发生于出生时，儿童

十分罕见。FHI缺乏特异临床及影像学表现，表现为皮下软组织内质地不均匀、无明显包膜的

异常信号肿块，其最终确诊依赖于术后病理学检查。 

 

   

 

 
PU-0388 

儿童髓母细胞瘤的影像学研究 

 
唐文伟

1
,韩素芳

2
,赵萌

3
,田忠甫

2
,王瑞珠

2
,朱佳

2
,张晓军

2
 

1.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妇产医院（南京市妇幼保健院） 

2.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3.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髓母细胞瘤（medulloblastoma，MB）是儿童中枢神经系统最常见的恶性肿瘤，约占儿

童颅内肿瘤的 20～30%，后颅窝肿瘤的 40～50%，通过回顾性的分析经病理证实病例的 CTMRI

表现，探讨儿童髓母细胞瘤的 CT、MRI特点，提高对髓母细胞瘤的认识。资料与方法 收手术

集经病理证实的 12例髓母细胞瘤，其中 1例为促纤维增生/结节型髓母细胞瘤 1例，男 9例，

女 3例，年龄 2～11岁，11 例行 CT平扫与增强扫描，11例行常规 MRI平扫与增强扫描，其中

6例行弥散加权成像（diffusion weight imaging，DWI）扫描。 结果 11例位于中线，1例

位于小脑半球，肿瘤内有囊变 5例，钙化 2例，脑积水 11例， CT表现为等高密度实质性肿

块，增强为均匀性强化，四脑室受压前移，MRI表现为实质部分呈 T1呈低信号，T2呈等～高

信号， FLAIR等～高信号，DWI呈高信号，ADC图呈偏低信号。其中 1例呈囊性表现。结论 

髓母细胞瘤具有典型的 CT、MRI表现，能做出明确影像诊断。常规 CT、MRI影像表现结合 DWI

以及 ADC图对不典型髓母细胞瘤的诊断以及鉴别诊断具有重要价值。 

   

 

 
PU-0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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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结节性硬化症双肾多发较大囊肿 1 例报道 

 
王健，厦门市儿童医院

1
,乔中伟

2
,杨奇芳

1
 

1.厦门市儿童医院 

2.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目的：复习文献，分析本例儿童结节性硬化症肾脏囊性改变的特点，增强对儿童结节性硬化肾

脏囊性病变影像表现的认识。方法：西门子 3.0T MR肾脏平扫（包含冠状位 T2WI、轴位 T1WI

正反相位、T2WI及 T2WI脂肪抑制序列）及 MRU。结果：男性，2岁 1个月，临床确诊结节性

硬化症 1年。近期行肾脏 MR平扫及 MRU检查，见双肾增大变形，双肾弥漫性较大类圆形 T1WI

低信号、T2WI高信号病灶，MRU呈高信号，最大的约 3.4×3.7cm。与半年前外院肾脏 MR片

比，双肾囊性病变明显增大。结论：结节性硬化症累及肾脏表现为多囊肾的病例常有报道，文

献认为结节性硬化症病例中的肾囊肿是一种退行性改变，常表现为多发微小囊肿，且常发生于

年龄比较大的人群，本例病例为 2岁 1个月儿童，双肾多发囊肿表现为较大体积，且半年内增

大显著，这加深了我们对儿童结节性硬化肾脏囊性病变表现多样性的认识。 

   

 

 

PU-0390 

儿童 3D-ASL 脑灌注成像的再认识 

 
邵剑波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武汉儿童医院 430016 

 

  近年来，随着 3.0T MR的临床应用，3D-ASL应用快速自旋回波（FSE）取代了以往的 EPI

扫描模式，有效控制 EPI所致的磁敏感伪影和运动伪影，图像信噪比高、伪影小；尤其是三维

螺旋状 K空间填充采集，加快了扫描速度，增加了覆盖面，与此同时，采取脉冲式和连续式有

机结合的伪连续式标记技术，使灌注更加均匀、可信。值得一提的是，对于儿童、新生儿、甚

至是胎儿，利用 3D-ASL技术可以帮助了解脑血流灌注情况，精细化、量化分析。且无创、重

复性高。 

  目前，3D-ASL在国内儿科临床应用不多，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①儿童先天性血管解剖结

构异常，如血管畸形、MOYAMOYA等；②新生儿缺血缺氧性脑病(HIE)；③儿童脑肿瘤性病变的

分级、鉴别原发灶与转移、评估疗效；④脑感染性病变，如病毒性脑炎、脑脓肿、结核病等；

⑤儿童脑神经遗传性疾病，如 MELAS、MLD等。 

对于以上病变来说，ASL的主要价值和作用在于：（1）通过检测脑 CBF反映局部或病变的血

流量增加的绝对值情况;(2)反映 1H-H2O通过毛细血管到细胞间隙的量化值；（3）区别于

DWI，其反映的是 1H-H2O通过毛细血管到细胞间隙的水分子的扩散特性；（4）不同于 DSC ，

其反映的是血脑屏障的完整性、rCBF（相对定量值）等。由于这些特殊作用，临床上结合其他

MRI检查序列，可以较好地应用于儿科临床，尤其是胎儿的产前诊断，弥补产前胎儿不能进行

静脉增强 MR检查的不足。 

  总之, 3D-ASL 作为一种完全无创性、可重复性的 MR 灌注成像新方法, 在评价儿童脑组织

灌注方面具有一定价值和作用, 随着 MRI 技术的快速发展和理论基础的进一步完善, ASL 的

儿科与胎儿研究领域和临床应用也将得到进一步拓展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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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Vista 在评价儿童脊柱侧弯畸形的优势 

 
张静波 

上海市交通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00333 

 

【摘要】目的：探讨 T2-Vista技术在评价儿童脊柱侧弯畸形的优势 

方法：对 2例患者进行全脊柱 MRI扫描，所有患者均在 PHILIPS 3.0Ingenia磁共振扫描仪进

行扫描，扫描序列为常规全脊柱扫描序列，另加 T2-Vista。所有序列均行矢状位扫描。 

   结果：T2-Vista序列比起常规 T2序列其图像分辨力更高，其后处理可以进行多平面重

组，由于其本身是 3D序列对于微小的病变也不易遗漏。T2-Vista序列可做多种图像后处理，

在进行横断位重建时图像的呼吸运动伪影也较常规横断位有很大的改善，T2-VISTA还可做椎

管水成像的 3D后处理，仅仅一个序列可以达到多个序列的效果。 

 结论：T2-Vista评价儿童脊柱侧弯畸形较常规序列有明显优势，其多样化的图像后处理为

儿童脊柱病变提供了更丰富的诊断依据。 

     

   

 

 
PU-0392 

弥散张量成像在新生儿脑髓鞘发育的初步研究 

 
郭莉莉

1
,柏根基

1
,张辉

1
,陶维静

1
,王德杭

1,2
 

1.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 

2.江苏省人民医院 

 

目的： 

应用磁共振弥散张量成像（diffusion tensor imaging, DTI）研究新生儿脑白质 FA值的差

异，探讨 DTI在脑白质髓鞘发育中的应用价值。 

材料和方法： 

收集行常规 MRI和 DTI扫描足月儿 39例（胎龄 37~42周）和早产儿 61例（纠正胎龄至 40

周），围产史均正常，无神经系统疾病。分别测量各兴趣区的 FA值，分析足月儿和早产儿的

差异及其在脑内各部位白质的 FA值差异。 

结果： 

①左右半球相同部位的 FA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②早产儿和足月儿同部位 FA 值比

较，内囊前后肢、胼胝体压部、半卵圆中心 b区及外囊和小脑中脚区 FA值两组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胼胝体膝部、侧脑室前角旁白质、侧脑室后角旁白质、半卵圆中心 a区、

室管膜下区的 FA值两组比较无显著差异(P>0.05)。③早产儿和足月儿组内各白质区 FA值不

同，两两比较均发现内囊后肢高于前肢，侧脑室后角旁白质高于侧脑室前角旁白质，胼胝体压

部高于膝部，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侧脑室前角旁白质 FA值最低，胼胝体

压部和内囊后肢 FA值最高，两者比较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DTI的 FA值可用于脑髓鞘发育成熟度的定量评价，早产儿和足月儿 FA值差异，提示早产儿脑

内局部区域髓鞘成熟晚。不同区域 FA值不同反映髓鞘化时间的差异。 

   

 

 
PU-0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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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敏感加权成像在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中的应用研究 

 
郭莉莉

1
,柏根基

1
,陶维静

1
,张辉

1
,王德杭

1,2
 

1.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 

2.江苏省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磁敏感加权成像（susceptibility weighted imaging，SWI）在高胆红素血症新生儿颅内

出血中的应用价值。 

材料和方法： 

120例新生儿按照健康查体的早产儿和足月儿、高胆红素血症的早产儿和足月儿分为 4组，每

组 30例。对受试者进行常规 MRI和 SWI扫描，2名放射科医师采用双盲法分析 MRI和 SWI图

像。 

结果： 

①MRI 和 SWI对新生儿颅内出血的检出阳性率比较有统计学意义，SWI优于常规 MRI

（P<0.001）。②脑出血病例 43例，其中足月儿 16例，早产儿 27例，由 MRI和/或 SWI确

诊；高胆红素患儿 29例，对照新生儿 14例。早产儿和足月儿、高胆红素血症和对照组发生率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③43 例脑出血患儿中，14例新生儿为颅内脑外出血，14例

均在 MRI和 SWI图像中显示。脑外出血的检出阳性病例数比较，MRI和 SWI无明显差异

(P>0.05)。④29 例新生儿存在脑内出血，其中 10例常规 MRI未发现出血病灶。脑内出血包括

小脑实质出血，大脑出血和生发基质-脑室内出血，其中实质出血以微出血(直径小于 10mm)为

表现形式，SWI在检出数目上明显优于常规 MRI，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SWI对生发基

质-脑室内出血检出数目与常规 MRI比较无明显差异(P>0.05)。⑤43例颅内出血病例检出数目

122个，包括室管膜下-脑室内出血 19个 (15.6%)、大脑实质内出血 43个(35.2%)、小脑出血

46个(37.7%)、硬膜下出血 6个(4.9%)和蛛网膜下腔出血 8个(6.6%)。常规 MRI检出数目 78

个，两者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0.05)。⑥本研究中早产儿生发基质-脑室出血较足月儿多见，

大脑实质出血和小脑出血早产儿和足月儿均可发生，硬膜下出血足月儿多见，蛛网膜下腔出血

早产儿多见。 

结论： 

联合 SWI和常规 MRI序列能够提高新生儿颅内出血诊断阳性率。 

   

 

 
PU-0394 

一例儿童皮肤纤维瘤个案报道 

 
岳律 

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四川省精神卫生中心 621000 

 

神经纤维瘤（neurofibribromatosis，NF）是皮肤神经综合征中最常见者。分两种类型，即神

经纤维瘤 I型与神经纤维瘤病 II型。神经纤维瘤 I型又称 von-Recklinghausen病，于 1882

年由 von-Recklinghausen首次报道。仅表现为皮肤神经纤维瘤较少见，现报告我院一例。 

临床资料：患者女性，12岁 5个月。患者因"发现右侧大腿外侧肿块 12年余"入我院普外科，

专科查体：右大腿外侧扪及一肿块，质软，囊实性，约 1cm大小，边界不清，活动度差，未扪

及压痛、波动感及血管杂音，表面皮肤黄褐色，皮温不高。辅助检查： 2017年 06月 26日局

部软组织 CT平扫+增强提示：右大腿外侧皮肤增厚、密度增高，范围约 1.6×7.1×6.2cm，其

密度欠均，平均 CT值约 12HU，增强扫描呈延迟强化，CT值约 20HU，右侧大占位性病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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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脉管性肿瘤可能性大。于 2017年 06月 27日在全麻下行下肢血管瘤切除术+皮瓣修整术，手

术顺利。术中发现:肿块大小约 8×5×2cm，肿块血供丰富。常规病理报告：镜下：见真皮层

内肿瘤细胞弥漫性分布，由肿瘤性 Schwanna细胞，神经束膜样细胞和纤维母细胞构成。免疫

组化结果：CD34+/-，S100+/-，SMA-, p53-，CK-， CD56-，NSE-。诊断：皮肤弥漫性神经纤

维瘤，WHOⅠ。 

  

讨论：此例系无意发现，此患者相应临床症状不明显且进展缓慢。影像要点：1.神经纤维瘤累

及多系统，中枢系统以占位性病变表现为主，但无或轻度占位效应，增强扫描有强化；2.合并

颅骨发育不全者，CT显示颅中窝、眼眶扩大等；3.皮肤增厚，平扫以等密度为主，增强扫描

视肿块血供情况而定。此病例为孤立皮肤神经纤维瘤肿物，影像诊断难度较大，不易与血管瘤

相鉴别。总之，儿童孤立性皮肤神经纤维瘤的诊断较难，明确诊断还需结合临床及病理资料。  

 

 
PU-0395 

超选择血管内栓塞治疗儿童大型血管瘤的临床疗效影响因素

分析 

 
刘新献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武汉儿童医院（武汉市妇幼保健院） 430016 

 

目的 探讨超选择血管内栓塞治疗儿童大型血管瘤的临床疗效影响因素，对各因素内的总有效

率进行比较。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科近三年收治共 85例大型血管瘤患儿，均行超选择血管内瘤

体动脉造影及栓塞治疗，对栓塞治疗前后 DSA造影表现进行分析，总结影响临床疗效的多种因

素，并比较各影响因素内的总有效率的占比，以及总疗程≥2次的例数，随访 3个月～1.5

年。结果 85例大型血管瘤均成功行超选择血管内栓塞治疗。影响临床疗效的主要因素分析

如下：① 单一来源 64例（75.3%）较混合来源 21例(24.7%)所占总例数多。且在总有效率方

面单一来源 95.3%（61/64）优于混合来源 66.7%（14/21），X
2
=0.688，P=0.008，P＜0.05。

② 供血动脉数目：例数多少依次是：≥3支 55(64.7%)＞2支 27(31.8%)＞1支 3(3.5%)，总有

效率方面：1支 100%（3/3）＞2支 92.6%（25/27）＞≥3支 85.5%（47/55），X
2
=1.944，

P=0.004，P＜0.05。结论 超选择血管内栓塞治疗儿童大型血管瘤临床疗效确切，但其影响因

素不容忽视，在治疗过程中分析影响临床疗效的各种因素可有效进行治疗并对预后进行评价。 

   

 

 

PU-0396 

磁共振及磁共振波谱在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中的研究 

 
郭莉莉

1
,柏根基

1
,孔丹

1
,张建东

1
,王德杭

1,2
 

1.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 

2.江苏省人民医院 

 

目的 本研究结合磁共振(MRI)与氢质子波谱成像（
1
H-MRS）诊断 HIE和评估其相关性。方法 

研究 24名足月 HIE患儿(轻至中度组 StageI-II和严重组 StageIII)，对照组为 5名正常的新

生儿。两位放射学医生采用双盲法给 MRI征象评分，对比分析两组间 MRI信号差异及
1
H-MRS

脑代谢物胆碱复合物(Cho) /肌酸（Cr）、N-乙酰天门冬氨酸(NAA)/Cr、乳酸(Lac)/Cr 结果的

差异。结果 ①征象分析：StageI-II组(n = 13)和 StageIII 组(n = 11)在 T1加权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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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1WI)上点状高信号损伤灶（punctate white matter lesions, PWML)表现相似；两组基底

节、丘脑、胼胝体或脑干 MRI和 DWI信号异常有显著性差异(P=0.001)。② StageI-II组脑内

斑点状白质病变（PWML）平均值是 5.38±4.68 (数目 1~13)，StageIII组 PWML平均值是

16.82±17.66 (数目 4~59)，两组数目有显著性差异(P=0.035)；PWML多位于大脑髓静脉附

近，在 DWI序列上多呈高信号。③StageI-II组 MRI评分平均值是 6.20±1.75，StageIII 组

MRI评分平均值是 9.78± 3.64，两组 MRI的分数评估有显著性差异(P=0.009)。④ 基底节和

丘脑区 NAA/ Cr、Cho/ Cr和 Lac/ Cr比值在 HIE组、StageI-II组和 StageIII组与对照组之

间比较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而 NAA/ Cr、Cho/ Cr比值 StageI-II组和 StageIII 组两

者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Lac/Cr比值 StageIII组较 StageI-II组明显升高，Lac/ Cr

比值两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 < 0.05)。结论 常规 MRI与
1
H-MRS相结合可更为准确判断 HIE

患儿脑损伤严重程度。 

   

 

 

PU-0397 

新生儿内脏转位伴左位心一例 

 
徐学鑫 

天津市儿童医院 300074 

 

男婴，2天，B超发现脾脏位于右腹部，肝脏位于上腹片左侧。入院后行胸腹部 CT平扫及增强

检查，胸部平扫见胸廓对称，诸骨质结构未见异常。纵隔窗下见心脏及大血管影清晰，未见异

常肿块和增大的淋巴结。肺窗下双肺纹理增重。气管居中，气管及诸支气管分支通畅。胸部增

强见内脏心房正位，上腔静脉及肺静脉回流正常。心房心室连接一致。心室大动脉连接一致，

升主动脉、主动脉弓及降主动脉、主肺动脉、左右肺动脉形态及走行未见异常。腹盆腔平扫示

肝脏形态增大，肝实质未见异常密度影。胆囊显示不清。脾未见确切显示。胃位于右侧腹部肝

脏后方。胰腺显示不清。双肾轮廓清晰，双肾实质未见异常密度影，肾窦形态及密度正常。肠

管排列规整。膀胱充盈不佳，右侧阴囊内可见液体密度影。腹盆腔增强示脾、胃均位于右侧腹

部肝脏后方，脾实质未见异常强化。肝脏形态增大，左右叶比例失调，门静脉周围可见液体密

度影。胰腺体尾部形态较小，位于中线偏右侧。可见肠系膜上动脉由腹腔干发出。下腔静脉未

见确切显示，奇静脉明显增宽。双肾实质未见异常强化。胸腹部 CT平扫及增强发现左位心，

大血管未见转位。肝脾胃及胰腺内脏转位，下腔静脉未见确切显示。 

讨论：正常情况下，人类胸腹腔脏器是不对称的，表现为心尖、二叶肺、胃、脾、降结肠、主

动脉等在中线左侧，三叶肺、肝、胆囊、升结肠、腔静脉等在中线右侧。若发生内脏转位则与

之相反，变现为镜像性易位。内脏转位可分为内脏转位伴右位心以及内脏转位伴左位心，前者

也称为完全性内脏转位。内脏转位的诊断并不复杂，但值得注意的是内脏转位可以并发多种畸

形及异常，内脏转位可以是某一综合征的一部分表现，如多脾综合增，Kartagener综合征等

等，发病机制可能与纤毛相关。 

   

 

 

PU-0398 

儿童颅外神经节细胞源性肿瘤的影像诊断及转归 

 
范淼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510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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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神经母细胞瘤 

约 26%＜1岁， 97%＜10岁 

发病部位：肾上腺＞50% 

临床：肿瘤压迫或侵入周围器官的症状；转移瘤症状；儿茶酚胺症状 

血清、尿中可检测到 NSE、VMA） 

结节状、肿块状、分叶状 

绝大多数肿块有钙化。CT容易显示 

易合并出血、坏死或囊变，以新生儿期为多 

无包膜，境界欠清；可侵犯肾脏；局部和膈脚淋巴结可直接受累；易跨中线生长；血管和腹膜

后脏器被肿块完全包绕；可沿神经根侵入椎管 

60-70%发生远处转移：远隔淋巴结，较早血行转移至肝、骨、皮肤 

增强扫描通常显示为轻度不均匀增强 

MR肿瘤信号不均匀，T1WI类似或常低于肝组织；T2WI信号较高；钙化常呈点状、斑块状低信

号 

MR压脂相容易显示椎体转移；DWI可显示淋巴结转移 

二、节细胞神经瘤  

发生于任何年龄，发病高峰 6-10岁。女孩为多 

临床：压迫相关症状 

发病部位：后纵隔（41.5%）、腹膜后（约 50%）、颈部（8%） 

节细胞神经瘤肿物质地较软, 包膜完整光滑，良性肿瘤 

影像特征： 

肿瘤具有完整的包膜，边缘常常清晰锐利 

钙化发生率（20％），典型者为散在的小点状、细线状的钙化 

嵌入式生长，伪足样改变，造成邻近血管被包绕或推移，但形态多正常，无受侵犯征象 

CT平扫常表现为均匀或轻度不均匀的偏低密度，CT值一般在 0-40 HU 

MR T1WI相对均匀低信号；T2WI 信号多样化，漩涡或交织征象 

增强扫描动脉期多表现为轻中度强化，甚至不强化，在动态增强扫描时（静脉期或延迟期）肿

瘤可出现渐进性、不均匀轻中度强化 

若出现粗大或不定形钙化时要考虑恶性可能；动脉期病灶明显强化可能提示肿瘤恶性可能 

三、节细胞神经母细胞瘤  

肿瘤由局灶性分布的 NB成分和占主要部分的 GN成分组成 

1岁之内发病者少；10岁以上者发病者明显减少 

临床和影像表现介于 NB和 GN 

GNB很难与 NB、GN鉴别 

  

   

 

 
PU-0399 

空气灌肠整复术规范化培训效果分析 

 
王昶 

安徽省儿童医院 230051 

 

目的 

本课题回顾性分析空气灌肠整复术规范化培训前后两年的数据，研究规范化培训对整复术效果

的影响，进而探讨小儿肠套叠空气灌肠诊断与治疗的规范化操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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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将我院 2013年 3月～2015 年 2月期间临床诊断肠套叠患儿 458例，按开始照规范化培训时

间 2014年 2月前后分为两组，既培训前组、培训后组。根据分析储存影像资料，剔除不能明

确诊断肠套叠病例后，最终共有 422例入组。包括成功整复 358例，未整复 64例，未整复病

例均经手术治疗证实。分别比较两组患儿平均治疗时间、出现肛门漏气例数，整复结果进行统

计分析。 

结果 

  明确诊断肠套叠病例 422 例，其中培训前组 64例，占 15.1%，整复平均用时 4.84分钟，整

复成功 54例，占 84.4%，整复失败 10例，占 15.6%，出现肛门漏气 2例，占 3.1%；培训后组

358例，占 84.8%，整复平均时长 7.96分钟，整复成功 304例，占 84.9%，失败 54例，占

15.1%，出现肛门漏气 98例，占 27.4%。发现培训后组较培训前组整复时间缩短，出现肛门漏

气明显减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之间整复率无明显统计学差异。 

  

结论 

  在空气灌肠整复术治疗小儿肠套叠中，经过规范化培训，提高了医生对治疗方法的理解，规

范了空气灌肠方法、步骤，提高了灌肠效率，进而缩短了治疗时间，相应的减少了患儿接受的

辐射剂量。 

   

 

 
PU-0400 

儿童先天性主动脉弓畸形的 MSCT 诊断 

 
张琳 

天津市儿童医院 300000 

 

目的：探讨儿童先天性主动脉弓畸形的 CT特征，以提高对本病的认识。材料与方法：回顾性

分析经 MSCT诊断的 105例先天性主动脉弓畸形患儿的 CT轴位图像，并进行 MPR、MIP、

MinIP、VR的图像后处理。结果：梗阻性先天性主动脉弓畸形共 32例，包括 CoA25例（合并

迷走右锁骨下动脉 4例），主动脉弓离断 7例，其中主动脉缩窄中伴主动脉弓发育不良 7例，

主动脉峡部局限狭窄 18例， IAA共包括 A型 3例，B型 4例；非梗阻性先天性主动脉弓畸形

共 73例，包括双主动脉弓 10例，右位主动脉弓、右位降主动脉 48例，右位主动脉弓伴迷走

左锁骨下动脉 12例，左位主动脉弓、右位降主动脉 3例（合并迷走右锁骨下动脉 1例）。梗

阻性主动脉畸形伴随畸形：主动脉缩窄（25例）伴随畸形包括 7例动脉导管未闭，5例房间隔

缺损，4例迷走右锁骨下动脉，1例左无名静脉低位，2例永存左上腔静脉。主动脉离断（7

例）伴随畸形包括全部合并动脉导管未闭，5例室间隔缺损，3例房间隔缺损，1例主肺动脉

间隔缺损，1例共同动脉干。非梗阻性主动脉弓畸形伴随畸形包括 8例室间隔缺损、7例动脉

导管未闭、5例永存左上腔静脉、2例房间隔缺损、1例双下腔静脉、1例法洛四联症。合并气

管异常共计 41例，包括气管支气管局限狭窄 29例、气管性支气管 9例、支气管反位 2 例、食

管闭锁伴气管食管瘘 1例。结论：儿童先天性主动脉弓畸形是一类少见但重要的疾病，MSCT

血管造影及三维重组成为诊断本组疾病的最佳成像方法。梗阻性主动脉弓畸形，应对 CoA、

IAA及主动脉皱曲畸形进行鉴别诊断，CoA需要详细地描述缩窄的部位、长度、程度、主动脉

弓发育情况等，IAA应对其分类并观察合并畸形。非梗阻性主动脉弓畸形，可结合 Edwards示

意图来进行分析、诊断、命名和鉴别，DAA、RA-ALSA可形成血管环对气管和食管造成压迫产

生症状，在诊断时需要进行气道重组观察气道受压情况和是否合并其他气道畸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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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401 

64 排双源 CT 血管成像技术和后处理技术在主动脉 CTA 中的应

用 

 
何小华,李向东,乔国庆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 510010 

 

目的 探讨 64 排双源螺旋 CT 血管造影技术和后重建技术对主动脉 CTA的显示及诊断价值。方

法 收集急诊 47 例行主动脉 CTA检查患者的 CT影像资料，其中男性 30 例，女性 17例；年龄

30 ～ 85 岁。用 64 排双源 CT ，原始数据采集层厚为 0.75mm，层间隔 0.75 mm。分别采用多

平面重建( MPR)、 曲面重建( CPR) 、最大密度投影( MIP) ，应用 VR 和 inspace软件重建

出立体三维图像。结果 经 CTA 检查: 正常 10例，主动脉夹层 32例，其中瘤样扩张的 5例，

（DeBakeyⅠ型 12例，Ⅱ型 10 例，Ⅲ型 10例（Stanford 分型法：A 型 22例，B 型 10 

例）），主动脉夹层壁间血肿型、瘤样扩张﹝1﹞17例，主动脉瘤 12例，穿透性粥样硬化性

主动脉溃疡〔1〕3例，主动迂曲扩张 5例。MPR 能直观显示主动脉及其主要分支的走形及形

态、钙化，对夹层真假腔、内膜片和内膜初始破口的显示甚好。VR 立体感强，能清晰显示病

变的全程及与分支血管的空间关系。结论 64排双源螺旋 CT的血管成像技术及后重建功能可

准确反映主动脉异常状况，并对病变进行分类，在急诊中能快速得到结果并为术前规划提供更

加重要、详细的信息。  

 

 
PU-0402 

ANCA 相关性血管炎肺部影像学表现 

 
龙邦媛,李康 

重庆市人民医院中山 j 江北院区 400013 

 

目的：分析抗中性粒细胞胞浆抗体(ANCA)相关性小血管炎肺部表现的影像学特点，为临床一线

医生对该类患者早期诊断及及时治疗提供帮助。 

方法：通过回顾性分析于 2013年 9月至 2017年 3月在我院住院治疗的 11例经实验室检测

ANCA阳性患者的肺部影像学表现，总结其影像学特点。 

结果：全部患者行胸部平片及 CT检查。病灶数量：均为多发；病灶分布：以中下肺野居多，

CT以胸膜下及支气管血管周围为著，少量位于右肺中叶、左肺舌段及双肺上叶；形态：间质

性改变及不均匀分布的多形性病灶，稍高密度灶多呈小片状、片结状及结节状，多数病灶呈中

等密度，边界清楚，少数病灶磨玻璃密度，边界欠清。胸部 CT平扫 11例周围间质受累，4例

为蜂窝肺，7例中央间质受累，表现为支气管血管鞘增厚，边缘模糊，其中 5例部分病变区域

大气道管腔狭窄。8例患者病灶最大径小于 5cm，2例为下叶的大片实变灶，1例为最大径 5cm

左右的肿块。5例合并磨玻璃灶。多数结节状病灶边界清楚，部分结节内出现厚壁空洞。4例

患者合并节段性肺不张，2 例纵隔淋巴结肿大，1例患者病灶内出现点状钙化，1例合并少量

胸腔积液；增强：5例患者实变密度灶及结节灶环状强化，3例轻度不均匀强化。肿大淋巴结

轻度强化。其中 7例影像学初诊误诊为肺炎，4例误诊为结核，临床按肺炎及结核治疗后复查

平片及 CT无明显吸收，其中 5例略有加重，临床进行 ANCA 相关检查确诊后进行针对治疗后复

查 CT，磨玻璃灶明显减少或消失，实变密度灶部分缩小或消失，结节灶减少不明显，空洞无

明显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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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在确定免疫抑制剂治疗系统性血管炎之前，ANCA相关性血管炎的病死率极高。其肺部

影像学表现缺乏特征性，极易造成误诊。中下肺野分布为主的多发实变、结节伴空洞、磨玻璃

病灶合并间质性改变等征象有一定提示意义，结合提示患者其他器官血管炎性病变的临床资

料，需提示临床进行 ANCA相关检查，早期进行针对性治疗，以改善患者的预后。 

 

   

 

 

PU-0403 

肺部副神经节瘤 1 例影像学表现 

 
岳琳坤 

延边大学附属医院 133000 

 

  副神经节瘤常见于副交感神经分布集中的部位，如颈动脉体、主动脉体及副交感神经
[1]
,肺

部副神经节瘤非常罕见。肺副神经节瘤多见于右肺，一般单发，表现为类圆形边界清楚的肿

块，无分叶，密度较均匀，因其多以良性为主，故 CT增强表现为轻中度均匀强化。多发的肺

内副神经节瘤，与肺转移瘤表现相似，确诊需病理
[2]
。在 MRI的表现上，T1WI为等低信号，

T2WI及 DWI多为稍高或高信号，当血供丰富时，强化明显。 

   

 

 

PU-0404 

光子探测器中低管电压结合迭代重建技术在肺动脉 CT 血管成

像中的应用价值 

 
宋冬冬 

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16001 

 

 目的 评估三代双源结合迭代重建对患者行管电压 70KV肺动脉成像（CTPA）的应用价值。资

料与方法 对 63例临床怀疑或已知肺栓塞的患者行肺动脉 CTA检查，并按完全随机设计分组，

常规组 A组管电压为 120KV，行滤波反投影（FBP）重建，B组管电压为 70KV，行 FBP重建

（B1组）和迭代重建（B2组）。所有入组患者体质量指数（BMI）≤25.8 ㎏/㎡。对 A 组和 B

组图像的 CT容积剂量指数（CTDIvol）、剂量长度乘积（DLP）进行记录，计算有效剂量

（ED），测量图像背景噪声绝对值（BN）、肺动脉强化 CT值（SI），计算信噪比（SNR）、对

比噪声比（CNR）。2名放射科医师进行双盲法阅片，比较不同管电压和重建算法的曝光剂

量、图像噪声、对比噪声比、信噪比以及图像质量。结果 A组 32例、B组 31例患者，B组 CT

容积剂量指数和有效剂量明显低于 A组，2组 CTDIvol分别为（7.59±2.46）和（1.64±0.35）

mGy(t=6.44,P﹤0.01)，ED 分别为（3.45±0.86）和（0.64±0.52）mSv(t=5.78,P﹤0.01)。

B1组图像噪声明显高于 A组和 B2组（A、B1和 B2组分别为：7.63±1.12、11.1±1.38、和

7.9±1.10；F﹦9.98,P﹤0.01）。B2组图像 SNR（A、B1和 B2组分别为：68±6.31、

48.85±7.54 和 76.01±8.10，F﹦84.23）和肺动脉干 CNR（A、B1和 B2组分别为： 

62.32±7,18 、46.46±7,56、68.37±9.45，F﹦48.73）显著高于 A和 B1组（P﹤0.01)。结

论 在光子双源 CT上，应用低管电压（70KV）结合迭代重建技术进行肺动脉 CTA检查，可获得

满足临床诊断要求的图像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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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405 

先天性左冠状动脉主干闭锁成人及小儿各 1 例影像特征分析 

 
侯跃宏,陈大奇,张亮 

山西省心血管疾病医院 30024 

 

目的：先天性左冠状动脉主干闭锁(LMCAA)是先天性冠脉畸形中非常罕见的一种，国内外文献

报道仅 50余例，且国内学者对此少有报道，尤其是成人的先天性冠状动脉主干闭锁尚无病例

报道，本文通过研究先心病左冠状动脉主干闭锁的影像表现，提高 LMCCA诊断的准确性。方

法：回顾性分析经最终确诊的 2例 LMCAA影像表现，总结 LMCAA影像学特征。结果：总结

LMCAA影像学特征：一.超声心动图：左主干发育差，内径纤细，或根本无发育，左主干与肺

动脉无连接。血流方向：右冠脉→侧支循环→发育不良的左冠脉。二.MDCT：右冠状动脉增

粗，左冠状动脉细小，婴儿难以显示左主干详情；成人或年长儿可显示左主干近端闭锁。

三.DSA:左主干发育细小或缺如，主干闭锁，侧支发育差，左冠血供由右冠逆向灌注。其他鉴

别诊断包括：冠状动脉异常起源于肺动脉（ALCAPA）、单支冠状动脉畸形（单支右冠脉）、后

天性左冠状动脉完全闭塞。结论：婴幼儿和儿童患者早期即出现心肌缺血、心功能不全等症

状，虽然经过强心利尿扩血管等治疗后，症状可缓解但并解决根本问题，因此大多数学者认为

LMCAA一旦确诊就应及时行冠状动脉搭桥术。成人型患者多数早期可无任何症状，可能与其丰

富的侧支循环代偿供血有关，在 35～40岁之后心源性猝死的发生率急剧增加，所以应当引起

高度重视，一经确诊尽早实施手术治疗。这篇报道的意义在于通过极少数个案报道，总结并完

善 LMCAA诊断及鉴别诊断，避免医生在临床工作中由于缺乏对 LMCAA的了解而造成误诊或漏

诊，延误患者的病情。  

 

 

PU-0406 

宝石能谱 CT 及超声心动图诊断先天性心脏病的对比分析 

 
侯跃宏,陈大奇,张亮 

山西省心血管疾病医院 30024 

 

目的探讨宝石能谱 CT及超声心动图（ECHO）在先天性心脏病诊断中的对比分析。资料与方法

对我院 60例先心病的病例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术前均行宝石能谱 CT及超声心动图，28例

经心血管造影证实，32例经手术证实，检出畸形分为三种类型：（1）心内畸形；（2）心脏

与大血管连接部畸形；（3）心外畸形。将宝石能谱 CT及超声心动图的诊断与心血管造影或手

术结果进行对照。结果检出心脏畸形 91处，宝石能谱 CT及超声心动图对三种分型的诊断准确

率如下：（1）心内畸形 35 处，宝石能谱 CT检出 27处，超声心动图检出 33处，宝石能谱 CT

和超声心动图对心内畸形的诊断准确率分别为 77.14%（27/35）和 94.29%（33/35），两组之

间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
2
=4.200，p＜0.05）；（2）心脏与大血管连接部畸形 13处，

宝石能谱 CT检出 12处，超声心动图检出 11处，宝石 CT能谱和超声心动图对心脏与大血管连

接部畸形的诊断准确率分别 92.31%（12/13）和 84.62%（11/13），两组之间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χ
2
=0.000，p>0.05）；（3）心外畸形 43处，宝石能谱 CT检出 41处，超声心动图

检出 15处，宝石能谱 CT和超声心动图对心外畸形的诊断准确率分别 95.35%、34.88%，两组

之间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
2
=34.605，p＜0.05）。结论宝石能谱 CT对心外畸形的诊断

显著优于超声心动图；超声心动图对心内畸形尤其是缺损畸形及瓣膜病变的诊断要优于宝石能

谱 CT；对心脏与大血管连接部畸形的诊断二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宝石能谱 CT拥有更快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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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采集速度及强大后处理软件，使得双低扫描（低剂量、低辐射）成为现实。总之，超声

心动图及宝石能谱 CT各有优势，二者联合应用能提高先心病术前诊断的准确性，明确畸形类

型及其它合并畸形至关重要，降低手术风险、提高患者术后生存率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PU-0407 

基于高分辨 CT 测量参数对肺孤立性 GGO 结节病理类型及侵袭

性的预测价值分析 

 
屈艳娟,徐丽莹,鲁植艳,曹毅媛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430071 

 

 

方法：回顾性收集 216例含肺部孤立性 nGGO并已病理确诊为腺癌的病人胸部高分辨 CT 及临

床资料。分别测量 HRCT 上 nGGO 的直径、体积、最大、平均 CT 值及 CT 值的标准差，以及

通过图像分析软件 Image Pro Plus测量 nGGO 术后标本 Ki67免疫组化染色图像 Ki67 表达

指数（Ki67 EI），然后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构建 CT 测量参数对 Ki67 EI的预测模型，通过模

型方程计算 Ki67 EI的预测值，最后通过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分析比较 Ki67 EI预测值对

nGGO 病理分型之浸润前腺癌、微浸润腺癌及侵袭性腺癌的鉴别价值。结果：PIA、MIA 和

IAC 病灶直径、VOL、MAX、AVG 及 STD 于组间均有显著差异（P<0.001），仅 MAX在 MIA

和 IAC 病灶间无统计学差异(P=0.316)。PIA、MIA 及 IAC 病灶的 Ki67 EI 分别为 3.3± 2.2、

7.3 ± 1.7 和 9.7 ± 2.5，组间差异显著，p 值均<0.001。基于多元线性回归得到 Ki67 EI预测值的

回归方程为 P53-EI Prediction = 0.001×TV + 0.012×AVG + 0.022×STD + 9.345，基于此

方程测得 PIA、MIA 及 IAC 病灶的 Ki67 EI 预测值分别为 3.9 ± 1.1 %、6.2 ±1.4 %及 8.1 ± 

1.2%，组间差异显著，p 值均<0.001。ROC曲线分析显示，Ki67 EI预测值的曲线下面积

（area under curve, AUC）显著高于 Ki67实测值的 AUC (0.927：0.902)；同样，在鉴别

MIA 和 PIA 病灶时，前者的 AUC 也显著高于后者的 AUC (0.821：0.791)；尽管组间差异均

不显著，p 值分别为 0.323和 0.679。结论：基于 nGGO病灶术前高分辨 CT测量参数计算所得

Ki67EI预测值能准确鉴别病灶术后病理类型及侵袭性。   

 

 
PU-0408 

探讨能谱 CT 在冠脉支架成像中最适 KeV 及对比剂浓度的模体

研究 

 
杨林林

1
,侯阳

1
,马跃

1
,贾政

2
 

1.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2.飞利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医疗保健事业部 

 

目的：通过能谱 CT扫描冠脉支架模体不同 KeV成像与不同浓度对比剂组合，探讨能谱 CT对体

外冠脉支架模体最佳显示的能级及对比剂浓度。方法：选取不同材质 15 枚内径在 2.5 mm～

4.0 mm支架，置入人造模拟冠脉血管内，配置 6组不同浓度对比剂（12.85mgI/ml，6.59 

mgI/ml，5.29 mgI/ml，4.43 mgI/ml，3.80 mgI/ml，3.33mgI/ml）分别填充于人造血管内。

120kv下扫描，数据采用 SBI XCD-stent重建，分别在每组浓度下得到 40～200 keV（间隔 10 

keV）的 17组图像。由 2位医生采用双盲法进行主观图像质量评价（Likert 5分法），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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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采用双因素方差分析，包括（ALN、SNR、CNR及背景噪声）。结果：图像质量主观评分一

致性良好（Kappa=0.814），6.59mgI/ml＋60 keV时图像评分为（4.13±0.15）分，显著高于

其他组（P<0.05）。6.59mgI/ml＋60 keV组 ALN值为（21.33±12.48）%，明显低于其他浓度

＋keV组（P＜0.05）；6.59mgI/ml＋60 keV组，SNR为 26.08±3.74，虽低于 12.85mgI/ml＋

40keV组，但显著高于 3.33～12.85mgI/ml+70～200keV组（P＜0.05）。6.59mgI/ml＋60 keV

组 CNR为 13.55±4.03，虽低于 6.59mgI/ml＋40KeV组，但显著高于 3.33～12.85mgI/ml+70～

200keV组（P＜0.05）。6.59mgI/ml＋60 keV组的背景噪声为（28.3±1.35）HU，明显低于其

他浓度+keV组（P＜0.05）。结论：在支架模体扫描中，浓度 6.59mgI/ml下采用 60KeV 单能

量重建，扫描图像总体主、客观图像质量较好，支架内径测量结果更接近于真实内径。  

 

 
PU-0409 

HRCT 对矽肺合并肺结核的诊断价值分析 

 
劳长娣,骆锦河 

广州市民政局精神病院 510430 

 

【摘要】目的：探讨矽肺合并肺结核患者 HRCT的影像学特征。方法：回顾性分析 60例已确诊

矽肺合并肺结核患者的临床资料及 HRCT完整影像学资料。结果：HRCT能较清楚显示结核病

灶，矽肺结节，纤维化块，网状阴影及其他的合并症。其中 I期矽肺 13例，II期矽肺 25

例，II期
+
12例，III期矽肺 10例。结核病灶多位于双侧肺尖及下叶各基底段，以渗出性病变

为主，伴有纤维条索、干酪样钙化、空洞形成。结论：HRCT 在矽肺合并肺结核显示病变清

楚，检出率高，定位准确，有重要的的诊断价值，可作为传统 X线检查最有效的补充检查手

段。 

   

 

 
PU-0410 

 胸部恶性纤维组织细胞瘤的影像学表现 

 
赵如贞,郭若汨,康庄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522000 

 

 目的 探讨胸部恶性纤维组织细胞瘤的影像学表现。方法 回顾性分析 5例已经经病理证实为

恶性纤维组织细胞瘤患者的影像资料，3例曾行过 CT，2例曾行过 MRI检查。 结果。4例来自

于肺内： 2例呈边缘明显强化方式，1例强化不明显，1例呈不均匀强化。2例患者发现有周

围组织侵犯；1例发现转移；2例患者发现有囊变、液化坏死、出血改变。2例行过 MR 检查患

者 MRI示：肿瘤 T1WI、T2WI 上均呈中等信号，信号强度不均匀，可见液化、坏死、出血。1

例来自于胸膜：未行增强扫描，表现为胸壁多发结节、肿块，边界清，尚光整。结论 尽管恶

性纤维组织细胞瘤的影像学表现具有多样性，但是对于胸部恶性纤维组织细胞瘤的定位、病变

范围及周围组织侵犯情况的评价，CT和 MRI却起着越来越不可估量的作用。  

 

 

PU-0411 

CT evaluation of association between pericardial fat 

volume and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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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 Hongyu,Jianlin Wu,Alias Sajay 

Affiliated Zhongshan Hospital of Dalian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Dalian， 

Liaoning， China 116000 

 

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pericardial fat volume and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using computed tomography (CT). 

  

Material and methods: In this study for January 2015 to August 2016, we included 

117 CT coronary angiography studies of which 62 cases were males and 55 were 

females. Mean age of male subjects were 60.44 with a standard deviation of 12.36 

and females were 64.2 with a standard deviation of 10.09. The youngest subject was 

a male of 27 male and oldest was 91 year male. Female subjects were aged between 

44 to 86. Both the presence of coronary calcium score and coronary artery stenosis 

wer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as positive radiological findings of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The scans were taken using Siemens somatom definition flash with 120 kVp , 

5 mm slice thickness and mAs according to the patients BMI. The scans were 

obtained in diastolic phase with the patient in supine position. Contrast agent 

used was visipaque, injected from the central vein of elbow, with a rate of 4.7-

5ml/s, and 1ml/kg contrast was used. Pericardial fat volume was measured in 

Seimens Somatom syngo volume analysis software. The area of interest was taken as 

the areas of pericardial fat around the main coronary arteries, and the threshold 

HU was kept between -30 to -190 HU, The pericardial fat volume was calculated 

twice and average was taken to reduce the error associated with manual delineation. 

Coronary artery stenosis was assessed visually by two experienced radiologist and 

categorized to mild ( <50%), moderate (50-75%), severe (>75%).coronary artery 

calcium score ( agatson score ) was calculated using siemens calcium score 

analysis software by an experienced radiologist. Each coronary artery was selected 

and the sum of all the calcium score of all the arteries is taken as total 

coronary calcium score. The data was written in excel format. All the statistics 

was done in SPSS 16.0 software. Pearson product moment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for 

pericardial fat and calcium score ,spearman’s rank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for 

correlating pericardial fat volume with coronary artery stenosis and student t-

test were performed using a two sided level of 0.05. 

  

Results: The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117 CT coronary angiography scans revealed 

74 (63.24%) cases with positive findings for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either having 

coronary calcification or coronary artery stenosis. 50 out of the 74 cases had 

positive coronary calcification (67.56%) and 70 cases showed some degree of 

coronary artery stenosis (97.22%). 48 cases (66.66%) had both calcification and 

stenosis. Mean pericardial fat volume in males was 90.94 cm
3
 with a standard 

deviation of 36.64 and in females was 81.73 cm
3
 with standard deviation of 38.99. 

Pericardial fat volume was observed to be higher in males than in females. The 

statistical studies revealed that there is a strict correlation between 

pericardial fat volume and coronary calcium score (p=0.021). There was no 

correlation between pericardial fat volume and stenosis in total (p=0.083), 

however anova test done for different arteries showed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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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icardial fat volume and stenosis in right coronary artery (p=0.003) and 

circumflex artery (p=0.002). Strong correlation was also revealed between age and 

pericardial fat volume (p<0.05). Mean calcium score was 318.2 in males with a 

standard deviation of 719.57 and 104.92 in females with a standard deviation of 

261.78. Males were found to have more calcified plaques than females (p=0.04). 

Coronary artery stenosis was found to have a strong correlation with coronary 

calcium score (p<0.001). A significant linear correlation was seen with age and 

the coronary calcium score (p<0.05). Out of all the positive cases, Left anterior 

descending artery was found to have the most calcified plaques as well as non 

calcified soft plaque (89%) causing stenosis. right coronary artery (63.51%) was 

the second to be affected following it the circumflex arteries (40.54%) and 

finally the left main coronary artery ( 10.81%) was involved. 

  

Conclusion: pericardial fat volume is stongly associated with coronary artery 

calcification and thereby can be considered as a predictor or a risk factor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in the high risk population. Futher 

studies in this field is warranted so that assessment of pericardial fat volume 

can be added as a routine diagnostic tool in cardiac CT. 

   

 

 
PU-0412 

256 层 ICT 支气管树靶重建在炎症型肺泡癌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方圆,李天然,唐军,刘刚,李明,徐启明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 100048 

 

目的：探讨 256层 ICT支气管树靶重建在炎症型肺泡癌诊断中的应用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

20例炎症型肺癌患者 256层 ICT支气管树靶重建结果。结果：17例患者中病变内均可见支气

管相，支气管走形僵直、不规则狭窄 15例，支气管壁增厚 12例，管腔内结节 8例。结论：

256层 ICT支气管树靶重建能清楚地显示支气管走形、形态及管壁厚度、是否有壁内结节；在

炎症型肺癌的诊断与鉴别诊断中具有重要价值。 

   

 

 

PU-0413 

256 层螺旋 CT 在左心耳封堵围手术期的应用价值 

 
吴磊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430071 

 

房颤是临床上最常见的心率失常之一,其最严重并发症为血栓栓塞所造成的脑卒中。而长期服

用华法林等抗凝药物的疗效有限，经导管左心耳封堵术可以有效的预防脑卒中的发生。术前经

螺旋 CT检查对判断左心耳有无血栓及对左心耳的形态、分叶情况及空间位置的准确评估，对

手术有重要的指导价值。同时，在术后可以用来评估左心耳封堵术的效果。 

目的：经 256层螺旋 CT在左心耳封堵围手术期的应用价值。方法：收集 2013年 8月- 2017

年 5月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54例非瓣膜性房颤并拟行左心耳封堵术的病人术前经 256层螺旋 CT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2809 

 

结果及术中.结果:患者总数 54例,其中女 28例,男 26例,年龄(54.3±4.9)岁.54例病人 256

层螺旋 CT发现左心耳血栓 5例，根据 CT结果将左心耳形态分为以下 4型:鸡翅型(20例,37.0

％),风向标型(19例,35.2％),菜花型(9例,16.7％),仙人掌型(6例,11.1％)，反鸡翅型（1

例，1.9%）。根据 CT结果将左心耳口形态分为三种类型:椭圆形(47例,87.0％),类圆形(4

例,7.4％),水滴形(3例,5.6％)。术中经导管左心耳封堵失败 3例，一例左心耳为反鸡翅型，

鞘管难以到达左心耳口，另两例为选择的封堵器型号较小，封堵器脱落。术后 256排螺旋 CT

评估左心耳封堵效果发现 2例封堵器周围残余分流，分流束大于 0.4cm。 

结论:术前行 256层螺旋 CT 可在左心耳封堵术前较好的检查出左心耳血栓患者并可在术前提供

更多更准确左心耳解剖分型和信息。而且，术后可检测封堵器周围有无残余分流及评估封堵器

压缩比，为左心耳成功封堵提供了更好的保证。  

 

 
PU-0414 

Feasibility of Free-breathing Coronary CT Angiography 

 
zhang zhuolu,Liu Zhuo,Hong Nan,Sun Ye,Chen Lei 

Peking University People's Hospital 100044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feasibility of CCTA during free-breathing using 256-MDCT. 

 

Methods 

In 80 patients who underwent CCTA, 40 cases were performed during breath-holding 

(group A), and the remaining 40 cases were scanned during free-breathing (group B). 

The scanner recorded electrocardiogram of up to 10s before scanning, and selected 

exposure phase according to the heart rate. Acquisition windows for low (＜65 bpm), 

high (＞80 bpm) and intermediate HR were at 70%–80%, 40%–55%, and 40%–55%+70%–

80% of the R-R interval, respectively. Image quality was independently evaluated 

by two experienced readers using a 3-point scale (3: no artifact; 2: artifacts 

without interference on diagnosis; 1: artifacts interfere with diagnosis). The 

image noise, signal-to-noise ratio (SNR) and effective radiation dose (ED) as well 

as the heart rate difference between planning and scanning period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noise, SNR and ED we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The 

mean heart rat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scan planning and during scanning for group 

A was7±7.6bpm, and larger than 3±2.6bpm for group B (p=0.012). Quality score for 

the free-breathing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breath-holding group (group 

A：2.55±0.64，group B：2.85±0.36，p=0.018). 

 

Conclusion 

HR fluctuation is the main reason for failure. Free-breathing CCTA is feasible on 

a wide coverage CT scanner to provide acceptable image quality with reduced heart 

rate fluctuation and better image for certain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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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415 

宝石能谱 CT 在不同狭窄程度冠状动脉体膜狭窄率评估的探讨 

 
高万军,苗振伟 

天津市宝坻区人民医院 301800 

 

目的：对不同狭窄程度的冠状动脉体膜行宝石能谱成像（GSI-70keV）及标准 CT血管成像

（SCTA），判断能谱 CT评估冠状动脉体膜狭窄程度的准确性，为临床能谱 CT冠状动脉成像提

供理论依据。对象和方法：将不同狭窄程度的冠状动脉体膜（狭窄程度分别为 25%、50%、

75%）固定于模拟的左心室上。使用 GE宝石能谱 CT对冠状动脉体膜行宝石能谱成像（GSI-

70keV）及标准 CT血管成像（SCTA）。分别在轴位上测量不同狭窄程度冠状动脉体膜的正常管

腔直径及狭窄管腔直径，狭窄率=狭窄管腔直径/正常管腔直径。使用 student t检验比较

GSI-70keV与 SCTA两种图像在不同狭窄程度冠状动脉体膜测量狭窄率上的区别。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果：GSI-70keV与 SCTA 两种图像测量不同狭窄程度冠状动脉

体膜狭窄率分别为（25%体膜：0.22±0.05，0.33±0.08；50%体膜；0.52±0.06，

0.56±0.09；75%体膜：0.69±0.04，0.,66±0.04）。二者间在测量 50%狭窄的冠状动脉体膜

时差别有显著差异（t =4.62，P＜0.04），且 GSI-70keV图像略优于 SCTA图像；二者间在测

量 25%、75%狭窄的冠状动脉体膜时差别无显著差异（t =0.48，P＞0.49；t =0.04，P＞

0.85），结论：GSI-70keV 图像测量冠状动脉体模狭窄率略高于 SCTA图像。   

 

 
PU-0416 

夹层动脉瘤对分支血管影响的 CTA 表现 

 
惠中义 

天水市第二人民医院 741020 

 

回顾性分析了 72例 DebakeyⅠ、Ⅲ型主动脉夹层患者的胸腹主动脉计算机体层摄影血管造影

(CTA)图像资料，按照分支血管血液来源及管腔有无狭窄进行分类，总结夹层动脉瘤对分支血

管影响的 CTA表现形式。 

   

 

 

PU-0417 

两上肺机化性肺炎的 CT 和 PET-CT 表现及鉴别诊断 

 
蒙秋华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510120 

 

 探讨发生在两上肺的机化性肺炎的螺旋 CT及 PET-CT特征以提高对其的诊断及鉴别能力。方

法 对 83例经手术病理证实的两上肺机化性肺炎螺旋 CT表现及其中 7例 PET-CT进行回顾性分

析，探讨病变的发生部位、形态、大小、边缘、密度、增强及糖代谢水平等影像学特征。结果 

病变在肺野外、中、内带均有发生，病灶呈团块、结节、不规则条片态及楔形等多种形态，以

长轴/短轴比值平均>1.7的不规则条片状及楔形最具特征，边缘多毛糙、模糊，78例（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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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可见长、短毛刺，38例（46%）出现胸膜增厚或牵拉，22例（27%）平扫病灶内出现单或

多发类圆形透亮区，5例（6%）出现形态不规则空洞，增强后平扫出现的类圆形透亮区均无强

化，8例出现单、多发类圆形无强化低密度或蜂窝状改变，仅 3例呈现环形强化，实变区域以

明显强化为主且有延时强化趋势，部分病例内出现完整的肺血管树影。7例 PET-CT均有不同

程度糖代谢增高，均值达 10。结论 胸膜下楔形实变影或不规则长条片影，内有多发小圆形透

亮区/无强化区和完整的肺血管影，相邻胸膜条带状增厚，糖代谢水平不同程度增高是上肺机

化性肺炎 CT及 PET-CT常见表现，加深对这些特点的认识，能提高其诊断性准确性及尽量避免

误诊。 

   

 

 
PU-0418 

Association between serum uric acid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ronary plaque burden: Assessment 

with coronary CT angiography 

 
Ruiyi Tan,Hong Nan,Du Xiangke 

Peking University People’s Hospital 100044 

 

Objective: It is controversial whether serum uric acid (UA) is an independent risk 

factor for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CVD).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serum UA level and coronary plaque burden 

characteristics evaluated by coronary CT angiography (CCTA). Methods: In total, 

1315 patients who underwent CCTA were divided into the hyperuricemia group and 

normal serum UA group according to their serum UA level and stratified by gender. 

The low-attenuation plaque volume (LPV) and total plaque volume (TPV) were 

separately measured in each main coronary artery. The correlation of serum UA or 

hyperuricemia with coronary plaque burden was assessed using multivariate-adjusted 

and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es. Results: The TPV and LPV significantly differed 

between males and females (P < 0.0001 each). The TPV values were higher in female 

subjects with hyperuricemia than in subjects without hyperuricemia (P = 0.0124). 

The serum UA level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the TPV in both genders (β = 

0.4231 and P = 0.0441 for males and β = 0.4996 and P = 0.0149 for females). 

However, the serum UA and LPV did not correlate with either gender after adjusting 

for multivariates. Conclusion: The serum UA level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the coronary TPV in both genders. However, the serum UA was not associated 

with the LPV. We found that the serum UA may play an independent role in the 

pathophysiology of total plaque burden. 

Objective: It is controversial whether serum uric acid (UA) is an independent risk 

factor for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CVD).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serum UA level and coronary plaque burden 

characteristics evaluated by coronary CT angiography (CCTA). Methods: In total, 

1315 patients who underwent CCTA were divided into the hyperuricemia group and 

normal serum UA group according to their serum UA level and stratified by gender. 

The low-attenuation plaque volume (LPV) and total plaque volume (TPV) were 

separately measured in each main coronary artery. The correlation of serum UA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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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peruricemia with coronary plaque burden was assessed using multivariate-adjusted 

and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es. Results: The TPV and LPV significantly differed 

between males and females (P < 0.0001 each). The TPV values were higher in female 

subjects with hyperuricemia than in subjects without hyperuricemia (P = 0.0124). 

The serum UA level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the TPV in both genders (β = 

0.4231 and P = 0.0441 for males and β = 0.4996 and P = 0.0149 for females). 

However, the serum UA and LPV did not correlate with either gender after adjusting 

for multivariates. Conclusion: The serum UA level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the coronary TPV in both genders. However, the serum UA was not associated 

with the LPV. We found that the serum UA may play an independent role in the 

pathophysiology of total plaque burden. 

  

   
 

 
PU-0419 

HIV 阴性患者肺隐球菌病的 CT 特征与临床特点相关性分析 

 
陈秀珍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510630 

 

 

目的：分析 HIV阴性患者的肺隐球菌病的 CT特征与临床特点的相关性。 

  

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 16例证实 HIV阴性的隐球菌肺炎患者的临床数据。患者均行多排螺旋

CT扫描。7例患者表现为结节和肿块影，而无 GGO影和实变影；9例患者表现为 GGO影和实变

影；分别分析他们的临床特点。  

结果：81.2%的患者均免疫功能受损，其中 6名患者无任何症状。大部分 CT表现单发或多发结

节（87.5%）、磨玻璃影(42.9%)和实变影(18.8%)，大部分病灶并在位于下叶。CT表现为 GGO

或实变影的患者血红蛋白(12.0 [8.9-16.5] vs 8.4 [4.4-14.9])和血小板计数(24.6 [10.2-

36.0] vs 8.4 [1.4-30.3])明显低于无 GGO影和实变影的患者。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宿主

状态、体重指数、始发症状、HbA1c、白细胞数、淋巴细胞数、白蛋白、血沉、C反应蛋白和

IgG 上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HIV阴性的患者感染隐球菌肺炎时，当临床表现为贫血和血小板减少症时，CT上多表现

为 GGO和实变影。   

 

 

PU-0420 

矽肺的 X 线及 CT 影像表现 

 
杨于兵,沈朱盈,缪心耀,周小青 

苍南县人民医院 325800 

 

目的 分析矽肺病人的 X线平片与 CT影像征象，提高诊断水平。 方法 回顾性对比分析 210例

已确诊为矽肺病人的 X线胸片与螺旋 CT的影像表现。 结果 210例矽肺患者均有不同程度矽肺

样改变，双肺弥漫性分布的小结节影，仅少数病例小结节影孤立存在，大部分结节或融合呈较

大结节，或融合成团状，以两上肺近肺门处为著，另外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伴有肺结核、肺气

http://zzk.39.net/zz/quanshen/5021c.html
http://jbk.39.net/keshi/neike/huxi/4fa92.html
http://jbk.39.net/keshi/neike/huxi/48ed2.html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2813 

 

肿、间质纤维化、肺内感染、气胸、肺大泡及肺肿瘤等并发症。这其中以肺结核为最常见，表

现为两上肺斑片状、点状、结节状、条索状密度增高影，部分空洞形成，伴有胸膜肥厚或胸腔

积液，也可引起支气管扩张或肺不张。CT对弥散性分布矽肺小结节，纵隔淋巴结肿大、钙

化，胸膜增厚粘连、肺气肿、气胸、大结节影检出率高于 CR片。结论 在以 X线胸片为依据的

矽肺诊断中，CT是诊断矽肺的一种十分有价值的补充。 

   

 

 

PU-0421 

心脏磁共振成像对酒精性心肌病诊断及预后评估的价值 

 
牛衡,吴江,杨朝慧,朱丽娜,张霞 

山西省心血管疾病医院 30001 

 

【摘要】目的 探讨心脏磁共振（CMR）对酒精性心肌病(ACM)的诊断及心肌对比剂延迟强化

（LGE)对酒精性心肌病患者预后评估的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 36例临床诊断为 ACM的患者，

对所有患者行 CMR，根据是否出现 LGE将患者分为 LGE（+）组及 LGE（-）组。对所有患者进

行随访，并对两组患者随访期间出现的心脏不良事件进行生存分析；将饮酒时间、LGE、左心

室舒张末期容积、左心室收缩末期容积、左心室射血分数、心力衰竭出现时间纳入多因素 COX

比例风险模型，分析心脏不良事件的预测因子。结果 男性患者 30例，女性患者 6例。心腔扩

大合并室壁运动异常 22例，其中室壁变薄 18例，室壁对称性增厚 4例；单纯心腔扩大 5例；

单纯室壁运动异常 2例；大致正常 5例。LGE（＋）组 24例，LGE（－）组 12例，共 9 例发生

心脏不良事件，LGE（＋）组发生率 [31.81％(7/24)]显著高于 LGE（－）组 [16.66％

(2/12)，Ｐ＝0.03］。LGE 是心脏不良事件的强预测因子（风险比值：5.86，Ｐ＝0.03）。结

论 心脏磁共振（CMR）对酒精性心肌病(ACM)的诊断有一定价值，心肌对比剂延迟强化（LGE)

在酒精性心肌病患者的预后评估中有一定意义。 

   

 

 
PU-0422 

胸骨结核的 CT 诊断与临床价值 

 
和燕斐

1
,张建勇

2
,杨瑞

1
 

1.河南省胸科医院 

2.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摘要】目的 探讨胸骨结核的 CT特征表现及其临床应用价值。资料与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8-2017年间本院 12例经胸骨穿刺活检或手术病理证实、9例经抗结核治疗有效并治愈证实

共计 21例的胸骨结核病患者的影像及临床资料：其中男 8例，女 13例，年龄 20～68岁。全

部患者行常规胸部 CT平扫，6例行平扫及增强扫描，通过 MPR多平面重建图像、VR三维成像

观察，明确胸骨破坏的部位、类型、程度、范围，了解是否伴发死骨、胸壁软组织肿胀、寒性

脓肿、钙化、窦道，邻近肋骨及胸锁关节有无受累，是否合并肺结核及结核性胸膜炎，是否合

并肺外结核。结果 本组 21例患者均有不同程度的溶骨性骨质破坏、软组织肿胀，其中胸骨

柄受累 18例，胸骨体受累 9例，胸骨柄及胸骨体均受累 15例，死骨形成 18例，胸壁软组织

肿胀 16例：内伴脓肿 13例、内伴钙化 10例，胸壁瘘道形成 2例，邻近胸锁关节受累 2例，

伴肋骨结核 2例，伴胸锁关节结核 1例，伴椎体结核 2例，伴肺结核 12例，伴结核性胸膜炎

http://jbk.39.net/keshi/neike/huxi/48ed2.html
http://zzk.39.net/zz/quanshen/50511.html
http://jbk.39.net/keshi/waike/xinxiong/4dc5e.html
http://cancer.39.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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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例，伴淋巴结核 6例。结论 胸骨结核 CT影像表现具有一定特征性，结合病史特点，可为

临床早期诊断与治疗、疗效评价、指导手术方案等提供有效信息，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PU-0423 

宝石能谱 CT 鉴别孤立性肺结节的研究 

 
陈松 

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637000 

 
目的：探讨宝石能谱 CT 成像在鉴别肺结节良恶性中的价值。方法：收集我院 2015 年 1 月至 2017

年 1 月行宝石能谱 CT 增强扫描的 134 例肺结节患者，其中肺癌组 79 例、良性组 55 例，测量动、

静脉期病灶的碘浓度（IC）、标准化碘浓度（NIC）、能谱曲线斜率（λHU）、单能量 CT 值、对

2 组间上述参数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或秩和检验，进行 ROC 曲线分析。 结果：2 组病变动、静脉

期的 IC、NIC、单能量 CT 值及 λHU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静脉期 NIC>0.325 及

NIC>0.298 时鉴别肺炎性肿块与肺结核、肺癌与肺结核的灵敏度分别为 95.0％、97.4％，特异度

分别为 85.0％、75.0％。 结论：运用宝石能谱 CT 能谱成像的多参数定量分析可以鉴别肺结节的

良恶性，值得进一步推广应用。  

 

 

PU-0424 

肺毛霉菌病的 CT 及正电子发射计算机体层成像-CT 成像 

 
许尚文,陈自谦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 350025 

 

目的：探讨肺毛霉菌的 CT及 PET-CT表现，提高其诊断的准确率。  

方法：回顾性分析 14例经手术或穿刺病理证实的肺毛霉菌病的胸部 CT及 PET-CT表现。所有

患者均行 MSCT平扫，10例行多期增强扫描检查，其中 3例同时行氟代脱氧葡萄糖(18F-

FDG)PET-CT检查。  

结果：13例患者肺内建多发斑片影，伴厚壁空洞 9例（26 个）、肺动脉栓塞 4例；仅 1例表

现为肺内孤立性不规则肿块。病变侵犯临近支气管 3例、胸腔少量积液 4例，肺门及纵隔均未

见明显肿大淋巴结影。增强扫描病灶实行部分增强较明显，平均增加（25±8）HU。PET-CT表

现：1例病灶呈斑片状异常放射性浓聚，2例呈不规则环形的异常放射性浓聚，最大标准化摄

取值（SUVmax）分别为 6.2、4.6和 3.6。  

结论：肺毛霉菌病的影像表现呈多样性，缺乏特征性表现。影像表现为多发厚壁空洞，合并肺

动脉栓塞或侵犯支气管时应考虑到本病可能。  

 

 

PU-0425 

探讨四种肿瘤标志物联合在肺癌诊断中的应用 

 
萨姆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41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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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血清癌胚抗原(CEA)、细胞角蛋白 19片段 21-1( CYFRA21-1)、神经元特异性烯醇

化酶(NSE)和糖类抗原 125(CA125)在肺癌患者中的水平及其在肺癌鉴别诊断中的临床价值。 

方法:随机选取 52例肺癌患者 40例良性肺部感染者、40名健康体检者,分为肺癌组、对照组

及健康组。采用电化学发光法对三组人群的 CEA、CA125、NSE和 CYFRA21-1进行检测分析。 

结果:四种肿瘤标记物水平肺癮组均明显高于对照组以及健康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CEA、 

CA125、NSE 和 CYFRA21-1 单项检测对肺癌组的敏感度分别为 4423%、38.46%、42.31%和 5192%,

四项标记物联合检测敏感度为 86.54%;CEA和 CA125在腺癌中表达显著高于小细胞肺癌和鳞状

细胞癌(P≤0.05); CYFRA21-1在腺癌和鳞状细胞痼中表达明显高于小细胞癌(P<0.05);NSE 在

小细胞肺癌中表达较高。 

结论:四种肿瘤标记物在肺癌诊断中分别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可为肺癌的鉴别诊断提供参考依

据,联合检测可显著提高肺癌诊断的灵敏度和准确度,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PU-0426 

高负荷急诊工作中急性主动脉综合征的征象识别、诊断要点

及检查规范 

 
胡晓云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人民医院 214023 

 

目的：急性主动脉综合征（AAS）属最重要的危急值，常常发现于高负荷的急诊工作中，且易

漏诊或被忽视，从而容易导致不必要的医疗差错与纠纷，因此，重视并提高 AAS的相关知识是

精准诊断 AAS的基础。本文旨在探讨 AAS的形成机理、征象特点、诊断要点、检查规范及技术

选择，以及在急诊工作中易漏诊的常见原因，以期提高 AAS的发现能力，以及提高危急值的应

对能力，指导血管外科及时处理。 

方法：分析 AAS的概念、征象识别进展以及征象交集、转归的临床意义，归纳 AAS的诊断要

点；比较常用影像检查手段的优缺点以及实际工作中筛/复查 AAS的技术选择。急诊工作中常

规 CT平扫及常规增强情况下 AAS的漏诊原因分析。 

结果：主动脉瘤、主动脉夹层及穿透性溃疡是主要 AAS 的病因，三者之间征象不仅有较多重

叠、交集，也可有相互转化、转归，正确识别关键征象不仅利于准确诊断与鉴别诊断，同时也

利于认识 AAS演变的动态过程。多层 CT增强血管成像（CTA）由于快速、便捷性，成为首选的

急诊检查工具，尤其是心电门控的大视野、大螺距 CTA技术能够提供精确的一站式诊断信息；

磁共振血管成像（MRA）适用于非急诊状态下的随访复查与疗效评估。影像诊断报告需提供规

范的诊断要点、测量数据，利于血管外科术前治疗方案的制定。无对比剂 MRA技术正逐步取得

进展，是 AAS诊断的重要补充。急诊工作中关键征象的忽视/缺失、工作负荷与强度、工作细

心与认真状态是急诊检查时 AAS漏诊的三大原因。 

结论：正确认识 AAS的关键征象有助于及时准确诊断 AAS；CTA能够提供快速的一站式诊断信

息，是首选的筛查工具。心电门控的大视野、大螺距 CTA全景扫描技术成为发展趋势。MRA技

术是筛查 AAS重要的补充，更适用于 AAS治疗后的随访与评估。工作经验与细心认真是急诊工

作中 AAS能否及时处置的最重要原因。  

 

 

PU-0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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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alue of 16cm wide-detector CT in Coronary CT 

Angiography with Cardiac Arrhythmia 

 
chen yuhuan

1
,He Taiping

1
,Hu Zhijun

2
 

1.Shaanx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2.Changan Hospital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value of the 16cm wide-detector CT scanner in CCTA for 

patients under free respiration and with cardiac arrhythmia. 

MATERIALS AND METHODS: A total of 72 patients for CCTA were scanned on a 

16cmwide-detector CT (GE Revolution). These patients had heart rate fluctuation 

≥ 7bpm and were further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Group A (n=32, 7bpm≤HR 

fluctuation≤10bpm) and group B (n=40, HR fluctuation>10bpm). CCTA used 100kVp 

tube voltage, automatic tube current for noise index of 25. All scans 

were acquired in one heart beat with bolus-tracking, automatic triggering 

technique and the cardiac phases were set by the scanner based on measured 

patient heart rate. Images were reconstructed using adaptive statistical iterative 

reconstruction (ASIR-V) at 50% strength. The Smartphase technique was used to 

automatically select the best reconstruction phase and the Snapshot Freeze (SSF) 

motion correction algorithm was applied to this phase to reconstruct the final 

coronary artery images. 2 radiologists with 8 years of cardiovascular experience 

assessed the image quality based on the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AHA) modified 

13-segment classification and a 5-point subjective ratings（5 scores；5: best, 

1: worst, ≥ 3 scores diagnosable). The subjective image quality scorer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statistically compared using the rank sum test of non-ranked date. 

Results: The mean heart rate of the two groups were similar (74.6±16.2bpm vs. 

74.4±20.6bpm). However, Group B had significantly higher heart rate fluctuations 

than Group B (38.8±34.0bpm vs. 8.1±1.0bpm, p<0.05),; All images were acceptable 

for clinical diagnosis. Compared with Group A, the image quality scores decreased 

slightly (3.89±0.62 vs. 4.05±0.57) and radiation dose increased slightly 

(2.8±1.3mSv vs. 2.4±1.1mSv) due to the automatic extension of the covered 

cardiac phases in Group B. However, both differences we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Conclusion: 16cm wide-detector CCTA with one beat acquisition and motion 

correction provides good cardiac images independent of patient heart rhythms. 

   

 

 

PU-0428 

Reduce the amount of Contrast dose reductionagent in 

coronary CT angiography on 16cm wide-detector CT with 

optimizreduced contrast agent injection time method: 

Revolution CT primary application 

 
chen yuhuan

1
,He Taiping 

1
,Hu Zhiju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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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haanx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2.Changan Hospital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contrast agent injection time on coronary 

artery image quality in coronary CT angiography (CCTA) with wide-detector CT. 

MATERIALS AND METHODS: A total of 40 patients underwent CCTA on a 16cm wide-

detector Revolution CT with 100kVp tube voltage and automatic tube current 

modulation for noise index of 21HU. The contrast agent iopamidol (370mg/ml) was 

used at a dose rate of 25mgI/kg/s.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based 

on the injection time: Group A (n=20 with standard 12s injection time) and Group B 

(n=20, 8s) The CT value and standard deviation in the lumen of the ascending aorta, 

right coronary artery, left anterior descending branch, proximal lumen of LCX and 

adjacent tissue were measured to calculate the contrast-to-noise ratio (CNR) and 

signal-to-noise ratio (SNR) for arteries. Two imaging radiologists with 

cardiovascular diagnosis experience over 8 years assessed image quality 

independently for subjective score using a 5-point scoring system (5: best, 1: 

worst, ≥ 3: diagnosable). Measurement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using 

T test or rank sum test.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age, heart rate and body mass 

index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The CT number, SNR, CNR, effective dose and 

subjective score of the two groups were statistically the same (p>0.05).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contrast dose between group A (61.6±8.2ml) and group 

B (42.5±6.2ml) (P<0.05), a reduction of about 30%. 

CONCLUSIONS: Reduction of contrast injection time from the conventional 12s to 8s 

in CCTA with 16cm wide-detector CT effectively reduces contrast dose by 30% while 

maintaining image quality. 

   

 

 
PU-0429 

单指数、双指数及拉伸指数模型扩散加权成像参数诊断食管

癌的价值 

 
杨慧,李筱倩,张宪臣,朱建忠 

泰山医学院附属医院 271000 

 

目的 探讨单指数、双指数及拉伸指数模型 DWI各参数对食管癌的诊断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36例食管癌患者影像资料。患者均行磁共振常规序列、动

态增强 MRI及多 b值 DWI扫描。测量记录食管癌与周围正常食管壁单指数模型参数（ADC

值）；拉伸指数模型参数（扩散分布指数 DDC值）；双指数模型参数，包括慢速扩散 ADC 值

（ADC-slow）、快速扩散 ADC值（ADC-fast）和灌注分数（f）。通过独立样本 t 检验或

Mann-Whitney U检验比较两组各参数差异。采用 ROC曲线评价各参数鉴别食管癌与周围正常

食管壁的效能。 

结果 食管癌组 ADC 值为(2.19+0.61)×10
-3
mm

2
/s， ADC-slow值为(1.02+0.18)×10

-3
mm

2
/s，

ADC-fast值为(11.36+5.71)×10
-3
mm

2
/s，f(%)值为 0.46+0.13，DDC值为（1.63+0.40）×10

-

3
mm

2
/s；正常对照组 ADC 值为(2.30+0.74)×10

-3
mm

2
/s， ADC-slow值为(1.16+0.15)×10

-

3
mm

2
/s，ADC-fast值为(10.24+3.66)×10

-3
mm

2
/s，f(%)值为 0.57+0.12，DDC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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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9+1.63）×10
-3
mm

2
/s。食管癌组和正常对照组的 ADC-slow、f、DDC值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P均<0.05）。ADC-slow、f和 DDC值诊断食管癌组、正常对照组的 ROC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73、0.74和 0.78。ADC-slow、f和 DDC的诊断阈值分别为 1.06×10
-3
mm

2
/s、49.7%、

2.06×10
-3
mm

2
/s。 

结论 双指数及拉伸指数模型参数对食管癌诊断具有较大价值。 

  

   

 

 
PU-0430 

双源 CT 冠脉成像对冠状动脉先天变异的诊断价值 

 
汤漪凡 

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 300170 

 

目的：探讨双源 CT 冠状动脉成像技术对冠状动脉先天变异(CCA) 的诊断价值。 

方法：选取 2014-2016年的 1006例病例行冠脉 CTA检查，然后将薄层重组数据传输至工作

站，采用最大密度投影、曲面重建、容积再现和多平面重组的方法行图像后处理。 

结果：在 1006例 CTA检查中冠脉先天变异的有 187例，检出率为 2.58%，其中起源异常的有

23例，走形异常的有 160例，终止异常的有 4例。 

结论：许多冠脉先天变异是良性的，但是少部分可伴有心肌缺血和突然死亡。冠状动脉造影是

诊断冠状动脉疾病的金标准，但为有创性检查，难以显示变异血管与主动脉、肺动脉及左心房

的三维解剖关系，对变异血管检出率较低；对变异冠状动脉需多种非标准投照体位，造影剂用

量、辐射剂量及血管损伤并发症发生率等较高，部分患者因操作困难可能会造成误诊。 

而双源 CT 冠状动脉成像既能显示冠状动脉腔，又能通过各种后处理技术直观立体地显示异常

血管与周围大血管的关系，是冠状动脉造影无法比拟的，因此可以提高临床诊断的准确率，为

治疗打下基础。  

 

 
PU-0431 

增强 CT 联合 EBUS-TBNA 在纵隔淋巴结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钟海红,冼建忠 

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 519000 

 

目的 探讨增强 CT指导支气管内超声引导针吸活检术（endobronchial ultrasound-guided 

transbronchial needle aspiration，EBUS-TBNA）在明确肺门或纵膈肿大淋巴结病理性质诊

断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82 例患者分为 2 组，增强组为术前行胸部增强 CT检查，发现最可疑

病灶，确定位置，EBUS-TBNA 中直接进入靶目标，进行穿刺；常规组术前未行增强 CT检查，

术中寻找病灶，进行穿刺活检。比较两组活检时间、穿刺淋巴结个数与成功率、确诊率。结果 

增强组在检查时间与穿刺淋巴结个数上小于常规组，差异明显有统计学意义（P<0.001），而

在成功率与确诊率上两者相似（P>0.05）。结论 EBUS-TBNA 在纵膈淋巴结诊断中有重要的价

值，而术前联合增强 CT指导可减少检查时间与穿刺淋巴结个数，减轻患者痛苦与费用。 

   

 

 
PU-0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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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性肺淋巴上皮瘤样癌 CT 表现（附 11 例报告及文献复

习）  

 
周宙 

深圳市人民医院 518020 

 

目的 探讨原发性肺淋巴上皮瘤样癌(LELC) CT表现。方法 回顾性分析 11例经病理证实为

原发性肺 LELC患者的临床及影像资料，并文献复习。所有患者术前均行胸部 CT平扫及增强扫

描。结果 中央型 6例，周围型 5例，最大径约 1.4-7.9cm，平均(4.5±2.2 )cm。4例呈圆形

或类圆形，7例呈分叶状，9例肿瘤轮廓光滑，边界清晰，1例肿瘤边缘可见毛刺,1例见胸膜

牵拉凹陷征。平扫 8例肿瘤为均匀等密度，3例见斑片状低密度区，均未见空洞形成，增强后

肿瘤呈均匀或不均匀强化，5例出现斑片状坏死，4例伴“包绕血管征”。5例见肺门、纵

隔、隆突下淋巴结肿大，肝转移 2例，1例 ECT骨扫描证实有骨转移。结论 原发性肺淋巴上

皮瘤样癌 CT表现具有一定特点，诊断需要与其他肺部肿瘤鉴别，确诊依靠病理学检查。 

   

 

 
PU-0433 

西门子 AS+128 层 CT 冠脉成像诊断左心室室壁瘤的临床价值 

 
范建锋,李书一,刘焱 

镇平县人民医院 474250 

 

目的：探讨西门子 AS+128层 CT冠脉成像在诊断左心室室壁瘤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回顾性地分析经西门子 AS+128层 CT冠脉成像诊断的 53例左心室室壁瘤患者，并与彩

色多普勒超声（RT-3DE）、磁共振成像、数字减影血管造影检查结果对照。 

结果：本组 53例中，西门子 AS+128层 CT冠脉成像诊断左心室室壁瘤准确率为 96%，检出率

为 100%。 

结论：彩色多普勒超声、数字减影血管造影、西门子 AS+128层 CT冠脉成像在诊断左心室室壁

瘤的过程中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西门子 AS+128层 CT冠脉成像以其独特的优势，可作为

本病影像学检查的必要手段。  

 

 
PU-0434 

前纵隔静脉性血管瘤影像表现一例 

 
蔡兆诚

1
,李洪杰

2
,朱瑞萍

1
,于晶

1
 

1.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大连市友谊医院 

 

患者 女，45岁。无明显诱因出现间断性胸前区疼痛、胸闷伴后背部疼痛 3年余，于当地医院

诊断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口服硝酸甘油后缓解；近半个月上述症状加重，外院胸部 CT平扫提

示纵隔肿物，于 2016年 11 月 7日入院进一步诊治。既往：高血压 4年。 

胸部 CT平扫及增强扫描：左前纵隔自左侧头臂静脉下缘至主肺动脉水平见一分叶状软组织密

度肿块，界清，大小约 6.4cm×4.1cm，增强病变中心部分不均匀持续性强化，边缘局部与头

臂静脉间见多条异常血管通路，病变内可见多个点状钙化影。前纵隔病变 CT考虑血管畸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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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所见：肿物位于升主动脉和主动脉弓左前方，大小约为 9.0cm×7.0cm×4.5cm，上端位于

左侧头臂静脉后方，下端位于左侧肺门前方，灰白色有蓝色囊腔，囊实性，界清，肿瘤上端有

血管与左侧头臂静脉相连，后端与半奇静脉相连，左侧膈神经和迷走神经走行肿瘤中。离断血

管，剖开肿瘤，游离神经，完整切除肿瘤。术后病理表现为大量不规则扩张血管结构，管壁平

滑肌厚薄不均且排列不规则，部分管腔内见红细胞。诊断前纵隔静脉性血管瘤。 

讨论 纵隔血管瘤约占纵隔肿瘤的 0.5%，好发于 35岁以下中青年，无性别差异，一般无临床

症状。纵隔静脉性血管瘤多为类圆形或分叶状软组织肿块，界清，瘤内静脉石为本病特征性表

现，但仅少数病例可见；增强扫描纵隔血管瘤多数为不强化或轻度不均匀强化的乏血供病变；

而 McAdams等报道纵隔血管瘤的强化特点为中心性明显强化的富血供病变。本病例 CT平扫表

现与典型静脉性血管瘤一致，而中心部分不均匀持续性强化符合富血供纵隔血管瘤，且头臂静

脉与病变间可见多条异常通路，提示病变与静脉系统关系密切，影像诊断应考虑前纵隔静脉性

血管瘤。 

纵隔静脉性血管瘤无典型表现时诊断困难。当中青年患者 CT检查发现纵隔软组织肿块伴其内

静脉石，增强不或轻度强化，或不均匀持续性强化，与邻近血管可见异常通路，可诊断纵隔静

脉性血管瘤。  

 

 
PU-0435 

慢性肺源性心脏性影像学研究进展 

 
陈秋智 

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637000 

 

慢性肺源性心脏病在中老年中患病率及病死率极高，其影像学主要表现为肺原发病灶、肺动脉

高压、右心功能的改变。发展迅速的影像技术如：MDCT可客观的评价血管结构、CMR可显示心

脏的三维结构及量化 RV的质量及射血分数、PC-MRI可评价大血管血流动力学改变、2D-斑点

跟踪超声心动图可评估心室收缩功能、TDI能对 RV功能定量检查、S/SRI能量化右心室长轴每

个节段的收缩及舒张功能等新技术更能客观、准确的评价肺心病患者的影像表现，指导临床诊

断及治疗。 

   

 

 
PU-0436 

肺气肿定量评估在 CT 主观评价正常人群中的初步应用 

 
方元,管宇,夏艺,范丽,刘士远,肖湘生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200003 

 

【研究目的】 探讨肺气肿 CT定量评估在 CT主观评价正常人群中的应用价值，并比较不同分

组的肺气肿定量参数的差异。【方法】 收集在低剂量 CT筛查中主观评价正常的 1231 例志愿

者，设定 CT值＜-950HU为肺气肿区域，计算总肺容积（TLV）、总肺气肿容积（TEV）、肺气

肿指数（EI）和第 15百分位数肺密度（PD15）。将 EI≥5%定义为存在肺气肿，根据性别和年

龄进行分组，比较不同组别肺气肿定量分析的差异。【结果】在 1231例志愿者中，共发现肺

气肿 102例，检出率为 8.29%，其中男性 76例，占比 9.93%，女性 26例，占比 5.58%。男女

TLV、TEV、EI及 PD15等定量指标均存在明显统计学差异（P<0.001），男性的 TLV、TEV 及 EI

高于女性，PD15低于女性。对于年龄，≥60y 年龄组的 TEV、EI高于＜60岁的其余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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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01）。【结论】对 CT主观评价正常的人群，肺气肿 CT定量评估具有较高的临床价

值。不同分组中肺气肿 CT定量分析结果具有差异。  

 

 

PU-0437 

基于 CT 定量评估的肺气肿危险因素的 Logistic 回归分析 

 
方元,管宇,夏艺,范丽,刘士远,肖湘生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200003 

 

【摘要】 目的 探讨低剂量 CT筛查人群中肺气肿的发生率，并对相关危险因素进行回归分

析。方法 对 1175例参与低剂量 CT筛查并完成问卷调查的志愿者进行肺气肿 CT定量分析，统

计肺气肿的检出率。整理问卷资料，并将问卷中各项因素进行非条件 Logistic回归分析。结

果 1175例志愿者中，共检出肺气肿 97例，检出率为 8.26%，其中男性 71例，检出率

9.90%，女性 26例，检出率 5.68%。多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吸烟、二手烟暴露

及慢性支气管炎病史为肺气肿发生的主要危险因素。结论 根据危险因素分析结果，对重点人

群采取有效检测及干预措施，可以降低肺气肿的发病率及危害程度。  

 

 
PU-0438 

低剂量条件下全模型迭代重建技术的肺容积定量研究 

 
方元

1
,管宇

1
,夏艺

1
,范丽

1
,刘士远

1
,肖湘生

1
,方元

1
,管宇

1
,夏艺

1
,范丽,刘士远

1
,肖湘生

1
 

1.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2.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目的 探讨低剂量条件下全模型迭代重建法（IMR）、混合迭代重建法（iDose
4
）和滤波反投影

（FBP）三种重建技术对肺容积定量测量的影响，并比较不同重建方法的图像噪声大小。方法 

应用飞利浦 256层 CT对 70 名体检者行低剂量胸部 CT扫描，原始数据分别用 IMR（算法：

Routine、SharpPlus、Soft Tissue，等级：1～3，共 9 种）、iDose
4
以及 FBP技术进行重

建，设定 CT值<-950HU的区域为肺气肿区，分别计算各组的总肺容积（total lung volume，

TLV）、总肺气肿容积（total emphysema volume，TEV）、肺气肿指数（emphysema index，

EI）以及客观图像噪声（objective image noise，OIN），并比较各组的差异。结果 肺容积

定量参数中，除 TLV各组间定量结果无明显统计学差异外（P=1.000），TEV、EI组间均具有

明显统计学差异（P=0.000）。IMR中 SharpPlus算法（等级 1~3）所测定的 TEV、EI高于其余

组别。对于噪声，IMR中的 SharpPlus算法水平 1（IMR-S-L1）的 OIN最高，其次为 FBP，

iDose
4
算法的 OIN低于 SharpPlus 但高于 Routine和 Soft Tissue 算法。结论 在低剂量条件

下，SharpPlus算法（IMR）会影响肺容积参数的测定，且图像噪声大，因此不推荐使用

SharpPlus算法进行肺容积定量分析，Routine与 Soft Tissue 算法（IMR）均不影响肺容积参

数测定，且较 FBP和 iDose
4
能明显降低图像噪声。  

 

 
PU-0439 

超低剂量条件下 IMR 技术对肺容积定量评估及胸部 CT 图像质

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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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元,管宇,夏艺,范丽,刘士远,肖湘生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200003 

 

【目的】探讨在超低剂量条件下 IMR技术对肺容积定量评估及胸部 CT图像质量的影响。【方

法】收集 31例行胸部 CT检查的体检者，分别用低剂量（120kVp，50mAs）和超低剂量

（120kVp，10mAs）条件进行扫描，低剂量组作为对照组用 FBP进行重建，超低剂量组分别用

FBP、iDose
4
以及 IMR的 Routine和 Soft Tissue算法（均为等级 1）进行重建，对重建后图

像进行肺容积定量参数和客观噪声值的测量，并用 5分法对不同重建方式的主观图像质量进行

主观评分。比较各组定量指标、客观图像噪声及主观评分间的差异。【结果】超低剂量条件

下，和对照组相比，FBP法容积定量测量的准确性受到较大影响，IMR的 Soft Tissue算法也

受到一定影响，iDose
4
和 Routine算法均能保证定量结果的准确性。FBP-ULD组的客观噪声最

高，和其相比，iDose
4
-ULD 组、IMR-R1-ULD组和 IMR-ST1-ULD组噪声分别减少 29.3%、55.4%

和 70.1%（P均＜0.05），而和 iDose
4
-ULD组相比，IMR-R1-ULD组和 IMR-ST1-ULD组噪声分别

减少 36.9%和 57.7%（P均＜0.05）。对照组（FBP-LD组）的主观图像质量最高，其次为 IMR-

R1-ULD组和 IMR-ST1-ULD组，3者间均无明显统计学差异，FBP-ULD组最低，iDose
4
-ULD 组高

于 FBP-ULD但低于 FBP-LD和 IMR-R1-ULD两组（P均＜0.05），但和 IMR-ST1-ULD组无明显差

异（P=0.220）。斑污现象只存在 IMR组别中，Soft Tissue 组较 Routine组稍明显，但组间

无差异（P=0.277）。【结论】超低剂量条件下，推荐使用 IMR的 Routine算法进行肺容积定

量分析，既能保证定量结果的准确，又能很好地降低图像噪声，提高图像质量。  

 

 

PU-0440 

溶血性贫血合并纵膈髓外造血组织增生 1 例 

 
贺利明 

鄂尔多斯市中心医院 17000 

 

髓外造血（extramedullary hematoppoiesis,EMH）是一种多能干细胞异常增值生成细胞的方

式，当机体正常的造血功能破坏或需求增加，骨髓外的某些组织基于生理性的补偿机制而产生

造血功能[1]。临床上原发病主要见于溶血性贫血、地中海贫血、遗传性球形红细胞增多症及

慢性骨髓纤维化等疾病。髓外造血组织瘤样增生系良性病变，主要见于肝脏、脾、淋巴结，而

发生于纵膈者极罕见。发生于纵隔脊柱旁的 EMH多呈瘤样增生，由于临床和影像学医师对其缺

乏认识，容易被误诊为发生在纵隔脊柱旁的神经源性肿瘤。 

   

 

 

PU-0441 

左心房 X 线形态学评估在预测冠心病中的价值 

 
熊青峰,陈艳,许娟,邓文俊,彭志远 

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 430022 

 

目的 常规心脏远达片左心房 X线形态学评估在预测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冠心病）中

的价值。方法 选取 2015年 1月至 2016年 5月临床疑似冠心病连续性住院病例 5000 例，排

除冠状动脉异常起源及异常走行、心肌病、瓣膜病、先天性心脏病、主动脉夹层、主动脉壁内

血肿、缩窄性心包炎、大动脉炎，筛选出经冠状动脉导管法测量血流储备分数（FFR）420

例，其中男性 202例，女性 218例，年龄 35岁～68岁。按照心脏 X线远达片判断左心房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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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将左心房大小分为三个等级，左心房正常（Ⅰ级）、左心房饱满（Ⅱ级）、左心房增

大（Ⅲ级）3个级别，以 FFR 0.75 为界值，定义 FFR ≥ 0.75为冠心病阴性，定义 FFR 

< 0.75为冠心病阳性，并将冠状动脉单支病变定义为轻度，冠状动脉双支病变定义为中度，

冠状动脉三支病变或冠状动脉左主干病变定义为重度，在左心房三个级别间以及在冠心病三个

不同级别间分别行计数资料卡方检验及左心房三个等别与冠心病三个级别行相关性分析。结

果 左心房三个级别病例的基线资料无统计学差异，P > 0.05。左心房 X线形态学三个级别

间及冠心病三个不同级别间存在显著性差异，P < 0.05，左心房大小与冠心病严重程度具有

明显相关性。结论 左心房 X线形态学评价具有廉价、简便等特点，左心房大小可反应冠心病

严重程度，对预测冠心病具有重要价值。 

   

 

 
PU-0442 

MDCT 对二尖瓣脱垂的诊断与超声心动图的对比 

 
杨凯

1
,陈洋

1
,管学春

2
 

1.海南省人民医院 

2.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探讨 MDCT增强联合 CT冠状动脉成像（冠状动脉 CTA）采集技术对二尖瓣脱垂的评价。 

方法：回顾性分析被手术证实的 30例经心脏超声心动图证实二尖瓣脱垂患者术前冠状动脉

CTA检查资料，利用回顾性心电门控采集图像，采用生容积再现（VR）、多平面重组（MPR）

等计算机重建技术按照。 

    二尖瓣脱垂是指二尖瓣叶（前叶、后叶或两叶）在心室收缩期脱入左心房（向左心房侧膨

出）超过瓣环水平约 2mm，伴或不伴有二尖瓣关闭不全。目前心脏超声心动图是诊断 MVP 的主

要方法，但随着多层螺旋 CT（MDCT）、心电门控以及更宽的探测器的出现，大大提高了 CT的

时间分辨率，从而使覆盖整个心动周期的扫描成为可能。之前关于心脏的研究更多关注于冠状

动脉，但是心脏内解剖结构亦能得到观察。本研究回顾性分析 30例经手术或心脏超声证实的

MVP患者需术前排除冠状动脉相关性疾病，进行带心电门控冠状动脉 CTA检查的图像及表现，

评估二尖瓣脱垂的价值。 

   

 

 

PU-0443 

肺内淋巴结的低剂量 HRCT 诊断价值 

 
戚跃勇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401120 

 

目的 探讨肺内淋巴结的低剂量 HRCT检查技术与诊断。方法 收集 26例手术病理证实的肺内淋

巴结的低剂量 HRCT资料，并与同期低剂量 HRCT发现并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38例肺部磨玻璃结

节病例进行对照，以分析肺内淋巴结的 HRCT特征。结果 26例肺内淋巴结均为单发病灶，直

径在 0.3～1.2cm，平均直径为(0.6±0.4)cm。26例肺内淋巴结中，23个结节分布在气管分叉

平面以下的肺实质内，25个结节距离胸膜在 1.2cm以内（其中 8个病灶位于胸膜上），只有

一个结节靠近叶间裂者距离胸壁 1.5cm。26例肺内淋巴结中，16个病灶形状为规则圆形或椭

圆形，10个形状为多边形或角状，与 GGN没有统计学差异。所有肺内淋巴结均为密度均匀的

实性无钙化结节。在薄层 CT上，21个肺内淋巴结周围可见线样密度影，与 GGN组有统计学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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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P<0.05)。结论 1.低剂量 HRCT检查能较好的筛查和诊断肺内淋巴结;2.通过肺内淋巴结的

HRCT检查为例，讨论了临床中心制医学模式的放射学检查价值，尤其是肺内淋巴结概念的提

出（国内还没有查到有关肺内淋巴结的中文文献）；3.通过 VR的 3D融合重建较好地实现临床

解剖性肺段切除术，并一步了解解剖性肺段切除与楔形切除的区别；4.通过临床中心制医学模

式，探讨了 HRCT检查如何进行小标本的术前定位，尤其分享了术后标本的 HRCT定位经验（文

献未曾报道）。  

 

 

PU-0444 

不典型肺错构瘤的 CT 表现及误诊分析及鉴别诊断 

 
刘佳琦,姜建,洪顺达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30006 

 

目的：总结 18例误诊的不典型肺错构瘤的 CT表现，分析其影像学特征，提高其诊断的正确

率，增强对本病的诊断敏感性。 方法：采用回顾性分析的方法，分析经病理证实的 18例我院

CT误诊的不典型肺错构瘤影像学征象，观察病灶部位、大小、边缘、边界、密度、强化特

点，其余肺组织情况及患者发病年龄、病史、临床表现等。共收集肺错构瘤患者 18 例，其

中男 9 例，女 9 例。所有 18例患者均行胸部 CT扫描，其中平扫 2 例，增强扫描 16

例。 结果：18例肺错构瘤病例中，气管内病变 3 例，其中左主支气管 1例，右中及右上支

气管各 1例，后两例病灶内可见钙化密度且继发相应肺段不张；周围型病变 15 例，其中右

肺结节 7 例，左肺结节 8 例，所有周围型病例均为单发且均未见钙化及脂肪密度。病变直

径范围 0.3~ 2.1cm。其中光滑圆形孤立结节 5例，浅分叶 10 例。所有 16例增强扫描中，1

例表现为明显强化，轻中度强化者 6例，无明显强化者 9例。 结论：肺错构瘤是肺部最常见

的良性肿瘤，其 CT表现多样，CT上未见脂肪密度及钙化密度并不能排除错构瘤诊断。    

 

 

   

 

 
PU-0445 

胸片及胸部 CT 在肺炎患者中的应用价值探讨  

 
秦永照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100050 

 

目的 探讨胸片以及胸部 CT 在肺炎患者的应用价值，明确胸片及胸部 CT的适用标准。   

材料与方法 回顾性分析 98 例经临床证实的肺炎患者的临床及影像学资料，所有患者初次检查

时均做过胸片及 CT检查。通过胸片以及胸部 CT的影像学征象（主要包括实变、磨玻璃密度、

结节及支气管壁增厚）比较，结合文献探讨胸片是否足够用于肺炎的影像学诊断及何时应该加

做胸部 CT。 

结果 （1）症状、体征 所有 98例患者临床症状中表现为咳嗽、咳痰者 72例；胸痛 9 例；具

有发热者 89例；其它表现为头痛、全身酸痛、意识障碍、喘憋、恶心、呕吐等症状者

14 例；具有白细胞升高者 51例。（2）胸部影像学情况①胸部 CT发现实变、磨玻璃密度、

结节 、支气管管壁增厚的阳性率分别是 65.3%、 63.2%、30.6%、30.6% ;对应胸片的敏感性

85.9%、83.9%、40.0%、46.7%,特异性 88.2%、83.3%、85.3%、89.7%,诊断正确率分别为

86.7%、83.7%、71.4%、71.4%;胸片对于实变、磨玻璃密度、结节 、支气管管壁增厚的阳性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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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值 84.7%、89.7%、41.4%、45.2%。③不同影像学征象的假阴性结果原因不同：实变包括病

变前后径太薄 6例，与其它结构重叠 3例；磨玻璃包括病变前后径太薄 6例，与其它结构重叠

2例，误诊成其它征象 2例 ；结节包括病变较小 10例，与正常结构重叠 3例，与其它病变重

叠 5例；支气管壁增厚包括病变较小 9例，与其它病变重叠 7例。不同影像学征象的假阳性结

果原因不同：实变包括磨玻璃病变前后径太厚 3例，结节 1例 ；磨玻璃包括实变病变前后径

太厚 4例，其它异常 2例；结节包括其它异常 6例，正常血管 4例；支气管壁增厚包括其它异

常 7例。 

 结论 ：胸部平片对于结节、支气管壁增厚的敏感性及阳性预测值较低、假阴性率较高，胸

部 CT有其优越性，对于肺炎有延迟吸收或不吸收的患者可以考虑加做胸部 CT帮助鉴别诊断。 

   

 

 
PU-0446 

螺旋 CT 仿真支气管镜对重症烧伤合并吸入性损伤的诊断价值 

 
王欣,贾俐聪 

南开大学附属医院（天津市第四医院） 300222 

 

目的：研究螺旋 CT仿真支气管镜(CTVB)对重症烧伤合并吸入性损伤的诊断价值。  

方法：2012年 1月至 2014 年 10月收治的重症烧伤伴吸入性损伤患者 82例，均通过螺旋 CT

仿真支气管镜(CTVB)及纤维支气管镜(FOB)检查, 并做对照分析。 

结果：螺旋 CT仿真支气管镜（CTVB)可以显示到第 V级支气管。82例高度怀疑重症烧伤伴吸

入性损伤受检者，CTVB检查均显示了 I～III级气管支气管, 45例显示了第 IV级支气管, 6

例显示了第 V级支气管。纤维支气管镜(FOB)检查中 82例均能显示至 III级支气管开口形态, 

其中 32例可以显示第 IV级支气管开口形态, 但无 1例可以继续进入第 IV级支气管显示第 V

级支气管。8 例由于重度吸入性损伤，III级支气管开口狭窄，纤维支气管镜(FOB)均无法通

过，采用螺旋 CT仿真支气管镜（CTVB)，通过狭窄部位对远端 IV级支气管顺利观察。急诊采

用螺旋 CT仿真支气管镜（CTVB)诊断重症烧伤合并吸入性损伤的准确率为 100%（82/82），待

患者病情稳定后均采用纤维支气管镜(FOB)检查以及支气管灌洗液脱落细胞检查得以证实，存

在吸入性损伤。螺旋 CT仿真支气管镜(CTVB)能够显示段及亚段支气管腔内的结构及病变,其图

像可与纤维支气管镜(FOB)图像相媲美,并可通过阻塞部位对远端支气管进行观察,且可以到达

一般纤维支气管镜(FOB)不能到达的第 V级及以下支气管。 

结论：螺旋 CT仿真支气管镜可以较真实地反映复杂气道的解剖关系及气道的形态改变, 可作

为纤维支气管镜的筛选方法，为临床上怀疑重症烧伤伴吸入性损伤患者提供了一种简便易行且

高效的检查方法。 

   

 

 
PU-0447 

双源 CT 评价二尖瓣脱垂与超声的对比研究 

 
管学春

1
,侯志辉

2
 

1.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 

 

目的 探讨双源 CT前瞻性心电门控冠状动脉血管成像,,检查诊断二尖瓣脱垂的可行性及其应用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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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回顾性收集阜外医院 31例双源 CT前瞻性心电门控心脏血管成像诊断二尖瓣脱垂的病

例，所有病例均有经胸心脏超声对照，经胸心脏超声为参考标准。回归分析记录双源 CT 前瞻

性心电门控心脏血管成像显示二尖瓣脱垂的瓣叶，与经胸心脏超声对比；根据超声心动图收缩

期返流量将 31例病例分两组，一为大量返流组，另一组为非大量返流组，测量双源 CT前瞻性

心电门控心脏血管成像收缩期脱垂瓣也突入左心房的深度（如前后瓣同时受累，只记录脱垂最

深入的瓣膜），统以超声为标准，利用 ROC曲线分析 CT测量二尖瓣脱垂深度评价二尖瓣是否

存在大量反流的准确性。进一步利用 You den's指数（敏感性+特异性-1）寻找 CT测量脱垂深

度评价二尖瓣大量反流的最佳界值。 

结果 双源 CT前瞻性心电门控心脏血管成像诊断二尖瓣前后瓣同时受累病例 6例，单独累及前

瓣 11例，单独累及后瓣 14 例，与经胸心脏超声对比结果一致；二尖瓣大量返流组 CT收缩期

脱垂深度测量值 9.4±1.6mm，二尖瓣非大量返流组 CT收缩期脱垂深度测量值 5.3± 1.4mm，p

＜0.01，两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ROC曲线示 CT测量二尖瓣脱垂深度能够准确诊断二尖瓣

是否存在大量反流，最佳诊断值为 7.25mm。 

结论：二尖瓣脱垂具有特殊的 CT表现，双源 CT前瞻性心电门控冠状动脉成像联合运用最佳收

缩期及舒张期能可靠的诊断二尖瓣脱垂并精确到受累瓣叶；通过定量测量收缩期二尖瓣脱垂深

度可预测是否存在大量二尖瓣返流可能，为临床工作提供更多信息。 

   

 

 
PU-0448 

CT quantitative parameters to predict the 

invasiveness of lung pure ground-glass opacity (pGGO) 

 
Han Lizhu,Zhang Peng,Wang Yidi,Gao Zhongsong,Wang Hua,Li Xubin,Ye Zhaoxiang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Cancer Institute and Hospital， National 

Clinical Research center for Cancer， Tianjin’s Clinical Research Center for Cancer， Key 

Laboratory of Cancer Prevention and Therapy， 300060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values of computed tomography (CT) quantitative 

parameters in predicting the invasiveness of lung pure ground-glass opacity (pGGO) 

lesions. 

Methods: CT and pathological findings of 163 pGGO lesions in 154 consecutive 

patients were reviewed. According to the clinical management strategies, case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pre-invasive & less-invasive group (atypical 

adenomatous hyperplasia, adenocarcinoma in situ and minimally invasive 

adenocarcinoma) and the invasive group (invasive adenocarcinoma, IAC). CT 

quantitative parameters including maximum diameter, largest diameter perpendicular 

to the maximum diameter, maximum cross-sectional area, volume and mean CT value 

were compared between two groups and the diagnostic performances of parameters 

were evaluated using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and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existed for all the CT quantitative parameters in 

both groups (p<0.01). The values of area under the curve (AUC) were 0.783 of 

maximum diameter (95% CI, 0.711-0.843), 0.779 of longest diameter perpendicular to 

maximum diameter (95% CI, 0.707-0.840), 0.796 of largest cross-sectional area (95% 

CI, 0.726-0.855), 0.781 of volume (95% CI, 0.710-0.842) and 0.640 of mean CT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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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CI, 0.562-0.714), respectively. A pairwise-manner comparison showed the AUC 

of mean CT value was the smallest (p<0.01).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e largest cross-sectional area (OR=2.226, 95% CI: 1.627-3.046) was the 

independent predictor for IAC with a cut-off value of 2.223cm
2
. 

Conclusion: CT quantitative parameters could predict the invasiveness of lung pGGO. 

The largest cross-sectional area>2.223cm
2
 was a remarkable predictor for IAC. The 

performance of mean CT value was not as good as other parameters. 

   

 

 

PU-0449 

64 排 CT 在肺动脉栓塞诊断中的应用 

 
赵伟 

安徽省淮北市人民医院 235000 

 

目的 探讨 64排螺旋 CT血管成像在肺动脉栓塞诊断中的临床应用。方法 对 20例肺动脉栓塞

的患者采用６４排ＣＴ行ＣＴＰＡ检查，并进行多平面重建（Murved Reformation,MPR）、最

大密度投影（Maximum Intensi,MIP）及容积再现（Volume Renderi,VR）重建处理。结果 20

例肺动脉栓塞中中央肺动脉(主肺动脉及左、右肺动脉)合并肺叶及肺段动脉栓塞 5例，肺叶及

肺段动脉栓塞 14例，段及亚段肺动脉栓塞 3例。 表现为肺动脉主干、或分支内混合性、附壁

性、 中心性充盈缺损，可分为完全性或部分性。结论 64 排螺旋 CT肺动脉成像是一种无创性

成像方法，在肺动脉栓塞的诊断及治疗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PU-0450 

Morphological andFunctional Changes of Mitral Valve 

Correlate with Left Ventricular Remodelingin Patients 

with Dilated Cardiomyopathy：A Cardiac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Study 

 
Wen Lingyi

1
,Yingkun Guo

1
,Zhigang Yang

2
,Huayan Xu

2
 

1.Department of Radiology， Key Laboratory of Obstetric & Gynecologic and Pediatric Diseases and 

Birth Defects of Ministry of Education， West China Second University Hospital， Sichuan 

University， China 

2.Department of Radiology， West China Hospital， Sichuan University， China 

 

Purpose: To asses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morphological abnormalitiesand 

dysfunctionof mitral valve and left ventricularremodeling in dilated 

cardiomyopathy by cardiac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aterials and Methods: The study was approved by the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Written informed consent was obtained from all patients.Cine cardiac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was obtained in 41 patients(29 male, 13 female; mean age, 43±18). 

Volumes and diameters ofleft ventricular and atrial, mitral annulus area(MAA), and 

anatomy of mitral valve apparatus, late gadolinium enhancement(LGE) imaging were 

assessed. Mitral regurgitation (MR) grading was estimated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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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hocardiography.Statistical testing included Student’s t test, spearman’s rank 

correlation analysis, linear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and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analysis. 

Results: Eleven of the 41 patients(28%)had no MR, 12 patients(29%) had mild, 

11(28%) moderate and 10(24%) severe MR.Mitral valve LGE was present in 21 of 

patients(51%). Left ventricular end-diastolic sphericiry index in mitral valve 

LGE-positive patients was larger than in mitral valve LGE-negative patients 

(0.69±0.007 versus 0.65±0.07, P=0.039).Mitral annulus fractional area 

change(MAFAC) was associated with indexed ejection fraction, indexed left atrial 

end-diastolic and end-systolic volume (all P<0.05). Indexed end-diastolic and end-

systolic volume of left ventricular and atrial, left ventricularend-

systolicsphericitytended to increase with increasing grades of MR(r=0.425-0.565, 

all P<0.05), and might distinguishmild and no MR patients from moderate and severe 

MR patients (area under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AUC] =0.741-0.840, 

all P<0.05).  

Conclusion:In dilated cardiomyopathy patients, morphological and functional 

changesof mitral valve isassociated with ventricular and atrial remodeling. 

Cardiac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helps identify the severity of MR. 

   

 

 
PU-0451 

真菌单发性肺空洞的 CT 影像学特点 

 
程瑞新,宋璟璟,黄俊,詹松华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201203 

 

 目的：分析真菌性肺部空洞的 CT特点，以期提高其诊断和鉴别诊断水平。材料和方法：病

理证实的 35例单发真菌性肺部空洞的 CT资料。总结其肺部空洞的 CT征象。并与平时收集的

29例肺癌空洞对比，比较两组空洞晕征、空气半月征、分叶征、壁厚薄不均征等出现率的差

异，统计学分析用χ
2
检验。结果：35例单发真菌性空洞与肺癌空洞组出现各类特殊征象分别

是，晕征 21例（60%，21/35）和 3例（10%，3/21），空气半月症分别是 13例（37%，

13/35）和 2例（7%，2/29），分叶征分别是 3例（8%，3/35）和 18例（62%，18/29），空洞

壁凹凸不平分别是 7例（20%，7/35）和 15例（52%，15/29）。两组病例在上述这些 CT征象

上的出现率均有显著差异（P<0.05），其中晕征和分叶征两组相差非常显著差异（P<0.01）。

结论：单发真菌感染与单发肺癌空洞在形态学上有明显差异，鉴别诊断不难，真菌空洞的影像

特点主要是晕征和空气半月征，要注意与其它感染性空洞鉴别，肺癌空洞合并感染时，要注意

与真菌性空洞鉴别。  

 

 
PU-0452 

孤立性肺病灶 MRI 表观扩散系数值与多种病理参数的相关性

分析 

 
张凤,吴华伟（通讯作者）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20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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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索孤立性肺病灶（solitary pulmonary lesions, SPLs）表观扩散系数（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ADC）值的独立相关病理参数；比较 ADC值对不同组肺癌的定性诊断

价值。方法 该研究应用 3.0T 磁共振扩散加权成像（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

DWI），以手术切除 65例 SPLs为研究对象，通过受试者工作曲线（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ROC）比较 ADC值对 SPLs的鉴别诊断效能，定量其多种病理参数（细

胞密度，核质比，坏死分数，粘液和病理分级），用多元线性回归分别分析良、恶性 SPLs病

理参数与 ADC值的相关性。结果 ADC阈值为 1.21(×10
-3
 mm

2
/s)时对 SPLs鉴别诊断的灵敏

度为 80.8%，特异度为 77.0%。恶性 SPLs 的细胞密度（β=-0.40, P<0.001）和粘液（β=0.77, 

P<0.001）与 ADC值独立相关，由此病理组成特征将本组肺癌分为鳞癌（9例）、不含粘液腺

癌（27例）和含粘液肺癌（5例）。良性 SPLs的病理参数与 ADC值无明显相关性。鳞癌、不

含粘液腺癌及含粘液肺癌的 ADC值分别为 0.98±0.11、1.08±0.13、1.69±0.18(×10
-

3
 mm

2
/s)，其两两间差异均有统计学差异(P<0.05)，诊断准确率分别为 100% (9/9), 82% 

(22/27)和 0% (0/5)。鳞癌、不含粘液腺癌及含粘液肺癌的细胞密度分别为 373±109、

287±51、275±87（每×400 倍视野），仅鳞癌与不含粘液腺癌的细胞密度有差异

(P<0.01)。 结论 肺癌的 ADC值与组织病理上细胞密度和粘液独立相关。ADC值对肺鳞癌及

大部分腺癌的定性诊断有较高的准确性，对病理上含粘液肺癌和低细胞密度腺癌的定性诊断价

值有限。 

   

 

 
PU-0453 

前瞻性与回顾性门控在心律失常患者双源 CTCA 成像中的比较

研究 

 
方向明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人民医院 214023 

 

目的：比较适应性前瞻性心电触发序列扫描与回顾性心电门控螺旋扫描模式对心律失常患者

CTCA检查成功率的差异。 

方法：前瞻性纳入疑诊冠心病的心律失常患者 360例并随机分为两组，实验组 180例（采用适

应性前瞻性心电触发序列扫描技术）和对照组 180例（采用回顾性心电门控螺旋扫描模式）。

比较两组间 CTCA图像可诊断率、图像质量和辐射剂量的差异。以 ICA为金标准，评价 CTCA对

心律失常患者冠状动脉狭窄度评估准确性。 

结果：从节段和患者两个层面比较，实验组的可诊断节段、可诊断患者、冠脉节段评分均较对

照组增高，两组间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χ 2
=126.09，P=0.000；χ 2

=13.65，P=0.000；
t=10.26，P=0.000）。实验组绝对值最佳收缩期重建的 CTCA图像质量评分明显优于其他三种

期相（绝对值最佳舒张期、相对值最佳收缩期、相对值最佳舒张期）的重建，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χ 2
=284.76，P=0.000；χ 2

=310.41，P=0.000；χ 2
=55.05，P=0.000）。与 ICA对

照，实验组诊断＞50%狭窄率冠状动脉病变的敏感性、特异性、阳性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值分别

为 98.2%、96.1%、82.3%和 99.4%。对照组的敏感性、特异性、阳性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值分别

为 96.6%、95.8%、80.1%、99.1%。实验组的平均有效辐射剂量为 6.8 ± 2.9mSv，较对照组

11.1 ± 4.8mSv 明显减少，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10.29，P=0.000）。 

结论：对于心律失常患者，适应性前瞻性心电触发序列扫描下的 CTCA成功率高于回顾性心电

门控螺旋扫描模式，而辐射剂量低于后者。两种扫描模式图像后处理均以绝对值最佳收缩期重

建的 CTCA图像质量评分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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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454 

肺硬化性血管瘤的 CT 特征与病理表现的相关性分析 

 
石新霞,贾雄 

兰州军区总医院 730050 

 

  目的：本文收集我院手术病理证实的肺硬化性血管瘤(PSH)病例，结合 CT特征、病理表现

与免疫组化结果，分析 PSH 的影像表现和组织特征，以提高对 PSH的认识。 

  方法：共收集有完整影像及手术病理资料的 PSH 病例 12例，应用 16 螺旋 CT行胸部扫

描，并增强检查。病理检查：12例均行肺叶切除术，切除标本甲醛固定，石蜡包埋切片，HE

染色后光镜观察，免疫组化检查。 

  结果：CT检查发现 PSH 病灶的位置和形态没有特异性，9例表现为肺内单发圆形或类圆形

肿物，直径 1.5～5.5cm，边缘光滑，境界清晰，无分叶及毛刺，2例病灶内部出现点样钙化，

1例病灶周围有机化性肺炎改变。大部分病灶内密度均匀，增强 CT出现不同的特征，6例为均

匀强化，3例为周围性强化，2例为中心性强化。2例肿块边缘见不规则突起，内部密度不

均，在本研究中未出现支气管充气征、空气新月征、贴边血管征。 

  12例全麻下开胸行肿块切除或肺叶切除，术中快速冰冻病理报告均为良性肿瘤。有 2例纵

隔淋巴结示部分慢性炎症，H.E染色见肿瘤组织由两种细胞-圆形细胞及表层的立方细胞构成,

有 2个突出的特征即具有乳头状结构的硬化血管和具有血管瘤样上皮，可见血管瘤样区、乳头

区、实性区和硬化区 4种构型混合存在，以 2种或 2种以上成分为主。免疫组化结果显示：在

圆形细胞和表层立方细胞上呈现广谱细胞角蛋白（CK）、上皮细胞膜抗原（EMA）、甲状腺转

录因子(TIF-1)标志物均为阳性，提示该肿瘤为肺泡Ⅱ型上皮细胞来源；5例 Ki-67<5%，余为

阴性，提示该肿瘤增生缓慢。 

结论：肺硬化性血管瘤在任何肺叶中都可以发生，如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不仅容易导致病

情的持续恶化，对患者的生命安全也会造成一定的威胁。确诊、治疗是该病患者的首要选择，

因此，进行有效的诊断对疾病的治愈具有重要意义。  

 

 
PU-0455 

多模态 MRI 在肺鳞癌及腺癌鉴别诊断中的价值 

 
邹庆,明兵,张勇 

德阳市人民医院 618000 

 

  

[摘要] 目的 研究多模态 MRI 在肺鳞癌及腺癌鉴别诊断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 16例

鳞癌及 21例腺癌的 MRI常规、DWI及动态增强序列信号特点，记录病变的大小、边缘、内部

信号及强化类型，以及 b=600s/mm
2
时的 ADC值，并分析不同病理分化程度肺癌的 ADC值差异。

结果 鳞癌平均直径 4.17±2.0cm，腺癌平均直径 3.81±1.8cm，均以分叶及毛刺为主。鳞癌稍

长 T1信号 12例（75％），中间部分不均匀稍短 T2信号 7例（43.7%），腺癌稍短 T1 信号 10

例（47.6%），稍长 T2信号 14例（66.7%）。鳞癌平均 ADC值低于腺癌（1.27×10
-3
 mm

2
/s VS 

1.38×10
-3
 mm

2
/s）高分化组鳞癌、腺癌的 ADC值高于低分化组，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鳞癌

动态强化曲线以 A型为主（62.5%），腺癌以 B型曲线为主（50%），具有一定特异性。结论 

肺鳞癌和腺癌的多模态 MRI 表现有一定特征性，在鉴别诊断中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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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456 

双期大螺距联合扫描在心律不齐患者冠脉 CTA 检查中的应用

探索 

 
张小勇,崔学龙,施辉友,曾宪春,唐滢 

贵州省人民医院 550002 

 

目的：初步探索 Force CT双期大螺距联合扫描在心律不齐患者冠脉 CTA检查应用的可行性。

方法：按时间顺序将心律不齐行冠脉 CTA扫描的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均采用 SOMATOM Force 

CT扫描；（A组 50例）：采用双期大螺距扫描，螺距为 3.2，两组间隔最短时间 4s，参考管

电压 100kV，管电流 288mAs；对照组（B组 50例）：采用回顾性心电门控扫描，螺距为 1.2，

参考管电压、管电流同 A组；两组 CARE kV、CARE Dose均打开。分别记录两组方案中患者

BMI、扫描所需时间、辐射剂量、心律波动范围及平均值，测量主动脉弓根部、冠脉三大分支

起始部、纵膈脂肪的 CT值、SD值等；评估两组扫描方案的扫描所需时间、患者所受辐射剂

量、实时心律、图像感兴趣区的 CT值、SNR、CNR及图像质量主观评分等。结果：A、B 两组辐

射剂量分别为（4.01±1.23）mSv、（0.69±0.11）mSv，A组较 B组辐射剂量降低约 82.8%，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A、B两组扫描所需时间分别为（5.32±1.65）s、

（4.54±0.08）s，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间患者的心律波动幅度，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对应各部位图像感兴趣区的 CT值、SNR、CNR及图像的主观评分，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Force CT双期大螺距联合扫描，在心律不齐患者冠脉 CTA检

查应用中成功率高，可在自由呼吸状态下、采用较低辐射剂量获得良好的图像质量，是一种无

创、快速、超低辐射且成功率稳定的扫描方法，在心律不齐患者冠脉 CTA扫描中具有较高的应

用价值，值得在临床推广应用。 

   

 

 

PU-0457 

压脂 T2WI 联合弥散加权成像在中心型肺癌中的应用 

 
刘翠翠 

河南省肿瘤医院 450000 

 

【摘要】 目的 探讨 3.0T磁共振（MRI）压脂 T2WI联合弥散加权成像（DWI）技术在中心型肺

癌中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 2013年 12月-2015年 12月对 33例中心型肺癌肺癌患者增强 CT

图像及 MRI压脂 T2WI、DWI 图像进行对比，分析图像质量及肿瘤边界等方面的差异。结果 与

增强 CT相比，T2WI /DWI图像肿瘤与肺不张边界确定更清晰（χ2
 =4.000，P=0.039），5例患

者 T分期升高、3例患者 T 分期降低。结论：MRI中 T2WI /DWI 技术较增强 CT可以更好的区分

肺不张与肿瘤边界，同时对部分肺癌患者 T分期产生影响。 

   

 

 
PU-0458 

超声、钼靶 X 线、MRI 对于乳腺癌临床诊断价值的 Meta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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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广辉 

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233000 

 

【摘要】目的：采用 Meta分析的方法，对于超声、钼靶 X线、MRI在乳腺癌临床诊断中的价

值进行系统评价。方法：在中国知网、万方医学网中检索有关超声、钼靶 X线、MRI对于乳腺

癌诊断的相关文献，然后按照纳入排除标准对资料进行筛选与提取，采用 QUADAS条目评价纳

入研究的方法质量学，并使用 Meta-disc 1.4软件进行 Meta分析。结果：共纳入 10篇文献，

1153个病灶，异质性检测结果：MRI的敏感度与特异度不存在异质性，选用固定效应模型合

并；超声、钼靶的敏感度及特异度存在异质性，选用随机效应模型。结果显示：超声、钼靶 X

线、MRI敏感度分别为：80%、68%、92%；特异度分别为：68%、75%、74%；SROC曲线下面积分

别为：81.51%、78.57%、89.44%。三者联合诊断 SROC曲线下面积为：98.24%。结论：超声、

钼靶 X线、MRI对于乳腺癌的临床诊断均具有很高的诊断学价值，单独运用时的准确性 MRI＞

超声＞钼靶，而三者联合具有最高的诊断价值。 

【关键词】乳腺癌、MRI、超声、钼靶、Meta分析 

  

乳腺疾病是女性常见的疾病，而乳腺癌的发病率居于女性恶性肿瘤的第一位，近年来我国女性

乳腺癌的发病率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严重影响着我国女性的生命健康与生活质量。早发现、

早诊断、早治疗乳腺癌在临床中显得尤为重要。病理诊断是确诊乳腺癌的金标准，但由于其具

有有创性，所以不适宜作为常规筛查体检的指标，故临床上常常采用相对安全无创的影像学检

查方法来进行筛查和诊断。超声、钼靶 X线、MRI作为常用的影像学检查方法，在临床诊断乳

腺癌中均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本文采用 Meta分析的方法，对目前已经发表的有关三种检查

方法运用于乳腺癌临床诊断研究的文献进行分析，期待可以为临床诊断乳腺癌提供较为客观的

循证医学依据。 

   

 

 

PU-0459 

良恶性胸腺瘤的 CT 征象分析 

 
王立学,刘璇 

解放军第 307 医院 100071 

 

摘要：目的 分析良恶性胸腺瘤的 CT征象，提高胸腺瘤的诊断及鉴别诊断。方法 报告 28例经

手术、病理证实为胸腺瘤的 CT表现。其中，良性胸腺瘤 12例，恶性胸腺瘤 16例。结果良性

胸腺瘤中 7例形态呈类圆形，5例呈分叶状改变；11例病变包膜完整，1例包膜不完整，1例

病变侵及心包及胸膜，4例密度均匀，2例出现囊变，2例出现钙化，4例两者同时存在。恶性

胸腺瘤中 6例形态呈类圆形，10例呈分叶状改变；7例病变包膜完整，9例包膜不完整，10例

病变侵及心包及胸膜，8例出现囊变，2例出现钙化，2例两者同时存在，3例出现肺门及纵隔

淋巴结转移。结论 CT对胸腺瘤的良恶性诊断及鉴别诊断有较高价值。 

   

 

 

PU-0460 

双源 CT 80Kv 低管电压在冠脉 CTA 成像中的可行性研究 

 
章辉庆 

亳州市人民医院 236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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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探讨双源 CT80Kv低管电压在冠脉动脉 CT血管成像（CTCA）中的可行性。方法：对入选

56例体重质量指数(BMI) ≤30kg/m2 的冠状动脉 CTA检查患者随机分成 A组（100Kv、碘克沙

醇 320mgI/ml)及 B组(80Kv、碘克沙醇 320mgI/ml)，每组 28例，均采用自适应前瞻性心电门

控序列扫描技术。记录每组的辐射剂量，测量每组升主动脉（AO）根部的 CT值及噪声

（SD），并计算两组图像的信噪比(SNR)；以及测量左冠状动脉主干（LM）、左冠状动脉前降

支（LAD）近段、左冠状动脉回旋支（LCX）近段、右冠状动脉（RCA）近段的 CT值及邻近组织

的 CT值，计算 LM、LAD、LCX、RCA近段的对比度噪声比(CNR)，对测得的每组数据进行统计学

分析。采用 Likert4分法对每组容积重组（VR）及最大密度投影重组（MIP）图像进行双盲主

观分级评分，并作统计学分析。结果：A、B组的辐射剂量分别为：4.36±0.71mSv、

1.75±0.40mSv（P=0.000）；两组 AO、RCA、LM、LAD、LCX 近段的 CT值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图像质量的客观评价数据，两组图像的噪声分别为：29.73±4.21、

47.17±7.76，B组图像的噪声较 A组的噪声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图像的

SNR、CNR之间无统计学差异（P>0.05）；A、B两组图像质量主观评分分别为：3.68±0.34、

3.69±0.30 分 ，A、B两组可用于诊断的冠脉节段数分别为 98.80%和 98.51%，两组之间无统

计学差异（P>0.05）。结论：在 80Kv低管电压条件下 CTCA，能明显降低患者 X线辐射剂量的

同时，图像质量能够满足临床诊断要求；对于 BMI≤30kg/m2 的患者，行双源 CT低管电压扫描

具有可行性及临床借鉴意义。 

   

 

 
PU-0461 

SAFIRE 重建技术在胸部低剂量 CT 扫描中的应用价值 

 
章辉庆 

亳州市人民医院 236800 

 

目的 探讨 SAFIRE重建技术在胸部低剂量 CT扫描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随机选取亳州市人民

医院 2014年 6月至 2014年 12月有前后两次胸部 CT扫描记录的 30例患者影像学资料，两次

扫描分别为传统的 FBP重建及迭代重建 SAFIRE技术，SAFIRE强度为 Strenth3；统计比较每位

患者两次扫描图像的 CT值、噪声（SD）、信噪比（SNR）及有效辐射剂量（ED）。结果 两组

上肺部（胸大肌）、中肺部（升主动脉根部）及下肺部（椎旁软组织）的 CT 值分别为，FBP

组：51.19±6.22Hu、42.87±7.37Hu、45.84±8.37Hu，SAFIRE组：53.91±12.89 Hu、

42.55±8.20 Hu、44.43±15.47 Hu；两组平扫 SD分别为，FBP组：8.65±2.07Hu、

9.19±1.69Hu、13.27±3.05Hu，SAFIRE组：18.41±18.00Hu、19.20±15.71Hu、

29.24±30.09Hu；两组之间无统计学差异（P >0.05）；两组的 SNR分别为，FBP组：

6.31±1.87、4.82±1.06、3.73±1.36，SAFIRE组：4.39±2.20、3.03±1.33、

2.45±1.43，两组之间有统计学差异（P <0.05）；两组的 ED分别为：FBP组、

2.84±0.88mSv，SAFIRE组、1.27±0.64 mSv，两组之间有统计学差异（P < 0.05）；两组

图像主观评分无差异性。结论 与传统 FBP重建技术相比，采用 SAFIRE重建技术能够在保

证图像质量不影响诊断的同时，有效地降低 CT辐射剂量，从而保证患者的安全。  

 

 

PU-0462 

GGN 样早期肺腺癌 CT 形态学特征的 Fisher 判别 

 
徐佳佳,王红,赵年,刘四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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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州市中心医院 434000 

 

目的：探讨利用依据 CT形态学特征建立的 Fisher判别函数模型，对磨玻璃样早期肺腺癌浸润

前及浸润性病变进行鉴别诊断的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荆州中心医院与东风总医院在 2014

年 9月至 2017年 2月的收治并经病理证实的 GGN样早期肺腺癌患者 160例，通过对浸润前与

浸润性病变的多种 CT形态学特征的统计分析，通过卡方检验，以两组具有统计学差异的 CT特

征建立 Fisher判别函数公式，然后用交叉核实法，计算总体误判率及判对率。结果：160例

患者分为两组，浸润前病变组 53例，浸润性病变组 107例，毛刺征、分叶征、结节形状、瘤-

肺界面、平均直径、胸膜凹陷征、血管集束征及实性成分有无具有统计学差异，并以其为判别

指标建立 Fisher判别公式 Z=2.046X1+2.006X2+2.015X3-1.473X4+ 

0.189X5+ 0.023X6+1.813X7-1.687。误判率为 6.3%，准确率是 93.7%。结论：Fisher判别模

型对鉴别诊断 GGN样早期肺腺癌浸润前与浸润性病变具有较高的准确性及临床实用价值。 

   

 

 

PU-0463 

气管腺样囊性癌的 MSCT 诊断 

 
周静,杨瑞,刘继伟 

河南省胸科医院 450008 

 

目的：探讨气管腺样囊性癌的 MSCT影像表现特征，以及 MSCT对气管腺样囊性癌的诊断价值。 

方法：回顾性分析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2例气管腺样囊性癌的 MSCT影像表现特征。患者术前均

常规行胸部 MSCT平扫和增强扫描。 

结果：（1）部位：2例均发生在气管，1例位于气管上中段左前壁，1例位于气管下段近隆突

处前壁；（2）形态：2例均表现为腔内宽基底的软组织密度肿块，均呈息肉状突入气管腔

内；（3）生长方式：运用多平面重组技术及仿真内镜技术显示肿瘤沿气道长轴生长，宽基底

与管壁相连，局部管壁增厚，管腔不同程度狭窄；（4）平扫及增强特点：2例平扫均呈软组

织密度，密度尚均，未见明显钙化或低密度坏死区；增强扫描显示肿瘤呈轻中度稍不均匀强

化；（5）腔外结构及纵隔肺门淋巴结受侵否：2例均未见腔外受侵，均未见纵隔及肺门淋巴

结增大。 

结论：气管腺样囊性癌的 MSCT影像表现具有一定的特征。结合多平面重组技术，MSCT能准确

反映其生长方式和管壁浸润增厚、腔外是否受累等特性，对气管腺样囊性癌具有重要的诊断价

值。  

 

 
PU-0464 

多层螺旋 CT 图像后处理技术在肺栓塞诊断中的应用分析 

 
张常青,姜海峰 

甘肃省人民医院 730000 

 

目的 分析多层螺旋 CT图像后处理技术在肺栓塞诊断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2年

7月-2015年 6月我院收治的 48例肺栓塞患者的临床资料，入院后所有患者均已接受多层螺旋

CT检查，图像给予最大密度投影（MIP）、多平面重建（MPR）及容积再现（VR）后处理，分

析不同后处理技术对肺栓塞的诊断价值。结果 48例肺栓塞患者共发现累及各级肺动脉分支栓

子 491处，VR重建对肺段动脉、亚段动脉栓子检出率低于 MPR与 MIP，VR对肺栓塞栓子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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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出率为 81.1%，低于 MPR 与 MIP重建，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491处肺栓子直

接征象以偏心性充盈缺损多见，其次为完全性栓塞、中心性充盈缺损，附壁血栓较少见；间接

征象包括肺梗塞、肺动脉高压、肺动脉增粗、胸腔积液、肺纹理局限性稀疏、支气管动脉扩

张。结论 采用多层螺旋 CT 诊断肺栓塞敏感度、特异性高，且安全、无创，图像质量高，分辨

率高，同时配合 MPR、MIP后处理，可提高亚段动脉栓子检出率。  

 

 
PU-0465 

Evaluation the ability of cardiac magnetic resonance 

feature tracking in analysis of right ventricular 

myocardial 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repaired 

Tetralogy of Fallot 

 
Ou yang Rong zhen,Sun Ai min,Wang Qian,Hu Li wei,Zhong Yu min 

Shanghai Children's Medical Center，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00127 

 

Purposes: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evaluate the ability of cardiac magnetic 
resonance(CMR) feature tracking in quantitative analyzing the right ventricular 

size and myocardial 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repaired Tetralogy of Fallot over 

time. 

Materials and Methods: Seventeen cases(5 boys, 12girls) of repairedTetralogy of 
Fallot with ejection fraction（EF） above 50% and the duration time between 

surgery and latest cardiac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over three years were 

enrolled in this study. The ventricular primary function parameters including left 

and right ventricular (LV, RV) ejection fraction(EF), end-diastolic volume(EDV)and 

end-systolic volume(ESV) were calculated and recorded, and ventricular volumes 

were indexed to body surface area(BSA). Three primary predictors were derived from 

the CMR cine imaging using Circle Cardiovascular imaging software (CVI, version 

5.6.1,Canada): RV and LV global circumferential strains, longitudinal strains and 

radial strains. Multivariate correlation analysis among these factors was made. 

Results: The age of patients ranged from 4 to 14 years old (9.18±3.22 ys), the 

duration time between surgery and latest CMR ranged from three to eleven 

years(6.97±2.27 years).The LVEF is （62.13±4.84）%, and RVEF is（59.25±4.73）%. 

RVEDV/BSA and RVESV/BSA were（132.47±39.11）and（53.80±16.40）ml/m
2
 

respectively，which were higher than reference value. LVEDV/BSA and LVESV/BSA were

（78.58±18.64）ml/m
2 
and（29.50±7.72）ml/m

2 
respectively. Multivariate correlation 

analysis demonstrated that RVEF was only correlated with RVESV/BSA(r=-0.571，
p=0.017), RV and LV global circumferential strains and radial strains had a good 
correlation with each other(r>0.6). 

Conclusion: For patients with repaired Tetralogy of Fallot, included this small 
samples study, ventricular global strain derived from cine CMR were not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changes in right ventricular size and EF over time. The 

ability of strain to predict deterioration in ventricular 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repaired TOF is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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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466 

冠状动脉肺动脉瘘一例 

 
刘丹青 

北京朝阳医院京西院区 100043 

 

 患者男性 69岁，因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收入我院呼吸科。住院期间患者诉偶尔有胸痛症状（非

心绞痛的典型部位），行心电图及冠状动脉 CTA检查。患者既往无心绞痛、心肌梗死、高血压

病史。心电图提示窦性心率。冠状动脉 CTA发现，在主肺动脉干水平可见多发迂曲血管影，舒

张期相主肺动脉干左侧管壁可见造影剂射血征，瘘口较小约 4mm；瘘管由左、右冠状动脉圆锥

支发出；支气管动脉迂曲增宽，可疑与瘘管相连，为供血血管；见图 1-3。主肺动脉干及左右

肺动脉干未见增宽。心脏各房室未见增大。诊断为冠状动脉肺动脉瘘。 

 冠状动脉肺动脉瘘（Coronary Pulmonary Fistula,CPF）是冠状动脉主干或分支与肺动脉直

接沟通。先天性 CPF是一种罕见的心脏血管畸形，发病率约 0.25%-0.4%
1
；起源于双侧冠状动

脉者占约 2-10%
2
。多数患者分流量小，无明显症状。vaidyanathan 等

3
认为 CPF形成机理是肺

动脉窦退化不全，并毛细血管网扩大所致。而其他的冠状动脉瘘是由于心肌窦状隙发育障碍，

保留胚胎时期心肌窦状隙与心脏外冠状动脉血管相通的原始状态而形成冠状动脉瘘；故独立分

型。冠状动脉动脉造影对于显示冠状动脉窦多个瘘口以及与邻近心腔大血管的空间关系有一定

限度；现在随着 MSCT、FLASH CT 应用广泛，CT通过 MPR、MIP、VR等直观显示瘘管起源、瘘

口部位、瘘管数量、供血血管，是诊断 CPF的影像金标准；还能明确冠状动脉血管管壁的变

化、心脏各房室以及肺部改变。在我们的病例中，显示支气管动脉扩张迂曲，极大可能为冠状

动脉瘘管一供血血管。冠状动脉-支气管动脉交通出现率 0.61%
4
；近年来研究倾向于认为冠状

动脉支-气管动脉瘘是冠状动脉与支气管动脉之间的潜在吻合开通所致，可能是由于肺动脉血

供不足、肺实质病变、支气管扩张或者长期慢性肺炎等所致。 

   

 

 
PU-0467 

右心原发性血管肉瘤 MRI 表现 1 例 

 
何秀超,郭顺林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730000 

 

原发性心脏血管肉瘤是心血管疾病严重事件，心脏 MRI在术前能够为其提供详细的解剖资料，

为手术方式提供较好的参考价值。患者为青年男性，以主诉为间断胸痛 7年，加重伴胸闷、气

短 1周入院。心脏彩超示右心见大块稍强回声充满于房室腔内，其内见散在低回声，边界不

清，形态不规则，大小约 9.0×4.3cm。CMR示：右房、右室有巨大占位性肿物，最大截面长泾

约 9.4cm；T1WI上肿物信号表现与心肌相似；T2WI肿物信号表现为混杂不均匀信号；肿物与

右房侧壁紧密相连，突破三尖瓣口向右心室生长，三尖瓣显示不清，肿瘤随心脏收缩运动而轻

度运动；CMR首过灌注显示肿物呈不均匀的轻度强化和 CMR 延迟扫描肿物呈明显强化，其内强

化不均。肿物病理结果证实为血管肉瘤。我们报道 1例原发性心脏血管肉瘤来提高对其疾病认

识，从而可以对该疾病早期诊断和术前评价来提高患者生存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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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468 

血尿酸水平与冠状动脉 CTA SYNTAX 评分间相关性研究 

 
李永斌 

西安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710038 

 

目的 探讨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冠心病）患者血尿酸水平与冠状动脉 SYNTAX评分间的

相关性。方法 以 2014年 5月至 2015年 8月医院收治的 69例冠心病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患

者冠状动脉 CTA SYNTAX评分分为低危组（27例）、中危组（23例）、高危组（19例）。使

用 SPSS16软件，采用 ANOVA 分析比较三组血尿酸水平的差异，采用 Spearman秩相关分析血尿

酸水平与 SYNTAX评分间的相关性。结果 低、中、高危三组患者间血尿酸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F值为 4.74，P<0.05)。血尿酸水平与冠状动脉 SYNTAX 评分呈正相关(r=0.58，P<0.05)。
结论 血尿酸水平与冠状动脉病变的严重程度呈正相关。  

 

 
PU-0469 

不典型肺部炎性肌纤维母细胞瘤的 CT 诊断 

 
谢敏,高煜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第二医院） 214002 

 

目的 探讨不典型肺部炎性肌纤维母细胞瘤的诊断价值肺部炎性肌纤维母细胞瘤是由分化的肌

纤维母细胞瘤性梭形细胞组成、常伴大量浆细胞和淋巴细胞的肿瘤
[1-2]

。大多肺部炎性肌纤维

母细胞瘤的 CT表现较为典型，如肿瘤多为类圆形、边缘光滑、均匀强化，伴有桃尖征、平直

征、晕征，肿瘤内见血管穿行等征象。然而少数肺部炎性肌纤维母细胞瘤不具有上述典型特

征，CT表现上与其它一些肺部肿瘤相似，易误诊，影响患者治疗。本研究收集近 5年在本院

诊治、有完整临床病史及 CT检查、手术病理检查结果的 7例不典型肺部炎性肌纤维母细胞瘤

患者资料。材料和方法 回顾性分析 7例经病理证实的不典型肺部炎性肌纤维母细胞瘤患者临

床、CT资料。结果一、CT表现。7例患者肺部肿瘤均为单发，其中肿瘤位于左肺上叶 2例，

左肺下叶 2例，右肺上叶 1例，右肺中叶 1例，右肺下叶 1例。肿瘤大小为 4mm*4mm至

37mm*17mm。肿瘤形态为圆形或椭圆形 3例，不规则形 3 例，1例为斑片状。肿瘤边缘为 3例

边缘光整，3例边缘毛糙或毛刺,1例边缘呈分叶状。肿瘤密度为 3例密度均匀，1例密度不均

匀，2例为磨玻璃样密度，1例肿瘤内见圆心空洞。肿瘤增强扫描为 3例无明显强化，4例轻

中度强化。二、CT不典型表现。3例肿瘤虽然形态为圆形或椭圆形、边缘光整、密度均匀，但

增强扫描无明显强化；1例肿瘤形态表现为斑片状，似肺炎表现，边缘毛糙、密度不均匀、中

度强化；2例肿瘤形态不规则，边缘毛糙，为磨玻璃样密度，轻度强化；1例肿瘤不规则形，

边缘分叶状，肿瘤内见圆形空洞，中度不均匀强化。讨论 CT是术前诊断不典型肺部炎性肌纤

维母细胞瘤的重要手段。不典型肺部炎性肌纤维母细胞瘤的治疗方法与肺癌、肺炎、结核球或

肺脓肿完全不同，因此尽早正确诊断非常重要。 

   

 

 
PU-0470 

前上纵隔原发恶性肿瘤的 MSCT 影像表现 

 
许东

1
,何其舟

1
,唐光才

2
,陈东

2
,郑波

1
,袁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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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西南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 

2.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摘要]目的 初步总结前上纵隔原发恶性肿瘤的临床病理特点及多层螺旋 CT的诊断价值，以期

提高对这类疾病的诊断水平。 方法 回顾性分析 46例前上纵隔原发恶性肿瘤的病理特点及多

层螺旋 CT表现。 结果 恶性胸腺瘤 18例 ，神经内分泌癌 12例，淋巴瘤 8例，恶性生殖细胞

瘤 6例，滑膜肉瘤 2例。圆形 6例，类圆形 10例，不规则形 30例，边界相对较清，其中，恶

性胸腺瘤、神经内分泌癌、明显强化，恶性生殖细胞瘤、淋巴瘤轻-中度强化，滑膜肉瘤轻度

强化。 18例恶性胸腺瘤的平均 CT值如下：平扫 CT值为(36.5±6.2)HU，增强后 CT值为

(69.5±8.1)HU，净增 CT值为(33.5±7.1)HU；12例神经内分泌癌的平均 CT值如下：平扫 CT

值为(39.5±7.1)HU，增强后 CT值为(86.5±14.3)HU，净增 CT值为(42.5±10.3)HU；8例淋

巴瘤的平均 CT值如下：平扫 CT值为(32.5±5.3)HU，增强后 CT值为(44.5±6.4)HU，净增 CT

值为(14.2±5.4)HU；6例恶性生殖细胞瘤的平均 CT值如下：平扫 CT值为(29.5±4.3)HU，增

强后 CT值为(38.5±4.3)HU ，净增 CT值为(12.2±4.1)HU；2例滑膜肉瘤的平均 CT值如下：

平扫 CT值为(36.4±2.8)HU，增强后 CT值为(44.5±3.2)HU，净增 CT值为(7.3±3.1)HU。所

有分组的平扫、增强后 CT值及净增 CT值有显著统计学差异(p < 0.05) 。 结论 前上纵隔

原发恶性肿瘤的 CT表现具有一定的特征性，对这类疾病的诊断有较高的价值，但仍需病理学

确诊。 

   

 

 

PU-0471 

肺硬化性血管瘤 26 例 CT 诊断分析 

 
赵德明 

上海市第二人民医院 200011 

 

目的：探讨肺硬化性血管 CT表现特征。 

资料和方法： 

收集 2014年 1月至 2017年 6月手术病理证实肺硬化性血管瘤 26例，男 6例，女 20例，年龄

33~69岁，平均年龄 51岁，临床病史：20例患者无明显临床症状，肺部体检过程中发现，6

例患者是因为低热、胸痛或咳嗽痰中带血，全部行 CT 平扫加增强扫描，分析病灶部位、形

态、边界、最大径、病灶内部及强化程度。 

结果： 

26例肺硬化性血管瘤多为单发，下肺右肺多见，双肺同时发生 6例。病变呈园或类圆形 19

例，不规则结节 7例，边界清楚锐利 20例，边界不光整 6例，密度均匀 21 例，不均匀 5

例。直径 0.8~7.3 cm，平扫 CT值 28~51HU，增强后均匀强化 20例，边缘强化 3例，不均匀强

化 3例，均出现延迟强化，CT值 38~126 HU。瘤内钙化 3例，瘤内发生囊变 1例。所有肿瘤

CT 均能清楚显示，术前诊断肺硬化性血管瘤 24例，错构瘤 1例，肺癌 1例。 

讨论： 

肺硬化性血管瘤是临床上非常少见的肺部良性肿瘤，其起源及发病机制尚不完全清楚，曾被认

为是炎性假瘤或良性神经内分泌肿瘤，目前 WHO肺肿瘤分类中将其命名为肺硬化性血管瘤。好

发于中青年女性，以 30~50 岁多见，多数患者无临床症状，往往在无意中发现，少数有症状者

多表现为咳嗽、痰中带血和胸闷
[1]
。 

肺硬化性血管瘤 CT 影像主要表现为类圆形结节影，边缘清楚、光整，形态规则，边缘无毛

刺、内部无空洞，周围无卫星灶，病灶内部密度均匀，偶有点状钙化，胸膜凹陷征极为少见。

肿瘤直径 1~8.0 cm，超过 5.0 cm 者易发生囊变
[2]
。增强扫描时，肺硬化性血管瘤由于血管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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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丰富，动态增强扫描可见肿块明显强化
[3]
，在动脉早期病灶强化明显，达到峰值后仍持续强

化，强化程度为均匀中等以上强化；体积较大时，增强扫描动脉期和静脉期病灶表现为强化不

均匀
[4-5]

；肺硬化性血管瘤 CT增强延迟扫描病灶呈缓慢持久强化，对肿瘤定性具有一定的诊断

价值。 

   

 

 
PU-0472 

原发性肺滑膜肉瘤的 CT 表现及临床特征探讨 

 
薛星

1
,杨天

2
,杨虹

1
,黄强

1
,冯湛

1
,陈峰

1
 

1.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2.杭州市余杭中医院 

 

目的 探讨原发性肺滑膜肉瘤（Primary Pulmonary Synovial Sarcoma，PPSS）的 CT 表现及

临床特征，提高对该病的认识。方法 回顾性分析了 6例原发性肺滑膜肉瘤患者的 CT影像及

临床资料。结果 CT表现：病灶长径 1.9—11.0cm，平均约 7.3cm；5例呈类圆形，1例不规

则形态呈浅分叶；6例病灶未见毛刺征、边缘光滑；4例内密度均匀，其中 3例增强扫描呈轻

度不均匀强化,2例病灶中央可见小斑片状坏死，周围肿瘤组织呈中度或明显强化；2例侵犯胸

膜合并同侧胸腔积液；6例均未见纵隔及肺门淋巴结肿大。临床及病理学特点：3例患者无任

何临床症状，3例患者具有胸痛、咯血等症状；5例患者采取肺叶切除术，1例患者采取肺楔

形切除术；4例患者健在，1例患者因术后复发伴全身转移死亡，1例患者失访。免疫组织化

学结果示 6例波形蛋白（Vim）、5例上皮膜抗原（EMA）表达阳性。结论 原发性肺滑膜肉瘤

肿块多较大，边缘光滑，病灶内密度多均匀，增强呈轻度不均匀强化，较少合并肺门及纵隔淋

巴结肿大；原发性滑膜肉瘤仍以手术切除方式治疗为主；免疫组化 Vim、EMA表达多为阳性。  

 

 

PU-0473 

低碘总量和低辐射剂量对冠脉 CT 成像质量的影响研究 

 
杨琴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 646000 

 

摘要：目的 探究低碘总量和低辐射剂量对冠脉 CT成像的治疗影响。方法 选取 2015年 6月

至 2016年 12月间临床怀疑冠心病患者 400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这些患者随机均分为研究

组（n=200）与对照组（n=200），研究组患者采用 80kVp管电压、320mgI/ml进行扫描成像，

对照组患者采用 120kVp管电压、370mgI/ml进行扫描成像，两组患者均采用滤波反投影法和

迭代法进行重建。比较两组患者的冠状动脉及冠状动脉周围脂肪 CT值以及冠状动脉噪声，计

算信噪比及对比度噪声比，对所有患者的成像进行图像质量评分。计算两组患者的有效辐射剂

量。结果 对照组采用滤波反投影法亚组和研究组采用迭代法亚组的冠状动脉 CT值

（413.9±72.3Hu VS 408.5±75.9Hu，p=0.071）、冠状动脉噪声（17.5±2.8Hu VS 

18.1±3.1Hu，p=0.097）、信噪比（25.1±4.1 VS 24.7±5.2，p=0.103）、对比度噪声比

（20.9±5.7 VS 19.8±4.9，p=0.082）、图像质量评分（4.2±0.4 VS 4.3±0.6，p=0.054）

并无显著统计学差异；图像质量评分、信噪比、对比度噪声比在对照组采用迭代法重建亚组最

高，在研究组采用滤波反投影法重建亚组最低；在有效辐射剂量的对比上，研究组

（2.1±0.8mSv）比对照组（3.7±1.2mSv）低，且具有显著性差异（p=0.026）。结论 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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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碘总量、低管电压与迭代重建法相结合对冠状动脉进行成像，能有效降低有效辐射剂量，且

与传统的高剂量、高管电压采用滤波反投影法相比，成像质量并未受影响。 

  

   

 

 

PU-0474 

原发性肺淋巴瘤和继发性肺淋巴瘤的 CT 表现及误诊分析 

 
邹新华,卜凡儒,王敏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272111 

 

目的：研究原发性肺淋巴瘤和继发性肺淋巴瘤的 CT表现，并结合临床病史、病理、免疫组织

化学特征,以期提高对肺淋巴瘤的认识及诊断能力，降低误诊率。 

方法：回顾性分析 10例经病理证实的肺淋巴瘤的 CT表现，其中 8例为原发性肺淋巴瘤，2例

为转移性肺淋巴瘤，8例原发性肺淋巴瘤和 1例转移性肺淋巴瘤行平扫加增强扫描，全部病例

均经各种活检或手术病理证实。结果：8例原发性肺淋巴瘤中，5例 CT扫描表现为肺的单发或

多发肿块,边界清楚 2例，边缘有渗出样表现 3例，部分病灶内可见空洞，3例误诊为肺癌，1

例误诊为结核空洞，1例误诊为肺脓肿；1例 CT表现为炎症型，呈节段性或叶性的肺浸润实

变，周围伴有磨玻璃结节，病变内见支气管充气征，误诊为大叶性肺炎；1例表现为单发或多

发结节，可见间质浸润，误诊为外围型肺癌可能和肉芽肿性病变可能；1例表现为支气管型，

显示支气管壁增厚并局部形成小软组织肿块，误诊为肺癌；2例转移性肺淋巴瘤中，1例表现

为多发结节，大小 0.3—3cm，双肺散在分布，部分肺野可见渗出改变，呈模糊阴影，诊断为

淋巴瘤肺转移；1例表现为双肺弥漫粟粒样改变，误诊为血行播散型肺结核可能和细支气管炎

可能。10例肺淋巴瘤中合并肺门及纵膈淋巴结肿大 6例。 

结论：原发性肺淋巴瘤和继发性淋巴瘤是少见病, 常见类型有肿块型、结节型、炎症型、粟粒

型、混合型，但其临床症状及 CT表现缺乏特异性,易误诊，多回顾性分析已有病例来提高认

识，有助于我们降低误诊率。 

   

 

 

PU-0475 

双源 CT 直接静脉造影法在下肢静脉梗阻性病变诊断中的价值 

 
童家杰

1
,兰艳琴

1
,赵明娟

1
,张淑倩

1
,陈英敏

1
 

1.河北省人民医院 

2.河北省人民医院 

3.河北省人民医院 

4.河北省人民医院 

 

目的：探讨双源 CT直接静脉造影（direct dual-source computed tomography venography，

DSCTV）诊断下肢梗阻性病变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 直接法多层螺旋 CT（MSCT）下肢静脉

造影 75例，所得图像经处理后传送至工作站进行多平面重建（MPR）、最大密度投影

（MIP）、表面遮盖（SSD） 及容积再现（VR）重建。结果: 直接法 MSCTV 检查显示 5例存

在下肢深静脉血栓（DVT）形成， 39例髂总静脉起始处局限性管腔狭窄；5例股静脉管腔狭

窄；10例髂外静脉局部狭窄；65例小腿浅静脉曲张，内侧明显。直接法 MSCTV 上 DVT 主要

表现为静脉腔内造影剂充盈缺损、静脉节段性不显影、栓塞静脉远端扩张及其周围侧支循环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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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迂曲扩张、周围软组织肿胀、皮肤增厚。双侧小腿浅静脉曲张主要表现为皮下多发增粗、迂

曲血管影。结论: 直接法 MSCT 对下肢静脉成像具有操作简便、安全微创、低对比剂用量等

优点，能清晰显示 DVT 形成的部位、范围、侧支静脉情况及病变血管周围的解剖结构，对彩

色多普勒超声不易检出的盆腔深静脉栓塞也能清晰显示，本项检查可以作为下肢深静脉血栓检

查的常规方法。 

   

 

 

PU-0476 

胸部孤立性纤维瘤的 CT 诊断 

 
黄朝霞,段庆红,徐恒天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550004 

 

目的 探讨胸部孤立性纤维瘤（SFT）的影像特征，提高对该病的认识。方法 回顾性分析 18例

经手术（16/18）或穿刺活检（2/18）病理证实的胸部 SFT患者的 CT表现。1例行 CT和 MRI

平扫，11例行 CT增强检查，6例同时行 CT平扫+增强检查。结果 18例胸部 SFT中，右侧胸

腔 4例，左侧胸腔 11例，后纵隔 2例，肺内 1例。CT表现为胸部单发肿块，直径 2.7～

23.1cm，呈圆形或卵圆形 9例，浅分叶 9例。边界清楚 14 例。CT平扫 3例密度均匀，未见囊

变、出血、坏死及钙化，4 例呈混杂密度，见多发囊变区，1例周围骨质破坏。CT增强扫描 13

例病灶中央可见坏死区，动脉期不均匀强化（地图样强化），内见低密度无强化区,4例病灶

动脉期呈轻中度强化，5例见迂曲血管影，3例见钙化；静脉期 14例呈渐进性强化。结论 胸

部不均匀的富血供肿瘤要考虑到 SFT的可能，CT增强扫描呈进行性不均匀强化的强化模式可

能是有诊断价值的影像特点。 

   

 

 
PU-0477 

肺内淋巴结的高分辨率 CT 特征与病理对照分析 

 
叶爱华,胡粟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15006 

 

 

目的：探讨肺内淋巴结的高分辨率 CT特征，并与病理结果对照，提高对该病的认识和临床诊

断率。方法：回顾性分析经手术病理确诊的肺内淋巴结患者 58例，术前均行胸部高分辨率 CT

检查，分析内容包括结节的大小、密度、形态、边缘、位置、分布、与胸膜的关系等。病理切

片观察结节中心成分及周边结构变化。结果：58例病人共 68个结节，大小约 7.03±1.73 

mm，全部位于气管隆凸水平以下，大部分位于胸膜下区（88.2%），形态不规则（85.3%），除

1例表现为磨玻璃密度外，其余均为实性结节，结节边缘可见特征性的细线样影，常规 CT多

仅发现 0至 1条（85.3%），高分辨率 CT多可发现 2条及以上（91.2%），60个结节

（88.2%）均发现了至少一条线样影与胸膜相连。术后病理证实淋巴结内均为炭末沉着，边缘

细线样结构为增粗的小叶间隔。结论：肺内淋巴结是较少见的肺内良性结节，影像表现具有一

定特点。HRCT能准确的发现特征性的细线样影，对于诊断具有重要价值。   

 

 
PU-0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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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CTA 影像的心肌桥分型研究 

 
袁明远,宁忠平,李新明 

上海市浦东新区周浦医院 201318 

 

 

目的：应用 CTA冠脉检查观察并总结冠脉心肌桥形态学分型。方法：回顾性分析 GE-超高

端 CT冠脉造影诊断为心肌桥的病例，统计分析不同形态的心肌桥平均年龄、收缩期壁冠状

动脉的最大直径、同支冠脉粥样硬化发生率的差异，总结心肌桥的解剖形态学分型。结果：共

收集到 1458例病人中的 1496 处冠脉心肌桥。1439例(98.69%)为单支单发心肌桥共 1458 处，

9例(0.62%)表现为单支多发共 18处心肌桥，10例（0.69%）表现为多支单发共 20处心肌桥。

心肌桥形态类型有浅表Ⅰ型 551处（36.83%）、 浅表Ⅱ型 429处(28.67 %)、深埋Ⅰ

型 312 处（ 20.87%）、深埋Ⅱ型 123处( 8.22 %)、复杂型 81处（5.41%）5种类

型。各型态心肌桥其壁冠脉动脉直径和合并冠心病的发生率有差异（P<0.05）。结论：基于

CTA影像的心肌桥形态学可分为 5大类，不同类型的心肌桥具有不同的解剖和临床特点。   

 

 
PU-0479 

PET/CT 对孤立性肺良性结节或肿块的定性诊断价值 

 
胡娜

1,2
,王云华

1,2
 

1.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2.PET/CT 中心 

 

摘要  

目的：探索肺部孤立性良性结节或肿块的 PET/CT影像特征。 

方法：收集经手术切除病理证实的肺内孤立性占位，肺结核 24例，炎性病变 20例，良性肿瘤

3例，真菌感染 3例，术前均采用 PET/CT扫描，观察和评价 PET/CT征象。 

结果：本文总结分析了 9个良性病变较常出现的征象包括低代谢即 SUVmax值小于 2.5 以下

（14/50），小结节伴空洞（9/50），肺门侧小支气 

管充气征（14/50），周围血管充血征（17/50），平直边征（16/50），形态非球形

（20/50），长毛刺（18/50），卫星灶（13/50），边缘光整（11/50），晕轮征（10/50）,环

形浓聚（5/50），脓脓腔显著代谢（2/50），结节伴钙化或密度高（5/50）。其中形态非球

形、长毛刺、平直征、周围血管充血征有较高的诊断价值。 

结论：PET/CT 对孤立性良性肺结节或肿块有较高的诊断价值。 

  

   

 

 
PU-0480 

肺磨玻璃结节 CT 征象中有助于预判肺腺癌浸润程度的初步研

究 

 
赵娇,伍建林 

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16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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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胸部 CT扫描检出肺部磨玻璃结节（ground glass nodule,GGN）已经成为临床上越来越

常见的现象，有关其 CT诊断与鉴别诊断的研究亦较多。但广大患者仍处于不安和惊恐之中，

原因是被检出的 GGN大部分被证实为肺腺癌。因此，术前准确判定其浸润程度对指导治疗和评

估患者预后还是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本文依据 2015年国际肺腺癌分类标准，回顾性收集和

分析 104例经手术病理证实的肺腺癌资料，旨在探讨有助于区分肺腺癌浸润程度的有价值 CT

征象及其规律。 

方法：本研究纳入 44例浸润前病变、23例微浸润腺癌（MIA）及 37例浸润性腺癌（IA）。根

据相关文献和生物学行为，本研究将前两者归为非浸润腺癌组，共计 67例；将 IA归为浸润性

腺癌组，共计 37例。由２名具有 10年以上临床工作经验的高年资胸部影像医师采用双盲法分

别阅片，评估患者的影像学特征。 

结果：①病灶出现分叶或毛刺、胸膜凹陷征及空气支气管征在 IA组出现的几率大于非浸润腺

癌组，两组之间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而在血管集束征、空泡或空腔无统计学差异

（P>0.05）。②IA组的直径、CT值均大于非浸润腺癌组，分别为（1.80±0.77）cm:

（1.06±0.36）cm、（-541.63±85.92）HU:（-619.10±101.18）HU，经 t检验分析两组病灶

直径和 CT值存在统计学差异（P<0.001）；IA组的相对 CT值小于非浸润腺癌组，分别为

（0.64±0.10）：（0.71±0.11）。③经二元 Logistic分析结果显示 GGN的直径及空气支气

管征为鉴别两者的重要因素。IA组 GGN内出现空气支气管征的几率明显高于非浸润腺癌组

（43.2% vs 7.5%,P<0.001）；病灶直径≥1.29cm 并诊断为 IA的约占 61.9%，具有明显的统计

学意义（P<0.001）。 

结论：GGN的直径和空气支气管征是预测肿瘤浸润程度的重要因素。 

  

 

 

   

 

 
PU-0481 

探讨原发性支气管内粘液表皮样癌的 CT 表现 

 
冷银萍,曾献军,王敏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30006 

 

目的 探讨原发性支气管内粘液表皮样癌的 CT影像特点，以提高对本病的影像诊断能力。方

法 回顾性分析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11例支气管内粘液表皮样癌患者的 CT影像特点，11例中

有 6例均行 CT平扫及增强扫描，4例直接增强扫描，1例只有平扫。结果 11例中有 1例位

于左主支气管，6例位于叶支气管，4例位于段支气管。11例 CT均表现为支气管内边缘光

滑、边界清楚的类圆形或分叶状肿块，沿支气管生长，MPR 显示病灶的最长径均与支气管的长

径相平行。病灶直径范围为 1.7～3.7cm。1例伴阻塞性肺不张，6例伴阻塞性肺炎，有 1例病

灶向远侧支气管播散。9例病变的支气管及其远端支气管内充满粘液。3例病灶边缘见小斑片

状钙化灶。3例病灶出现“空气半月征”征象。增强扫描的 10例病灶中，有 5例呈明显不均

匀强化，有 4例呈明显均匀强化，有 1例病灶呈不均匀轻度强化。只有 1例伴有纵隔淋巴结肿

大。结论 原发性支气管内粘液表皮样癌是位于支气管内的罕见肿瘤，CT上表现为支气管内

类圆形或分叶状肿块，病灶的最长径与支气管的长径相平行，病灶无局部肺组织侵犯，伴有阻

塞性炎症或肺不张，远端支气管内可见粘液，肿块密度均匀或不均匀，增强扫描大部分病灶呈

明显强化，一般不伴有淋巴结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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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482 

磨玻璃密度结节的薄层 CT 征象对微浸润腺癌和浸润性腺癌的

诊断价值 

 
黎佳维,伍建林 

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16001 

 

目的 探讨表现为磨玻璃密度结节的肺腺癌的薄层 CT征象对微浸润腺癌和浸润性腺癌的鉴别

诊断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手术和病理证实、直径小于 3 cm 的 85例肺腺癌患者共计

87个肺磨玻璃密度结节(微浸润腺癌 40个，浸润性腺癌 47个)的术前影像学表现，依据胸膜

牵拉线的数量和对胸膜的牵拉程度将胸膜凹陷征分为 0～Ⅲ度，根据分叶深度分为浅、中、深

分叶，对微浸润腺癌和浸润性腺癌两组间的胸膜凹陷程度、分叶深度、毛刺、异常血管和异常

支气管的数量等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分叶的深度、胸膜凹陷的程度、毛刺数量、异常血管

和支气管数量在微浸润腺癌组和浸润性腺癌两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分

叶的深度、胸膜凹陷的程度、毛刺数量、异常血管和支气管的数量等在微浸润腺癌和浸润性腺

癌间有鉴别诊断意义，深分叶、胸膜凹陷程度越明显、毛刺越多、病灶内的异常血管及支气管

越多提示浸润性腺癌的可能性越大。 

   

 

 
PU-0483 

16 公分宽体探测器肿块 CT 灌注联合增强扫描在肺部占位性病

变的应用 

 
赵卫东,刘强,张红宇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030001 

 

目的：初步探讨 Revolution CT灌注成像联合增强扫描在肺部占位性病变鉴别诊断中的应用价

值。 

材料与方法：行 Revolution CT灌注成像联合增强扫描技术进行检查的肺部占位患者 34 例，

所有患者均有不同程度咳嗽、咳血症状；所有病理结果经病理证实或经治疗后随访观察证实，

其中肺癌 26例（鳞癌 10例，腺癌 13例，小细胞癌 3例），良性病变 8例。 

原始数据传入 AW4.6 工作站，应用 CT Perfusion 4D软件进行处理，而后计算机自动生成灌

注图并获得灌注参数结果，分别是血流量(blood flow，BF)、血容量(blood volume，BV)、平

均通过时间（mean transit time，MTT）灌注峰值时间(time to peak，TTP)和表面通透性

(permeability surface，PS)。 

结果：初步统计学分析显示，肺癌患者 CT灌注参数值 BF、BV、TTP，高于肺部良性病变，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肺癌患者 MTT低于肺部良性疾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不同病理类型肺癌间的 BF、BV、TTP及 MTT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Revolution CT增强扫描联合灌注成像在对部占位性病变可提供更多的有效信息。CT灌

注成像能够对肿块的血流供应、肿瘤生物行为及肿瘤周边灌注区予以真实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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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484 

Evaluation of the accuracy of measuring ventricular 

volume and function with multiple atlas propagation 

and segmentation 

 
Song Jingjing 

Shuguang Hosipital， Shangha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200021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ccuracy of measuring the ventricular volume with 

multiple atlas propagation and segmentation. Methods: patients (n=15) with known 

or suspected coronary disease underwent examinations on a 64-slice CT. Segments 

were performed using the multiple atlas propagation and segmentation 

(MAPS), the single atlas propagation and the segmentation (SAPS) and automated 

Cardiac phase selection, respectively. Significances were tested using 2-sided 

Student’s t tests. Results: It showed that the proposed MAPS can achieve a mean 

Dice score of 0.883 ± 0.032, consistent with good agreement. Conclusions: MAPS is 

an accurate automated method of measuring the ventricular volume and assessing the 

function. 

   

 

 
PU-0485 

心脏 CT 成像在评估房颤患者左心耳自发显影中的价值 

 
贾崇富,何春丽,王照谦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6011 

 

目的 研究心脏 CT成像（CCT）定性及定量分析在左心耳自发显影（LAASEC）中的诊断价值。

方法 我院明确诊断房颤且行 CCT及经食道超声心动图（TEE）两项检查的住院患者 245 例。以

TEE为金标准，计算 CCT定性评估 LAASEC的灵敏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PPV）、阴性预测

值（NPV）及准确度。测量左心耳（LAA）、升主动脉（AA）和左心房（LA）CT值，计算

LAA/AA及 LAA/LA，并绘制 LAA、LAA/AA及 LAA/LA的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结果 TEE

诊断 LAASEC 0级 113例，1级 73 例，2级 19 例，3级 25 例，4级 15 例。CCT示无 LAASEC

患者 162例，LAASEC患者 83例。2-4级 LAASEC患者 59例，CCT均为阳性。CCT定性检测

LAASEC（≥1级）的灵敏度、特异度、 PPV、NPV及准确度分别为 56.8%、92.9%、90.3%、

64.8%及 73.5% 。LAA、LAA/AA及 LAA/LA的 ROC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852、0.902、0.824。

LAA/AA在最佳截断点为 0.897 时，CCT定量检测 LAASEC 的灵敏度、特异度、PPV、NPV 及准确

度为 87.9%、83.2%、85.9%、85.5%及 85.7%。结论 CCT在评估 LAASEC尤其是 2-4级 LAASEC

方面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在定性分析基础上，结合定量分析尤其 LAA/AA值能较大程度提高

CCT诊断 LAASEC的准确度。 

   

 

 

PU-0486 

2 例肺部炎性肌纤维母细胞瘤的 MSCT 总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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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红,吴杨 

湖北医药学院附属随州医院 随州市中心医院 441300 

 

目的 探讨肺部炎性肌纤维母细胞瘤(IMT)的 MSCT表现。 

方法 回顾分析 2例经手术病理证实的肺部炎性肌纤维母细胞瘤的临床及影像资料。2例患者

均平扫后行单期或多期增强扫描。 

结果 1例为多发病变，1例为单发病变，共 5个病灶，其中中央型 3个，周围型 2个；CT表

现为边界清楚的实性肿物，边界较清楚，增强扫描肿瘤呈不均匀中等到明显强化。病理示瘤组

织由梭形纤维细胞及炎细胞组成，免疫组化染色肌源性蛋白阳性表达。 

结论 IMT是一种少见的肿瘤，MSCT检查能为其提供准确的解剖部位等信息，在定性诊断方面

尤其对肺内病变有一定价值，最后确诊有赖于组织病理学及免疫组化检查。 

   

 

 
PU-0487 

应用多层螺旋 CT 研究心肌桥对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的

影响 

 
顾玲玲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200003 

 

【目的】 

通过对比左前降支有粥样硬化斑块组和左前降支既有粥样硬化斑块又有心肌桥组 2组的斑块特

性，分析心肌桥对于左前降支粥样硬化斑块形成的影响。 

【材料与方法】 

回顾分析 2013年 6月-2014 年 6月在我院行冠脉 CTA检查的病例，其中 51例经 256层螺旋 CT

冠状动脉成像诊断为左前降支有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合并心肌桥的影像资料，另 37例经 256层

螺旋 CT冠状动脉成像诊断为左前降支有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无心肌桥的影像资料。评价指

标有左前降支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数、斑块构成、斑块离左冠窦口距离、斑块所在血管管腔狭窄

程度。两组计量资料使用 t检验；计数资料给出各组例数或百分率，采用卡方检验，不符合正

态分布及方差齐性数据用 Mann-whitneyU testing法进行分析。 

【结果】 

两组年龄无统计学差异（t=1.246,P=0.216）。两组性别无统计学差异（χ
2
=0.689，

P=0.406）。两组高血压有统计学差异（χ
2
=6.197，P=0.013）。两组斑块数无统计学差异

（P=0.103）。两组钙化斑块数无统计学差异（P=0.066）。两组狭窄程度无统计学差异

（P=0.088）。两组在距离 1有斑块数无统计学差异（χ
2
=1.658，P=0.437）；两组在距离 2

有斑块数无统计学差异（χ
2
=0.671，P=0.715）。两组在距离 3有斑块数无统计学差异

（χ
2
=1.706，P=0.426）。两组在距离 4有斑块数有统计学差异（χ

2
=12.13，P=0.002）。两

组在距离 5有斑块数无统计学差异（χ
2
=2.89，P=0.236）。 

【结论】 

本研究得出心肌桥对于前降支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总的斑块数和钙化斑块数是没有影响的。由于

心肌桥的存在，心肌桥合并有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组的斑块多分布在桥前段即离左冠窦口 60mm

以内，壁冠状动脉没有粥样硬化斑块。 研究同时显示不同分型心肌桥对于桥前段血管斑块管

腔狭窄程度是没有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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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488 

基于 CT 征象区别肺浸润前病变与浸润性肺腺癌的可行性临床

研究 

 
吴光耀,伍建林 

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16001 

 

目的 回顾性分析肺磨玻璃结节（GGN）浸润前病变与浸润性病变（肺腺癌）的 CT表现规律与

差别，旨在探寻有助于两者鉴别诊断的有价值征象。方法 收集经病理证实 GGN病例 122 例，

57例为纯 GGN（pGGN），65 例为混合性 GGN(mGGN)；其中浸润前病变 71例，包括 13例非典型

瘤样增生（AAH）和 58例原位腺癌（AIS）；浸润性病变 51例，包括 39例微浸润腺癌（MIA）

和 12例浸润性腺癌（IAC），比较两组 CT征象差异并行 ROC曲线分析评估两组鉴别的最佳界

值。结果 在 pGGNs组中，平均直径和分叶征对鉴别浸润前病变与浸润性病变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平均直径的界值为 11.82mm，诊断敏感度和特异度为 73%和 87%。在 mGGNs

中，平均直径、实性比例、分叶征、毛刺征和胸膜凹陷征在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平均直径的界值为 12.5mm，敏感度和特异度为 75％和 80％。结论 基于 CT征象

是可以对肺部 GGN的肺浸润前与浸润性病变进行预评估的，重要因素主要体现在 GGN病灶平均

直径、实性成分以及边缘征象等。 

   

 

 
PU-0489 

多层螺旋 CT 评价心肌桥对近端血管内径变化率的影响 

 
邓小飞

1,2
,王培军

2
,舒政

1
,葛琛瑾

1
 

1.上海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2.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影像科 

 

目的: 利用多层螺旋 CT冠状动脉造影来探讨心肌桥对壁冠状动脉近端血管内径变化率的影

响。方法: 收集上海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2016年 10月-2017 年 1月进行冠状动脉 CTA检查且符

合条件的患者 79例，其中 LAD心肌桥患者 27例，无心肌桥作为对照组患者 52例。对所收集

的患者进行心动周期的 45%（收缩期）及 75%（舒张期）双期重建，利用 Vitrea 2后处理工作

站测量出 RCA及 LAD近端横截面的长径与短径，利用其均值代表该血管的直径。再利用血管内

径变化率(inner diameter change rate,DCR)公式即冠状动脉血管内径变化率=（血管收缩期

直径-血管舒张期直径）/血管收缩期直径 X100%，从而计算出患者 DCR。再进行心肌桥组与对

照组进行统计学对照分析，P<0.05认为具有统计学差异。结果：心肌桥组 RCA近端 DCR为

13.41%±7.85%，对照组 RCA 近端 DCR为 10.40%±9.60%，两者不存在统计学差异（t=1.399，

P>0.05），心肌桥组 LAD近端 DCR为 10.85%±14.66%，对照组 LAD近端 DCR为

11.81%±11.51%，两组不存在统计学差异（t=-0.318，P>0.05）；但心肌桥组 LAD近端长径的

DCR为 7.59%±7.05%，对照组 LAD近端长径的 DCR为 12.75%±12.36%，心肌桥组 LAD的 DCR

明显低于对照组，且具有统计学差异（t=-2.0，P<0.05），但 LAD近段短径的 DCR在两组中不

具有统计学差异（t=-0.078，P>0.05）；心肌桥组 RCA近段长短径与对照组均不具有统计学差

异（t=0.855，P>0.05及 t=1.42，P>0.05）。结论：心肌桥患者 LAD近段长径 DCR低于对照

组，表明心肌桥的存在对于壁冠状动脉近端的长径 DCR存在明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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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490 

210 例小细胞肺癌 CT 平扫及增强征象分析 

 
汪田田,李娟,朱春雨 

泰山医学院附属医院 271000 

 

目的：分析、总结小细胞肺癌的 CT征象，提高其诊断准确率。方法：回顾性分析 210 例经手

术、穿刺或纤支镜病理证实的小细胞肺癌患者的胸部 CT平扫及增强影像资料，记录肿瘤发生

部位、肿块范围、密度、形态及边缘、周围有无阻塞性肺炎或肺不张、有无包绕或侵犯相邻主

要血管、有无胸膜牵拉、肿块强化程度，有无胸腔积液及心包积液。结果：210例小细胞肺癌

患者中，左肺门-纵隔病灶 39例，左肺下叶病灶 46例，左肺上叶病灶 17例，右肺门-纵隔病

灶 39例，右肺下叶病灶 53 例，右肺上叶病灶 17例；中央型 175例（83.3%），周围型 35例

（16.7%）。病灶主要 CT征象：病灶沿支气管长轴者 107例（50.9%），内部有坏死者 115例

（54.8%），含钙化者 42例（20.0%），边缘见毛刺 11例（5.2%），胸膜牵拉 31例

（14.8%），侵犯或包绕主要邻近血管者 158例（75.2%），周围阻塞性肺炎 164例

（78.1%），合并肺不张 63 例（30.0%），合并胸腔积液 91例（43.3%），合并心包积液 35例

（16.7%），增强扫描呈渐近性强化者 178例（84.8%），动脉期明显强化、静脉期强化减低者

32例（15.2%）；均匀强化 79例（37.6%），不均匀强化者 131例（62.3%），动脉期 CT值平

均增加约 12.5Hu，静脉期 CT值平均增加约 23Hu；结论：小细胞肺癌 CT征象有一定特征性，

绝大多数为中央型，多位于肺门-纵隔及下叶近肺门部，部分病灶与纵隔淋巴结分界不清而呈

肺门-纵隔软组织肿块，约半数有沿支气管长轴生长的特点，绝大多数病灶呈渐进性、不均匀

性强化，3/4病灶内可见血管包绕或侵犯。本研究有淋巴结转移者 179例，多数位于肺门及气

管旁及血管前（10组、3a组、4组淋巴结），且体积较大，了解上述小细胞肺癌 CT征象，有

助于提高其诊断准确率。  

 

 
PU-0491 

薄壁囊腔型肺癌与薄壁空洞性肺结核的 MDCT 表现鉴别诊断研

究 

 
望云,范丽,李清楚,陈如潭,萧毅,刘士远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200003 

 

【目的】 对比分析薄壁囊腔型肺癌与薄壁空洞性肺结核的 CT表现特点。 

【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病理证实或临床证实的 30例薄壁含囊腔型肺癌和 29例薄壁空洞性肺

结核患者的一般资料及 MDCT 征象。采用 t检验、Mann-Whitney U检验、χ2检验及 Fisher确

切概率法进行统计分析。 

【结 果】肺癌组与结核组的患者性别无统计学差异（p>0.05），肺癌组平均发病年龄高于结

核组（60.07±10.26 vs 43.41±17.21，p<0.001）。肺癌组的病灶大小(33.08±11.58 vs 

21.91±7.40,P<0.001)、含气腔隙大小(24.17±9.96 vs 15.47±6.98,p<0.001)均大于结核

组，肺癌组的含气腔隙壁厚小于结核组(2.05±0.90 vs 2.50±0.75,p=0.033)。肺癌组的形态

学分型以 IV型居多，结核组的形态学分型以 III型居多,p<0.001。两组的病灶位置之间无统

计学差异(p>0.05)。肺癌组的分叶征、短毛刺、清楚光整的界面、多囊、内部分隔及血管穿

行、磨玻璃征的比例高于结核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核组的长毛刺、尖角、清

楚毛糙的界面、卫星灶、内壁光整的比例高于肺癌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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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灶整体形状、含气腔隙形状、棘状突起、含气腔隙在病灶内的位置、胸膜凹陷征、胸膜粘连

无统计学差异（p>0.05）。 

【结 论】薄壁囊腔型肺癌与薄壁空洞性肺结核的 CT征象不同，分叶征、毛刺征、尖角、瘤肺

界面、内壁光整度、腔内结构、磨玻璃征、卫星灶有助于鉴别诊断。 

   

 

 
PU-0492 

改变体位联合 CT 靶扫描对特殊部位肺结节的诊断价值 

 
望云,范丽,李清楚,陈如潭,萧毅,刘士远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200003 

 

【目的】探讨改变体位联合 CT靶扫描技术在特殊部位肺结节诊断中的价值。 

【方法】 对 22例行常规胸部 CT扫描发现的位于心脏旁和后肋膈角的肺结节患者，增加改变

体位及 CT靶扫描，记录两种扫描方法所得的图像的信噪比（SNR）和对比信噪比（CNR），从

肺野充气膨胀程度、伪影严重程度、肺坠积效应 3方面主观评价图像质量，对比分析两种扫描

方法对病灶 CT征象的显示情况， 

评价医师对肺结节的诊断信心度，并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 果】 与常规胸部 CT 扫描靶重建相比，改变体位靶扫描的图像质量主观评分提高

（p<0.01），图像的 SNR和 CNR增加（p<0.05），对病灶 CT征象显示情况得分提高

（p<0.05），诊断信心度增加（p<0.01）。 

【结 论】改变体位联合 CT 靶扫描技术可以使结节征象显示更清楚，应作为心脏旁和后肋膈角

肺结节的最佳扫描方法。 

   

 

 
PU-0493 

以反晕征为主要 CT 表现的肺结核 3 例并文献复习 

 
望云,范丽,李清楚,陈如潭,萧毅,刘士远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200003 

 

目的：分析以反晕征为主要 CT表现的肺结核患者的影像表现特点，以提高对这类不典型肺结

核的诊断准确率。 

方法 ：回顾性分析 3例确诊的以反晕征为主要 CT表现的肺结核患者的临床和影像资料，并复

习相关文献，总结这类疾病的影像学特点、病理基础及鉴别诊断。 

结果 ：3例患者均为免疫正常人群，无明显结核中毒症状，肺内出现反晕征且合并有腺泡结

节和树芽征，反晕征的壁及内部的磨玻璃区均可见结节影。 

结论 ：肺内出现反晕征的肺结核患者影像学表现具有特征性，结合临床资料，有助于及时诊

断和治疗。 

   

 

 
PU-0494 

肺磨砂玻璃样病变高分辨率 CT 值分析及其诊断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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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焕初,郑晓林,邹玉坚 

东莞市人民医院 523000 

 

【摘要】 目的 拟通过对 CT 表现出的肺磨砂玻璃样病变的支气管改变和 CT值分析，认识早期

肺癌的 CT征象，提高肺部磨砂玻璃样病变定性诊断的能力。方法 回顾性分析肺部 CT 表现为

磨砂玻璃样病变 80例患者，包括炎症型病变 26例，癌前病变 10例，肺癌 44例，均经组织病

理学或临床证实。在薄层高分辨率 CT图像上对病变观察与分析，比较炎症性病变、浸润前病

变和肺腺癌在 CT上的支气管改变（支气管中断、管壁密度增高和扭曲扩张）、CT的平均数及

其差异性，数据经统计学处理。结果 组织病理学证实本组磨砂玻璃样改变的肺癌均为早期阶

段。支气管改变：26例炎性病变中，2例病变内见 3型支气管改变、6例表现为 4型、18例表

现为 5型；10例原位癌，1例表现为 3型、3例和 6例分别表现为 4型和 5型；44例肺癌中，

28表现为 1-3型、6例和 9例分别为表现为 4型和 5型（X2
=14.01 ，p=0.01<0.05）。在支气

管表现为 4型和 5型的病变中，CT值平均数：炎症的为-460HU，原位癌为-660HU，肺癌为-

258HU（F=20.03， p=0.01<0.05）。CT值的标准差：炎症为±112.31，原位癌为±78.80，肺

癌为±155.85（F=24.92， p=0.00<0.05）。结论 不同类型病变的磨砂玻璃改变在 CT 上表现

出明显的差异，肺癌内支气管中断、管壁密度增高和扭曲扩张明显多于炎症性病变和癌前病

变，且 CT值较高、CT值标准差差异较大。故磨砂玻璃样病变内支气管改变与 CT值的不同，

能反应病变是否具有破坏性，认识这些征象对诊断早期肺癌和与良性病变进行鉴别有重要作

用。 

   

 

 
PU-0495 

MSCT 与超声心动图对主动脉瓣环测量的对比研究 

 
顾敏,李康,徐刚,王庆平 

重庆市人民医院中山江北院区 400013 

 

目的： 比较 MSCT与超声心动图对主动脉瓣环测量的差异大小，为 TAVR手术提供准确的解剖

学数据。 

方法： 收集重度主动脉瓣狭窄患者 38例，均在 2周内完成了经胸超声心动图与心脏增强 CT

扫描检查，分别测量主动脉瓣环直径。选取心脏增强 CT收缩末期时相进行瓣环的测量，重建

出主动脉根部的双斜短轴位，于三个瓣叶最低点同时消失的平面对瓣环进行测量，MSCT 测量

方法分别采用长短经法、面积法、周长法。并将超声心动图测量的主动脉瓣环测量数据与 CT

进行比较。 

结果： MSCT的三种方法与经胸超声心动图测量的主动脉瓣环直径的大小的相关性分别为

0.482、0.481、0.493，P<0.05；将利用长短径计算的平均直径与周长计算的平均直径、面积

计算的平均直径及超声测量直径之间分别进行配对 t检验，瓣环直径的大小在 MSCT中比超声

心动图大，差值为 2.29±2.52mm，P<0.001。而 MSCT三种方法测量瓣环的平均直径均无显著

的统计学差异（24.18±4.27mm，24.25±2.63mm，23.66±2.62mm，P均>0.05）。 

结论：基于 TAVR的“非直视”手术特点，在术前即应对主动脉根部结构进行准确预判。TAVR

术前主动脉瓣环测量的手段主要是超声心动图和 MSCT，但由于主动脉瓣环通常为椭圆形，超

声心动图采用单一切面测量主动脉瓣环时可能导致结果不准确，且在瓣膜重度钙化时亦会增加

超声心动图测量难度。MSCT 通过长短径法、面积法、周长法三种方法测量主动脉瓣环大小，

三种测量方法获得的瓣环直径在大小上没有显著的统计学差异，MSCT测量结果通常都大于超

声心动图。MSCT既能作为一种能提供心脏、大血管及主动脉根部精细解剖信息的影像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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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 TAVR术前筛选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指导手术操作、减少术后并发症及术后随访再评估中

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PU-0496 

右肺下叶支气管分支类型的 64 层螺旋 CT 解剖学研究 

 
张英 

延边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133000 

 

   【摘要】 目的：通过收集大样本观察右肺下叶段级支气管分支形式的常见类型，获得具有

代表性的数据，并探讨 CT横断面图像辨认主要分支类型的规律。方法：500例门诊患者胸部

CT常规扫描资料，应用重建薄层 CT横断面图像对右肺下叶段支气管资料分型。结果：右肺下

叶依据基底干（前底段+外侧底段+后底段）支气管分支的不同分为 4型：Ⅰ型是外侧底段与后

底段支气管共干型，共 326 例（65.2%）；Ⅱ型是前底段与外侧底段支气管共干型，共 105例

（21.0%）；Ⅲ型是基底干支气管 2分支. 前底段、后底段支气管，共 38例（7.6%）； IV型

是基底干支气管 3分支. 前底段、 外侧底段、 后底段支气管， 共 27例（5.4%）；其余为特

殊类型，共 4例（0.8%）。 即内侧底段支气管缺如型， 共 30例（6.0%）。 亚上段支气管出

现者 136例（27.2%）， 出现 Para-B8支气管出现者 59例（11.8%）。结论：64层螺旋 CT重

建薄层 CT图像可以真实地显示右肺下叶段级支气管分支形式并对其准确分型。 

   

 

 
PU-0497 

创伤性湿肺早期急诊 256 层螺旋 CT 扫描的诊断价值探讨 

 
高彦平 

阳煤集团总医院 045000 

 

【摘要】：目的：评价急诊螺旋 CT扫描在创伤性湿肺早期诊断中的作用，方法：回顾性分析

232例创伤性湿肺急诊检查胸部 CT表现。结果：186例患者分别累及左、右肺，其双肺创伤性

湿肺 106例，右肺创伤性湿肺 64例，左肺创伤性湿肺 32例。CT早期表现分别为肺间质水肿

（198例）、弥漫肺实变（106例）、磨玻璃影（108例），进展加重可见肺实变、肺不张、

肺水肿、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等。结论：胸部急诊多排螺旋 CT扫描是在创伤性湿肺的早期发

现、早诊断中的最佳首选检查方法。 

   

 

 

PU-0498 

左心室容积变化规律在高心率患者双源 CT 冠状动脉造影中的

应用研究 

 
张艳丽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 646000 

 

http://www.wiki8.com/fenxi_119103/
http://www.wiki8.com/fenxi_119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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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基于左心室容积变化规律，对高心率患者行 CCTA Flash spiral扫描，并与前瞻

性心电门控序列扫描模式进行比较，探讨 Flash spiral扫描模式在高心率患者中的临床价

值。 方法 随机选取我院 2016 年 1月至 2016年 12月 150例临床怀疑冠心病并进行 CCTA 检

查患者，随机分为回顾性门控组、Flash spiral组和前瞻性门控组。采用第二代双源 CT行冠

状动脉造影，分析不同心率患者左心室容积在心动周期中的变化规律，探寻 Flash spiral模

式扫描的最佳启动 R-R时相。Flash spiral组采用回顾性门控组 Flash spiral 模式扫描最佳

R-R时相进行 Flash spiral 模式扫描；前瞻性门控组采用前瞻性心电门控序列扫描；比较分

析 Flash spiral组和前瞻性门控组各心率组的图像质量及有效射线剂量。结果 结果显示

Flash spiral 模式启动扫描最佳 R-R时相在心率<70 次/分、70～79次/分、80～89次/分、

90～99次/分、≥100 次/分分别为 60.2%、30.2%、25.7%、22.8%、16.6%。心率 70～79次/

分和心率 80-89次/分患者，Flash spiral组和前瞻性门控组组间图像质量差异无显著统计学

意义（P>0.05）；心率 90-99次/分和心率≥100 次/分患者，Flash spiral组和前瞻性门控

组组间图像质量差异有显著统计学差异（P<0.05），前瞻性门控组显著优于 Flash spiral

组。Flash spiral组有效射线剂量（DLP和 ED）均显著低于前瞻性门控组。 结论 第二代双

源 CT Flash spiral扫描心率 70～89 次/分患者可得到与前瞻性心电门控序列扫描相似且可

满足诊断要求的成像图像；心率大于 90 次/分、心率变异较大患者，建议选择前瞻性心电门

控序列扫描。 

   

 

 

PU-0499 

评价 320 排 CT 在先天性心脏病诊断中的价值 

 
胡立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430022 

 

摘要 目的：在临床上采用 320排 CT对先天性心脏病进行辅助诊断，并对其价值进行分析。方

法：回顾性分析我院自 2013 年 5月至 2013年 12月间入院且采用 320排 CT诊断的 11 例先天

性心脏病患者病例，并以超声心动图结果作为对照。采用 320排 CT对患者进行扫描时，患者

使用仰卧位。扫描的范围为心脏入口到膈面。进行两期扫描。依据患者体重进行对比剂用量的

确定，并用头皮静脉注射方式进行用药。以层厚和间隔为 0.5mm，对扫描的数据进行图像的构

建，上传到工作站后，对其进行 MPR、MIP、VR的处理，进而对患者的心脏内、外部分进行诊

断。患者的超声心动图，采用彩色多普勒超声心动图仪进行扫描。对患者的左室长轴位、心尖

四腔位、大动脉短轴位及胸骨上等检查。对诊断结果进行分析。结果：患者的心脏外部病变诊

断的符合率高达 100%，而对心脏内部的诊断符合率也达到了 96.5%，该结果揭示了 320排 CT

能准确的针对复杂型的先心病。结论：320排 CT在使用过程中，具有很大的时间、空间分辨

力，并有着功能强大的后处理技术，其图像能直观、清晰的将心脏内外的异常畸形显示出来。

同时，其在使用过程中，具有扫描剂量低、安全、有效的特点，在新生儿临床诊断中有着很好

的前景。相比于其他影像学诊断方式，其在心脏外部血管部位的应用更为突出。清晰准确的扫

描图像有利于治疗方式的确定以及手术中的风险。320排 CT的大范围探测能有效的覆盖儿童

的心脏和血管，由此，在对比剂的作用下，可以依次对不同的器官进行记录，进而对心脏循环

的异常进行判定。而本组研究中，心脏外部的检测没有任何漏诊也在很大程度上说了此点。而

且，320排 CT的低剂量可减少对于患儿的影响，加之其扫描快速，在儿童先心病的诊断中能

起到关键的作用。320排 CT 在先天心脏病的辅助诊断中有很好的效果。  

 

 
PU-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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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低剂量 CT 扫描及迭代重建技术对肺癌早期检出和定性的可

行性研究 

 
杜贺钦,张镇滔,吴玉仪 

东莞市人民医院 523000 

 

摘要： 

目的 探讨低 X线剂量及低碘含量对比剂及迭代重建技术 CT扫描应用于早期肺癌检出的可行

性。 

方法 选取 2014年 1月至 2016年 12月行胸部 CT平扫及增强扫描 96例早期肺癌患者。所有患

者采用完全随机分组法平均分为常规剂量组（常规辐射剂量+造影剂用量 1.5ml/Kg）和双低剂

量组（低辐射剂量+造影剂用量 1.0 ml/Kg），造影剂浓度为 270mg/100ml。比较不同组别之间

的诊断率、CT值、信噪比（SNR）、对比噪声比（CNR）、图像噪声标准差（SD值）、评分

值，以及造影剂量、剂量容积 CT剂量指数、剂量长度乘积、有效剂量。 

结果 两实验组的诊断率、CT值、信噪比（SNR）、对比噪声比（CNR）、图像噪声标准差（SD

值）、评分值之间无统计学差异（P>0.05），造影剂量、有效剂量之间有统计学差异

（t=13.451、P><0.05;t=32.248、P<0.05）. 

结论 双低剂量 CT扫描及迭代重建技术能够得到满意的早期肺癌扫描图像，对于早期肺癌的筛

查有很大的临床意义。 

   

 

 
PU-0501 

双肺播散性胸膜肺母细胞瘤 1 例报告 

 
黄丽轩,曾自三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530021 

 

患儿男性，11岁，因“右肾肿瘤”入院。入院胸部 DR提示两肺多发大小不等结节，2011 年 4

月 19日胸部 CT示：两肺各叶内可见多个大小不等结节影及数个空洞影，边缘光滑，最大者直

径约 13.4mm，结节灶密度均匀，增强扫描病灶呈轻度强化，考虑为两肺转移瘤可能。患儿无

咳嗽咳痰，无发热，一般情况可。查体：生命体征平稳，神清，双肺呼吸音清，未问及啰音；

腹平坦，未见胃肠型，右中上腹触及一肿块，质硬，固定，边界清，移动性浊音阴性，肠鸣音

正常。后行右肾肿瘤根治术，术后病理示平滑肌瘤。两肺结节灶未做处理。2011年 05月 19

日复查 CT示两肺病灶大小较前增大、数目较前增多。于 2011年 6月 7日全麻下行胸腔镜探查

活检见右肺布满多发结节，大小约 5～15mm，给予右肺楔形切除肿瘤组织。肿物病理标本提

示：双肺播散性胸膜肺母细胞瘤Ⅱ型（亦称儿童型肺母细胞瘤）。免疫组化：TTF-1、EMA及

CK上皮（+)、Vimentin(±)、CD34(-)、NSE(-)、CgA(-)、SMA(-)、S-100(-)。 

   

 

 
PU-0502 

MR 成像对冠状动脉硬化患者血管壁的评估 

 
白维娴,贾荣荣,武祎,查丽,吕海蓉,高燕军 

西安市第三医院 710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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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冠状动脉磁共振成像(MRI)已被开发用于评估冠状动脉管腔直径和管腔厚度。本研究的目

的是利用磁共振黑血序列（black-blood sequences）来评估影响冠状动脉壁厚度成像的生理

参数。 

方法 54名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患者参与了冠状动脉 MR成像研究，其中包括 28名男性和 26名

女性。我们对 49名参与者采用自由呼吸全心 MR血管造影术对其冠状动脉进行定位。我们使用

电心门控下涡轮旋转回波序列对自由呼吸的黑血图像进行了研究，成像参数如下：重复时间=2 

R-R间期，回波时间为 33ms，带宽=305 hz/像素，矩阵 416 ×416，FOV 420×420mm，层厚 4-

5mm。 

结果 在 139个冠状动脉段中有 128个(92%)完成了扫描，5个参与者未完成扫描。平均年龄

62.6 ± 8.4 岁（范围 45-81岁）；平均体重指数为 29.2 ± 5.9 kg/m2。在右冠状动脉中图

像质量好的比例较高，达到 40.5%；而左主干和左前冠状动脉分别为 31.9%和 26.4%。在图像

质量分数观察者中有一个稳定、统一的评估标准(κ = 0.79, P < 0.001)。较低的心率、男性

和较长的冠状动脉舒缩间隔与较高的图像质量评分成正相关(P＜0.05)。冠状动脉钙化积分

（Agatston calcium score）超过 10的右冠和左主干的信噪比较高，分别为 48.5和 69.7，

P=0.001以及 53.4和 61.6，P=0.032。 

结论 用 MR成像改善冠状动脉管壁的成像效果与冠状动脉舒缩间隔和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有关，

并与心率成反比。因为较长的冠状动脉舒缩间隔与改善的图像质量有关，无论是对 MRI和冠状

动脉造影的血管造影，降低心率是改善图像质量的一个有效的方法。 

   

 

 
PU-0503 

MSCT 冠状动脉成像联合 MR 心肌灌注成像对冠心病的诊断价值

研究 

 
陈垚,曾文兵,罗勇,刘兴华,温云 

重庆三峡中心医院 404000 

 

目的 以冠脉造影结果为依据，分析 MSCT冠脉成像及 MR心肌灌注成像的影像学特征，进而探

讨 MSCT冠脉成像联合 MR心肌灌注成像对冠心病心肌缺血的诊断价值。方法 选取在我院均完

成 128-SCTCA及冠脉造影检查的疑似冠心病患者 60人次，并从中选取 30例临床确诊为冠心

病，并有 1支或 1支以上冠脉狭窄的患者行 MR心肌灌注成像。分析 128-SCTCA 对冠脉斑块成

分的检测情况及诊断冠心病的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敏感性、特异性和准确率。测量 MR

心肌灌注成像中病变心肌与正常心肌首过灌注时间、首过最大上升斜率，及延迟强化特点。结

果 本组 60例 300支冠脉中共检出 176个斑块（占 58％），其中钙化斑块 128个（73％）、

脂质斑块 25个（14％）、纤维斑块 23个（13％）。以冠脉造影为金标准, 得出 128-SCTCA 诊

断冠脉狭窄的敏感性、特异性、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及准确率分别为 100 %、90.23 %、

92.57 %、100%、95.59%。30例患者中 54个室壁节段出现心肌首过灌注减低、并最大上升斜

率也减低的特点。30例患者共 49个心肌节段出现延迟强化，其中 17个节段呈透壁性强化；

32个节段呈非透壁强化，主要表现为中层心肌、心内膜、心外膜下的异常强化。结论 128-

SCTCA有利于显示冠脉血管解剖学方面的病变，而 MR心肌灌注成像有利于显示心肌病理生理

学方面的改变，其两者联合扫描对冠心病综合诊断有很高的临床使用价值。  

 

 
PU-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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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181 例纵隔病变的纵隔分区法的研究 

 
滕琳

1,2
,史河水

2
,孙文刚

2
 

1.河南省人民医院 

2.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目的：利用一组纵隔病变的多层螺旋 CT表现，用统计学方法比较不同纵隔分区法对病变的定

位差别。从病变本身所在空间位置及其大小来研究纵隔分区法。 

方法：收集 2012年 1月-2016 年 5月期间就诊于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放射

科，经多层螺旋 CT检查及病理学检查证实为纵隔占位性病变的患者的资料。根据张熙曾版的

《纵隔肿瘤学》及孙保存版的《纵隔肿瘤病理学》，对纵隔占位病变行病理学分类。两位有经

验的放射科医生回顾性分析纵隔病变的 CT图像，运用研究选择的分区法，采用中心原则对病

变定位。记录各病例在 CT图像中不同分区法中的定位分布,然后进行统计学定量分析。 

为研究纵隔病变的空间位置及大小对纵隔分区法的影响，引入坐标系把将纵隔内主要解剖结构

简化为坐标轴上的坐标点，沿简化的坐标点画水平线及垂直线，把原来不规则的纵隔解剖空间

简化为坐标系中相同大小的长方形。在坐标系中定位纵隔病变范围，统计每种病变在坐标系中

出现的频率。 

结果:胸腺病变、淋巴肿块病变、生殖细胞肿瘤、上皮源性肿瘤、神经源性肿瘤及间叶组织肿

瘤的离散度最大的均是三分区法，数值分别为 30.00%、10.65%、33.33%、14.58%、6.59%及

8.84%，纵隔囊性病变离散度最大的是五分区法（3.06%）；甲状腺病变离散度最大的是四分区

法（25.00%）。 

结论：三分区法对于胸腺病变、淋巴肿块、生殖细胞肿瘤、上皮源性肿瘤、神经源性肿瘤及间

叶组织肿瘤的区分度最大，四分区法对于甲状腺病变的区分度最大，五分区法对于纵隔囊性病

变病变区分度最大。综上所述，对于纵隔八类病变，三分区法较其它分区法更能满足纵隔分区

的目的。 

根据纵隔病变的大小研究，推荐一种纵隔分区法，即三分区法：前、中、后纵隔。前纵隔前界

为胸骨，后界为心包及大血管后缘；中纵隔前界为心包及大血管后缘，后界为气管食管前缘；

后纵隔前界为气管食管前缘，后界为后胸壁；上界均为胸廓入口，下界均为横膈。  

 

 
PU-0505 

囊腔类肺癌 MSCT 表现 

 
陈佳 

第三军医大学新桥医院放射科 400037 

 

【摘要】 目的 分析囊腔类肺癌的 MSCT表现，提高对该病的认识及早期诊断准确率。 方

法 回顾性分析 27例经手术或穿刺病理证实的孤立性囊腔类肺癌的临床资料及 MSCT表现。结

果 27例患者中鳞癌 4例，小细胞癌 1例，腺癌 22例。病灶呈分叶状 9例，圆形/椭圆形 15

例，不规则形 3例，囊腔平均最大径为 26.9 mm，距胸膜最近平均距离 18.8mm。囊腔壁厚薄不

均 26例，平均厚度为 2.5 mm，其中 2例囊壁可见钙化灶。27例均可见壁结节影，壁结节最大

径平均为 16.2 mm。根据壁结节与囊腔关系分为Ⅰ型 16例；Ⅱ型 3例；Ⅲ型 6例；Ⅳ型 2

例，囊壁平均厚度分别为 1.73mm、2.63mm、3.17mm、2.13mm。不同分型肺癌的毛刺分布存在

差别，其中无毛刺Ⅰ型 8例；Ⅱ型 2例；Ⅲ型 1例；Ⅳ型 1例。毛刺局限在壁结节旁仅 I型 6

例，毛刺围绕整个病灶Ⅰ型 2例；Ⅱ型 1例；Ⅲ型 5例；Ⅳ型 1例。囊腔位于壁结节外侧 14

例，内侧 12例，结节位于中间 1例。16例囊腔内有分隔（59.2%），10例有血管穿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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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0%）。可观察血管集束征 13例（48.1%），短毛刺 15例（55.6%），胸膜凹陷征 9例

（33.3%），7例病灶周围可见磨玻璃影(25.9%)。结论 囊腔类肺癌的 MSCT表现具有一定特

征性，仔细分析囊腔特点及其周围表现，有助于提高早期诊断准确率。 

   

 

 

PU-0506 

HRCT 对肺炎型肺癌的诊断价值分析及病理基础 

 
张一帆

1
,赵琼

2
 

1.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2.武汉市五医院 

 

目的：探讨高分辨率 CT（HRCT）对肺炎型肺癌（PTLC）的诊断价值及相关病理基础。方法：

回顾性分析 31例经穿刺活检或手术病理证实的肺炎型肺癌患者的临床、病理及 HRCT资料，记

录并分析病灶的位置、数目、形态、平扫及增强表现，并将其与病理作对照。结果：31 例肺

炎型肺癌中单发病灶 24例（77.4%），多发病灶 7例（22.6%），其中外周性分布 21例

（67.7%），中央性分布 10 例（32.3%）；肺叶性分布 25例（80.6%），肺段性分布 6 例

（19.4%），其中上叶 13例（41.9%），中叶 7例（22.6%），下叶 11例（35.5%）；31例患

者 HRCT表现大致分为 4种：单纯磨玻璃密度影 3例（9.7%）、磨玻璃密度影合并腺泡结节 5

例（16.1%）、肺叶或肺段实变阴影 19例（61.3%）、混合性阴影 4例（12.9%）。实变阴影中

出现支气管枯树枝征 15例（78.9%），空泡征 8例（42.1%），增强扫描伴血管造影征 12例

（63.2%）。实变阴影周围伴小结节 5例（26.3%），纤维条索影 4例（21.1%），胸腔积液 2

例（10.5%），纵膈淋巴结肿大 3例（15.8%）。病理证实原位腺癌 7例（22.6%），微浸润性

腺癌 8例（25.8%），浸润性腺癌 13例（41.9%），浸润性黏液腺癌 2例（6.5%），腺鳞癌 1

例（3.2%）。结论：肺炎型肺癌影像表现形态多样，但多有磨玻璃密度影或实变影，HRCT在

显示病灶细节如支气管枯树枝征、腺泡结节、空泡征等方面具有优势，充分认识并掌握这些征

象，结合临床病理特点，从而提高对该类病变的诊断水平。  

 

 
PU-0507 

CT 引导下经皮肺穿刺活检对肺部毛玻璃样病变良恶性的诊断

价值 

 
李宏伟 

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637000 

 

摘要 目的 探讨 CT引导下经皮肺穿刺活检（PTNB）对肺部毛玻璃样病变（GGO）的诊断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1年 1月至 2016年 12月在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肺部 GGO行 CT引导下

PTNB的患者资料。根据病变大小（≤10mm，10～20mm，≥20mm）、针道距离（≤5cm，5～

9cm，≥9cm）及 GGO成分的比例（50%～90%，>90%）对患者进行分组。计算 CT引导下 PTNB对

GGO总的及各组的敏感性、特异性及准确性，并采用 Fisher’s 确切概率法比较各组间的差

异。统计分析采用 SPSS17.0 软件。结果 共纳入 76例患者，包括恶性病变 58例，良性病变

18例。CT引导下 PTNB对肺部 GGO的敏感性、特异性、准确性分别为 88.9%、100%、93%。对

于不同大小、针道距离及 GGO比例的病变，诊断价值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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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对于肺部 GGO的诊断，CT引导下 PTNB具有较高的诊断价值，可作为其重要的诊断方法之

一。 

   

 

 
PU-0508 

螺旋 CT 诊断老年人支气管异物的应用及价值探析 

 
张艺明,李艳 

齐齐哈尔市第一医院 161000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收集我院 2013年 11月至 2014年 11月收治的 238例支气管异物老年患者的临床资料，患者

主要临床表现为咳痰、气促、胸闷及咳嗽。其中男 127例，女性 111例；年龄分布为 62-84

岁，平均为（72.5±2.3）岁。对患者听诊 194例患者局部呼吸音降低，138例局部可闻及湿

罗音。 

1.2设备及方法 

  采用飞利浦 Brilliance 64 排螺旋 CT及海信 NX/I双排螺旋 CT机，从患者肺尖部至肺底

部，行全肺扫描。双排螺旋 CT层厚及层距均为 10毫米，对可疑病灶再行薄层扫描，将层厚及

层距重建为 2毫米。64排螺旋 CT采集层厚为 2厘米，FOC250毫米，重建层厚 1厘米； 

2.结果 

  支气管镜取出 234例异物，4例粘液栓。CT诊断右肺下叶支气管异物 89例，左肺下叶支气

管异物 57例，77例中间段支气管异物，共 223例，诊断符合率为 95.3%。 

3.讨论 

  相关研究表明，螺旋 CT扫描分辨率高、速度快、安全性较高，是非侵入性的检查方式，可

作为临床诊断支气管异物的首选方式。螺旋 CT在扫描后可采用图像处理及重建方式，对图像

进行处理，使其清晰显示支气管管腔中的情况，在极大程度上提高了支气管异物的诊断准确

率。螺旋 CT在诊断支气管异物时具有直接征象及间接征象。本组研究中，管着管腔中的异物

均出现清晰的高密度影，极易辨别。如异物滞留较长时间，可诱发化脓性感染，导致出现纵隔

脓肿、肺脓肿等并发症。本研究全部病例均出现因支气管阻塞造成的肺不张、肺气肿等，在对

患者进行及时处理后，未出现严重的并发症。本组研究中，在对患者进行 CT扫描的同时对患

者行纤维支气管镜检查，并以其作为诊断标准，对 CT诊断的准确性进行判断。经诊断，CT诊

断右肺下叶支气管异物 89例，左肺下叶支气管异物 57例，77例中间段支气管异物，共 223

例，符合率为 95.3%，证实了 CT诊断老年人支气管异物的重要临床价值。 

   

 

 
PU-0509 

颈部支气管源性囊肿并发脓肿一例 

 
李鹤,陈亮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支气管源性囊肿属于一种先天性疾病，为胚胎发育异常所致，根据其发生位置分为三型①肺内

型②纵隔型③异位型，临床发现多为肺内型和纵膈型，异位型不多见，发生于颈部者实属少

见，极易误诊。CT表现无明显特异性，可显示病变大小、位置、与邻近组织的关系，有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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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病变性质。本病术前确诊困难，需依据术后病理切片。完整切除可解除压迫症状，并预防

其感染、恶变，术后不易复发，预后良好。  

 

 

PU-0510 

128 层螺旋 CT 对法洛四联症的诊断价值 

 
龙拥军 

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四川省精神卫生中心 621000 

 

【摘要】目的 探讨 128层螺旋 CT对先天性心脏病法洛四联症的诊断价值。方法 回顾分析 8

例手术证实的法洛四联症的多层螺旋 CT（MSCT）资料，与心脏二维彩色超声（TTE）结果比

较。结果 MSCT及 TTE对法洛四联症的室间隔缺损、主动脉骑跨、右心室肥厚诊断符合率基本

相同，无统计学意义；对肺动脉瓣的狭窄 B超优于 MSCT；瓣上、下狭窄的观察及伴发畸形的

诊断，MSCT优于超声。结论 128-SCTA能客观清晰地显示 TOF的 4种畸形，在心外大血管畸形

诊断方面较 UCG有明显的优势，是准确诊断 TOF无创性检查的理想选择。  

 

 
PU-0511 

探讨胸部 CT 平扫示肺动脉高密度征对诊断急性肺动脉栓塞价

值性研究 

 
赵纪伟 

随州市中心医院 441300 

 

目的 探讨胸部 CT平扫示肺动脉高密度征对诊断急性肺动脉栓塞的诊断价值。 

方法：选取我院 20.16年 6月至今 50例有肺动脉栓塞阳性体征临床怀疑肺动脉栓塞患者采用

我院美国 GE公司 Light speed VCT 64 层螺旋 CT在训练呼吸后屏气,层厚 5mm，层距 5mm，螺

距 

0.984：1，管电压 120kV快速扫描后再进行肺动脉造影检查，采取 MPR方式进行重建，对平扫

检查肺动脉区域显示稍高密度影区域进行 CT值测定后与科室副主任医师以上诊断医师集体讨

论后认定造影检查结果进行对比从而探索肺动脉区域 CT平扫显示高密度影对急性肺动脉栓塞

的诊断价值。并对肺动脉高密度征的假象及检出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 50例患者中,20例

患者肺动脉区域无高密度影显示，30例患者 CT平扫显示肺动脉区域存在高密度影征象，8例

患者肺动脉区域高密度征患者确诊为肺动脉栓塞,22例肺动脉区域高密度征患者正常，4例患

者为肺炎, 4例患者正常。CT平扫显示肺动脉区高密度影患者数量占总数量的 60%，CT平扫显

示肺动脉区域存在高密度影最后确诊肺动脉狭窄病例占总人数的 22%，占 CT平扫显示肺动脉

区存在高密度影患者总人数的 26.7%。 

结论：肺动脉高密度征是胸部 CT平扫诊断急性肺动脉栓塞（PE）的重要征象，具有很高的特

异性，多见于中央型 PE。 

   

 

 
PU-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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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积生长率与质量（Mass）在肺小结节 CT 鉴别诊断中的应用

研究 

 
叶剑锋,许茂盛,孙志超,喻迎星 

浙江中医院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浙江省中医院 310006 

 

目的 评估容积生长率与倍增时间作为小结节生长的评价指标的能力，探讨容积生长率与质量

作为判别结节良恶性评价指标的可靠性。 

方法 收集 2013年 7月至 2015年 12月间行肺部两次及以上 CT检查，并经病理证实结节患者

58例，37例恶性；21例良性。共 166次 CT检查。平均年龄为（57±10.9）岁；结节平均直

径（7.5±3.1）mm，直径范围（3～19）mm。依据病理结果将肺结节分为恶性组及良性组。使

用 Siemens 64层螺旋 CT。扫描参数：管电压 120kV，管电流 50~120mA，准直 0.6mm×64，重

建层厚为 0.75mm,滤过 B30f。利用 GE VCAR软件进行容积的三维测量。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

线（ROC）分析容积生长率与倍增时间及平均密度变化、生长率与质量变化的诊断效能。 

结果 1.容积生长率 ROC为 0.733，倍增时间 ROC为 0.658, (P＜0.05)。容积生长率最佳临界

点值为 11.2%，倍增时间最佳临界点值为 125.5天，取最佳临界点值时灵敏度、准确度、特异

度、阳性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值分别为 79.6%、70.0%、75.0%、74.1%、76.0%和 88.9%、54.0%、

72.1%、67.6%、81.8%。2. 平均密度变化 ROC为 0.401(P＞0.05)，质量变化 ROC为 0.843(P＜
0.05)，95%置信区间分别为(0.48,0.71）、(0.76,0.92)。质量变化最佳临界点值为 13.5%，

质量变化取最佳临界点值时灵敏度等分别为 85.2%、80.0%、82.7%、82.1%、83.3%。 

结论  

1.容积生长率与倍增时间都可以作为评价小结节生长的手段，但前者更具有优势。容积生长率

大于 11.2%的肺小结节可以认为存在异常生长。 

2.容积生长率及质量变化在肺小结节的良恶性鉴别中具有中等诊断效能，且质量变化优于容积

生长率。质量变化大于 13.5%的肺小结节可以认为存在异常生长。  

 

 

PU-0513 

CMR 室间隔形态改变对于评价肺高血压对心功能影响的价值 

 
王丹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300052 

 

【摘要】 

 背景与目的 肺高血压（pulmonary hypertension, PH）是指肺循环系统高血压，在静息状

态下，右心导管（right heart catheterization，RHC）检查测得肺动脉平均压（mean 

pulmonary arterial pressure，mPAP）≥25mmHg。在 PH患者中，应用心脏磁共振成像

（CMR）对右室室间隔形态改变依次分为两组:室间隔形态正常、室间隔形态失常。与正常健康

志愿者（第 1组）相比，根据 PH对室间隔影响程度，并探讨其对右心功能的影响。 

方法 收集 2012年 1月-2017 年 1月在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经 RHC确诊的 46例 PH 患者及 22

例健康志愿者行 CMR 检查，CMR 检查序列包括快速稳态进动采集（FIESTA）。后期均对其进

行分析 CMR图像，测量和计算心肌做功 Tei指数（MPI）、右心室（RV）收缩末期容积

（RVEDV）、舒张末期容积（RVESV）、右心室每搏输出量（RVSV）、右心室射血分数

（RVEF）、右心室心肌质量（RVMM）、三尖瓣环收缩期位移百分比（f-TAAD）、室间隔至游离

壁变化百分比（f-SFD）、室间隔插入部延迟 ROI、R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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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68例 3组间，根据数据分布特点，用参数和非参数检验方法：各组之间右室 RVEDV、

RVESV、RVEF、RVMASS、f-TAAD、f-SFD均有明显差异（P<0.05）。其中第 1组与第 3组之间

各参数存在差异性最强(P<0.01)。  

结论 CMR对于评估 PH引起的右室室间隔形态改变，来进一步预测右心心功能具有临床实用价

值。  

 

 
PU-0514 

外伤性支气管断裂的影像学诊断价值 

 
胡晓峰 

安徽省立医院 230001 

 

摘要：目的：分析外伤性支气管断裂的 X线平片和多层 CT表现，探讨影像学表现在诊断中的

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 5例经手术证实的外伤性支气管断裂的 X线平片和多层 CT影像学表

现。胸片 X线机为 agfa compact plus CR 系统或飞利浦数字 X线摄影(DR)机，CT扫描采用美

国 GE公司 Light-speed 16 型多层 CT机，行胸部扫描，原始数据行减薄重组，将减薄重组后

的图像传输到工作站进行多平面重组(MPR)、最小密度投影(MinIP)和容积再现(VR)分析。结

果：X线平片显示 3例支气管柱截断或断裂，肺下垂 1例，肺不张 3例，气胸 3例，胸腔积液

3例，外伤性湿肺 1例。多层 CT显示 5例患者均见支气管柱截断或断裂，肺下垂 2例，肺不

张 3例，气胸 3例，胸腔积液 3例，外伤性湿肺 2例，纵隔气肿 1例。多层 CT重组技术能直

接清晰显示支气管管壁断裂、移位或成角畸形。结论：外伤性支气管断裂有特征性的影像学表

现，准确认识这些征象，有助于早期诊断。 

   

 

 

PU-0515 

冠状动脉 CTA 对成人冠状动脉瘘的检出优势及诊断价值分析 

 
陈月,彭新桂,居胜红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210009 

 

 

目的：总结成人冠状动脉瘘 CTA表现，评估 CTA诊断成人冠状动脉瘘的优势,准确判断瘘口位

置指导后续治疗。 

方法：回顾性分析本院 2008 年至 2017年 10年间行 CTA 检查的 4139名病人，经 CTA确诊为冠

状动脉瘘患者共 54例，分析每例患者的临床资料，记录冠状动脉瘘的起源、瘘口、合并其他

异常，并与超声心动图、冠状动脉造影的结果进行对照，分析 CTA用于诊断成人冠状动脉瘘的

优势。 

结果：共检出 54例冠状动脉瘘，发生率 1.3%（54/4139），男 25例，女 29例，年龄为

60.3±7.9 岁，有胸闷症状的 30例（55.6%，30/54）、胸痛 11例（20.4%）、心悸 4例

（7.4%）、无症状及其他症状 16例（29.6%）。有高血压病史的共 22例（40.7%）。54例冠

状动脉瘘中起源于左冠状动脉 24例(44.4%)、右冠状动脉瘘 17例（31.5%）、双侧冠状动脉瘘

13例(24.1%);54例冠状动脉瘘中，冠脉肺动脉瘘 37例（68.5%），冠脉左心房瘘和右心房瘘

各 4例（7.4%），冠脉左心室瘘 3例（5.6%），冠脉肺静脉瘘 2例（3.7%）,冠脉心大静脉

瘘、冠脉心中静脉瘘、右冠-左冠状动脉瘘及冠脉支气管瘘、冠脉颈总动脉瘘各 1例

（1.9%），54例冠状动脉瘘中有 2例合并主动脉肺动脉瘘，1例合并右下肺动脉右膈下动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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瘘。54例冠状动脉瘘中有 31例完成彩色多普勒超声心动图，仅有 2例检测出冠状动脉瘘（检

出率 6.5%，2/31）。54例冠状动脉瘘中有 27例行冠状动脉造影并行堵瘘手术，其中与 CTA结

果相一致的 23例（符合率 85.2%，23/27）,仅有 4例瘘口位置不一致。 

结论：CTA成像清楚显示冠状动脉瘘的起源、走行等以及汇入心腔或动静脉的准确位置以及合

并畸形，与冠状动脉造影及手术比较具有高符合率，并与彩色多普勒超声心动图对比有显著的

检出优势，对冠状动脉瘘的诊断、术前评估及后续手术治疗提供了重要的信息。   

 

 

PU-0516 

GE Revolution CT 冠状动脉血管造影与 DSA 的对比分析 

 
王静,李建蓉 

重庆三峡中心医院 404000 

 

目的:对比分析 GE Revolution CT 冠状动脉成像与 DSA冠脉造影在诊断冠心病中的应用，探讨

GE Revolution CT在冠状动脉成像中的优势。 

方法：选取 2017年 2月—2017年 6月于我科行 Revolution CT冠状动脉血管造影（CTA）检

查的 38例患者，根据冠状动脉解剖分为 5组：A组为左冠状动脉主干；B组为左前降支；C组

为对角支；D组为回旋支；E组为右冠状动脉，将之分别与相对应的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SA）

检查结果行回顾性对比分析，对 CTA和 DSA评价冠状动脉血管斑块及管腔狭窄程度的灵敏度及

特异性进行比较。 

结果：38例患者中，A组 CTA及 DSA均为阴性者 24例，均阳性者 6例，CTA阳性 DSA阴性者 5

例，CTA阴性 DSA阳性 3例。B组 CTA及 DSA均阳性者 34 例，CTA阳性 DSA阴性者 4例。C组

CTA及 DSA均为阴性者 4例，均阳性者 18例，CTA阳性 DSA 阴性者 10例，CTA阴性 DSA阳性 6

例。D组 CTA及 DSA均为阴性者有 14例，均阳性者 16例，CTA阴性 DSA阳性 8例。E组 CTA

及 DSA均为阴性者 9例，均阳性者 26例，CTA阳性 DSA阴性者 1例，CTA阴性 DSA阳性 2例。

所有结果均以 DSA为金标准。 

结论：采用配对四格表资料的检验方法，A组χ
2
=0.125，P＞0.05，B组χ

2
=2.25，P＞0.05，

C组χ
2
=0.56，P＞0.05，D组χ

2
=6.125，P＜0.05，E组χ

2
=0，P＞0.05，认为在 D组（回旋

支）斑块浸润诊断上 CTA与 DSA之间存在差异，DSA优于 CTA，在 A、B、C、E组斑块及狭窄诊

断上，两种检查不存在差异。所以，GE Revolution CT冠状动脉成像能够清晰的显示冠状动

脉分支血管的斑块及狭窄情况，尤其是在直径大于 3mm的冠状动脉斑块及管腔狭窄程度分析

上，结论较为准确，但在直径小于 3mm的冠状动脉病变上，较 DSA仍存在一定的误差。  

 

 

PU-0517 

双源 CT 对肺血减少类复杂先心病肺动脉发育的研究 

 
张 莉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 510010 

 

目的：探讨 CT对肺血减少类复杂先心病肺动脉发育的术前评估准确性。 

方法：选择 2009年 2月至 2011年 2月在我院术前行 CT和超声检查的肺血减少类复杂先天性

心脏病患者 79例, CT检查完成后选择收缩末期图像进行多种方法重建，在后处理工作站上分

别从轴位、冠状位和矢状位观察肺动脉发育情况、体肺侧支的检出及发育情况, 计算 McGoon

指数、主-肺动脉比值、肺动脉指数, 结合超声、手术结果评价 CT对肺动脉发育的诊断准确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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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1.79例患者手术结果共发现肺动脉主干 49个, 左肺动脉 76个, 右肺动脉 79个, 其中

CT 全部正确检出, 超声共漏误诊 3 例,两种检查方法测得值与手术结果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所测得值之间亦无统计学差异。2.手术结果共发现主-肺动脉间侧支共 31例, 其中 CT 准确诊

断 30例, 漏诊 1处降主动脉中部发出体肺侧支,超声准确诊断 25例, 共漏误诊 6例,两种检查

方法对主-肺动脉间侧支的检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CT的检出率相对较高；对固有肺动脉直径

（包括肺动脉主干和左右肺动脉）及升、降主动脉直径的测量结果与手术实测值之间有较高相

关性, 三者间差异不具统计学意义,CT所测平均值及手术实测值之间相关性更好。两种检查方

法对固有肺动脉直径及升、降主动脉直径的测得值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但 CT所测平均值

均较超声测得值大；两种检查方法测得的 McGoon指数、主-肺动脉比值、肺动脉指数之间相关

性良好（r=0.740/0.832/0.785）, 差异不具统计学意义, 但 CT所得 McGoon指数、肺动脉指

数均比超声所得值偏大, 而其所得主-肺动脉比值则较超声所得值偏小。 

结论：CT在对肺血减少类复杂先心病患者的诊断方面有其技术优势, 其对固有肺动脉及其分

支的测量准确度较高, 其测得的 McGoon指数、主-肺动脉比值、肺动脉指数能准确反映肺动脉

的发育情况, 可作为术前评估肺动脉发育的主要检查手段。  

 

 
PU-0518 

双源 CT 双能量灌注成像对急慢性肺栓塞灌注差异的评价 

 
孙俊杰 

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 300170 

 

目的 此项研究目的通过双源 CT双能量灌注成像，来评估急性肺栓塞和慢性栓塞肺段灌注模式

差异。 

材料和方法 共 57例临床怀疑有肺栓塞的患者纳入。所有患者均行双能量 CT肺动脉期和延迟

期扫描。34例 CT确诊为肺栓塞患者中纳入 21 例。分别测量每个肺段动脉期及延迟期的碘衰

减值（IRA），碘衰减值的变化率应用以下公式计算: 100%×[(延迟期碘衰减值−肺动脉期碘衰

减值)]/肺动脉期碘衰减值。 

结果 21例患者（12名男性和 9名女性；平均年龄 60.3±11.2 岁；年龄范围，36–85岁），

15例诊断为急性肺栓塞和 6例诊断为慢性肺栓塞，在急性肺栓塞病人中, 既具有灌注缺损又

有充盈缺损的肺段（n =75）的平均碘衰减值（IRA）在肺动脉期和延迟期没有明显的变化，而

慢性肺栓塞病人的肺段（n = 28）碘平均衰减值（IRA）在延迟期比肺动脉期表现为明显的升

高。这意味着碘衰减值变化率在急性和慢性肺栓塞有显著差异（P＜0.0001）。 

结论 对于肺栓塞患者，应用双源 CT双能量技术，通过双期相扫描成像，慢性肺栓塞肺段比急

性肺栓塞肺段在延迟期成像上有更明显的增强。这可能是由于慢性肺栓塞肺段有更广泛的侧支

形成，双能量 CT可以用来区分急性和慢性肺栓塞之间不同的灌注模式。  

 

 
PU-0519 

CT 对心脏疾病肺部表现的诊断价值研究 

 
窦勇,郝菲,郑晓明,郭小玲,王雅玲 

山西省心血管病医院 030024 

 

【摘要】 目的：通过探讨多排螺旋 CT对心脏疾病肺部表现的诊断价值，提高对此类疾病的认

识及 CT对其的诊断与鉴别诊断能力。方法：收集 2016年 1月至 2017年 4月临床确诊的左心

功能不全患者的临床及胸部 X线、CT资料总共 110例，以临床治疗效果为金标准，通过与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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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的比较，研究 CT利用多种扫描方式、重建模式及图像重组类型对心功能不全继发肺部表现

的诊断和鉴别诊断能力。结果：110例左心功能不全的患者中冠心病 48例，心脏瓣膜病 32

例，心肌病 22例，先天性心脏病 5例，主动脉夹层 3例，其中存在肺部病变的有 91例，经临

床疗效证实为左心功能不全继发的肺部表现 76例。在这 76例患者中间质性肺水肿 37 例，肺

泡性肺水肿 28例，心源性肺部感染 4例，心肌梗死后综合征 6例，含铁血黄素沉着症 6例。

在对小叶间隔增厚、支气管血管束增粗、肺泡渗出及粟粒样结节等征象的显示上 CT均优于 X

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对心脏疾病肺部表现的诊断准确率上 CT也优于 X线，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间质性肺水肿 CT特征性表现为小叶间隔增厚，以肺尖、肺底

为著。肺泡性肺水肿 CT表现为渗出性病变，以双侧肺门区多见。心源性肺部感染 CT表现为斑

片状渗出性病变，以单侧肺多见。心肌梗死后综合征特征性 CT表现为肺内渗出性病变、心包

积液及胸腔积液。含铁血黄素沉着症 CT表现为双肺粟粒样结节，呈随机分布。结论：多排螺

旋 CT以其高空间分辨率和强大的图像后处理能力在心脏疾病肺部表现的诊断上具有很大的优

势，是此类疾病重要的影像学检查手段。  

 

 
PU-0520 

伴有钙化斑块的冠状动脉动脉瘤或扩张的 CTA 影像诊断 

 
黄锐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430022 

 

目的：分析伴有钙化斑块的冠状动脉扩张或动脉瘤的 CTA影像表现。 

材料与方法：2013年 1月 1日至 2016年 5月 31日共有 9804人次在我院做冠脉 CTA，以冠状

动脉冠状动脉管径超过邻近正常血管管径 1.5倍且伴有管壁钙化斑块为诊断标准，抽取诊断为

冠状动脉扩张或动脉瘤的病例。扫描 MSCT机型分别为 SIEMES DEFINITION,SIEMENS 

DEFINITION AS和 TOSHIBA AQUILION ONE，扫描层厚 0.5-0.7mm，标准算法，由两位主治及主

治以上职称医师阅片，采用 3D软件（MRP,CPR,VRT）分析冠状动脉的部位、形态、大小及冠状

动脉瘤伴随情况。 

结果：根据诊断标准，共抽得病例 12人，其中男 10人，女 2人，年龄 15-77岁，共 15 处伴

有钙化斑块的冠状动脉扩张或动脉瘤。发生在右冠状动脉的 6处，发生在回旋支者 2处，发生

在左前降支者 8处。形态为梭形者 9处，囊状者 3处，管径弥漫性扩张者 3处。冠状动脉扩张

或动脉瘤管径最大者直径约 13.0mm，最小者直径约 3.0mm，平均 6.5mm。 

结论：冠脉 CTA能较好发现与显示伴有钙化斑块的冠状动脉扩张或动脉瘤，为进一步诊断与治

疗提供有价值的形态信息  

 

 
PU-0521 

探讨分析 CT 及 MRI 在肺部单发结节的诊断价值与临床意义 

 
李艳艳 

天津市泰达医院 300457 

 

目的：对 CT及 MRI在肺部单发结节的诊断价值与临床意义进行探讨分析。 

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4 年 5月-2016年 1月收治的 60例肺部单发结节患者的临床资料，

总结和分析 CT及 MRI在肺部单发结节的临床诊断价值。 

结果：MRI诊断准确率 78.7%，CT诊断准确率 91.7%，两种诊断方法的准确率比较，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P<0.05）；CT 对不同性质的肺部单发结节进行增强扫描，恶性结节和炎性结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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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参数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良性结节的强化峰值 ph、主动脉强化值比值

Sph/Pph低于炎性结节和恶性结节（P<0.05）。 

结论：临床上对肺部单发结节性质的诊断价值，CT诊断价值明显优于 MRI，能对病变内部结构

和钙化特征清晰显示，具有操作安全、简单等特点。  

 

 

PU-0522 

CTA 对心脏瓣膜病术前冠脉评估应用价值的研究 

 
刘佳 

武汉协和医院 430022 

 

目的 与冠脉造影术（coronary angiography, CA）相对比，探讨冠状动脉 CTA（Computed 

Tomographic Angiography,CTA）对患有瓣膜病的病人换瓣术前冠心病检出率的应用价值，从

而辅助临床医生制定手术方案。方法 搜集我院心外科于换瓣术前行冠脉 CTA的病人 9 名，其

中男 5例，女 4例，年龄 40-68岁，平均年龄 52.9岁，对于无法确定冠脉狭窄程度或冠脉狭

窄程度超过 50%的病人再行冠脉造影术确诊；搜集换瓣术前行冠脉造影术的病人 13名，其中

男 4例，女 9例，年龄 44-67岁，平均年龄 49.4岁，比较两组的冠心病检出率。结果 9个行

冠脉 CTA患者 1例结果（+），冠脉造影结果也为（+）；13个冠脉造影患者 4个主要冠脉包

括左冠脉主支、左前降支、左回旋支及右冠状动脉共 52支，检查中共 3例结果为（+），两种

检查方法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无明显差异（p＜0.05）。结论 冠脉造影与冠脉 CTA 在诊断

冠心病中均具有较高应用价值,但相比之下,冠脉 CTA技术,较为安全可靠,对患者创伤小、风险

低,易被临床患者以医师所接受。  

   

 

 

PU-0523 

鼻咽癌初诊胸部 DR/CT 检查的初步对照研究 

 
陈欢,王荣丰,陈科名,梁明柱,柳学国 

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 519000 

 

背景：鼻咽癌初诊患者的胸部评估 2013NCCN头颈部肿瘤治疗指南和 2012EMSO鼻咽癌临床治疗

指南均推荐常规行胸部 X检查，并每年胸部 X线随访。而英国鼻咽癌国家多学科指南推荐应常

规行胸部 CT。本研究探讨本院 NPC初诊 DR组与初诊 CT组的胸部转移和肺癌检出率的差异。 

方法：收集本院 2013.6-2017.6经病理学证实的鼻咽癌患者，统计患者一般情况、鼻咽癌初诊

分期、其胸部检查结果及临床随访情况等。按初诊时行胸部 DR或 CT检查分为 DR组和 CT组。

DR组共 284例，其中 I期 8例、II期 25例、III期 165 例、IV期 86例；CT组共 82例，其

中 I期 2例、II期 12例、III期 43例、IV期 25例. 

结果：初诊时 DR组、CT组胸部转移病变检出率为 0.7%（2/284）、7.3%（6/82）（P＜

0.05）；后续随访中 DR组、CT组胸部转移灶检出率为 3.5%（10/284），4.9%（4/82）（P＜

0.05）DR组间隔时间最短为 11天，最长为 15月，中位数为 5.5月；CT组间隔时间最短为 3

月，最长为 27月，中位数为 20.5月。发现胸部转移者 22例，其中 I期 0例（0%,0/10），II

期 2(6.5%,2/205)，III期 8例(3.9%,8/205)；IV期 9例(19.1%,9/117)（IVA6例

(12.8%,6/47)、IVB6例(14.6%,6/41)）。原 II至 IVB期患者 4%~20%临床分期 x修改为 IVC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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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诊时原发肺癌检出率 DR组、CT组分别为 0%(0/284)、3.7%(3/82) （P＜0.05）；随访时检

出率为 0.7%(2/284)、0%（0/82）（P＜0.05）。发现肺癌者 5例。 

结论：鼻咽癌患者初诊采用胸部 CT对于胸部转移和肺癌的检出率明显高于 DR组，随访时发现

转移病例明显低于 DR组，且中位间隔时间明显长于 DR组。推荐鼻咽癌患者初诊临床分期时应

常规行胸部 CT检查。 

   

 

 

PU-0524 

螺旋 CT 低剂量扫描筛查早期肺癌的初步研究  

 
宋传顺,邵艳,刘得魁 

商丘市中心医院 476000 

 

目的：研究并探讨低剂量螺旋 CT对筛选早期肺癌的临床价值。方法：以我院 2008年 12月—

2012年 4月期间共收治的 400例体检患者为研究对象，对所有患者进行普通 CT以及螺旋 CT

低剂量扫描进行回顾性分析。扫描图像由两位放射医师在其工作站的显示器以电影显示的方式

进行详细的观察与分析。结果：螺旋 CT低剂量扫描共检出了 100例非钙化结节，所有的患者

均为一期病变。低剂量螺旋 CT共检出叶支气管或段支气管病变患者 8例，其中早期中央型肺

癌患者为 3例。普通 CT以及低剂量螺旋 CT对于早期肺癌的敏感率分别为 44.5%以及 100%，特

异度分别为 88%和 80%。结论：对于肺癌的高危人群进行科学的体检筛选，在普通的 CT外加痰

细胞检查不能够取得预期的效果时，可以运用低剂量螺旋 CT的方式来进行早期肺癌患者的筛

查。通过对初步的筛选结果进行较为科学与全面的分析得知低剂量螺旋 CT显著提高了对于患

者肺内非钙化小结以及患者支气管细微病变的检出，其对于早期肺癌的检出具有显著的积极意

义。首先，对于无症状的患者进行筛选与检查是发现早期肺癌的关键，而确定筛查的高危人群

则对于早期肺癌的筛查来讲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吸烟、年龄与肺癌的关系较为密切，所

以，本项研究将筛查的患者定为 45岁以上的体检者且具有吸烟史的人，同时，肺癌的发生与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之间的关系也极为密切，所以，本项研究将筛查的患者定为具有慢性阻塞性

肺疾病的体检者。低剂量螺旋 CT是检测肺癌早期患者最为常用、最为方便和有效的方式，其

可以直接显示出患者的病变，从而为临床的治疗提供科学依据。它不仅最大限度的降低了体检

者所承受的辐射量，更加具有敏感性高、图像清晰等临床优势。 

  

  

 

  

   

 

 
PU-0525 

纹理分析在肺小结节良恶性鉴别诊断中的价值 

 
刘小华,徐凯,李绍东,程广军,马红 

徐医附院 221002 

 

目的：探讨基于 CT纹理特征测量技术在肺小结节良恶性鉴别诊断中的价值。方法：将经病理

证实的 58例肺小结节病人纳入研究，其中结节为良性的患者 24例，结节为恶性的患者 34

例。所有患者均在术前行增强 CT检查，采用 FireVoxel软件测量肺小结节内部在动脉期、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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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期的 5个纹理特征值(均值、熵值、偏度、峰度和不均匀度值)，分别分析其在良、恶性结节

中有无差异。结果：1.动脉、静脉期均值、熵值和偏度的数值在肺小结节的良性和恶性组间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而峰度、不均匀度值在两组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均＞

0.05)。2. 应用 ROC曲线比较 CT纹理特征参数值在诊断良恶性肺小结节的效能，发现动脉期

熵值、均值和偏度的 ROC曲线下面积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AUC分别为：0.764、

0.710和 0.669。而不均匀度和峰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静脉期熵值和偏度的 ROC曲线下面积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AUC分别为：0.684和 0.749。而峰度、不均匀度和均值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3.而有意义动脉期的熵值+均值+偏度联合诊断的 ROC曲线下面积为 0.833 

(P<0.05)，截断值为 0.824 时，诊断的灵敏度为 0.588，特异度为 0.947，阳性预测值为

0.952，阴性预测值为 0.563；静脉期的熵值+偏度联合诊断的 ROC曲线下面积为 0.798 

(P<0.05)，截断值为 0.786 时，诊断的灵敏度为 0.606，特异度为 0.947，阳性预测值为

0.952，阴性预测值为 0.581。可见联合应用时无论曲线下面积还是特异度和阳性预测值都有

较为明显的提升。结论： 均值、熵值、偏度在良恶性肺小结节间差异有统计学；CT的纹理特

征可以对肺小结节良恶性的鉴别起到一定的辅助诊断作用，且纹理特征的联合应用对良恶性的

鉴别能力显著升高。 

   

 

 

PU-0526 

瘤内间隔征：鉴别胸腺实性肿瘤的重要影像征象 

 
闫卫强,胡玉川,井勇,李刚锋,崔光彬*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710038 

 

目的：比较胸腺实性肿瘤纤维间隔征在 CT及 MRI图像上的显示率及不同肿瘤的发生率，提高

对胸腺肿瘤的鉴别诊断能力。 

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4 年 10月～2015年 12月经穿刺活检或手术病理证实的 56例胸腺

肿瘤患者的临床及影像学资料，所有病例均经组织病理学及免疫组化进行病理分型。基于磁共

振 T2WI表现，将瘤内纤维间隔征分为无间隔征、单条弧形、网状（或肿瘤多结节征）以及不

规则中心片状征。分析间隔征在常规 CT平扫、增强动脉期，静脉期、磁共振 T2WI及 DWI 序列

的显示率。 

结果：56例胸腺肿瘤患者中男性 30例，女性 26例，年龄 5 - 69岁，平均年龄 46岁。病理

学分型：胸腺瘤 23例（41.1%），胸腺癌 16例（28.6%），淋巴瘤 17例（30.4%）。结果显示

磁共振 T2WI对间隔征识别率最高，胸腺瘤内均见间隔征存在，且以网状间隔为著（17例

（73.9%））；胸腺癌中 3例（18. 8%）未发现纤维间隔，均为神经内分泌癌，另外 13例

（81.3%）瘤内均可见不规则中心片状征；大部分胸腺淋巴瘤（10例（58.8%））未发现瘤内

间隔征，4例（23.5%）可见单条弧形间隔征，3例（17.6%）可见不规则中心片状征。DWI由

于其分辨率较 T2WI低，间隔征显示率稍低于 T2WI，但对于显示胸腺癌及胸腺淋巴瘤内不规则

中心片状纤维成分及其范围的确定要优于 T2WI。而间隔征显示率在 CT平扫、增强动脉期、静

脉期图像均显著低于磁共振 T2WI及 DWI序列（P < 0.05）。 

结论：不同胸腺实性肿瘤间隔征的发生率及表现形式各异，在显示瘤内间隔征上磁共振 T2WI

及 DWI显著由于 CT。  

 

 
PU-0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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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状动脉 CT 成像应用于冠状动脉迂曲患者的临床价值及其左

心室功能分析 

 
董晓美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 探讨冠状动脉 CT成像应用于冠状动脉迂曲患者的临床价值及其与左心室功能受损之间关

系。方法 收集 27例 CT检查冠状动脉迂曲且无狭窄的患者年和 27例冠状动脉 CT正常的患

者，分析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特点和超声心动图各项指标。结果 冠状动脉迂曲节段以右冠状

动脉后降支、左心室后支、前降支远段及回旋支远段多见，2支病变同时发生 11例(40.7

％)，3支及以上病变 5例(18.5％)；冠状动脉迂曲组与冠状动脉正常组比较超声心动图二尖

瓣口舒张早期血液峰值速度(E)峰减低(P<O．01)，舒张晚期血液峰值速度(A)峰升高。结论 冠

状动脉迂曲以右冠状动脉后降支、左心室后支、左冠状动脉前降支远段及回旋支远段多见；冠

状动脉迂曲患者多有左心室舒张功能减低。  

 

 
PU-0528 

冠脉 CTA 应用于冠心病临床治疗的价值 

 
董晓美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 冠脉 CTA已普遍应用于冠心病临床治疗，但其对冠心病治疗临床应用的情况目前尚没有

统计资料。方法 以我院 2015 年 9月-2016年 9月冠脉 CTA 检查的 600 例患者为研究对象，

冠脉图像清晰且质量良好，可以用以诊断和数据测量。引入了一个数学模型，其中捕获了广义

冠心病冠脉 CTA的一些突出特征，并尝试利用冠脉 CTA 对患者冠心病进行分析，对影像相似

度进行分析建模并统计其治疗取向。结果 从 2015年 9月-2016年 9月共行冠脉 CTA检查 600

例，直接 CT 600例。冠脉 CTA组的治疗效果明显好于 CT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01）。结论 表明在非常普遍的条件下，具有相同特征的冠脉 CTA影像图像，我们能

够给出一个明确的形式表明其冠心病治疗方法总是趋于稳定的有效状态，因此，我们可以准确

地说出冠脉 CTA改善冠心病临床治疗的程度。  

 

 
PU-0529 

冠脉 CTA 成像评价冠状动脉支架通畅性的临床价值 

 
董晓美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 探讨冠脉 CTA成像用于评价冠状动脉支架通畅性的临床价值。方法 对 30例冠状动脉支

架植入术后患者的 52枚支架行 64层螺旋 CT回顾性心电门控增强扫描，扫描与支架植入术的

平均间隔是（25.6±23.1）个月。采用 5分制计分法评价支架的轴位多平面重建（MPR）图像

及通过支架内腔中心的曲面重建（CPR）图像质量。其中 8 位患者有常规冠状动脉造影对照，

共 13个支架的通畅性得到评价。结果 图像平均质量达到优良水平。图像质量与心率、呼吸运

动及支架位置有关。所有 52 枚支架内腔均为可见。有常规冠状动脉造影对照的 13个支架均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2868 

 

诊断为通畅，与常规冠状动脉造影结果吻合。结论 冠状动脉 CTA成像可有效评价冠状动脉支

架的通畅性。  

 

 

PU-0530 

原发性肺淋巴上皮瘤样癌 11 例及文献复习 

 
全勇,唐秉航 

中山市人民医院 528403 

 

[摘要] 目的：探讨原发性肺淋巴上皮瘤样癌（LELC）的影像表现及病理特征。方法：回顾性

分析 2006年 1月至 2017年 1月 11例经手术病理证实的肺 LELC的影像及病理资料。其中男 3

例，女 8例；年龄 26～68岁，平均年龄 52岁。均接收 X 线和 CT检查。由 2名经验丰富的胸

部放射科医师分别对影像资料进行分析，并协商达成一致。标本均由我院病理科行 HE染色和

免疫组织化学染色诊断。结果：11例患者共检出 12个病灶（其中 1例患者有 2个病灶），9

个病灶位于右肺，左肺 2例病灶均位于左肺下叶，另有 1例位于于纵隔；中央型 4个、外周型

7个、纵隔 1个；肿瘤最大径 0.5～6.3cm。胸膜凹陷征 2例；毛刺征 3例；分叶征 4例；血管

集束征 7例；6例病灶边界清晰；肺门和（或）纵隔淋巴结肿大 4例。平扫 CT值约 30～

50HU，平均约（44±5）HU；增强扫描动脉期 CT值 60～110HU，平均（81±15）HU；静脉期 CT

值 68～87HU，平均（80±12）HU，增强扫描轻度到中度强化，且有延迟强化表现。病理示该

肿瘤为多形性上皮源性，肿瘤细胞呈片状、多角形，体积较大，界限欠清，周围间质伴较多淋

巴细胞和浆细胞浸润；免疫组织化学染色 EBER 、CK、CK5/6、P63(+)支持诊断。结果：原发

性肺 LELC影像表现有一定特征性，病理免疫组化可以明确诊断。 

   

 

 

PU-0531 

强化程度对肺癌与肺良性肿物鉴别的研究 

 
刘礼健,李天然,汪丽娅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深圳医院 518000 

 

目的： 

  初步探讨肺恶性与良性病变在强化程度上的差异，旨在为肺部病变良恶性的鉴别提供一种方

法或思路。 

材料与方法： 

  收集经术后病理证实为肺良恶性病变 26例。其中，肺癌 21例（肺腺瘤 18例，肺鳞癌 3

例）、肺良性肿物 5例。术前均行 CT平扫与增强扫描，并在工作站上测出病灶实性成分的平

扫 CT值、增强 CT值,然后算出强化程度值（强化程度值=增强 CT值-平扫 CT值），然后将肺

癌组与肺良性肿物组强化程度进行两两比较，运用 t检验将肺腺癌组和肺良性肿物组、肺腺癌

与肺鳞癌组、肺鳞癌和肺良性肿物组强化程度进行两两比较，并分析强化程度在不同组别中的

差异。P <0.05认为具有统计学差异。 

结果： 

   肺癌组、腺癌组、鳞癌组、肺良性肿物组的强化程度值分别为（30.29±14.51）HU、

（31.78±14.98）HU、（21.33±7.51)HU、（17.20±12.99)HU ，通过统计分析证实肺腺癌

组与肺良性肿物组、肺癌组与肺良性组强化程度上具有统计学意义差异（P <0.05），肺腺癌

组与肺鳞癌组、肺鳞癌组与肺良性肿物组无统计意义（如图 1和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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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研究结果初步显示肺癌组与肺良性肿物组、肺腺癌组与肺良性肿物组强化程度的区别，表

现为肺癌、肺腺癌强化程度明显高于肺良性肿物,有助于鉴别肺癌与肺良性肿物。肺鳞癌与肺

良性肿物强化程度之间是否存在差异，尚需更大样本的研究。 

   

 

 
PU-0532 

肺泡蛋白沉积症的影像学表现及治疗分析 

 
陆紫微,刘雨蒙,谢道海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15006 

 

【摘要】目的：探讨肺泡蛋白沉积症（PAP）的临床特点、影像学表现及治疗方法。方法：回

顾性分析 13例经病理证实的 PAP患者的临床及影像病理资料，重点观察高分辨率 CT表现及其

治疗效果。结果：13例 PAP 影像表现多样化，双肺弥漫性磨玻璃样影（13/13），铺路石或地

图样表现（9/13，69.2%），斑片样浸润（13/13，100%），充气支气管征（1/13，7.7%），肺

间质纤维化（4/13，30.7%），影像表现与临床症状不相称。13例行纤维支气管镜检查 11例

（11/13，84.6%），行胸腔镜检查 2例（2/13,15.4%）。病理上支气管腔灌洗液或肺泡腔内可

见嗜伊红颗粒状物质沉积，PAS染色阳性，奥辛蓝染色阴性。全部患者全麻下经单侧或双侧肺

泡灌洗治疗后，症状均明显好转。结论：HRCT表现对 PAP的诊断具有重要的价值，对病变范

围、部位及治疗效果监测有着重要的意义，能为临床指导进一步治疗方案。 

 

   

 

 

PU-0533 

多层螺旋 CT 动态增强及三维重组在肺动静脉瘘中的临床应用 

 
张文迪,马云涛 

吉林市第二中心医院（原：吉林铁路中心医院） 132001 

 

目的 探讨多层螺旋 CT动态增强对肺动静脉瘘的临床应用  方法 应用 Plilips 

Brilliance256层螺旋 CT（iCT）用多种方法对肺血管进行细致三维重组和分析，通过观察每

组图像显示的囊瘤、供血动脉和引流静脉等肺动静脉瘘的特征表现来明确。结果 多层螺旋 CT

应用三维重建技术清楚显示全部 7个肺动脉瘘的大小、形态，供血动脉和引流静脉，对全部病

例均做出了明确诊断。  结论  多层螺旋 CT动态增强及三维重组在肺动静脉瘘的诊断中具有

较好的应用效果，同时可以作为患者辅助治疗的重要参考，值得在临床中借鉴使用。 

   

 

 

PU-0534 

双源 CT 中等螺距扫描模式在主动脉血管造影中的应用研究 

 
智婷婷,王利伟,姜亮,殷信道,卢铃铨 

南京市第一医院 21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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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评价双源 CT高、中、低三种螺距采集方案对主动脉血管造影的图像质量及辐射剂量的

影响。方法 本研究为前瞻性研究，共 90例患者进行主动脉全程血管造影，每组包括 30例连

续患者，A组应用螺距为 1.0 的双能量采集技术，B、C组分别应用螺距为 2.0和 3.2的单能量

采集技术。比较三组病例的辐射剂量和图像质量。结果 A、B、C三组之间的扫描长度差异均

无显著性意义，采集时间逐渐减少且差异均有显著性意义。三种检查方法的主动脉图像均达合

格标准。高螺距的图像噪声较高。三组之间图像质量主观评分差异均有显著性意义。A、B、C

三组有效辐射剂量逐渐减少，A与 B、C组之间的差异均有显著性意义，B、C之间的差异无显

著性意义。结论 双源 CT主动脉血管造影建议采用螺距为 2.0的采集模式。 

   

 

 
PU-0535 

PET/CT 在小细胞肺癌分期与治疗中的价值 

 
肖永鑫,于红,刘靖,刘士远,陈怡楠,朱琳,聂凯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200003 

 

   小细胞肺癌是肺部常见的神经内分泌肿瘤，恶性程度高、生长速度快、易早期转移、预后

差。对小细胞肺癌进行准确的分期，可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从而改善患者的预后。PET/CT

是 PET与 CT两种机器、两种图像的有机融合，具有一次检查可获得全身详细的代谢和解剖图

像，提高了诊断的准确性和整体性。目前 PET/CT已广泛应用到临床实践中，在小细胞肺癌的

诊断、分期、指导治疗及预后评估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PU-0536 

特发性脱屑性间质性肺炎 1 例 

 
沈枨,张旻 

卫生部北京医院 100730 

 

本文介绍了北京医院一例特发性脱屑性间质性肺炎的病例。该患者以活动耐量下降起病，随后

行胸部 CT发现双肺对称分布的囊状影、磨玻璃影，经病理证实肺泡腔内见大量巨噬细胞浸

润，符合脱屑性间质性肺炎。该患者经糖皮质激素治疗，病情得到控制。后定期复查胸部

CT，肺部表现未进展。  

 

 
PU-0537 

肺炎型肺癌的影像诊断--附 8 例报告和文献复习 

 
刘国瑞

1
,方文辉

1
,黄晓武

1,2
,陈恩海

1,2
 

1.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2.揭阳市榕城区中心医院 

 

目的 肺炎型肺癌是周围型肺癌的一种特殊类型。胸部影像学以斑片状或大片状阴影为主要形

态学特点,类似肺炎的影像学改变,缺乏肺癌常见的肿块特征。其临床表现无显著特征性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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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容易造成误诊而延误治疗。,随着肺癌发病率的不断升高，,肺炎型肺癌的病例也呈现逐渐增

加的趋势。本文结合文献总结其影像特点，提高对本病的认识水平。 

材料和方法 分析 8例以大片阴影为主要特点的肺炎型肺腺癌的 CT表现，结合相关文献分析，

总结肺炎型肺癌的影像特性。结果 8例病人中男性 6例，女性 2例。平均年龄 59±11.8 岁。

临床症状表现为咳嗽咳痰 5例，胸闷气短 2例，胸痛 1例，伴发热 3例，乏力 2例。实验室检

查无明显特异性,血液白细胞升高 6例,均未见肿瘤指标升高。胸部 CT特点为密度不均的大片

状阴影 5例，均为混杂的实变/磨玻璃密度阴影，3例为斑片状混杂的磨玻璃密度阴影。单发

病灶 2例，多发病变 6例。5例见病理性支气管充气征，6例见磨玻璃密度背景下的多发小结

节影，5例见多发混杂密度的小泡影，6例见病变膨胀征；3例见肺血管造影征。结论 临床症

状较轻、肺部影像较重两者不匹配为重要的临床特点。大片混杂密度的实变/GGO病灶背景

下，合并病灶膨胀、病理性支气管充气征、多发小结节影和多发小泡影具有重要的提示性诊断

价值。 

   

 

 
PU-0538 

宝石能谱 CT 前瞻性心电门控扫描中等心率患者的可行性研究 

 
吕云罡 

内蒙古自治区国际蒙医医院 010065 

 

目的：研究宝石能谱 CT前瞻性心电门控扫描中等心率患者的可行性。材料与方法：选取行宝

石能谱 CT冠状动脉 CT成像（CTCA）检查的患者 80例，心率控制范围在 65-80BPM之间。根据

扫描方式将患者分为 2组，每组各 40例。第 1组开启 ECG（Electrocardiogram，心电图）电

流调控技术，采用优化的回顾性心电门控扫描，将最大毫安输出设定在 40%-80%R-R间期。第

2组采用前瞻性心电门控扫描，将 Padding time设为 200ms，将 60%R-R间期设定为曝光期

相，扫描结束后，将图像数据以 5%为间隔，在 40%-80%R-R间期之间拆分期相，选择各支冠状

动脉的最佳显示期相。对 2组图像进行双盲评估，使用 SPSS16.0软件包对 2组的图像质量、

ED（Effective Dose，有效剂量）值进行统计学处理，评价宝石能谱 CT前瞻性心电门控扫描

技术在中等心率患者冠状动脉 CT成像中的可行性。结果：2组之的图像质量无统计学意义。

第 2组的 ED值比第 1组降低了 66.7%。结论：宝石能谱 CT前瞻性心电门控扫描中等心率患者

是可行的。  

 

 
PU-0539 

肺部孤立性病变 CT 灌注参数与微血管密度相关性研究 

 
王宗盛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222001 

 

【摘要】 目的：探讨肺部孤立性病变多层螺旋 CT（microvessel-slice spiral CT，MSCT）

灌注成像参数与肿瘤微血管密度（MVD）之间的关系，评价 MSCT灌注成像对肺部孤立性病变鉴

别诊断价值。方法：对经病理证实的 80例肺部孤立性病变患者进行 MSCT灌注成像检查，计算

血流量（BF）、血容量（BV）、平均通过时间（MTT）、毛细血管通透性（PS）数值；切取同

层病变组织切片，测定 MVD，分析良恶性病变、不同分化程度肿瘤组织的 CT灌注参数差异及

各参数与 MVD之间的相关性。 结果：BF、BV、PS与 MVD呈正相关(P<0.05)。 结论： MSCT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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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成像可间接反映活体肺部孤立性病变血管生成情况，为正确鉴别肺部孤立性病变良恶性和治

疗、预后评估提供依据。 

 

   

 

 

PU-0540 

呼吸双相高分辨 CT 评估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气道重构 

 
孙守忠,项萍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10006 

 

【摘要】 目的 通过呼吸双相高分辨 CT（HRCT））三维靶重组测量感兴趣支气管腔面积，

观察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患者气道重构变化，早期评估 COPD。方法 收集符合标准的

COPD患者 40例为观察组，正常志愿者 20例为对照组，用 HRCT分别行呼气相及吸气相平扫，

通过三维靶重建测量右肺下叶背段 5级支气管气道腔面积和支气管总面积，比较两组呼气相气

道腔面积百分比（EA%）及吸气相气道腔面积百分比（IA%），呼气相及吸气相面积变化比

（SA%），比较观察组 SA%与第 1秒用力呼气容积占预计值百分比 FEV1%、1秒钟用 1力呼气容

积占用力肺活量比值(FEV1/FVC)、残气量占肺总量百分比(RV/TLC)的相关性。结果 观察组

COPD患者 EA%、IA% 及 SA% 均值明显低于正常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COPD

患者 EA%、IA% 及 SA%与 FEV1%、FEV1／FVC呈正相关，与 RV/TLC呈负相关。 结论 呼吸双

相 HRCT直接定量法测定 COPD 患者气道面积变化与肺功能检查指标具有良好相关性，对于

COPD评估更加准确，有较高的临床价值。 

   

 

 

PU-0541 

老年糖尿病血胱抑素-C 与冠脉病变的相关性研究 

 
刘晓林,孙凯 

包头市中心医院 14040 

 

目的：研究老年２型糖尿病患者血清胱抑素 C（CysC）水平变化与冠状动脉病变的相关性，探

讨血清胱抑素 C（CysC）在老年糖尿病合并冠脉病变中的作用及可能意义，评价 Flash双源 CT

在检测老年糖尿病合并冠状动脉病变中的临床价值。方法：收集 2013年 10月份至 2014 年 12

月份在包头市中心医院内分泌科及心内科住院的老年糖尿病患者 120例，每例患者均行 CT冠

状动脉检查(CCTA)，均查血胱抑素 C，根据 Flash双源 CT 冠状动脉检查(CCTA)结果将所有患

者依冠脉狭窄程度分组。另外，所有患者按冠脉病变支数分为 DM组及冠脉 1支病变组、2支

病变组及 3支病变组，并将各病变血管的斑块性质进行统计，整合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1. DM2、DM3、DM4组血 CysC、HbA1c水平较 DM1组显著升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2. 冠脉 3支病变组、2支病变组及 1支病变组血 CysC水平明显高于 DM1 组；3

支病变组、2支病变组 CysC 水平明显高于 1支病变组；3支病变组 CysC水平高于 2支病变

组。3. 血 CysC水平与 Hb1c 成正相关。4. 与胱抑素 C正常组相比，胱抑素 C升高组非钙化斑

块所占比例较高，而钙化斑块和混合斑块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1.老年 2型糖尿病

患者血胱抑素 C水平与冠状动脉狭窄严重程度相关，提示老年 2型糖尿病血胱抑素 C的增高可

能参与冠脉病变的发生发展，血胱抑素 C可望成为老年 2型糖尿病发生冠脉病变的早期预测因

子。2. 老年 2型糖尿病患者的血胱抑素 C水平随冠状动脉病变数目的增加而增加，反应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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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患者的病情严重程度。3.Flash 双源 CT是老年 2型糖尿病患者诊断冠状动脉病变可靠的、

无创的检查方法．可有效检测老年糖尿病患者冠状动脉病变的程度和冠脉斑块性质．对冠心病

早期诊断和临床评估冠脉病变支数具有重要价值。 

  

   

 

 
PU-0542 

胸外伤患者肋骨骨折情况的影像学观察 

 
刘陈平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青浦分院 201700 

 

 

摘要：目的 探讨胸外伤患者肋骨骨折的影像学诊断价值及肋骨骨折与胸内损伤的相关情况。

方法 收集 170例胸外伤阳性病例，所有病例均采用肋骨 X 片、常规 CT 扫描、多层面重建

（MPR）、容积再现（VR）技术观察图像，比较四种检查技术诊断肋骨骨折的准确率及肋骨

骨折与胸内损伤的相关情况，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四种检查技术对肋骨完全骨折的检出率

均高于不全骨折（P<0.05）。各检查技术对肋骨完全骨折、不全骨折及总体肋骨骨折的检出率

比较中，常规 CT 与 VR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其余各检查技术两两比较，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 MPR检出率最高，为 95.91%（610/636），X 片检出率最低，为

55.50%（353/636）。不伴肋骨骨折的胸内损伤主要发生于年轻人群（P<0.05）。与不存在胸

内损伤的肋骨骨折病例相比，存在胸内损伤者完全肋骨骨折发生率更高（P<0.05）。结论 多

层螺旋 CT后处理技术对肋骨骨折诊断有重要的应用价值，MPR 优于 VR、常规 CT 扫描及肋

骨 X 片；胸内损伤者肋骨骨折的发生情况与年龄相关。   

 

 
PU-0543 

孤立性纤维瘤影像学分析（附 5 例报告） 

 
何志明 

上海市第八人民医院 200235 

 

目的：探讨孤立性纤维瘤的影像学特征，以提高对该疾病的认识及诊断水平。方法：回顾性分

析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5例孤立性纤维瘤的影像学表现，并分析相关文献。结果：5例病例中，

1例位于眼眶，1例位于后腹膜，3例位于胸部，CT均表现为等或等低密度，增强后等密度区

域轻中度强化；MRI表现为 T1WI略低信号，T2WI略高信号与低信号区共存，分界清楚，增强

后中等程度强化。结论：孤立性纤维瘤（solitary fibrous tumor ,SFT)是一种少见的梭形细

胞肿瘤，首次由 Klemperer 和 Rabin于 1931年报道
[1]
，理论上，SFT可起源于全身各部位结缔

组织中，但是胸部最常见
[2]
，本组 5例中 3例发生于胸部。胸部 SFT起源于脏层胸膜；位于腹

腔 SFT，与腹膜关系密切；眼眶 SFT可发生在眼眶的肌锥内、肌锥外及泪腺、泪囊和眼睑。

MRI在 SFT诊断中具有重要价值，T1WI多呈等低或等信号，T2WI可以反应肿瘤内的多种成

份，多种信号并存，分别表现为高信号、略高信号和低信号。T2WI高信号反映肿瘤黏液样变

区，略高信号反映肿瘤细胞密集区，低信号区反映致密胶原纤维。由于肿瘤以细胞密集区为

主，因此大多数 SFT或 SFT 大部分区域表现为略高信号。T2WI呈略高信号和低信号具有重要

的鉴别诊断价值，有利于和恶性肿瘤相鉴别，因为绝大多数恶性肿瘤 T2WI为高信号。静脉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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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钆剂后动脉期肿瘤呈迅速、明显的均匀或不均匀强化，静脉期及延迟后肿瘤强化逐渐减弱，

此被认为是 MRI征象中最显著的特征，原因是肿瘤内血运丰富
[3]
。 

当发现 SFT好发部位软组织肿块，且肿块较少发生坏死，肿块内部发现两种以上组织成份时，

应考虑是否有 SFT的可能。特别是 MRI检查，可以显示瘤内两种以上不同组织，T2WI多表现

为略高信号，信号中夹杂片状低信号区，信号相对均匀，动态争取呈中等程度强化。再结合影

像学表现与临床表现分离，均有助于 SFT的诊断。 

   

 

 
PU-0544 

磁共振扩散加权成像定量参数（表观弥散系数、病灶与脊髓

信号比值比）对肺实性病灶的鉴别诊断价值 

 
张凤,吴华伟（通讯作者）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200127 

 

目的：探究磁共振扩散加权成像定量参数（表观弥散系数、病灶与脊髓信号比值比）对肺实性

病灶的鉴别诊断价值。 

材料与方法：65位患者（23 男，42女，平均年龄 56岁），共 66例肺实性病灶，均行磁共振

扩散加权成像检查(b=0、250、600、800、1000s/mm
2
) 。对每个病灶画感兴趣区获取 ADC值，

计算每个 b值下病灶信号比值比（LSR250、LSR600、LSR800、LSR1000 ）。以病理作为诊断金标准或长

期随访超过 2年无增长视为良性病变。所有定量参数及其诊断效能均经统计比较。 

结果：最终 44例原发性肺癌，3例肺转移瘤，19例良性病灶纳入研究。除良、恶性组的 LSR250

没有统计学差异，余定量参数 ADC值和 LSR均有统计学差异。对于 ADC，阈值取 1.27×10
-3 

mm
2
/s时，ROC曲线下面积（auc）、敏感性、特异性分别为 0.842，（78.95%[15/19]），

（86.4%[57/66]），均明显高于 LSR600、800、1000 （p＜0.05），LSR600 , LSR800 和 LSR1000 auc 分

别为 0.700, 0.697, 0.683，诊断效能相当，但是 LSR1000 的特异性很差（36.84%[12/19]），

LSR600 的特异性（89.36%[42/47])），准确性（80.3%[53/66]）均略高于 LSR800 (p＞0.05)。 

结论：DWI定量参数 ADC和 LSR均有助于肺实性病灶的鉴别诊断，但 ADC鉴别诊断效能高于

LSR600、800 ；LSR600和 LSR800的诊断效能相仿。 

   

 

 
PU-0545 

Image quality of Adaptive Iterative Dose Reduction 3D 

of 80-kV tube voltage in coronary CT angiography of 

640-slice CT: comparison with filtered back-

projection of 120-kV. 

 
Yang Fei,Zhu Yuexiang,Cui Shujun,Wang Dawei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Hebei North University 75000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80-kilovoltage (kV) tube voltage in 

coronary computed tomographic angiography (CCTA) of 640-slice CT reconstructed by 

Adaptive Iterative Dose Reduction (AIDR) three-dimensional (3D) standard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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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 with the conventional filtered back-projection (FBP) of 120 kV tube 

voltage. 

Materials and methods: A total of 31 patients consecutively undergoing CCTA with 

a protocol with 80 kV tube voltage and reconstructed using AIDR 

3D(standard) (group B)on a 640-slice CT scanner were studied. Another 31 patients 

matched in sex, age, body mass index(BMI), heart rate during scanning, dosage of 

contrast agent, injection rate, the number of beats with a protocol with 120 kV 

tube voltage and reconstructed using FBP (group A) were included in our study. The 

images acquired using tube current decided by an automatic exposure control system. 

Measurements including CT density, signal-to-noise ratio (SNR), and contrast-to-

noise ratio (CNR) were performed based on the 15-coronary segment model which was 

grouped into three parts as the proximal, mid, and distal segmental classes. 

Subjective assessment was done by two radiologists, using a 5-point scale 

(1:nondiagnostic-5:excellent). Mean effective radiation dose was also measured. 

Results: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image quality including SNR and 

CNR of aortic root (AO) (p>0.05), although CT density in group B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in group A (p=0.000). The CT density, SNR and CNR of the proximal, mid 

and distal segmental classes of left main coronary artery (LM), left anterior 

descending artery (LAD), left circumflex coronary artery (LCX) and 

right coronary artery (RCA) in group B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in group A 

(p<0.01 for all comparison), whereas the mean effective dose was 61.26 % lower in 

group B than in group A (p=0.000).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total 

subjective image quality scores between group A and B (4.68±0.54 vs 4.65± 0.55, 

p=0.817). 

Conclusion: The use of 80kV tube voltage with AIDR 3D reduces image noise and 

improves objective image quality compared with 120kV tube voltage with traditional 

FBP in 640-slice CCTA. 

   

 

 
PU-0546 

儿童川崎病冠状动脉瘤样扩张 1 例 

 
孙明菲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0001 

 

川崎病主要好发于婴幼儿和年幼期儿童，其发病率有逐年增高的趋势。由于 KD对心血管系统

的严重损害，目前已成为最常见的小儿后天获得性心脏病病因之 一，并且是成年后缺血性心

脏病发生的危险因素。 冠状动脉病变是影响川崎病预后的重要因素。瘤径的大小是影响预后

的主要因素，冠状动脉 CTA 对冠状动脉瘤的诊断准确、可靠。本例儿童冠状动脉瘤管径在 4-

7mm之间，根据急性期冠状动脉瘤分级，属于中型瘤，累及双侧冠状动脉。在川崎病累及冠状

动脉早期予人免疫球蛋白静点对症治疗，效果较好。 

   

 

 
PU-0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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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TMR 高分辨容积成像对冠心病 PCI 的疗效评价 

 
沈比先 

深圳市南山区人民医院 518052 

 

目的：探讨冠心病心肌梗死 PCI治疗效果。方法：运用 3TMR 高分辨容积成像技术，对实验猪

及冠心病心肌梗死患者 PCI 治疗前后心肌梗死体积及心功能改变进行对比分析，作出 PCI 疗效

的影像学评价；并对实验猪进行病理学对比。结果：1、优化 3D容积扫描序列，提高了图像空

间分辨率和信噪比，获得优良图像质量；2、3例实验猪 PCI治疗 1周后梗死心肌体积缩小，

相对梗死体积缩小 12.33%，且随恢复时间的延长梗死体积进一步缩小；心功能不同程度恢

复；病理改变主要包括心肌细胞的变性、坏死、炎性细胞浸润和纤维化；3、22例心肌梗死患

者 PCI治疗一周后梗死心肌体积缩小，相对梗死体积缩小约 30%，且随恢复时间的延长梗死体

积进一步缩小，心功能较前恢复。结论：1、3T MR容积成像能定量分析活性心肌和梗死心

肌，并且能评估心功能情况，可作为 PCI疗效判断的定性与定量指标，对冠心病的诊断、治疗

方案的设计及预后评估有重大临床应用价值；2、PCI是治疗冠心病心肌梗死的有效方法。 

   

 

 
PU-0548 

不同病原致儿童肺炎的影像鉴别分析 

 
忻西子 

天津市儿童医院 300074 

 

目的 通过不同病原体所致儿童肺炎的影像学表现，讨论和分析从影像学角度能否为临床鉴别

诊断肺炎病原体提供依据。 

     方法 选择实验室病原检测结果为肺炎阳性的 87例患儿，由两位有经验的影像医师分别

对其 CT图像进行诊断，最终得出对致病病原体的一致诊断。将以上资料进行综合分析。 

     结果 支原体肺炎以肺叶、肺段实变为主要影像表现者 23例，以支气管肺炎为主要影像

表现者 17例；链球菌肺炎 12例，主要影像表现为肺叶、肺段实变；金黄色葡萄糖球菌肺炎主

要影像表现为肺叶、肺段实变者 8例，肺脓肿者 1例；大肠杆菌肺炎 5 例，主要影像表现为

支气管肺炎；腺病毒肺炎 10例，主要影像表现为广泛肺浸润；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 12例，主

要影像表现为毛细支气管炎。   

     结论 不同病原体致儿童肺炎的 CT表现多种多样、相互交叉，单凭影像学表现不能全

面、准确地评估病原体类型。 

   

 

 

PU-0549 

肺内孤立性结节良恶性的影像学分析 

 
靳秀丽 

南充市中心医院/南充市肿瘤医院 63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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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根据患者肺内孤立性结节临床特点及影像学特征,分析肺内孤立性结节良恶性的影像学相

关特点。方法:根据纳入和排除标准，筛选出我院 2012～2015年经手术治疗 168例肺孤立性结

节患者,回顾分析其临床资料。选择 12个主要影响医生判断的因素,应用 SPSS15.0统计软件,

对资料采用卡方检验和 t检验进行单因素分析,二分类 Logistic 回归方程进行多因素分析。结

果:168例肺内孤立性结节患者中,恶性肿瘤占 93例(52.94%),良性肿瘤占 75例(47.06%)。单

因素分析表明年龄、吸烟量、周围毛刺、边缘分叶、峰强化 HU值 5个因素(P<0.05)对判断肺

内孤立性结节良恶性有影响。多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表明患者年龄、边缘分叶、峰强化 HU

值是判断结节为恶性的主要危险因素(P<0.05)。结论:病人的年龄及肺内孤立性结节影像学特

征边缘有无分叶、毛刺、峰强化 HU值对判断病变的良恶性有重要意义。  

    

 

 
PU-0550 

The value of PEI and TTP perfusion used mulite-slice 

spiral CT in the diagnosis of SPNs 

 
wu ye jun 

The Fourth Affiliated Hospital of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110032 

 

Objective：To summarize and analyze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Positive Enhancement 

Integral(PEI) and the time to peak(TTP) of CT perfusion images in the diagnose of 

Solitary Pulmonary Nodule. Methods：During February of 2014 and December of 2014, 

we collected 53 patients diagnosed Solitary Pulmonary Nodules. After signing the 

Informed consent, those patients were scanned by CT Pulmonary perfusion via the 

facilities of 64 slice spiral CT. The images of perfusion scan were processed by 

software of AW4.4 work station CT perfusion 4.0 and presented and recorded the 

region of interest，peak enhancement curve, PEI and TTP. Also, the TTP and PEI 

were analyzed by software of SPSS17.0. Results：In 53 examinees, 37 cases managed 

to meet the inclusion criteria. In these 37 cases, 25 cases were of malignant 

nodules (accounting for 67.57%), 12 cases belonged to benign nodules (32.43%).The 

PEIs of malignant nodules and benign nodules were 66.58±54.19 and 26.63±34.42 

respectively. There was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PEI of 

malignant nodules and benign nodules. The TTPs of malignant nodules and benign 

nodules were 24.75±11.47s and 18.43±7.61s respectively.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found between TTP values. Using ROC curve to determine 

the differential diagnosis value of PEI for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pulmonary 

nodules from benign malignant diagnosis value.TTP, there is no diagnostic value; 

to PEI>28.66 do for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benign and malignant nodules 

diagnosis optimal diagnostic critical value, the sensitivity was 84.00%, 

specificity was 83.33%, accuracy of 83.18%, the 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 was 

91.30%, the negative predictive value was 71.42%.Conclusion: The PEI of CT 

pulmonary perfusion imaging can be used as a reference index of distinguishing 

benign and malignant solitary pulmonary nodules. Time to peak in the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solitary pulmonary nodule still does not show obv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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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551 

小细胞肺癌的进展方式和影像特征  

 
迟达 

辽宁省肿瘤医院 110042 

 

小细胞肺癌的进展方式和影像特征 

       辽宁省肿瘤医院 迟达 王兴义 于庆 于一博 

摘要： 

目的：探讨小细胞肺癌的进展方式和影像特征，以便能及时的正确的做出诊断。 

1.材料与方法：本组报告我院胸外科住院患者，经病理证实的未分化型小细胞病癌 144例，其

中男 101例，女 43例， 男/女≈2.4/1，年龄自 25～74岁。按 SCLC的影像所见划分为 4个进

展型： 

Ⅰ型：长轴进展型，37例（25.7%）。 

Ⅱ型：介于Ⅰ型和Ⅲ型之间混合型，即深部浸润变化加上支气管长轴进展，53例（36.8%）。 

Ⅲ型：深部浸润型，17例（11.8%），单纯深部浸润型少。 

Ⅳ型：原发亚肺段以远的，不是 1、2级支气管蔓延来的结节或肿块样病变，15例

（10.4%）.2.结果与分析： 

2.1肿块 多为外廓分叶状结节或肿块。深浸型和混合型肿块发生率 100%，长轴进展型为

19.4%。 

2.2长轴进展多支蔓延 SCLC 同时累及相邻的 3支以上支气管达 94.2%，有的达 7 ～10余支。

受累的各支气管动脉束肥厚肿胀，有的明显肥厚肿胀。 

2.3 支气狭窄形态 侵及中央大气管截断的 76/144例（53.4%），锥状狭窄 57/144例

（39.7%），息肉样阻塞 10/144（6.9%）。肺不张发生率 27/144例（19%），主要见于深浸型

各混合型。 

2.4 受累支气管末梢侧继发性变化少。 

SCLC绝大多数发生在粗大支气管，以支气管粘膜下层支气管壁为中心进展。本组四种不同进

展型，呈现不同的癌病灶阴影形态，引起不同的肺固有解剖结构（肺段、支气管、肺血管、淋

巴系、胸膜等）变化，如能仔细分析 CT所见，基本上能完成上述诊断任务。 

结论：从本组 144病例研究，SCLC影像诊断的可行性较高，有利于肺癌的诊断和预后推测，

也有利于提高 SCLC的检出率。 

  关键词： 小细胞肺癌 长轴进展多支花蔓延  

 

 

PU-0552 

特发性性肺间质纤维化的薄层高分辨 CT（HRCT）诊断及病理

学分析 

 
裴林惠 

上海市第八人民医院 200235 

 

【摘要】 

目的 通过探讨特发性性肺间质纤维化(IPF)的影像学特点及病理表现，分析薄层高分辨 CT 

(HRCT)对特发性肺间质纤维化患者的诊断价值及病理相关性。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2879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20例经临床及病理证实的薄层高分辨 CT资料，对其诊断价值进行总

结。 

结果 根据 X线胸片、胸部 HRCT检查结果，本组患者胸片显示两肺有多发磨玻璃影、纤维索条

影，病变以中下肺、胸膜下分布为主。HRCT上表现呈多样性：磨玻璃样影 16例；囊状、蜂窝

状影 14例；胸膜下线、网状影 12例；结节影 5例；肺气肿 8例，肺牵拉性支气管扩张 14

例。 

结论 HRCT在特发性肺间质纤维的诊断中具有重要价值，经胸腔镜肺活检是确诊本病的“金标

准”。 

   

   

 

 
PU-0553 

十字交叉心的 MSCT 影像特征：与超声心动图及手术对照 

 
李景雷 

广东省人民医院 510080 

 

目的 本文通过分析十字交叉心的 CT影像表现并与超声心动图、手术对照，确定其特征性表

现。方法 搜集本院 16例 CT诊断为十字交叉心患者的多层螺旋 CT（MSCT）资料，对照超声心

动图表现及手术所见。结果 12例手术证实为十字交叉心，4例手术为单心室；12例十字交叉

心患者 MSCT表现为两心室呈空间上下排列，四腔心同一切面不能同时显示两组房室瓣；两组

房室瓣呈前上-后下垂直排列，两心室流入血流在空间位置上十字交叉。超声心动图诊断为十

字交叉心患者 8例，单心室 3例，且为手术证实，余下 5例诊断为复杂畸形。结论 十字交叉

心 MSCT表现典型，直观，是一项重要检查方法，但是也存在过度诊断问题，主要与单心室鉴

别。  

 

 
PU-0554 

超低剂量 MSCT 对气喘患儿胸部病变的诊断价值 

 
王利顺 

秦皇岛市妇幼保健院 066000 

 

【摘要】目的 探讨 MSCT超低剂量联合迭代重建技术对气喘患儿可疑病因的诊断价值.方法 前

瞻性收集 46例行 64层 MSCT 检查气喘患儿，随机分为超低剂量组（100 kVp 、15 mAs、

iDose
4
重建）及对照组（120kVp、100 mAs、FPB重建）各 23例，比较两组患者诊断准确率、

图像质量及辐射剂量。结果：超低剂量组诊断准确率及图像质量评分均较对照组稍低，但两组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超低剂量组辐射剂量较对照组降低约 90％，两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结论 气喘患儿采用超低剂量联合迭代重建技术行 MSCT检查，在保证图像质

量的同时可显著降低辐射剂量，有重要的临床应用价值。 

   

 

 
PU-0555 

肺硬化性血管瘤的ＣＴ诊断及鉴别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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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必园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200233 

 

 

【摘要】目的：通过探讨肺硬化性血管瘤的特征性 CT表现, 提高对本病的影像学征象的认

识。方法：回顾性分析 11例经病理证实的肺硬化性血管瘤的 CT影像学表现，其中女 10例，

男 1例，年龄 32～60岁，平均年龄 47岁，所有病例均行 CT平扫及增强扫描。结果：11例患

者中 10例为肺内孤立性病灶，直径约 0.9～6.8 cm，呈圆形、类圆形或分叶状，边缘清楚，

以肺野内带和外带为主；1 例为两侧肺门及两肺内多发结节。所有 11例中 9例密度均匀（其

中 1例病灶周围片状“晕征”），2例密度不均匀（其中 1例伴周围环形钙化，1例伴内部斑

点样钙化）。平扫 CT值约 30～50 Hu；9例均质渐进性强化，1例不均匀强化，1例动脉期强

化但延迟期下降；3例增强动脉期肿块内细条状血管强化征象，5例见血管贴边征，10 例肺内

孤立结节均未见肺门或纵膈淋巴结肿大。结论：肺硬化性血管瘤的 CT表现有一定特征性,能为

术前正确诊断提供重要依据，有利于提高诊断正确率。 

   

 

 

PU-0556 

64 层螺旋 CT 冠状动脉血管成像诊断复杂性冠状动脉狭窄的价

值 

 
余蒙蒙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200233 

 

 

【摘要】 目的 评价 64层螺旋 CT冠状动脉血管成像诊断复杂性冠状动脉狭窄的价值以及对制

定治疗策略的影响。 资料与方法 选取 69例在我科接受冠状动脉 CTA检查，提示有至少一支

冠状动脉显著狭窄（≥50%）的患者。将冠状动脉狭窄分为复杂性病变和简单病变。前者包括

分叉病变、完全闭塞病变、开口病变、弥漫长病变。后者为除复杂性病变所含类型以外的病

变。分叉病变根据 Lefevre 分型进一步分为 5型。所有患者均于 2周内行 CAG。将 CTA的结果

与 CAG对照。 结果 CTA共检出大于 50%狭窄 286处，其中简单病变为 157处，复杂性病变为

129处。其中分叉病变 57处、闭塞病变 22处、开口病变 9处、弥漫长病变 41处。57 处分叉

病变，按照 Lefevre分型，有 1型 18处、2型 21处、3型 5处、4型 6处、4a型 5处和 4b型

2处。与 CAG相比，CTA诊断简单病变的敏感度为 92.16%，特异度为 98.51%，阳性预测值为

89.81%，阴性预测值为 98.50%。CTA诊断分叉病变的敏感度为 100%，特异度为 99.12%，阳性

预测值为 85.96%，阴性预测值为 100%。CTA诊断闭塞病变、开口病变和弥漫长病变的敏感

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及阴性预测值均为 100%。结论 64层螺旋 CT冠状动脉 CTA可准确诊

断各类复杂性冠状动脉狭窄，指导进一步治疗方案的选择，在复杂性冠状动脉狭窄的诊断和治

疗中均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  

 

 
PU-0557 

CCTA 与冠脉造影对冠脉支架再狭窄相关性研究分析  

 
余蒙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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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200233 

 

目的 

以冠状动脉造影(Invasive coronary angiography, ICA)为金标准，研究冠状动脉 CT 血管成

像(Coronary computed tomography angiography, CCTA)用于诊断支架再狭窄(In-stent 

restenosis, ISR)及 Mehran 分型的准确性。 

方法 

搜集冠脉支架术后的患者，并且先后接受 128层螺旋 CT和 ICA检查，两项检查间隔时间≤1

月。Mehran分型是根据 CCTA 和 ICA影像学表现分四型：局灶性再狭窄、支架内弥漫性再狭

窄、支架内外弥漫性再狭窄以及完全闭塞。 

结果 

共 320名患者(570枚支架，94处病灶)入组本实验。与 ICA 相比，基于患者(n=320)分析、基

于病灶(n=456)分析以及基于支架分析，CCTA对于诊断 ISR的特异性、敏感性、阴性预测值、

阳性预测值和准确率分别为 95.2%-96.9%、83.3%-96.3%、96.9%-98.5%、78.9%-88.9%、94%-

96.2%；其中大管径支架（≥3mm）的受检者（n=294名），CCTA对于≥3mm 支架 Mehran分型

I型、II型、III型和 IV型的准确率达 87.2%、86.7%、66.7%、88%。 

结论 

（1）CCTA对直径≥3mm ISR 的 Mehran分型与 ICA有较高的一致性； 

（2）CCTA诊断 ISR有较高的准确性，特别是对于 3mm以上的支架。 

   

 

 
PU-0558 

急性脑出血并发神经源性肺水肿的影像表现 

 
马赵,夏春华 

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 230061 

 

【摘要】 目的 分析总结急性脑出血患者并发神经源性肺水肿的影像表现，探讨其形成机制，

提高对本病的诊断和鉴别诊断水平。方法 对我院 5例收治的脑出血并发神经源性肺水肿的患

者 CT影像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总结。结果 5例患者均有重症中枢神经系统损伤，5 例患者

均有肺纹理增多、增粗、模糊，肺野透光度减低，呈磨砂样、毛玻璃样改变，可见两肺散在或

弥漫分布斑片状、云絮状渗出影，边界模糊不清，以两肺内中带及肺背侧显著，其中胸腔积液

2例，叶间胸膜增厚 3例，空气支气管征 1例。结论 急性脑出血患者并发神经源性肺水肿的

CT表现，主要为肺野透光度减低和两肺弥漫云絮状渗出影，间质性肺水肿与肺泡性肺水肿并

存，结合临床病史及实验室检查可作出准确诊断。  

   

 

 

PU-0559 

IgG4 相关性疾病致冠状动脉炎 1 例 

 
刘雷雷,曹殿波,卢晓倩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目的：提高对 IgG4相关性疾病所致冠状动脉炎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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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回顾性分析一列 IgG4 相关性疾病致冠状动脉炎患者的诊治过程，结合相关文献，讨论

IgG4相关性疾病对心血管系统，尤其是冠状动脉的影响及其影像学表现。 

结果：IgG4相关性疾病可以引起冠状动脉炎、甚至动脉瘤，严重影响患者的预后。IgG4 相关

性冠状动脉病变影像学表现缺乏特异性，但结合临床病史、实验室检查结果可以提示诊断。 

结论：对于 IgG4相关性疾病，应注意对心血管系统，尤其是冠状动脉的检查；对于出现冠心

病症状的患者也影考虑 IgG4 相关性疾病的可能。  

 

 

PU-0560 

卡氏肺孢子菌肺炎的 HRCT 表现及临床应用价值 

 
陈琦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30601 

 

 

目的 探讨卡氏肺孢子菌肺炎（PCP）的肺内 HRCT 影像学表现特征，结合患者临床

表现、CD4 数值及免疫状态，分析 PCP治疗过程中肺部影像的变化。 资料与方法

资料 回顾性分析 38例卡氏肺孢子菌肺炎（PCP）的患者的 HRCT检查资料及临床治

疗过程，总结 PCP肺部病变区的分布，形态，密度，大小，受累范围及治疗后的影

像动态变化相对应的临床资料，总结 PCP的肺部影像学表现及转归。 结果  32

例表现为膜玻璃影，其中 10 例表现为膜玻璃影伴肺气囊，2例表现为磨玻璃影伴

实变影，2例表现为斑点结节影，4例表现为网格影；后期表现有纤维化及间质受

累及完全吸收表现，临床预后与影像表现的改善相符。 结论  卡氏肺孢子菌肺炎

具有典型的影像学特征，影像学检查是发现和诊断 PCP的重要手段。HRCT对于 PCP

的病情进展与预后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PU-0561 

肺毛霉菌病一例 

 
王青乐,张兴伟,张志勇,王琴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00032 

 

病例资料 患者男，38岁，反复流涕、咳嗽、咳痰、发热 18天，咳黄白色黏痰，发热最高

40℃，当地抗炎治疗 1周（具体用药不详），咳嗽较前减轻，但仍有咳痰及发热，伴胸闷。近

1年来时有解不成形软便，小便量多，有口干、多饮，近 1年体重下降约 20余公斤，入院确

诊糖尿病。我院胸部 CT示：双肺多发空洞形成；支气管镜检查病理诊断为毛霉菌感染。肺毛

霉菌病是一种发病急、进展快、病死率高的肺部真菌感染，临床较罕见。本文通过对一肺毛霉

菌病例临床资料的研究，复习文献资料，对肺毛霉菌病的流行病学、临床症状、影像学表现及

治疗方案等进行分析，发现其临床及影像学特征有助于临床诊断及鉴别诊断，对肺毛霉菌病的

早期诊断治疗具有一定价值。  

 

 
PU-0562 

多层螺旋 CT 对伴周围磨玻璃影的空腔型肺癌的诊断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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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楚逸,顾浩,何广友,方军杰,史佳培,金中高 

宁波市第二医院（原:宁波华美医院) 315010 

 

摘要：目的 探讨多层螺旋 CT（MSCT）对伴周围磨玻璃影的空腔型肺癌的诊断价值，提高对此

病变的认识及诊断的准确率。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过病理证实的伴周围磨玻璃影的空腔型肺癌

的患者 21例，21例患者中，男 16例，女 5例；平均年龄（60±7）岁，20例为肺腺癌，1例

为腺鳞癌。所有患者均行多层螺旋 CT检查，分析周围磨玻璃影及空腔的 CT表现，包括血管集

束征、毛刺征、胸膜凹陷征、分叶、腔壁厚薄及均匀度、分隔、磨玻璃空腔的位置等。结果 

21例周围伴磨玻璃影的空腔型肺癌患者中，血管集束征 6例（28.6%），毛刺征 10例

（47.7%），胸膜凹陷征 12 例（57.1%），分叶征 8例（38.1%），伴纯磨玻璃密度影 10例

（47.7%）；囊壁厚度（1.7±0.9）mm，空腔大小（13.2±7.0）mm，壁均匀者 9例

（42.9%），空腔内分隔 14 例（66.7%），病灶位于两肺上叶者 16例（76.1%），1例

（4.7%）伴明显纵隔淋巴结转移，均无气-液平、壁结节及肺内转移等征象。结论 伴周围磨玻

璃影空腔型肺癌多数为腺癌，其多层螺旋 CT表现除突出的空腔表现容易干扰诊断外，符合磨

玻璃结节型肺癌表现，通过分析其特征可以提高术前诊断准确率。 

   

 

 
PU-0563 

Anatomical characteristics of double superior vena 

cava: quantitative assessment with CT and clinical 

implications for interventional procedures 

 
Zhang Xiaochun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Southwest Hospital， Thir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400038 

 

Abstract  

Background: Presence of double superior vena cava (DSVC) may exacerbate technical 

difficulties in some intervention procedures (PICC, catheterization, 

radiofrequency ablation, pacemakers or filter implantation) or complicate the 

procedures. It is important to confirm existence of DSVC, drainage pattern and 

anatomical characteristic for the successful intervention procedures. Methods: 

DSVC were documented on CT reports of 129 cases. According to drainage approach of 

left side superior vena cava and presence or absence of left brachiocephalic vein, 

all cases were divided into Group A (A1, A2) and B (B1, B2). Lengths of left/right 

side superior vena cava (L/RSVCL), diameters and areas of origin of 

L/RSVC(RSVCD/A)，diameters of coronary sinus orifice(CSOD), lengths and areas of 

coronary sinus(CSL/A) were measured and compared retrospectively among the groups 

and Group control (Group C, n=109).Results: LSVCL of Group A were longer than 

those of Group B (p=.00 to .24). RSVCD/A of Group A1and GroupB1 were shorter than 

those of Group A2 and Group B2 (p=.003 to .048), LSVCD/A of Group A1and GroupB1 

were longer than those of Group A2 and Group B2 (p=.003 to .048). CSOD, CSL and 

CSA of Group A1were larger than those of Group A2 and Group C (p=.000 to .032),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as in the values of Group B and Group C. RSVCD/A of 129 

cases were less than those values of Group C (p=.000). RSVCL were shorter t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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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SVCL in the same group (p=.000).Conclusions: CT can accurately confirm the 

presence of DSVC, drainage patterns and anatomical characteristic values of DSVC. 

   

 

 
PU-0564 

低肺功能非小细胞肺癌患者行 CT 下射频消融技术治疗的价值

分析 

 
陶广昱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胸科医院 200030 

 

 目的：分析探讨低肺功能非小细胞肺癌患者行 CT下射频消融技术治疗的价值。方法：选取

我院 2013年 3月—2015年 3月收治 38例低肺功能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作为实验研究对象，给

予所有患者 CT下射频消融技术治疗，观察分析患者近期治疗疗效、CT值变化与并发症出现情

况。结果：38例患者 42个病灶经过治疗复查胸部 CT结果显示：0个肿瘤完全消失；7个肿瘤

缩小 80%—100%；33个肿瘤缩小 50%—80%；2个肿瘤缩小小于 50%，治疗总有效率为%

（40/42）；患者手术治疗前后 CT指存在明显差异，P<0.05；患者术前并发症如气胸、肺出血

及发热等，在治疗后得到好转。结论：CT下射频消融技术对低肺功能非小细胞肺癌治疗具有

显著疗效，对患者伤害小、并发症出现几率低，值得使用与推广。 

关键词：CT；射频消融技术；低肺功能；非小细胞肺癌 

   

 

 
PU-0565 

对肺炎性假瘤的 CT 征象再认识 

 
张唐世 

山西省肿瘤医院 030013 

 

摘要 目的 探讨肺炎性假瘤的 CT表现征象、提高对肺炎性假瘤定性诊断、以及帮助临床医师

绝泽合理的治疗方案。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手术及穿刺后病理证实的、本院检查 80例肺炎性假

瘤的 CT表现以及外院图片本院会诊后病理证实的 20例。结果 100例中有 80例病变内呈树枝

样的索条影，98例见 2个及 2个以上的液化坏死、液化边缘均光整，肉芽组织带包绕。53例

对应胸膜增厚，23例纵膈肺门淋巴结增大，边缘模糊。结论 用窗位技术-肺炎性假瘤呈增粗

的树枝影为框架，多个边缘光整的液化灶，肉芽带为特征性表现，CT能对肺炎性假瘤作出较

准确的判断。 

   

 

 

PU-0566 

磁共振弥散成像对非小细胞型肺癌脑转移 r 刀治疗后 

 
孙炎冰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胸科医院 20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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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通过弥散加权成像评价非小细胞型肺癌脑转移患者 r刀治疗效果，为临床早期评价放疗

后疗效提供客观依据。材料与方法：非小细胞肺癌患者 52例（71个转移病灶），分别于放疗

前、放疗后 7天、放疗后 3月行 MR检查，包括常规序列及 DWI扫描。以治疗后体积变化分为

有效组、稳定组、进展组。比较放疗前及放疗后 7天肿瘤中心及周边、边缘组织的 ADC值变

化。结果：有效组及稳定组肿瘤中心 ADC值治疗前后存在统计学差异，进展组无明显统计学差

异；肿瘤周边组织的 ADC值在三组前后均有统计学差异。结论：转移瘤放疗后 ADC值能够反映

放疗后肿瘤组织内部的病理变化，为早期疗效的判断提供量化指标。 

   

 

 

PU-0567 

胸膜孤立性纤维瘤的多层螺旋 CT 诊断 

 
林朝上,王燕华,陈自谦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 350025 

 

目的 探讨胸膜孤立性纤维瘤(SFTP)的多层螺旋 CT(MSCT)表现，以进一步提高其认识和诊断。 

资料与方法 回顾性分析 11 例经手术病理证实为 SFTP的 MSCT表现及临床资料，并复习文献。 

结果 男性 7例，女性 4例，年龄 34-63岁。11例病灶均为单发，紧贴胸膜；大小 2.1-

18.4cm，3例大于 10cm。MSCT 上肿瘤形态多呈类圆形，并可见浅分叶，边界清晰；密度多较

均匀，以实性成分为主；4 例伴囊变、坏死而密度不均，2例边缘见小钙化。增强 8例呈较均

匀轻-中度延迟性强化，3例呈较明显不均匀强化；4例病灶内部可见强化的迂曲小血管影。 

结论 SFTP的影像学表现具有一定的特征性，结合 CT三维重建有助于提高其正确诊断，具有

重要意义。  

 

 

PU-0568 

基于儿童心脏磁共振的双向 Glenn 血流动力学模拟仿真研究 

 
王谦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00127 

 

目的：通过血流学力学模拟手术，探讨血流动力学参数在评价 Glenn吻合术的作用。方法：收

集 10例先心病患者术前的心脏磁共振数据，应用计算流体动力学方法对 BDG术后的血流动力

学进行数值模拟研究。分析能量损失和左右肺血比等血流动力学参数的价值。结果：当左、右

上腔静脉与肺动脉吻合口之间距离较大时，在多种左、右肺动脉流量分配比对比下，肺动脉血

流分配比相等，能量损失均较其它设计方案低（0.8~1.0mW）。当左、右肺动脉流量分配比为

50：50时，能量消耗达到最低值为 24.30 mW。结论：Glenn 吻合术之前进行血液流场的数值

模拟和对比分析很有临床意义。考虑左右肺均衡灌注时，还需关注 BDG连接段的血流能量损失

以及局部区域内的流场形态，对于选择最优的手术方案尤其重要。 

   

 

 

PU-0569 

定量分析主－肺动脉侧枝流量在二期 Fontan 术前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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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谦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00127 

 

目的：探索主－肺动脉侧枝流量在二期 Fontan术前评估中的价值。 

方法：通过磁共振相位对比法测量 20例双向 Glenn术后患者的血流数据，计算主－肺动脉侧

枝流量，分析主－肺动脉流量与心导管检查所测量的上腔静脉及左右肺动脉压力之间的相互关

系。 

结果：20例双向 Glenn术后患者的主－肺动脉侧枝流量范围为 0.9-23.1ml/s，平均值为

1.02±0.63 L/min/m
2
，主－肺动脉侧枝流量与上腔静脉压力呈显著相关，相关系数为 0.59。 

结论： 磁共振相位对比法可以测量 BDG术后患者的主－肺动脉侧枝流量，并通过回归方程推

算患者的上腔静脉压力，在二期 Fontan术前评估中有较实用的价值。 

   

 

 
PU-0570 

低剂量前瞻性心电触发序列扫描在房颤患者冠状动脉 CT 成像

的研究 

 
谢英遂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同仁医院 200336 

 

目的：探究在房颤患者冠状动脉 CT成像中低剂量前瞻性心电触发序列扫描的应用价值。 

方法：选择我院在 2014年 8 月至 2016年 8月期间收治的房颤患者 108例，采用抽签的方式将

其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 54例为 1组，对照组给予回顾性心电门控螺旋扫描方式，观察组

给予前瞻性心电门控序列扫描方式，均采用双源 CT，对两组患者的冠状动脉 CT成像的效果进

行对比分析。 

结果：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患者的血管段诊断率、诊断病例率及有效辐射剂量均明显较优，

各项对比差异均 P<0.05，存在统计学意义。 

结论：在房颤患者冠状动脉 CT成像中低剂量前瞻性心电触发序列扫描有较高的应用价值，可

将辐射剂量降低，图像质量较好，值得应用推广。 

   

 

 

PU-0571 

FORCE CT 多模态影像技术一站式评价冠心病心肌缺血的临床

研究 

 
郑雪,孙凯 

包头市中心医院 014040 

 

【摘要】 

目的：应用第三代双源 CT Force CT双能量扫描模式进行“一站式”冠状动脉血管成像+心脏

血池成像扫描，评价双能量心脏成像技术对诊断冠心病心肌缺血的准确性。 

对象与方法：使用第三代双源 CT Force CT的双能量扫描模式对 60例有相应临床症状拟诊为

冠心病的患者进行“一站式”冠状动脉血管成像+心脏血池成像，使用 Syngo.via图像后处理

软件根据美国心脏病协会关于心肌的 17节段模型，以 PET心肌代谢显像及冠状动脉造影为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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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评估用 Force CT双能量模式的冠状动脉血管成像+心脏血池成像的诊断心肌缺血的准确

性。 

结果：行 Force CT双能量扫描模式进行“一站式”冠状动脉血管成像+心脏血池成像冠 60例

心病患者中阳性患者 41例（68.3%），阴性患者 19例（31.7%），共 1122个心肌节段，有灌

注缺损节段 350个，正常灌注节段 772个。以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敏感度、特异度评估

的双能量冠状动脉血管成像+心脏血池成像诊断心肌缺血准确性，基于患者分析准确性分别为

95.1%、94.7%、97.5%、90.0%，基于心肌节段分析准确性分别为 88.6%、97.4%、93.9%、

94.9%，基于血管节段分析准确性分别为 95.2%、95.4%、87.0%、98.4%。 

结论：Force CT双能量“一站式”冠状动脉血管成像+心脏血池成像技术对于诊断冠心病心肌

缺血具有很高的准确性，可无创性评估狭窄冠状动脉解剖学、功能学的影像学成像并具有很高

准确性。 

   

 

 

PU-0572 

MRI 灌注扫描定量参数对肺癌组织学类型诊断价值的研究 

 
周智鹏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530021 

 

目的：研究 3.0T磁共振定量分析在肺癌诊断中的价值和作用，为临床肺癌的早期诊断提供新

的依据。方法：选取经病理证实的肺癌患者 20名，行 MR平扫及动态增强扫描，通过后处理软

件获得每个病灶及胸壁肌肉组织的定量参数(Ktrans、Kep、Ve、iAUC)，所有肺癌患者均经手

术或者穿刺取得病理结果，比较不同类型肺癌及胸壁组织间的定量参数值，各组数据之间通过

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确定肺鳞癌与腺癌诊断的最佳定量参数值。结果：鳞癌、腺癌与胸壁之

间定量参数值差异存在显著统计学意义（P＜0.05），鳞癌、腺癌 Ktrans、Kep、Ve、iAUC 值

均高于胸壁肌肉组织；鳞癌、腺癌组之间 Ktrans、Kep、iAUC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P＜

0.05），其中 Ktrans值敏感度、特异度最高，分别为 76.9％，100％；Ve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鳞癌、腺癌的鉴别诊断中各定量参数的界值分别为：Ktrans（0.134），Kep

（0,361），iAUC（22.409）。结论：定量参数值对肺癌的早期诊断及鳞癌、腺癌的鉴别诊断

具有重要临床意义。  

 

 

PU-0573 

罕见食管原发性巨大脂肪肉瘤一例 

 
廖大伟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646000 

 

患者，女，41岁，半年前无明显诱因进食梗阻。查体无明显阳性体征。 

胸部 CT表现：食管管腔扩大，见脂肪及软组织密度肿块，CT增强扫描病变呈不均匀强化。食

管 x线钡餐造影表现：食管全程巨大充盈缺损。胃镜示距门齿 35cm有新生物。 

手术记录：食管距门齿约 17-38cm处有长约 21cm，宽约 6.5cm呈果冻样肿瘤。 

病理诊断：食管粘膜下高分化脂肪肉瘤（图 4），免疫组化结果：Vim(+)，Ki-67(+，5%)，S-

100（+，灶性，），SMA(-) ，Desmin(-)，Lysozy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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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脂肪肉瘤多发生于腹膜后、臀部、大腿，原发于食管极其罕见。到目前为止，国内外报

告仅十余例。食管高分化脂肪肉瘤一般发生于 60岁以上老年人，多位于食管上段，主要临床

表现为异物感、喉部不适及进行性吞咽困难等。 

脂肪肉瘤起源于原始间充质细胞及幼稚脂肪细胞，病理上分为高分化型、黏液型、多形性型、

圆细胞型及去分化型脂肪肉瘤 5种。。 

影像学表现：（1）食管 x线钡餐造影表现：食管管腔明显膨胀性扩张，其内见充盈缺损，钡

剂位于肿瘤与食管壁之间呈涂抹征，食管粘膜无破坏。（2）CT表现：分化良好的脂肪肉瘤表

现为以脂肪密度为主的不均匀肿瘤。黏液性脂肪肉瘤多呈囊样低密度。混合性脂肪肉瘤呈不均

匀软组织肿块，内部常有坏死。增强后脂肪肉瘤的实体部分明显强化。（3）MRI表现：分化

良好的脂肪肉瘤表现为成熟脂肪相似的信号特征，即 T1WI 为高信号，T2WI为高信号或等信

号，脂肪抑制序列为低信号。黏液性脂肪肉瘤以 T1WI低信号、T2WI高信号为主，因脂肪肉瘤

多伴有其它成分，T2WI可伴稍高信号和（或）线样低信号分隔，增强后多显著不均匀强化。 

鉴别诊断：本例食管巨大脂肪肉瘤主要与食管巨大平滑肌瘤、食管带蒂息肉及腔内型食管癌鉴

别。 

   

 

 
PU-0574 

256 层 CT 血管成像对冠状动脉瘘的研究价值 

 
毛一朴,马隆佰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530021 

 

【摘要】目的:探讨 256层 CT血管成像对冠状动脉瘘的研究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冠状动脉

瘘 18例，男 7例，女 11例，年龄 6个月～68岁,平均 45.8±9.1 岁。对原始图像进行多平面

重组、曲面重组、最大密度投影及容积重建等后处理。结果:18例冠状动脉瘘中冠状动脉分支

血管瘘入肺动脉 5例；瘘入冠状静脉窦 5例；瘘入右心房 3例；瘘入左心房 3例；瘘入右心室

2例。5例冠状动脉—肺动脉瘘可观察到畸形血管向肺动脉内供血，肺动脉主干内均可见对比

剂呈“喷射”或“浓染”征。主肺动脉旁形成丛状或蔓藤状血管网 2例。供血动脉区动脉瘤形

成 3例。结论:256层冠状动脉 CTA能准确显示冠状动脉瘘变异血管的解剖细节及血流动力学

改变情况，运用多种重建技术能够直观地显示 CAF的畸形血管形态。 

   

 

 
PU-0575 

支气管闭锁的影像学特征与鉴别诊断 

 
徐霖,仇俊华,吴德红 

十堰市太和医院 442000 

 

  

目的：总结分析先天性支气管闭锁的 CT影像学表现及其特点，探讨与其他疾病鉴别诊断的主

要依据，以提高对该病的认识和诊断水平。 

方法：对 28例支气管闭锁患者常规进行多层螺旋 CT扫描和增强检查，所有病例均经常规平扫

发现，11例再行增强 CT 检查，15例实行了纤维支气管镜检 7例经手术证实，5例经过 2年以

上的 CT追踪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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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扫采用 GE16排或 64排螺旋 CT扫描，层厚 5-10mm，层间距 5-10mm，增强扫描为 300mgI/ml

造影剂按.5ml/Kg体重、3.0ml/S 静脉注射，延迟 35s后开始扫描。 

图像常规进行后处理重组后传送至 GE-ADW4.5工作站，应用多种技术重建，以观察支气管及相

邻血管分支情况。 

结果：病变位于右肺 12例，左肺 16例；主要发生于段及亚段支气管，包括右肺下叶 7 例、右

上叶 3例，右中叶 3例、左肺下叶 11例、左舌叶 2例，左上叶 2例。 

MSCT均显示局部支气管结构异常、局限性肺气肿，22例显示支气管粘液栓。粘液栓表现为分

支状的高密度影，呈结节状、类圆形或条状；支气管结构异常表现为局限性的支气管结构闭塞

并与相邻的血管结构纠集；区域性肺气肿与周围相邻肺野有清晰的边界，并不具备肺叶或肺段

的形状。 

以支气管粘液栓增强 CT扫描显示结节中央未强化，多重面重建显示相邻的血管结构强化明显

并与粘液栓近端支气管结构临近或伴行，闭锁支气管近端未见明显局限性强化的软组织影。 

结论：支气管闭锁是先天性支气管肺发育异常较为常见的一种，发病年龄较大时与肺部肿瘤好

发年龄段接近，在合并症状时容易误诊为肿瘤造成的局限性肺气肿和肺不张。本病的局限性支

气管粘液栓、局限性肺气肿和伴行肺血管的局部性支气管结构异常是典型的表现，在确诊本病

时需要与早期支气管肺癌的局限性肺气肿、不典型的肺隔离症等鉴别，MSCT的多种重建技术

精确显示局部支气管的结构及其与相邻肺组织的肺气肿情况一般可以鉴别。 

   

 

 

PU-0576 

胸痛规范化评估在急性肺栓塞 CT 血管造影检查中的应用价值

研究 

 
陈庆航 

梧州市中医医院 543002 

 

目的:探讨急性胸痛患者进行胸痛规范化评估后,CT血管造影(CTA)检查对急性肺栓塞(APE)的

应用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行 CTA检查的急性胸痛患者 43例的临床资料,进行胸痛规范化评

估后,疑似 APE的通过肺动脉 CTA扫描方式筛查的 16例患者作为观察组；未进行胸痛规范化评

估的 27例患者作为对照组,通过胸部 CTA扫描方式排查胸痛病因。比较两组 APE的 CTA 确诊例

数,观察组 APE筛查量表评分、D-二聚体对确诊 APE的作用,分析胸痛规范化评估对 APE 应用价

值。结果:观察组与对照组 CTA确诊对比阳性率高,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
=3.93,P＜

0.05)。观察组 APE确诊患者 APE筛查量表评分、D-二聚体分别为(9.64±4.74 分)、

(886.73±191.83μg/L),APE 排除患者分别为(2.20±1.64 分)、(587.20±35.79μg/L),两者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3.363、3.402,均 P＜0.01)。结论：急性胸痛患者进行胸痛规范化评

估后,优化了 CTA检查,提高了 APE的确诊率,降低误诊及漏诊率,为临床医生提供了及时、准确

的诊断依据,为进一步处置争取到宝贵时机。  

 

 

PU-0577 

肺肉瘤样癌的 CT 表现与病理分析 

 
朱莉,叶剑定,陈群慧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胸科医院 20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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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探讨肺肉瘤样癌的 CT表现及病理特点。方法：回顾性分析 19例(男 16例，女 3 例，平

均年龄 63岁) 经手术病理证实的肺肉瘤样癌患者的 CT表现和病理资料。结果：19例中右肺

12例，左肺 6例，l例为两肺多发 肿块。中央型 3例，周围型 16例。19例均为肺内实质肿

块，肿块最大直径 2．5～8．3cm，密度不均匀，增强后 10例 表现为边缘环形强化，内部强

化不明显。14例周围型肿块位于胸膜下，其中 11例侵犯胸膜。术后病理多形性癌 14 例、梭

形细胞癌 2例、巨细胞癌 2例、肺母细胞瘤 1例。免疫组化 CK阳性 18例，EMApH性 7例，

Vimentin JjH性 19例。结论：肺肉瘤样癌 CT表现具有一定特征，确诊仍需依靠病理学检

查。  

 

 

PU-0578 

原发性肺类癌 CT 表现 

 
邓凯吉,陈自谦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 350025 

 

目的：探讨原发性肺类癌的 CT影像表现，以期进一步提高其诊断准确率。 

方法：回顾性分析经手术或穿刺病理证实的 18例肺类癌患者 CT影像表现，其中 14例患者行

胸部 CT平扫及增强检查，4例患者行胸部 CT平扫检查。 

结果：病理证实 17例为不典型肺类癌，1例为典型肺类癌。本组 18例中，中央型 10例，周

围型 8例。10例病灶密度均匀，4例病灶内部可见钙化，6例有浅分叶，4例有细短毛刺，2

例有胸膜凹陷。支气管腔内结节 5例，肿瘤同时侵犯支气管腔内外 7例，“冰山征”4例，伴

肺不张 3例，阻塞性肺炎 2例，阻塞性肺气肿 2例。14例行胸部 CT平扫及增强检查，病灶均

呈轻中度以上强化。 

结论：原发性肺类癌影像学表现具有一定特征性，“冰山征”及毗邻支气管内部钙化可辅助诊

断原发性肺类癌，其最终确诊仍需依靠病理学检查。  

 

 
PU-0579 

硬化型肺细胞瘤 CT 表现与病理对照(11 例) 

 
任浩,刘林祥 

泰山医学院附属医院 271000 

 

目的 回顾分析硬化性肺细胞瘤（PSP）的 CT影像与病理特征，提高对肺结节鉴别诊断水平。 

材料与方法 收集两所医院 2013年至 2017年 CT发现并经手术病理证实为 PSP的 11病例。10

例女性，1例男性。平均年龄 48.4岁。均为查体发现，无症状体征。 

CT增强动脉期为 25-30s后扫描，静脉期为 55-60s扫描。120-140KV，间距为 5mm，重建层厚

5mm。造影剂碘伏醇，前臂高压注射器注射，总量 75-80ml，注射速度为 2.5-3.5ml/s。两名高

年医师对影像资料经再次判读，分析病变位置、大小、形态，密度、强化形式，与病理结果对

照。 

结果 11个病灶均为单侧、单发。左肺 8例，右肺 3例。左肺上叶 4例、左肺下叶 4例，右肺

上叶 1例，右肺中叶 2例。10例呈类圆形，2例有浅分叶，3例贴近纵膈。横截面直径平均

2.3cm。显示血管贴边征 7例，空气新月征 3例，晕征 3 例，3例尾征。CT平扫密度范围为

12-59Hu，平均 41.3Hu，7例动脉期 CT增强 50-88Hu，平均 67.9Hu，6例静脉期 CT值增强 52-

113Hu，平均 84.5Hu，6例动脉静脉期强化平均差值 16.8Hu，动脉静脉期最大强化差值为

35Hu。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2891 

 

病理：肉眼观，1例见囊性变，其余切面为灰红灰黄，质软。包膜完整。镜下，病变结构多

样，可见乳头状区、硬化性、实性和出血区。2例病灶内含较多血管瘤样区。免疫组化，11例

EMA(+)、TTF-1(+)、Ki-67%增殖指数＜15%。 

讨论 PSP为良性肿瘤，女性好发，诊断主要依靠病理免疫组化。CT常表现为孤立性结节，边

界清楚，常为类圆形，可有浅分叶。钙化少，较大病灶可见坏死囊变。CT常见贴边血管征、

空气新月征、晕征、尾征，少见显著肺动脉征、假包膜征。强化后呈延迟强化，静脉期强化较

动脉期均匀。 

结论 CT增强扫描可显示 PSP 病灶特征，有助于术前诊断。 

   

 

 
PU-0580 

小细胞肺癌的 CT 影像学诊断特点 

 
魏立豪,钟群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 350025 

 

目的：探讨小细胞肺癌(Small Cell Lung Cancer,SCLC)与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NSCLC）的断层扫描 CT表现特点，提高小细胞肺癌的影像学诊断准确率。 

方法：回顾性分析 2013年 01月至 2013年 12月在我院检查，穿刺或术后经病理证实的 30例

SCLC、30例 NSCLC的术前及术后 CT资料，全部病例均行多层螺旋 CT平扫及增强检查。 

结果: 30例 SCLC的 CT主要表现为沿支气管长轴生长的肺门部或者肺野内的边缘不规则及类

圆形肿块影，其中 29例出现肺门与纵隔广泛淋巴结肿大，3例出现肺不张。NSCLC 30 例均为

肺门区的类圆形肿块影，其中 24例出现支气管阻塞性改变，15例周围软组织增厚呈肿块影，

24例出现支气管管腔狭窄或闭塞改变。 

结论：小细胞肺癌主要是沿支气管长轴生长的肺内肿块，早期常伴肺门及纵隔淋巴结广泛肿

大，支气管阻塞改变较为少见，肿块体积在 1-2个月内增大 1倍以上，是 SCLC的 CT诊断要

点，据此特征可以明显提高小细胞肺癌的诊断正确率。  

 

 
PU-0581 

肺转移瘤的 CT 表现与原发肿瘤的关系探讨 

 
迪丽拜尔.克力木霍加,古丽娜.阿扎提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830054 

 

目的：通过分析肺转移瘤的 CT表现以及其与原发灶之间的关系，提高肺转移瘤的诊断及鉴别

诊断。 

方法：收集经病理及影像随诊证实，并且有明确原发肿瘤的肺转移瘤 305例，总结和分析肺部

转移瘤的 CT表现并进行分类：结节性转移，癌性淋巴结炎，混合型，分别比较观察不同类型

肺转移灶与原发灶部位及组织学类型的相关性。对于少见部位及组织学类型不做统计学分析。 

结果：本组 305例病例中 229例为血行转移，54例为癌性淋巴道转移，22例为血行与淋巴道

的混合转移，其中以血行转移行为主，占 75.1%；不同病理类型的原发肿瘤肺转移没有特定的

方式（χ2=1.625，P=0.444>0.05），消化系统原发恶性肿瘤的肺转移方式不同于胸部原发恶

性肿瘤的转移方式，前者更多表现为血行转移方式（χ2=24.323，P=0.000<0.05），且以多发

行转移多见（χ2=4.702，P=0.030<0.05），腺癌肺内血行转移以弥漫型转移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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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χ2=5.301，P=0.021<0.05），淋巴道转移为胸部及消化道系统来源的腺癌的主要转移途

径。 

结论：肺是许多恶性肿瘤常见的转移部位，肺转移瘤的 CT表现与转移的途径和原发肿瘤的组

织病理有关。 

 

   

 

 

PU-0582 

MR 在主动脉夹层的诊断中的应用 

 
李学兵 

晋城市人民医院 48000 

 

摘要 目的探讨 MR 对主动脉夹层的诊断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 45 例临床诊为主动脉夹层

的患者中 20例主动脉病变患者的 MR影像学资料。结果 MR扫描显示主动脉夹层 17例，显示

内膜片 17例，同时可清晰显示由内膜瓣分开的真假两腔、主要破口位置及累及范围，2例为

动脉瘤，1例为主动脉炎。结论 MR扫描在主动脉夹层的诊断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及实用价

值，可以明确诊断主动脉夹层并进行分型，对主动脉的病变也能很好的显示。 

   

 

 

PU-0583 

食管罕少见疾病的 MSCT 影像评价 

 
曹殿波,杜继民,卢晓倩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目的 提高食管罕少见疾病的 MSCT 诊断水平。 

 

方法 搜集 2007年 7月至 2017 年 7月我院诊治的 44例食管罕少见病例的临床与影像资料，

着重分析其临床特点、CT 影像表现与内镜表现。 

 

结果 食管罕少见疾病临床常表现胸痛、发热、进食哽咽及吞咽困难、消化道出血。疾病谱

包括：霉菌性食管炎伴穿孔 1例，食管弥漫脓肿 3例，食管夹层 2例，食管异物穿入主支气

管、主动脉并假性动脉瘤各 1例，食管壁内弥漫血肿 1例，食管憩室并支气管瘘 8例，胸主

动脉假性动脉瘤支架术后食管支气管瘘 1例。食管良性肿瘤 17例：错构瘤 3例，炎性肌纤维

母细胞瘤 1 例，血管瘤 3例，淋巴管瘤病 1例，间质瘤 6例，神经鞘瘤 2例，颗粒细胞瘤 1

例，食管恶性肿瘤 9例：食管神经内分泌癌 3例，癌肉瘤 4例，原发性黑色素瘤 2例。影像

学表现：霉菌性食管炎并穿孔呈现管壁增厚、强化的食管壁连续性中断及邻近纵隔散在气体

密度；食管脓肿、夹层呈现食管壁增厚，其内见液性密度影及粘膜连续性中断，夹层内镜较

特征的粘膜桥；异物常表现高密度影，并延至纵隔内邻近器官及继发相应改变；食管血肿表

现为食管内弥漫性增厚，2 周后复查消失；食管憩室支气管瘘呈现食管局限性突出囊腔与支气

管相连及相应纵隔、肺内继发炎症。食管良性肿瘤总体表现局部轮廓增粗、境界较清占位征

象。错构瘤呈现脂肪、软组织密度；炎性肌纤维母细胞瘤呈现巨大息肉样软组织密度；血管

瘤呈中心向周围渐进性强化及其内斑点钙化影；淋巴管瘤呈现无强化的水样密度影；间质瘤

呈中下段偏侧性较大且中度强化肿块；神经鞘瘤呈类似神经源性肿瘤的不均匀中度强化；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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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细胞瘤无任何影像特征。罕少见食管恶性肿瘤均示腔内显著强化软组织肿块，除小细胞癌

可表现表面凸凹不平软组织肿物，其余为边界清晰光滑的类圆形肿物，内镜下黑色素细胞瘤

可呈特征性黑色肉球样肿物。 

 

结论 食管罕少见疾病有某些特征的 CT表现，结合临床表现及内镜结果，可提高其诊断能

力。 

   

 

 
PU-0584 

贵州地区肺癌患者的年龄分布特征 

 
谢弘

1
,韩芳芳

3
,周石

2
,杨帆

2
,焦俊

1
,包远见

2
,陈慧琳

2
 

1.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2.贵州医科大学 

3.东北大学 

 

目的：肺癌为中老年发病率较高的疾病，本研究目的在于了解本区域内肺癌患者的年龄分布特

征，为区域内肺癌的诊断提供区域内的数据。 

方法：纳入本研究的患者均为我中心（三级甲等医院）接诊并保留电子病历及相关影像学资料

患者，就诊时间为 2014年 6月-2015年 5月间，所纳入患者均经手术、穿刺活检或支气管镜

及痰细胞学检查等方式至少一种方式证实、且在影像资料上可检测到肺部肿块者；对患者年龄

按照青年（40岁及以下）、中年（41-60岁）、老年（大于 60岁）进行分类。 

结果：经手术、穿刺活检或支气管镜及痰细胞学检查证实为肺癌患者共 583例，其中，女性

196例，男性 387例；年龄分布从 23岁到 90岁，青年型肺癌患者共 10例，中年型患者 253

例，老年型患者共 320例。 

结论：与全国及全世界整体肺癌的发病情况相似，本地区域内肺癌患者以中老年为主要发病人

群。我们相信，年龄应该作为本区域内影像医生诊断肺癌综合分析的重要因素。  

 

 
PU-0585 

三维动态增强 MR 血管造影在颅内动脉瘤诊断中的价值 

 
张波 

泰州市人民医院 225300 

 

目的 探讨三维动态增强 MR 血管造影(3D DCE-MRA)在颅内动脉瘤诊断中的价值。方法 回顾性

分析经手术和 DSA证实的 36例颅内动脉瘤患者 3D DCE-MRA 表现和临床资料。结果 3D DCE-

MRA准确显示全部 40个动脉瘤：颈内动脉海绵窦段动脉瘤 4个，前交通动脉瘤 4个，大脑前

动脉瘤 7个，大脑中动脉瘤 6个，大脑后动脉瘤 7个，后交通动脉瘤 5个，椎基底动脉瘤 5

个，胼周动脉瘤 2个，其中最大瘤体直径为 33 mm，最小瘤体直径为 2 mm。图像中瘤体、瘤颈

和载瘤动脉三维空间关系的显示均清晰、确切。结论 3D DCE-MRA是一项无创、安全、简便和

可靠的诊断颅内动脉瘤的方法。 

   

 

 
PU-0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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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状动脉血管密度梯度参数筛查收缩期压迫的心肌桥的临床

价值 

 
谢元亮,王翔,谢伟,陈发祥 

武汉市中心医院 430014 

 

 

 目的 探讨基于 CCTA数据建立的校正后冠状动脉血管密度梯度参数对有显著性

收缩期压迫的心肌桥的预测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07例行 CCTA和 ICA检查的

LAD心肌桥病例，以 ICA 为金标准，测量冠脉腔内强化梯度(TAG）及其校正值

（TAGstandardized、壁冠状动脉血管密度差异（MCA-COD）、心肌桥长度，比较收缩期无

压迫、轻度压迫、显著性压迫心肌桥组间差异，ROC 分析 TAG、TAGstandardized、MCA-COD

对收缩期压迫的心肌桥的诊断价值。 结果 ⑴收缩期无压迫、轻度压迫、显著性

压迫心肌桥组 TAG(HU/10mm)分别为-14.0±4.8HU、-17.7±5.6HU和-

22.8±8.3HU；TAGstandardized(10 -2 /10mm)分别为-3.8±1.2、-4.4±1.4和-

6.3±2.0；MCA-COD (10 -2 /10mm)分别为 9.5±10.2、12.6±10.0和

29.1±10.6；TAGstandardized和 MCA-COD显著压迫组与轻或无压迫组有显著性差异

（P<0.05），无压迫组与轻度压迫组无显著性差异（P>0.05）；⑵显著收缩压迫心

肌桥，MCA-COD (AUC 0.89) 比 TAGstandardized(AUC 0.83) 及心肌桥长度 (AUC 0.76)具

有更高的诊断价值；MCA-COD和 TAGstandardized (AUC 0.94)联合显著高于单一指标

（P<0.01）。 结论 MCA-COD和 TAGstandardized 联合作为一种无创性的冠脉检查 CCTA 指

标，能够较准确地预测收缩期有显著压迫的心肌桥。   

 

 

PU-0587 

硬化性肺泡细胞瘤 CT 表现 

 
徐蕾,李惠民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00082 

 

目的：分析硬化性肺泡细胞瘤的 CT表现，提高对此病的诊断能力。方法：回顾性分析 2012年

1月至 2017年 6月我院经手术及病理证实的 18例 SP的临床及影像学表现。结果：18例硬化

性肺泡细胞瘤中男性 1例，女性 17例，年龄 6～75岁（平均年龄 48岁）， 所有病例均行胸

部 CT平扫，其中 2例行胸部 CT增强扫描。14例为体检发现，4例因咳嗽、咳痰就诊，1例合

并痰中带血。CT扫描显示 17例单发，1例多发，15例为外周型，3例为中央型，14例形态为

圆形，1例呈梭形，3例形态不规则，所有病例均边界清楚，肿瘤大小 0.8cm×0.7cm～

15cm×7cm，14例密度均匀，4例伴钙化，钙化呈点状、斑点状，3例出现血管受压征象，4例

病灶周围伴有少许磨玻璃密度影，2例患者行增强扫描，增强后病灶呈显著强化。所有病例均

未见明显纵隔肿大淋巴结、胸腔积液、胸膜增厚表现。结论：硬化性肺泡细胞瘤好发于中年女

性，CT 扫描有一定特征，增强检查能为诊断提供更多依据。 

   

 

 
PU-0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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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性肺黏液腺癌的临床表现及 CT 征象分析 

 
朱磊,吴东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00032 

 

目的：分析原发性肺黏液腺癌（PPMA）的临床表现和 CT征象，提高影像诊断准确率。 方

法：收集本院 2015年 1月至 2016年 6月经手术、气管镜及穿刺活检病理证实的 PPMA 病例共

28例，分析其临床资料及影像学表现。 结果：28例患者中，9例为体检发现，19例因咳

嗽、咳痰、发热、胸痛等症状就诊时发现，其中 2例患者出现咳白色泡沫样痰；单发病灶 26

例，两肺弥漫多发病灶 2例；病灶表现为实性结节/肿块型的 6例，磨玻璃密度或部分实性磨

玻璃密度病灶的 22例，肺炎样实变型的 2例，混合多种类型的 2例。 结论：原发性肺黏液

腺癌的临床表现缺乏特异性。CT表现具有一定特征性，以单发、磨玻璃密度或部分实性磨玻

璃密度病灶多见，病灶实性成分平扫密度低于肌肉，增强后轻中度强化，部分病灶内可伴有小

囊性灶或空洞，弥漫性病灶常合并多种表现类型，对于提高诊断准确率有一定帮助。 

   

 

 
PU-0589 

256 排宽探测器 CT 应用 70kV 扫描评估冠状动脉和左心室量化

的可行性 

 
陈安,解学乾,张皓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 200080 

 

【摘 要】 目的 探讨冠状动脉 CT成像（CCTA）检查中应用 70kV扫描对冠状动脉狭窄程度评

估及左心室量化的可行性。方法 2016年 7月随机选取 70 名临床怀疑冠心病且可行 CCTA 检查

的患者，使用 256排宽探测器 CT，在一个心动周期内，分别用 70kV和 100kV管电压进行前门

控 CCTA检查。比较辐射剂量、图像信噪比，测量并比较两组扫描方法评估冠状动脉左主干、

左前降支、左旋支和右冠 9个主要节段的狭窄程度以及左心室量化（左心室舒张末期容积

EDV、左心室质量 LVM）的一致性。使用 t检验及 Bland-Altman一致性检验对测得的数据进行

比较分析。结果 70kV和 100kV扫描的辐射剂量 DLP分别为(18.47±5.92) mGy﹒cm和

(76.16±39.33) mGy﹒cm（P<0.01）；吸收剂量分别为(0.26±0.08) mSv 和(1.07±0.05) 

mSv（P<0.01）。信噪比 SNR 分别为(16.53±5.87)和(18.19±6.07)（P<0.05）。共研究了

630个冠脉节段，两种扫描方法均可发现 130（21%）个节段管腔狭窄。EDV（123.01±24.71）

ml和（122.89±24.80）ml, LVM(84.72±26.07)g 和（87.22±22.48）g，均无统计学意义

（P=0.83；P=0.12），Bland-Altman分析法显示两种扫描方法评估冠脉狭窄程度及左心室测

量结果无明显偏倚。结论 采用 70kV进行冠状动脉成像扫描，可显著降低有效辐射剂量，虽然

图像信噪比有所减低，但可有效评估冠状动脉狭窄程度及左心室量化。 

 

  

   

 

 
PU-0590 

双源 CT 大螺距扫描模式血管成像对主动脉病变的诊断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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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波 

泰州市人民医院 225300 

 

目的 探讨双源 CT大螺距血管成像技术对主动脉病变的诊断及临床应用价值。方法 对临床可

疑主动脉病变 22例患者采用大螺距 CTA检查，并对原始数据采用多平面重建（MPR）、曲面重

建（CPR）、最大密度投影（MIP）和容积再现（VR）后处理技术进行重建。结果 22例患者中

共检出主动脉夹层 7例，主动脉瘤 4例，大动脉炎 3例，主动脉壁间血肿 2例，主动脉硬化性

溃疡 3例，正常主动脉 3例。所有图像质量优良，患者剂量长度乘积平均约 210mGy·cm，有

效射线剂量平均约 3.15mSv。结论 双源 CT大螺距血管成像技术对主动脉病变的诊断具有重要

意义，并能有效地降低辐射剂量。 

   

 

 

PU-0591 

磨玻璃肺腺癌内血管异常 CT 表现与病理亚型的相关性 

 
康柳青,黎海亮 

河南省肿瘤医院 450003 

 

目的 分析磨玻璃（GGN）肺腺癌血管异常 CT表现与病变病理亚型的相关性。方法 搜集整理经

手术病理证实的 50 例 GGN 肺腺癌患者的影像及病理资料，观察病灶内血管的走行及其异常表

现（增粗、增多），分析血管异常表现与病理亚型的相关性，并分析 GGN内磨玻璃含量与血管

异常的相关性。结果均行卡方检验。结果 GGN肺腺癌病灶共 55个，浸润前组 5个，均无血管

增粗，1个原位癌病灶仅出现血管增多；微浸润组 16个，出现血管增粗 11个，血管增多 16

个；浸润组 34个，均有血管增粗及增多。血管增粗及增多在三组病理亚型间的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c
2
=32.281，P=O.000；c

2
=23.666，P=O.000)。55个 GGN肺腺癌病灶中，25个为

pGGN，30个为 mGGN，磨玻璃含量与血管增粗及增多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c
2
=6.116，

P=0.032；c
2
=6.687，P=0.037）。结论 GGN肺腺癌内血管异常与其病理亚型有关，血管增粗及

增多的出现提示病变的浸润性增加，血管增粗及增多均可单独出现。血管异常的出现与 GGN肺

腺癌磨玻璃含量的减少有直接关系。  

 

 

PU-0592 

PVA 颗粒和明胶海绵联合栓塞在支气管扩张咯血治疗中的 价

值探讨 

 
季松 

泰州市人民医院 225300 

 

目的：探讨 PVA颗粒和明胶海绵联合栓塞支气管动脉在支气管扩张咯血中的临床应用。方

法：采用 Seldinger 法对我院收治的支气管扩张咯血并经内科保守治疗无好转的 21例患者行

PVA颗粒(PVA直径 300~500Lm)联合明胶海绵(1mm*1mm*1mm)在路径的引导下经支气管动脉进行

栓塞,并进行 1月及 1年内随访观察。结果：在 21例成功栓塞患者中,即时止血成功率 100%, 

1月内复发 1例,1年内复发 2例。结论：采用 PVA和明胶海绵联合栓塞支气管动脉对于支气管

扩张咯血患者是一种及时有效的方法，不易复发，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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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593 

儿童先天性肺囊性疾病的 CT 表现及 CT 应用价值 

 
孙龙伟,干芸根,郑小丽 

深圳市儿童医院 518026 

 

目的 分析儿童先天性肺囊性疾病的 CT表现，探讨 CT对儿童先天性肺囊性疾病临床应用价

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 53例先天性肺囊性疾病患儿的临床资料及肺部 CT表现。53例均肺部螺

旋 CT扫描，2mm、0.625mm 薄层重建，18例行动静脉期增强扫描，分析病变及周围气道、血管

情况。结果 先天性大叶性肺气肿 3例，肺叶体积增大，密度减低，内见稀疏肺纹理影，相应

支气管梗阻。肺隔离症 10例，表现为不规则囊实性病变，9例见血管自胸主动脉进入病灶。

叶外型 2例主动脉供血，回流入奇静脉，1例未见主动脉供血。叶内型 7例血管引流至下肺静

脉。先天性肺囊性腺瘤样畸形（CCAM）23例，单个或多个不规则含气囊、气液囊。Ⅰ型 16

例，至少一个囊直径>2cm。Ⅱ7例，囊直径<2cm，呈蜂窝状。Ⅲ型 0例。支气管源性肺囊肿 13

例，表现为单发或多发含气囊、液气囊、含液囊，边界清楚，其中有 4例合并 CCAM。支气管

闭锁 4例，表现为局限性过度充气病灶中粘液栓。18例增强检查病例中发现血管异常 15例。

结论 肺部 CT扫描能明确病灶的存在。先天性肺囊性疾病均行肺部 CT扫描薄层重建和增强扫

描，了解支气管及血管情况，对指导临床手术治疗更有临床意义  

 

 

PU-0594 

淋巴瘤心脏浸润的影像学表现 

 
孙龙伟,干芸根,罗益镇 

深圳市儿童医院 518026 

 

目的 探讨淋巴瘤心脏浸润的 CT、MR表现，旨提高对其认识。 方法 回顾性分析淋巴瘤心脏浸

润 4例影像学检查，男 2例，女 2例，年龄分别为 10月，61岁 2例，72岁，其中 3例行心脏

CT平扫加增强检查，行多平面重建，最大密度投影重建。1例行 MR平扫加增强检查，横断位

T1WI、T2-STIR，冠状位 T1WI，增强横断位冠状位 T1-TFE。分析病变浸润多部位、形态、密度

或信号、周边累及情况。 

结果 3例 CT检查，均发现病灶侵及心外壁、脏层心包膜，CT表现为心外壁明显不均匀增厚，

呈软组织密度影，密度均匀，平扫及增强较左室心肌密度稍低。病灶以房室沟、后下壁部最为

明显。2例心壁可见结节状突向心腔。1例侵及房间隔，1例侵及室间隔，表现为房间隔、室

间隔局限性增厚呈肿块状。2例病灶完全包绕冠状动脉，1例完全包绕冠状静脉窦、心大静

脉、心小静脉，被包绕血管走行正常，未见狭窄。3例均见不等量胸腔积液。 

1例 MR检查，表现为脏层心包弥漫性不规则增厚，局部呈结节状，与右心房壁、右心室壁分

界不清，累及房间隔。肿块包绕肺动脉、升主动脉及上腔静脉，上腔静脉下段管腔狭窄，呈稍

长 T2等 T1信号，增强扫描呈较均匀强化。右冠状动脉正常走行在病灶内。心包积液。 

讨论 淋巴瘤侵及心脏以脏层心包膜为主，表现为心壁明显不均匀增厚，以房室沟、后下壁心

表面间隙较宽多部位为著，心壁结节状突向心腔。正常冠状血管走行在病灶中。侵及房间隔、

室间隔表现为局限性增厚。伴心包积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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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595 

1.5T 扩散加权成像 ADC 值与肺癌组织学类型及肿瘤分期相关

性研究 

 
钟丽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110032 

 

目的：探讨磁共振扩散加权成像在肺癌诊断中的应用价值,分析肺癌的表观扩散系数与其组织

学类型、肿瘤分期之间的相关性。方法 1、研究对象 选取我院 18例经 CT检查发现肺内病

变，可疑肺癌，并于术前行 MRI检查，之后经病理证实肺癌的病例。2、扫描方式 行术前行

1.5T磁共振成像常规平扫及 DWI多 b值扫描(b值=0，300，600，1000s/mm2)。3、分析指标 

（1）测量 3组 b值扫描后病灶的 ADC值，分析其 ADC值的特点，及不同 b值对图像质量、信

噪比/对比信噪比的影响，得取最佳 b值；(2)分析最佳 b 值下，不同组织学类型的肺癌病灶

ADC值的差异；(3)分析最佳 b值下，不同肿瘤分期的肺癌病灶 ADC值的差异。结果：1、随着

b值的增加，DWI图像信号逐渐增高，ADC值、SNR逐渐下降；b值为 300和 600s/ mm2 两组图

像 SNR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b值为 300与 1000s/ mm2以及 600与 1000s/ mm2 

两组 SNR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CNR在两两组间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

均＜0.05），在 b 值为 600 s/mm2 时最高，且 ADC 值范围较稳定。2、当 b=600s/mm2 时，鳞

癌 ADC值小于腺癌，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3、当 b=600s/mm2时，I期与 II期、

III期与 IV期之间肺癌 ADC 值差异无统计学显著性意义（P＞0.05），余两两分期间 ADC值差

异有统计学差异（P均＜0.05）；随着肿瘤分期增大,ADC值降低,且 ADC值与肿瘤的分期呈负

相关(rs=-0.835,P=0.0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1、扩散加权成像在肺癌诊断中有一定

的应用价值, b 值为 600 s/mm2 时,肺癌 DWI 图像信噪比、对比噪声比)较高,ADC值测量稳定

性较好 2、ADC值对于判断肺癌组织学类型、分期有一定的提示意义,对肺癌临床治疗方式的

选择及判断预后有一定的指向性。  

 

 

PU-0596 

A case of congenital cystic adenomatous malformations 

with Aspergillus infection 

 
Yin Nan,Shen Cong,Wang Jun,Guo Youmin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Province 710061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imaging and pathological features of 

congenital cystic adenomatous malformations with Aspergillosis. Methods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a case of patients with congenital cystic adenomatous 

malformations and aspergillosis confirmed by operation and pathology was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Patients underwent chest X-ray, CT and bronchoscopy. 

Combined with the patient's clinical data, pathological features and imaging 

features, summary analysis the disease, to explore its imaging and differential 

diagnosis,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the diagnosis of the disease. Results Patients, 

female, 14 years old, with "fever, cough, sputum 1 day" complained of admission, 

the patient 1 day before no obvious incentive to fever, sputum, deep yellow sputum, 

cough with right chest pain. Examination: body temperature 38.4 ℃, auscul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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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right lung breath sounds reduced. Laboratory examination: WBC 20.1x10
9
 / L, 

NEUT% 80.3%. Imaging finding:(1) X-ray shows the right upper lobe of the upper 

right lobe of high density, visible liquid level;(2) CT showed lesions located in 

the upper right lobe of the right lung, cystic lesions, the size of about 

7.5cmx5.6cm, the size of the upper right lobe of the upper right lobes of high 

density, Visible liquid level, surrounded by large tracts of exudation and 

multiple small bags. Bronchoscopy showed acute inflammation of bilateral bronchial 

mucosa. Antibiotic treatment after the improvement of symptoms, liquid level 

disappeared, after repeated review of the capsule visible mobile nodules. 

Postoperative pathology suggested as congenital cystic adenomatous malformations 

with aspergillosis. Conclusion Pulmonary congenital cystic adenomatoid 

malformations are rare rare congenital dysplasia, neonatal and infants more common, 

rare adults, combined with Aspergillus infection is rare, imaging often appears in 

the side of the lobes of the honeycomb Cystic lesions, when accompanied by 

Aspergillus infection, visible in the cysts with the body movement of the nodules; 

microscopic visible pulmonary epithelial epithelium was adenoid hyperplasia and 

cystic dilatation, capsule wall with ciliated columnar epithelium or Small 

columnar epithelium, partially visible mucous columnar epithelium, cystic wall 

visible smooth muscle bundle. After treatment, antifungal infections are effective, 

but surgery is the only way to cure. Through the clinical, imaging and 

pathological features of the binding analysis can clearly diagnose the disease.  

 

 
PU-0597 

256 层螺旋 CT 回顾性心电门控技术在提高主动脉夹层 破口检

出率中的应用价值 

 
谢德轩,肖喜刚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0001 

 

目的：探讨 256层螺旋 CT回顾性心电门控技术在提高主动脉夹层破口检出率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应用 256层螺旋 CT对 21例主动脉夹层患者（Stanford A 型 12例，Stanford B 型 9

例）进行低剂量（80~100kv，100~150mAs）回顾性心电门控小螺距（pitch=0.2）主动脉 CT血

管成像，对扫描后的原始数据分别采用 FBP和 iMR重建，每间隔 10% R-R间期进行重建。对实

验对象进行分组，按重建方式分为 2组：FBP重建组和 iMR 重建组；按重建期相分为 3组：

45%R-R间期组、75%R-R间期组和多期相联和组。在 MPR 图像上对重建后的图像的破口进行分

析，诊断主动脉夹层破口的标准为：内膜片的中断或对比剂经破口溢入假腔, 呈束状、带状高

密度影。结果：iMR重建组的破口检出率高于 FBP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45%R-R

间期组与 75%R-R间期组在破口检出方面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期相联和组的破

口检出率高于 45%R-R间期组和 75%R-R间期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iMR重

建由于可以降低图像噪声，提高图像质量，在破口检出方面优于 FBP重建。回顾性心电门控技

术多期相重建技术在主动脉夹层破口的检出上优于前瞻性心电门控单一期相重建。 

   

 

 
PU-0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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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态反应性支气管肺曲菌病的 HRCT 表现 

 
姜永红,崔国强 

山西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030001 

 

 

【摘要】目的 分析变应性支气管肺曲霉菌病(ABPA) 的螺旋 CT表现，提高对其诊断准确率 方

法回顾性分析我院 8例经临床确诊 ABPA患者的螺旋 CT影像资料，进行总结分析 结果 中心性

支气管扩张 8例，扩张的支气管腔内粘液栓形成 6例，其中 5例粘液栓呈高密度，浸润性实变

6例，树芽样影像表现 2例.结论 ABPA的螺旋 CT表现的主要特征为中心性支气管扩张，且在

扩张的支气管管腔内可见粘液栓，部分为高密度粘液栓，此特征性 CT表现结合患者临床症状

及实验室检查结果基本可以确诊 ABPA 

   

 

 
PU-0599 

周围型肺癌伴薄壁空腔的 CT 影像表现与征象特点探讨 

 
丁凯,刘学玲,候金玲 

无锡市人民医院 214023 

 

目的：对周围行肺癌伴薄壁空腔的 CT影像表现与征象进行探讨。方法：选择经病理证实为周

围型肺癌伴薄壁空腔的患者 16例，观察肺癌实性病灶与空腔病灶的 CT影像表现及征象特点。

结果：肺癌主体病灶位于右肺的占 62.5%，位于作废的占 37.5%；出现分叶征、毛刺征和血管

集束征分别占 87.5%、68.75%和 43.75%；肺癌实体病灶内见小泡征的占 18.75%，见细支气管

充气征的占 12.5%，见沙粒样钙化的占 6.25%；空腔病灶形态大多数呈圆形或类圆形，表现出

张力大、腔壁薄且均匀的特点，空腔截面为 0.8cm×0.9cm~3.7×5.2cm；出现壁姐姐的占

18.75%，外壁见相贴或推移血管影的占 37.5%，出现外壁感染的占 6.25%；空腔病灶均未出现

气液平，空腔内见单个或多个粗细不均的间隔或细小血管的占 81.25%；空腔位于肺癌实体病

灶周边的占 81.25%，空腔位于肺癌实体病灶内侧的占 18.75%。结论：周围型肺癌伴薄壁空腔

CT征象具有一定的特征性，进行 CT扫描检查有助于对该病的临床诊断准确性的提高。 

   

 

 
PU-0600 

肺上皮样血管内皮瘤的影像特征 

 
刘慧,林江,张兴伟,姚家美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00032 

 

目的 探讨肺上皮样血管内皮瘤（PEH）的影像学表现，提高对该病的诊断水平。方法 回顾性

分析 11例经病理证实的 PEH 患者的资料，结合文献对其临床表现、影像学诊断、病理诊断及

预后进行分析。结果 该病病因不清，临床可无症状或症状较少且轻微，可表现为咳嗽、咯

痰。多层螺旋 CT主要表现为两肺多发结节，边界可清楚或模糊，沿支气管血管束分布，部分

结节内有钙化，部分结节呈磨玻璃密度影。6例行 PET—CT检查，表现为无或者轻度糖代谢增

高。3例同时合并肝脏受累，1例合并骨骼受累。11例均行免疫组化检查，其中有 11例 CD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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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表达、9例 CD31阳性表达、4例 FⅧ阳性表达。结论 PEH是一种少见低-中度恶性的肺血

管源性肿瘤，多层螺旋 CT和 PET—CT对 PEH的诊断和病程评估具有一定意义，最终确诊有赖

于组织病理学及免疫组化检查。 

   

 

 

PU-0601 

肺上皮样血管内皮瘤的影像学特征 

 
刘慧,林江,张兴伟,姚家美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00032 

 

目的 探讨肺上皮样血管内皮瘤（PEH）的影像学表现，提高对该病的诊断水平。方法 回顾性

分析 11例经病理证实的 PEH 患者的资料，结合文献对其临床表现、影像学诊断、病理诊断及

预后进行分析。结果 该病病因不清，临床可无症状或症状较少且轻微，可表现为咳嗽、咯

痰。多层螺旋 CT主要表现为两肺多发结节，边界可清楚或模糊，沿支气管血管束分布，部分

结节内有钙化，部分结节呈磨玻璃密度影。6例行 PET—CT检查，表现为无或者轻度糖代谢增

高。3例同时合并肝脏受累，1例合并骨骼受累。11例均行免疫组化检查，其中有 11例 CD34

阳性表达、9例 CD31阳性表达、4例 FⅧ阳性表达。结论 PEH是一种少见低-中度恶性的肺血

管源性肿瘤，多层螺旋 CT和 PET—CT对 PEH的诊断和病程评估具有一定意义，最终确诊有赖

于组织病理学及免疫组化检查。 

   

 

 
PU-0602 

肺类癌的 CT 诊断与鉴别诊断 

 
杨文,宾精文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溪山医院 541002 

 

目的: 分析肺类癌的 CT表现，并与临床病理对照，提高对该病的认识。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1例经病理证实的肺类癌患者的资料，对照分析 CT表现与病理分型。 

结果: 21例肺类癌中，典型类癌(TC)12例，不典型类癌(AC)9例，平均发病年龄约为 40～50

岁，AC较 TC晚 10岁左右。以中央型为主，其中 TC中央型占 75％（9/12），AC中央型占

55.6％（5/9）。中央型 TC 在 CT平扫上多呈腔内生长、边缘光滑的结节或肿块，直径多在 1

～2cm。其中 5例相应支气管壁破坏，肿瘤向管腔外生长，且在肺组织内形成较大肿块影，其

体积明显大于腔内部分，即所谓“冰山征”。中央型 AC在 CT上表现为肺门处肿块影，圆形或

不规则形，边界清晰，有浅分叶。周围型 TC和 AC的影像表现相似，CT上呈类圆形或不规则

形的结节或肿块影，密度均匀，均无毛刺、钙化、空洞及坏死；病灶周围肺叶密度正常，无阻

塞性改变；增强扫描明显强化，CT值增加多在 40HU以上。 

结论：肺类癌在 CT表现上有一定的特点，但特异性并不高，确诊仍主要依赖病理组织学及免

疫组化特点。 

   

 

 
PU-0603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2902 

 

Optimized MSCT Measurements of Aortic Annulus for 

Transcatheter Aortic Valve Implantation 

 
Yang Xue,Zhao Weipeng,Wei Lai,Yang Ye,Zeng Mengsu 

Zhong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200032 

 

Objective Multimodality approaches have been used for prosthesis sizing in 

transcatheter aortic valve implantation (TAVI). We compared multislice computed 

tomography (MSCT) with transthoracic echocardiography (TTE) and different measures 

by MSCT for prosthesis selection. Methods The study population consisted of 52 

patients who underwent TAVI. Aortic annulus diameters in TEE, mean effective 

diameters (EDm), area-based diameters (EDa) and perimeter-based diameters (EDp) in 

MSCT were compared. Final prosehesis size was left at the operator’s discretion 

and the agreement with MSCT was calculated. Results The diameters on TTE were 

significantly smaller (p<0.001) than measurements of MSCT with moderate to good 
correlation (r = 0.53 for EDm, r = 0.62 for EDa, r = 0.59 for EDp). EDp 

(25.22±2.10mm) was the largest measure of aortic annulus by MSCT (p<0.001). TAVI 

was successful in 51 patients with no severe post-procedural insufficiency. Final 

prosthesis size was best predicted by perimeter-based diameter by MSCT. Conclusion 

Annulus diameters for pre-procedural TAVI assessment by TTE are significantly 

smaller than MSCT. Perimeter-based diameters predicted well final prosthesis size 

and might be a reliable parameter for prosthesis selection.  

 

 
PU-0604 

Comparison of the Effect of Dual-Energy CT versus 

Single-Energy CT on DNA Double-Strand Breaks at CT 

Pulmonary Angiography 

 
Tao Shumin,Zhang Longjiang,Lu Guangming 

Jinling Hospital 210002 

 

Purpose: To compare the effect of dual-source dual-energy CT versus single-energy 

CT on DNA DSBs in blood lymphocytes at CT pulmonary angiography. 

Methods and Materials: In an IRB approved study, 62 patients underwent either 

dual-energy CTPA (Group 1: n=21, 80/Sn140 kVp, 89/38 mAs; Group 2: n=20, 100/Sn140 

kVp, 89/76 mAs) or standard protocol single-energy CTPA (Group 3: n=21, 120 kVp, 

110 mAs). Blood samples were obtained both before and 5 min after CTPA. DSBs of 

blood lymphocytes were assessed with fluorescence microscopy and Kruskal-Walls 

tests were used to compare DSBs levels among the three groups. Volume CT dose 

index (CTDIvol), dose length product (DLP), effective dose and organ radiation 

dose were calculated and compared using ANOVA. 

Results: No differences were found in age, gender, body mass index and DSBs in 

lymphocytes before CT exposure in the three groups. There were increased excess 

DSB foci per lymphocyte 5 min after CTPA examinations in all three groups (Group 1: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2903 

 

P=0.001; Group 2: P=0.001; Group 3: P=0.006). There were no differences among the 

groups regarding excess DSB foci/cell and percentage of excess DSBs (Group 1, 23%; 

Group 2, 24%; Group 3, 20%; P=0.932). CTDIvol, DLP, effective dose and organ 

radiation dose values in Group 1 were the lowest among the groups (all P<0.001). 

Conclusion: Dual-source dual-energy CTPA protocols do not increase DSBs levels 

compared to single-source single-energy CTPA, and 80/Sn140 kVp dual-energy CT 

showed a lower estimated radiation dose than single-energy CTPA. 

   

 

 

PU-0605 

冠状动脉 CT 成像不同管电压对外周血淋巴细胞 DNA 双链断裂

影响的研究 

 
林竹潇,张龙江,卢光明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210002 

 

目的：利用流式细胞仪评价冠状动脉 CT成像（coronary CT angiography，CCTA）管电压对外

周血淋巴细胞 DNA双链断裂（double strand breaks, DSBs）水平的影响。材料和方法：将

2016年 4月至 2017年 7月期间 120例行 CCTA的患者随机分为 A、B、C和 D组，分别接受管

电压为 120kV，100kV，80kV 及 70kV的 CCTA扫描。在 CT检查前及检查后 20min分别抽取外周

静脉血 2ml。所有血样经过淋巴细胞分离及抗 γ-H2AX蛋白和抗 ATM蛋白抗体孵育后，利用流

式细胞仪分析 T淋巴细胞内 DNA双链断裂水平。Mann-whitney秩和检验用于分析 CCTA前后

DNA双链断裂的改变；Kruskal-Willis秩和检验用于不同管电压组间 DNA损伤情况的比较。结

果：CCTA扫描后γ-H2AX和 ATM阳性的细胞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P＜0.05）。管电压由

120kV降低至 80kV，γ-H2AX 阳性细胞百分比的差值逐渐减小；管电压降低至 70kV，γ-H2AX

阳性百分比的差值增高；组间比较发现，A组与 C组及 B组与 C组的γ-H2AX阳性细胞数的差

异具有显著性意义（P=0.016 及 P=0.003），其余组别之间差异不具有显著性意义（P＞

0.05）。随着管电压的降低，ATM阳性细胞数差异未见显著性意义（P=0.533）。结论：经流

式细胞仪检测，CCTA管电压降低至 80kV能够有效减少 DNA双链断裂。 

   

 

 
PU-0606 

肺炎性肌纤维母细胞瘤 CT 表现 

 
金鑫,闫非,马旭阳,赵绍宏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100853 

 

目的：探讨肺炎性肌纤维母细胞瘤的 CT表现，提高对该疾病的认识 

方法：回顾分析我院一年内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3例肺炎性肌纤维母细胞瘤。3例均行 CT 平扫+

增强扫描。1例为男性 23岁患者，右肺上叶单发孤立结节，位于肺外周近胸膜处，可见长毛

刺，增强扫描呈不均匀强化；1例为女性 55岁患者，左肺下叶大片实变，内见钙化，增强扫

描呈明显不均匀强化，左肺肺门可见淋巴结；1例为男性 63岁患者，左肺上叶不规则肿块，

与肺动脉及左肺门关系密切，肺动脉受压变窄，增强扫描呈明显不均匀强化，经中药及放射治

疗后，病变进展，表现为双肺多发结节、胸膜结节、胸壁结节、胸腔积液、骨质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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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肺炎性肌纤维母细胞瘤 CT表现多样，恶变病例进展较快，增强扫描明显不均匀强化，

可提示肺炎性肌纤维母细胞瘤的诊断。 

   

 

 
PU-0607 

Coronary CT Angiography Radiation Dose Trends: A 10-

Year Analysis to Develop Institutional Diagnostic 

Reference Levels 

 
Lin Zhuxiao,Zhang Longjiang,Lu Guangming 

Jinling Hospital 210002 

 

Purpose: 

To develop institutional diagnostic reference levels (IDRL) for coronary CT 

angiography (CCTA) according to patient size by analyzing radiation dose changes 

over the past 10 years. 

Materials and Methods:  

This IRB approved retrospective investigation included radiation dose data from 

CCTA between 2007 and 2016 at our institution. Annual trends in radiation dose 

were determined for each scanner type and scanning mode using an automated 

radiation dose index monitoring and analysis software. Radiation levels were 

analyzed for normorhythmic patients, patients with prior coronary artery bypass 

grafting (CABG), arrhythmia, and according to patient size. Median, mean, and 

quartile values for volume CT dose index (CTDIvol), dose-length product (DLP), and 

size-specific dose estimate (SSDE) were calculated. Wilcoxon rank sum test and 

Kruskal Wallis test were performed to assess the significance of quantitative data. 

Results:  

A total of 35,435 examinations from 33,373 patients (58.7% male, mean age 58±12 

years) were analyzed. CTDIvol, DLP, and SSD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by 148.5%, 

206.5%, and 151.5% (all P<0.05), respectively. All radiation dose metrics 

progressively decreased across scanner types and scanning modes (prospectively 

ECG-triggered and high-pitch spiral acquisition). CTDIvol and DLP increased with 

patient size when water-equivalent diameters were >19 cm. In arrhythmic patients, 

CTDIvol and DLP increased progressively with water-equivalent diameters across all 

groups. Based on these data, IDRLs based on patient size were developed for CCTA. 

Conclusion:  

CCTA radiation dose has progressively decreased in the past decade except in 

patients with prior CABG and arrhythmia. Size-specific IDRLs may optimize 

radiation utilization in these patients going forward. 

   

 

 

PU-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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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CT 图像纹理分析方法对 T2 及 T3 期食管癌术前分期的研

究价值 

 
朱宗明,冯银波,陈宏伟,崔志敏,邹新农,方向明 

无锡市人民医院 214035 

 

目的：探讨使用 CT纹理分析技术鉴别胸段食管癌病理分期（T2、T3期）的可行性。方法：回

顾性分析 40例经手术及病理证实的 T2、T3期胸段食管癌患者的胸部 MSCT平扫及增强图像，

使用 Image J 软件对减影后胸部平扫及增强 CT图像基于感兴趣的区域的异质性进行纹理分

析，并从 T2、T3期食管癌病灶纹理参数进行分析，与食管癌的 MSCT图像特征进行对比。结

果：40例 T2、T3期胸段食管癌患者手术后病理类型均为鳞状细胞癌，T2期 21例；T3期 19

例。 T2、T3期食管癌患者术后淋巴结转移数目（t=-2.380, p=0.031）上组间比较，p 

<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在 MSCT平扫及增强图像中，食管癌 T2、T3期感兴趣区域增厚管

壁长径（t=-0.291, p=0.773）及短径（t=-0.013, p=0.990）、平扫 CT值（t=1.751, 

p=0.088）、动脉期 CT值(t=-0.048, p=0.962）、静脉期 CT值(t=-0.081, p=0.936）及强化

程度(t=-.954, p=0.346）组间比较，p >0.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CTTA对 T2、T3期食管癌

感兴趣区域纹理参数的角二阶矩（t=2.364，p=0.023）、逆差距（t=2.886, p=0.023）、熵

（t=-3.236, p=0.003）进行组间比较, p <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对比度（t=-1.136，

p=0.263）和相关性（t=1.954, p=0.058）进行组间比较，p >0.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

论： CTTA可作为胸段食管癌 T2、T3分期鉴别的可行性工具，为 T3期临床食管癌手术淋巴结

清扫提供帮助。 

   

 

 
PU-0609 

Anterior Mediastinal Cystic lesions: Radiologic 

Features, Management Strategy, Surgical Approaches - 

Panel Discussion 

 
沈艳,谷志涛,朱蕾,叶剑定,方文涛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胸科医院 200030 

 

Purpose: To identify the characteristic image sign of the anterior mediastinal 
cystic lesions with CT and MRI. 

Materials and methods: 73 cases were performed surgery after pre and post contrast 
CT and MRI exam in one week. CT: 5-mm collimation sections, 5mm intervals, 1mm 
reformation. MRI: T2-TSE(FS), 3-6mm thickness, 1.4mm interval, DWI: b=0/600 s/mm3, 
Gd-T1WIFS: 1mm thickness , 1.4mm interval. 
Results: There are cyst with or without infection, thymic tumors, germ cell tumor, 

and lymphangioma. The most common cystic lesions are mediastinal cysts as 45.2%, 

of which, thymic cyst is more often seen than the others, the followed germ cell 

tumors as 32.9%, the lymphangioma 5.5%. The gender, age, short axis diameter, 

capsule thickness and ADC values show statistical difference among the four 

categorical diseases.Conclusions: MRI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diagnosing 

cystic components within the le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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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610 

双源 CT 双能量肺动脉 CTA 在肺栓塞诊断及疗效中的评价 

 
热娜古力·艾克热木,布阿依先,木合拜提·买合苏提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830054 

 

目的 探讨双源双能量 CT肺血管造影（CTPA）对肺栓塞（PE）的诊断及疗效的评价。方法 回

顾性分析经 CTPA诊断 PE并经内科抗凝或溶栓治疗后 3个月再进行 CTPA检查，分析肺动脉 CT

图像治疗前后的表现，评价 PE抗凝或溶栓治疗效果。 结果 108例患者 PE治疗前检出栓塞的

肺动脉支数共 1156支，其中肺动脉主干 4支，左肺动脉干 13支，右肺动脉干 21支，肺叶动

脉 34支，肺段或亚段动脉 1003支；治疗 3个月后复查 CTPA，栓塞完全吸收消失 41例，剩余

67例，检出 PE的肺动脉支数供 325支，其中肺动脉主干 2支（50%），左肺动脉主干 3支

（76.95%），右肺动脉主干 3支（85.71%），肺叶动脉 12支（81.53％），段及亚段动脉 305

支（69.59%）。栓子形态，治疗前中心型 362支，偏心型 459支，附壁型 124支，完全闭赛型

295支，治疗后复查 CTPA，中心型 68支（81.21%），偏心型 119支（74.07%），附壁型 60支

（51.63%），闭赛型 69支（76.6%）。结论 CTPA可以较准确判断 PE，同时在疗效观察中具有

重要的临床应用价值。 

   

 

 
PU-0611 

肺动脉 CTPA 对创伤合并 PE 的诊断价值 

 
木合拜提·买合苏提,尼格拉·尼加提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830054 

 

目的 分析创伤患者肺动脉 CTPA影像学表现，探讨创伤与肺动脉栓塞的关系 方法 回顾性的分

析 100例由于创伤引起肺栓塞患者的栓塞发生时间及部位，分析其肺动脉 CTPA的影像特征 结

果 在创伤后 7天以内继发肺栓塞的共 33例，占 33%，7 天至 14天内 15例，占 15%，15天至

1个月 12例，占 12%，1月至 3个月 16例，占 16%，3个月以上的 24例，占 24%；100例 PE

共 196个栓子，其中左肺上叶肺栓塞共 47例，占 24.5%，左肺下叶栓塞 45例，占 23.3%，右

肺上叶栓塞 31例，占 15.3%，右肺中叶栓塞 29例，占 14.1%，右肺下叶栓塞 44例，占

22.7%；血栓形态中央型共 95例，占 48.5%；偏心型 45例，占 22.9%,；闭塞型 41例，占

20.9%；附壁型 15例，占 7.7% 结论 创伤患者易发生肺动脉栓塞，创伤后约半数患者 2周内

发生 PE，CTPA是早期发现及准确定位 PE的最有效手段。 

   

 

 
PU-0612 

肺癌支气管动脉和肺动脉双源 CT 血管造影特异血管征象分析 

 
刘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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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 10017 

 

目的：分析双源 CT支气管动脉和肺动脉血管造影显示的肺癌特异血管征象。方法：前瞻性挑

选 2014年 10月-2016年 12 月在我院行双源 CT胸部增强的患者 64例，分为肺癌组（34例）

和对照组（30例），采用“平扫+血管期+实质期”双期增强模式，每组病例血管期延迟扫描

时间采用自动触发（Bolus-tracking）方式确定。将获得的血管期原始图像采用容积再现

( volume rendering, VR) 、最大密度投影

( maximum intensity projection,MIP) 、多平面重建

( multiplanar reconstruction, MPR), 曲面重建（Curved Planar Reformation，

CPR）等技术进行后处理。结果：肺癌组支气管动脉的显示率为 94.12%，对照组支气管动脉显

示率分别为 63.33%，二者显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9.3309，P=0.0023），肺癌组显示率

明显高于对照组。肺癌组和对照组在支气管动脉内径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肺癌组支气管动脉

内径较对照组增粗。肺癌组中共有 20例形成瘤血管，5例表现为蚓状，8例表现为斑点状，3

例表现为网状，4例表现为血湖状强化；对照组中未见瘤血管形成。肺癌组中共有 25例显示

肺动脉受侵改变，对照组中均未见肺动脉受侵改变。结论:肺癌的瘤血管征和肺动脉受侵改变

具有较高特异性，这些征象在良性及炎性病变中未见显示。 

   

 

 
PU-0613 

肺部硬化型血管瘤病例展示 

 
吴少强 

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四川省精神卫生中心 621000 

 

肺硬化性血管瘤，是发生于肺的良性肿瘤。本病较为少见。现报告我院一例。 

临床资料：患者女性，64岁。患者因"反复鼻塞、流脓涕伴头昏头痛 20+年"入我院耳鼻喉科，

后因考虑左肺上叶占位转入胸外科，查体无特殊。胸部 CT平扫提示：左肺上叶前段见椭圆形

密度增高影，大小约 2.5X1.6cm，密度欠均，中央密度稍高、周围密度相对稍低，轻度强化，

边缘模糊、欠光滑，见条状密度增高影，与邻近的胸膜粘连，其内见含气支气管影，管壁稍显

毛糙、管腔稍增宽，性质待定：早期肺 Ca？炎症？其他？PET/CT提示：左肺上叶占位以肿瘤

可能性大。在全麻下行胸腔镜下左肺上叶切除+胸腔粘连松解术，手术顺利。术中发现:左肺上

叶前段部分与壁层胸膜致密粘连，病变位于左肺上叶前段，约 2*1.5cm大小实性包块，质韧，

剖面呈灰白色，与周围肺组织界限欠清。术后病理支持硬化性血管瘤。 

讨论：CT特点：在肺内以孤立性结节的特征出现，好发于肺野的外周部，直径一般小于 4cm，

且生长缓慢可长期不变。结节呈圆形或椭圆形，边缘光整，有浅分叶，无毛刺及卫星灶。增强

扫描后结节呈明显的均匀或不均匀的强化，与组织内成分有关。但本征并无特异性。诊断要

点：1.本病好发于中年女性，临床多无明显症状。2.以孤立性结节的特征出现，好发于肺野的

外周部。3.结节呈圆形或椭圆形，直径一般小于 4cm，边缘光整，有浅分叶，无毛。4.结节为

软组织密度，平扫密度均匀，可见点状或小条状的钙化灶，增强扫描后呈明显的均匀或不均匀

的强化。5.病灶周围可见“空气半月征”。此病例与诊断要点不完全符合，因此增强诊断难

度，不易与周围型肺癌、炎性假瘤相鉴别。总之，硬化性血管瘤的诊断及鉴别诊断较难，如中

年女性肺外周出现孤立性结节，边缘光整，密度均匀，并有小片样的钙化灶，增强扫描后强化

明显，则要考虑本病。但明确诊断还需结合临床及病理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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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614 

肺部良恶性病变影像学诊断应用探讨 

 
秦涛,徐佳 

湖北省第三人民医院 430033 

 

肺癌当前为世界各地发病率和死亡率最多发的恶性肿瘤。 

数字 X线成像（DR）能够发现 4mm甚至更小的肺结节病灶，只能作为肺部病变进行筛查，无法

做出准确的影像学评估。 

多层螺旋 CT更容易发现较小的病变，广泛应用于临床。低剂量螺旋 CT用于肺癌的早期发现具

有良好效果，CT灌注成像有助于对肺部良恶性结节进行鉴别。电子发射断层显像/X线计算机

体层成像仪 PET/CT能够反映出肿瘤的生物学特性，有利于对非小细胞癌进行分期，诊断肺部

小结节病变的特异性相对较低。 

核磁共振波谱分析（MRS）一种能够无创性的检测活体组织内物质代谢和生化变化的检查方

法，对于肺孤立结节鉴别诊断就有一定的辅助诊断价值，检查时患者配合度要求相对较高，故

难以应用。 

RGD分子影像学是近年来肺癌在影像学方面发展的热点，在肿瘤血管生成过程中，整合素的作

用至关重要。利用氨基酸-天冬氨酸（Arg-Asp，RGD）肽能特异与整合素结合，运用放射性核

素标记 RGD分子探针，能够对肺癌的血管显影，能够反映出肺癌血管的变化。 

MRI对于肿瘤组织内结构的显示优 CT，特别是肿瘤出现出血、液化、坏死能够做出准确的判

断，MRI对水分子敏感度较高，所以在观察肿瘤内部结构具有一定优势。动态增强 MRI对肺部

孤立性结节（SPN）可以进行良恶性诊断，不同类型的结节强化方式、强化程度各部相同。弥

散加权成像（DWI）能够对人体组织内的水分子扩散运动进行观察，间接反映组织微观结构特

点及其定量变化，通常用 b值来表示弥散敏感度，选择较高 b值时能够对肿瘤良恶性鉴别、分

级、肿瘤早期放化疗的评估具有良好的前瞻性评价。 

定量动态增强磁共振成像（DCE-MRI）作为一种非创性评价肿瘤微血管技术，具有较高的敏感

性，已成为当前放射学及肿瘤学研究的方向并应用于临床，运用相应的药物代谢动力学模型进

行图像分析及定量参数评估，对肺部占位性病变的良恶性做出鉴别诊断。 

   

 

 

PU-0615 

Predict lymph node status according to the solid 

component of lung adenocarcinoma with a size of 30mm 

or smaller  

 
Li Qiong,Fan Li,Liu Shiyuan 

Changzheng Hospital， the Secon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200003 

 

 

Objective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tumor size, solid 

size,maximum standardized uptake value (SUVmax) and the lymph node metastasis in 

adenocarcinoma of the lung with a size of 30mm or smaller.Methods 136 patients 

who had undergone curative resection for lung adenocarcinoma were enrolled in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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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rospective study.The largest transverse sectional diameter of the tumor and 

solid size were measured. To calculate the rates of lymph node metastasis by the 

tumor size and the solid size respectively.  The tumors were divided into six 

groups by their sizes: 5mm or less, 6 to 10mm, 11 to 15mm, 16 to 20mm,21 to 25mm, 

and 26 to 30mm.. Then SUVmax of the main tumor was assessed. Results: there were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rates of lymph node metastasis among 

the three groups. The mean SUVmax of the node-negative patients and node-positive 

patients weresignificantly different. ROC curves showed the predictability of lymph 

node metastasis based on the total size,solid size and SUVmax, the area under the 

curve(AUC) were 0.69,0.807,0.827,respectively.Conclusion Tumor size,Solid size and 

SUVmax were important predictors for lymph node metastasis of lung adenocarcinoma 

with a size of 30mm or smaller.   

 

 

PU-0616 

心脏 CT 在评估房颤患者左房结构和功能重构中的应用 

 
刘王琰,黄蔚蔚,徐怡,杨潇涵,祝因苏,朱晓梅,唐立钧 

江苏省人民医院 210029 

 

目的应用心脏 CT评估房颤患者左心房、左心耳结构及功能的改变，并探讨其与左心耳血栓形

成的关系。方法通过心脏 CT扫描及图像后处理软件，测得 84例房颤患者及 32例对照组的左

心房最大、最小容积（LAVmax，LAVmin）、左心耳最大、最小容积（LAAVmax，LAAVmin）、左

心室最大、最小容积（LVVmax，LVVmin），并计算左心房、左心耳及左心室射血分数（EF）。

根据心脏 CT左心耳内有无血栓形成将房颤组分为：血栓或“血栓前状态”阳性组（29例）以

及血栓阴性组（55例）。将房颤两亚组各指标与对照组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进行比较。结果房

颤各组的 LAVmax、LAVmin、LAAVmax、LAAVmin均较对照组增大，以血栓或“血栓前状态”阳

性组增大更为明显（P<0.05）。房颤各组的 LAEF、LAAEF、LVEF均小于对照组，以血栓或“血

栓前状态”阳性组降低最为明显（P<0.05）。持续性房颤组 LAEF及 LAAEF明显低于阵发性房

颤组，且该组血栓及“血栓前状态”比例明显高于阵发性房颤组（14.5% vs. 72.4%, 

P<0.05）。结论房颤患者当存在左心耳血栓及血栓前状态时，左心房及心耳结构及功能重构最

明显。  

 

 
PU-0617 

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on using deep learning 

technology to detect lung nodules from Low Dose 

Computed Tomography (LDCT) 

 
Liu Kai

1
,Zhang Rongguo

2
,Fan Li

1
,Li Qiong

1
,Wang Yun

1
,Fan Xinyi

2
,Xiao Yi

1
,Liu Shiyuan

1
 

1.Department of Radiology， Changzheng Hospital， Secon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Shanghai 

2.Infervison 

 

Purpose 

To evaluate the performance of using deep learning technology to detect lung 

nodules from LDCT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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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erials and methods 

A deep learning model was built using the research platform developed by 

Infervision, China. The training data consisted of 1000 CT samples collected from 

the outpatient and medical inspection departments of several grade A hospitals. 

The training data contained a total of 15000 annotated slices that contained lung 

nodules, including solid nodules and ground-glass opacity (GGO) nodules. The 

testing data consisted 50 LDCT samples that contained 404 nodules. The nodules in 

the testing data were evaluated by two senior attending radiologists and the deep 

learning model respectively. An associate chief radiologist studied the 

radiologists’ and model results, confirmed each detected nodule with his 

expertise to form the gold standard for the testing data. The sensitivity, false 

positive rate, and false negative rate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deep learning 

model and the two attending radiologists. 

Results  
The 404 lung nodules in the 50 testing samples were divided into 8 

groups according to nodule type and size. Apart from pleural nodules, 

the deep learning model achieved higher sensitivity than the 

radiologists in the other 7 nodule groups. In addition, for each 

patient, the deep learning model resulted in only 2.56 false 

positives on average, and completed the diagnosis in an average of 

30 s. The sensitivity of the doctor-machine combination is much 

higher than the doctors or the model. 

Conclusions 

The deep learning model achieved high sensitivity at detecting 0-3 

mm solid nodules and all sizes of GGO nodules, which are typically 

missed by radiologists. The deep learning model is effective at 

assisting radiologists to detect lung nodules from LDCT images, 

which could provide huge benefit and values in early diagnosis of 

lung cancer.   

 

 

PU-0618 

胸膜孤立性纤维性肿瘤的临床及 CT 特点 

 
姜楠,胡粟,刘冬,平小夏,孟倩,谢道海,李勇刚,王希明,胡春洪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15006 

 

目的：分析胸膜孤立性纤维性肿瘤的临床特征及 CT表现，提高对该病的认识。方法：收集我

院近五年来经病理证实的胸膜孤立性纤维性肿瘤患者 8例，总结其临床表现及 CT检查特点。

结果：8例患者中，女性 5 例，男性 3例，年龄 27—72岁，临床上出现呼吸困难、胸闷胸

痛、咳嗽咳痰症状者 7例，无明显症状者 1例。CT表现为胸腔内紧贴胸膜生长的孤立软组织

肿块影，边界清楚，邻近肺组织受压，平扫 3例密度较均匀，5例密度不均匀，内见低密度

区，病灶内出现斑点状钙化者 1例，增强扫描呈轻中度或显著强化，6例呈不均匀强化，内见

斑片状、地图样强化，2例强化较均匀。结论：胸膜孤立性纤维性肿瘤临床及影像表现具有一

定的特征，增强扫描能提供更多信息，有助于减少误诊。  

 

 
PU-0619 

MSCT 多维重组技术对肺动脉闭锁的诊断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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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志刚 

淮安市妇幼保健院 223302 

 

目的：回顾性分析肺动脉闭锁伴室间隔缺损(PAVSD) 的多层螺旋 CT( MSCT) 表现 方法：分析

23 例肺动脉闭锁伴室间隔缺损患者的 MSCT 图像，23例均行主动脉触发单期扫描，结合薄层

图像、多平面重组、薄层最大密度投影以及容积再现法进行观察 结果：MSCT 显示肺动脉瓣闭

锁 23 例；13例肺动脉干近段闭锁、5例肺动脉远端闭锁，无中央共汇者 5例；23例均见室间

隔缺损；2例见明显的支气管动脉扩张;18例见明显直接主动脉- 肺动脉侧支、5例见间接主

动脉- 肺动脉侧支；16例合并房间隔缺损、3例有手术史者可见上腔静脉与右肺动脉吻合。结

论!MSCT 可清楚地显示有无肺动脉闭锁、肺动脉共干及主肺动脉侧枝情况。 

   

 

 

PU-0620 

CT 三维重建技术对肺内孤立性结节的诊断价值 

 
靳秀丽 

南充市中心医院 637000 

 

摘要： 肺内孤立性结节的诊断及鉴别诊断一直是胸部影像学的重点和难点,充分显示其特征是

诊断的关键。影像检查中常见的病变,因其缺乏典型的影像特征,以及影像检查设备的局限性和

检查者体位与扫描方法的影响使其容易漏诊,尤以≤3 cm 结节为甚。近年来随着 CT三维重建

技术的改革和发展,让很多学者对肺内孤立性结节的诊断和鉴别诊断有了进一步飞跃认识。通

过多层螺旋 CT(MSCT)三维后处理技术(VR、MPR、CPR、MIP、SSD等方法)对肺内孤立性结节进

行三维回顾性的重建,能够清晰地显示病灶的分叶征、空气支气管征、毛刺征、空泡征、血管

集束征、棘突征、胸膜凹陷征等征象,为肺内孤立结节的定位、定性提供了更可靠的依据。  

   

 

 

PU-0621 

少见部位滑膜肉瘤的影像学特征 

 
常雯,沈莎莎,韩丹,白荣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650032 

 

目的 探讨少见部位滑膜肉瘤的影像学特征，提高对该病的诊断水平。方法 回顾性分析病理证

实的 22例少见部位滑膜肉瘤患者的影像特征。结果 胸部 10例，头颈部 7例，腹部 3例，腹

股沟 1例，臀部 1例。影像学表现：①胸部：7（7/10，70%）例边缘清楚，3(3/10，30%)例边

缘不清，CT平扫均呈均匀稍低密度，MRI上 1（1/2，50%）例为稍长、稍短、等 T2信号，稍

长、稍短 T1信号，1（1/2，50%）例为等、稍长 T1、T2信号；4(4/10，40%)例伴坏死囊变，

各有 2(2/10，20%)例伴空洞、钙化、骨质破坏、胸腔积液，1(1/10,10%)例伴肺门淋巴结肿

大，6(6/7，85.71%)例不均匀强化，1(1/7，14.29%)例轻度均匀强化。②头颈部：1(1/7，

14.29%)例边界清楚，6(6/7，85.71%)例边界不清，CT平扫 5例（5/7，71.43%）呈混杂密

度，2（2/7，28.57%）例呈均匀稍低密度，MRI上 2（2/2,100%）例 T1WI、T2WI上为等、长信

号，T2上 1例其内见条状低信号，1例其内可见等信号分隔；2(2/7，28.57)例伴坏死，各有

3(42.86%)例伴钙化、骨质破坏、同侧颈部淋巴结肿大，1(1/7，14.29%)例邻近骨质受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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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4(4/5，80%)例中度-明显不均匀强化，1(1/5，20%)例轻度均匀强化。③腹部及躯干其他

部位：5(5/5，100%)例边界不清，1(1/5，20%)例呈薄壁囊性灶，1(1/5，20%)例表现为肠系膜

不规则增厚，5(5/5，100%)例伴坏死囊变，1（1/1,100%）例在 MRI上呈等、高、低的混杂

T1、T2信号。结论 滑膜肉瘤可发生于除四肢关节外的多个部位，少见部位与四肢关节滑膜肉

瘤在影像学上既有其相似性又有不同之处，各种影像学检查对指导临床治疗方案有重要意义，

确诊仍需病理、免疫组织化学及基因检测。 

   

 

 
PU-0622 

肺少见神经内分泌癌的 CT 表现及病理对照分析 

 
曾亮 

江苏省中医院 210029 

 

【摘要】目的：探讨肺少见神经内分泌癌的影像学表现并结合病理结果进行对照分析，总结肺

少见神经内分泌癌的特征性的影像学表现。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0～2016年经病理证实

的 22例肺少见神经内分泌癌临床、影像及病理资料，并进行统计学处理。结果：22例病例

中，男性 13例，女性 9例；中央型 12例、周围型 10例；出现钙化灶 7例，出现坏死灶 10

例，合并支气管阻塞征象 6例，淋巴结转移 5例，远处转移 1例。典型类癌发病年龄较轻，不

典型类癌与大细胞神经内分泌癌发病年龄较大（P=0.003）；TC以中央型多见（P=0.044），

多表现为支气管腔内结节(P=0.005)，边缘光滑(P=0.000)，常合并阻塞性肺炎及肺不张

(P=0.019)，无胸膜受累；AC以中央型多见，多表现为肺门处的分叶状软组织肿块，典型者呈

长条形或“冰山征”，阻塞征象少见，无明显胸膜受累；LCNEC以周围型多见，病灶边缘有分

叶征(P=0.000)，无明显阻塞征象，常累及胸膜(P=0.000)。结论：肺少见神经内分泌肿瘤的影

像学表现具有一定的特征性。  

 

 
PU-0623 

高危人群早期肺癌 LDCT 基线筛查研究 

 
李家琳 

上海市普陀区中心医院 200062 

 

目的 探讨肺癌高危人群 LDCT 的筛查效果。方法 5240例上海地区无症状健康人群行胸部 LDCT

筛查，参照 NLST肺癌筛查高危人群入组标准共纳入肺癌高危人群 1346例。根据 I-ELCAP检出

结节方案将纳入人群分为阳性、半阳性和阴性三组。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年龄分段标准将人群分

为中年组和老年组。分析高危人群的高危因素和各组间结节以及肺癌的检出情况。结果 1346

例高危入组人群中男性 894 例（66.42%），女性 452例（33.58%），中位年龄 58岁（40-74

岁）。吸烟相关高危因素共 912例（67.76%）。二手烟暴露率为 13.15%，其中女性占达

96.05%。374例有肿瘤家族史，60例有本人恶性肿瘤病史。中年组吸烟者占所有吸烟人数的

65.46%，老年组占 34.5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基线筛查共 835例（62.04%）受

检者检出≥1枚非钙化结节，其中阳性组 196例（14.56%），半阳性组 639例（47.47%），阴

性组 511例（37.97%）为。阳性组中女性及中年组比率高于半阳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吸烟人群阳性组较半阳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检出 2019枚结节中阳

性结节有 269枚（13.32%），半阳性结节 1750枚（86.68%）。最终 10例受检者共 12 枚结节

获得病理结果，其中 9例病理证实为 I期腺癌，包含两例多中心腺癌，1例术后病理证实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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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性肺炎。9例受检者中 6 例为阳性组，3例为半阳性组，阳性组恶性检出率明显高于半阳性

组，有统计学差异（P﹤0.05）。女性为 4例，男性为 5 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吸烟仍是肺癌高危人群主要的高危因素，肺癌筛查应关注女性高危人群和中年人群。 

   

 

 

PU-0624 

冠状动脉斑块成分的分析 

 
赵立群 

上海市普陀区中心医院 200062 

 

目的：应用西门子 SYNGOVIA 软件测定冠状动脉（CA）斑块构成比并评价斑块稳定性。方法：

随机选取经西门子双源炫速 CT冠状动脉成像（CTCA）的符合条件病例 60例，根据 SYNGOVIA

软件将斑块按脂质斑块、纤维斑块、钙化斑块分类并统计各型斑块总数。结果：总共检出 135

个斑块，其中 31个为脂质斑块，40个为纤维斑块，64个为钙化斑块；稳定性斑块共 104个，

包括纤维斑块和钙化斑块，不稳定性斑块即脂质斑块共 31个。结论：应用西门子双源炫速 CT 

SYNGOVIA软件评价冠状动脉（CA）斑块成分构成比，是一种无创、便捷、经济的诊断 CA病变

的检查方法，可作为高危人群筛查首选；判断斑块稳定性，评价病人病情发展及预后。 

   

 

 

PU-0625 

心脏磁共振在冠心病诊断中的优势及临床应用价值评定与研

究 

 
苗红,裴中力,刘博,赵蕊 

辽宁省抚顺市中心医院 113006 

 

目的：探讨分析心脏磁共振延迟强化在心脏病诊断中的临床应用及其优势。方法：本次入选患

者为我院收治冠心病患者 60例，应用 DE-MRI和心功能检查，对心肌延迟性进行分析，显示心

肌缺血影像情况，为诊断冠状动脉狭窄临床诊断提供依据。结果：在接受检查的 60例患者

中，有 28例患者呈现心肌放射性分布，发生率为 46.7%，并伴有弥漫性减低现象，有 34例显

示延迟强化，发生率为 56.7%：15例患者发生 DE-MRI延迟强化，发生率为 25.0%；19 例患者

程现 DE-MRI典型延迟强化，发生率为 31.7%，另 26例呈现无延迟强化状，发生率为 43.3%。

结论：患者进行 DE-MRI检查的特征表现为放射性阶段性和放射性弥漫性的降低，前者为 DE-

MRI延迟强化的结果，应在临床上加以重视。 

   

 

 

PU-0626 

肺气肿 QCT 研究 

 
彭屹峰 

上海市普陀区中心医院 20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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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尝试在用 CT定量方法分析、评价 肺气肿的存在及其程度，并与肺功能检查能力进行比

较、相关分析来评价 CT定量方法的价值。材料与方法：本课题使用 SCT-5000T全身 CT扫描

机、Chest-18T肺功能检查仪对 50例病人同期进行 CT和肺功能检查，其中 CT采用仰卧位、

平静吸气相扫描，对所得资料进行如下处理：用“level Detection”软件对衰减值-910H 以

下的像素（即为 CT上的  肺气肿病灶），进行轮廓勾画，计算出 PI值（像素指数，即全肺病

灶面积百分比，在层厚均匀的条件下即为全肺容积百分比），亦为全  肺气肿程度值，将其按

规定标准评定分级，肺功能检查选用 FEV1%作为指标,两种检查比较时采用统计学上的四格表检

验。相关对照则分别以 PI、FEV1%为横、纵轴，制作点图进行分析。结果：CT检查与肺功能检

查间存在显著性差异（X
2
=6.91，P<0.05），并且两种方法间有良好的相关性（r=-0.63），课

题中围绕阈值的选择展开了讨论，结果认同－910Hu作为常规 CT扫描的较理想阈值，并对呼

吸气相进行了分析，得出吸气相 CT扫描在全  肺气肿诊断上优于呼气相的结论，课题还对影

响 CT诊断结果的因素进行了研究，认为仰卧位扫描时因受重力影响导致前、后衰减值分布的

差异。上、下肺区因为通气／灌注比值不一造成氧气、二氧化碳压力的差异，引起上肺区  肺

气肿病灶明显多于下肺区。由于 FEV1%下降对  肺气肿严重程度和预后有良好的相关关系，而

且变异小、操作简便，所以被作为与 CT定量分析的相应肺功能指标。 结论：  肺气肿的 CT

定量方法能较好地反映出全  肺气肿程度，充分显示了 CT诊断的优点，因为这种方法自身数

字量化、客观、准确，能在普通 CT机上应用而具有开发前景。 

   

 

 

PU-0627 

20 年工龄煤矿职工连续三年低剂量 CT 肺结节的分析 

 
陈新晖,李建钢,葛昊 

平煤神马医疗集团总医院 467000 

 

目的 探讨应用低剂量 CT（LDCT）对较长工龄煤矿职工体检的价值。方法 907例工龄超过

20年煤矿职工，男 863例，女 44例，平均年龄 49.5岁，2014～2016连续 3年对每例行 LDCT

体检。于基线 LDCT的前一年度 DR体检提示肺内结节 32例。结果 基线 LDCT发现肺内非钙化

结节 269例，占 29.66%，与前一年度 DR检出例数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5）。结

节总数 443个，≤4mm 的结节 55.75%，＞4mm～8mm的结节 42%，＞8mm～15mm的结节 1.8%，＞

15mm的结节 0.45%，基线 LDCT提示恶性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5例径线均＞8mm。连续 2个年度复

查 LDCT，新发结节共 8例，占总人数 0.88%，经线均＜6mm；≤4mm 的结节均无明显变化；＞

4mm～8mm的结节 3例有增大。结论 对于煤矿较长工龄职工的胸部体检应选择 LDCT筛查，筛

查阴性和肺内有≤4mm 结节的受检者应该每 2个年度复查 LDCT，＞4mm～8mm的结节应每年度

复查 LDCT，＞8mm的结节转入临床处理。  

 

 
PU-0628 

炫速双源 CT 在评价左心耳解剖结构中的应用[收稿日期：

2017-04-18。 基金项目：上海市卫计委学科建设项目

（ZK2015A13）。] 

 
杨涛

1
,陈涛

2
,顾静华

1
,王伟

1
,范晓军

1
,周华

1
,李荣先

1
 

1.上海健康医学院附属周浦医院影像科 

2.湖北医药学院附属国药东风总医院影像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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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炫速双源 CT在左心耳（LAA）解剖结构及毗邻关系评价中的应用价值。方

法：回顾性分析行冠状动脉扫描的 62例窦性心律患者及行左心房增强扫描的 21例房颤组患者

的临床及影像学资料，观察左心耳与肺静脉的关系，对左心耳各径线进行定量测量，并对两组

间数据进行比较。结果：房颤组患者与对照组肺静脉变异率及左心耳与左上肺静脉位置关系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房颤组左心耳口部长短径、面积、容积及第一转折角度与对

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炫速双源 CT可以对左心耳各径线进行定量测

量，并可清晰显示其相邻解剖结构，对射频消融术及左心耳封堵术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PU-0629 

MSCT 多期增强对良恶性胸腺瘤的诊断价值 

 
秦斌,朱敬荣,曾亮,张愉 

江苏省中医院 210029 

 

摘要：目的 探讨良恶性胸腺瘤的多期 CT增强表现及诊断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3年～2016年经手术或穿刺病理证实的 35例胸腺瘤患者的临床和 CT资

料。分析肿瘤的发生部位、大小、形态、密度、与周围组织关系及多期增强的强化特点，结合

肿瘤的病理类型，对其临床及影像表现进行分析总结。 

结果 35例病灶均位于前纵隔，病灶最大径为 2.3-23.6cm，≥10.0cm 者 12例，＜10.0cm者

23例。其中良性 19例，恶性 16例。35例病灶均行 CT多期平扫增强扫描，密度均匀者 15

例，不均匀者 20例，增强扫描均匀强化者 5例，不均匀强化者 30例，其中呈“地图样”不均

匀强化者 18例。静脉期和延迟期强化程度较平扫≤20HU 者 17例（良性 13例，恶性 4 例）；

而幅度＞20HU者 18例（良性 6例，恶性 12例）。15例患者延迟期肿块 CT值较静脉期上升

（≥10HU）（良性 6例，恶性 9例）；8例患者两期 CT值未见明显变化（良性 5例，恶性 3

例）；12例延迟期 CT值下降（≥10HU）（良性 8例，恶性 4例）。 

结论 良恶性胸腺瘤依据病理分型的不同在 CT上表现存在一定的差异，多期增强扫描能反应病

变强化特点，对于术前诊断具有重要的价值。 

   

 

 
PU-0630 

双源 CT 对心肌桥影像特点的分析 

 
虞崚崴,李惠民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00092 

 

目的：应用双源 CT血管造影对心肌桥的影像学特点进行分析，探讨其临床意义。材料与方

法：回顾性分析 89例双源 CT冠脉血管造影诊断左前降支中段心肌桥的患者影像资料，其中男

52例，女 37例。根据壁冠状动脉（MCA）被心肌包绕程度分浅表型和深在型两组，比较其平

均长度、、管径变化及伴发血管粥样硬化斑块（AS）情况，在不同方向上测量 MCA管径狭窄变

化的差别，分析其与肌桥厚度的相关性。结果：全部图像均满足诊断需要，其中浅表型 33

例，深在型 56例，心肌桥平均厚度 1.78±1.26mm。浅表型 MCA平均长度（12.93±8.15mm）

短于深在型（16.50±7.08mm）（P＜0.05）。浅表型组 MCA在不同方向上的管径狭窄变化率存

在差异（P＜0.05）。73.03%MCA近侧端或远侧端迂曲成角。两型伴发 AS多位于肌桥近段管

壁，分别占 30.30%和 37.50%（P＞0.05）。结论：MCA平均长度与被包埋的心肌厚度相关；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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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方向上的 MCA管腔狭窄变化存在差异，应取平均值；心肌桥近段 AS发生与 MCA被包埋的程

度无关。双源 CT对心肌桥影像特点的评价能为临床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PU-0631 

子宫动脉化疗栓塞术序贯超声导向下清宫术治疗瘢痕妊娠的

临床观察 

 
潘峰,叶天和,周国锋,熊斌,郑传胜,冯敢生 

湖北省武汉市解放大道 1227 号协和医院 430022 

 

目的：评估子宫动脉化疗栓塞术序贯超声导向下清宫术治疗剖宫产术后瘢痕妊娠（CSP）的临

床应用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 231例行子宫动脉化疗栓塞术序贯超声导向下清宫术治疗的

CSP患者临床资料及随访资料；对比该治疗方案 UACE术前及清宫术后 RBC、HGB、HCT、β-HCG

值的变化，偏态分布数据组间对比采用配对 Wilcoxon非参数检验；收集并统计 UACE术后相关

并发症。结果：231例患者经子宫动脉化疗栓塞术序贯超声导向下清宫术治疗均成功终止妊

娠，所有患者均未出现失血性休克或死亡事件；清宫术后实验室检查示 RBC、HGB、HCT 中位值

（分别为 3.5T/L，105g/L，32%）对比 UACE术前（分别为 4.1T/L，121g/L，36%）存在轻度下

降，差异具有显著性（p值均小于 0.001），β-HCG中位值清宫术后（1723.5U/ml）对比 UACE

术前（29069.0U/ml）下降明显，差异具有显著性（p值小于 0.001）；231例患者无一例发生

碘过敏反应；术后 34例患者出现发热（≤38.5℃），88例轻度下腹部疼痛；4例恶心呕吐；8

例患者诉股动脉穿刺点疼痛；5例患者诉腰痛；2例患者术后出现右下肢深静脉血栓。结论：

子宫动脉化疗栓塞术序贯超声导向下清宫术治疗 CSP疗效安全可靠，可有效预防清宫术中大出

血的发生，可作为治疗 CSP 的常规治疗策略。  

 

 
PU-0632 

血管内栓塞颅内动脉瘤的中长期随访研究 

 
鲁刚,蒋业清,葛亮,狄若愚,黄磊,耿道颖,张晓龙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200040 

 

【摘要】 目的 观察血管内栓塞治疗颅内动脉瘤的中长期随访结果，探讨术后复发的相关影响

因素。方法 回顾性纳入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放射介入科 2006年 6月至 2015年 8月采用血

管内栓塞治疗、行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SA）随时间超过 18个月的 69例患者 80个动脉瘤。观

察患者的临床预后及影响动脉瘤复发的相关因素。结果 随访时间为 18~133个月，平均

（39.0±22.6）个月。69患者中，预后良好（改良 Rankin 量表评分＜2分）率为 94.2%

（65/69）,无死亡病例。80 个动脉瘤中，21个复发，复发率为（26.3%）。单因素分析结果显

示，巨大动脉瘤复发比例最高（83.3%,5/6），小动脉瘤复发率最低(16.7%，9/54)，大动脉瘤

复发率为 35.0%（7/2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H=13.284，P=0.001）。不完全栓塞动脉瘤复发

率高于完全栓塞者，分别为 58.8%（10/17）、17.5%（11/63）,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H=12.964，P=0.002）；宽颈动脉瘤复发率高于窄颈动脉瘤[分别为 36.2%（17/47）、12.1%

（4/3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
=4.616,P=0.032）。而动脉瘤部位及治疗方式对动脉瘤复发

影响不大。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动脉瘤大小是动脉瘤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

(OR=3.828,95%CI:1.674~8.754,P＜0.001)。结论 中长期随访结果显示，血管内栓塞治疗颅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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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脉瘤总体临床疗效较好。动脉瘤大小是影响动脉瘤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动脉瘤瘤颈及术后

栓塞程度可能影响动脉瘤的复发。 

   

 

 
PU-0633 

Percutaneous intraluminal radiofrequency ablation and 

stents in management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with 

bile duct tumor thrombus: initial single-institution 

experience  

 
Wei Cui,Li Jiaping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510080 

 

PURPOSE: To retrospectively evaluate the safety and feasibility of percutaneous 

intraluminal radiofrequency ablation (RFA) and biliary metal stent placement as an 

alternative treatment for patients with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with 

bile duct tumor thrombus (BDTT). 

METHODS: From October 2014 to December 2016, nine patients who were treated with 

percutaneous intraluminal RFA and biliary stent placement for HCC with BDTT were 

included. Stent patency, overall survival, and complications were investigated. 

RESULTS: At the end of follow-up, five patients died of tumor progression, two 

died of hepatic failure, one died of biliary tract septic shock. Median stent 

patency from the time of the first RFA and survival from the time of diagnosis 

were 180 days (95% confidence interval(CI), 162–198 days) and 6 months (95% CI, 

2.2–9.8 months), respectively. Combination therapy was administered to five 

patients. Among all the patients, two were treated with bilateral RFA and stent 

placement, one was treated with stent-in-stent, one patient received RFA for 

occluded biliary metal stent. After treatment, serum direct bilirubin levels were 

notably decreased in eight patients. One case of bile duct bleeding, three cases 

of postoperative abdominal pain, and two cases of cholangitis were observed. One 

patient who presented with stent blockage underwent repeat ablation at 182 days 

after the first ablation procedure and 53 days after the re-ablation procedure. 

CONCLUSIONS: Percutaneous intraluminal radiofrequency ablation and biliary metal 

stent placement is a technically safe and feasible therapeutic option for patients 

with HCC with BDTT.  

 

 
PU-0634 

IVIM-DWI 对肝癌射频治疗术后疗效评估的研究 

 
朱海云 

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五医院 200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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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探讨体素内不相干运动（IVIM）评估 RFA治疗肝癌的近期及远期疗效的价值，以及识别

RFA术后坏死与肿瘤残余组织的临床价值。方法：搜集 2015年 3月至 2016年 9月在本院确诊

为肝癌并行 RFA治疗及术后 MRI随访患者 28例。所有患者均行常规 MRI平扫、多期动态增强

扫描及 IVIM（b=0，20，40，50，100，200，400，600，800，1200s/mm2），采用双指数模型

获得真实扩散系数（D)，灌注相关扩散系数（D*) 和灌注份数（f）。采用配对样本 T 检验比

较肝癌 RFA术前术后各组间参数值，并采用受试者特征曲线(ROC)判断各参数的诊断效能。结

果：术前肿瘤组织 D、D*及 f值分别为（ 1.13±0.19）×10-3、（ 41.75±12.53 ）×10-

3、（30.34%±12.80%）术后坏死组织 D、D*及 f值分别为（1.63±0.31）×10-3、

（30.55±7.87）×10-3、（19.40%±7.89%），术后残余组织 D、D*及 f值 （1.31±0.16）

×10-3、（42.25±16.81）×10-3、（23.33%±7.34%）。D值在术后坏死组织与残余组织间

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4），相应 ROC曲线下面积为 0.826。结论：IVIM-DWI可用于评

估和监测 RFA治疗肝癌的近期及远期疗效；D值在区分 RFA 治疗肝癌术后坏死及残余组织方面

具有很高的临床价值。  

 

 
PU-0635 

金属伪影削减算法在双能量 CT 引导肺结节微弹簧圈定位中的

应用价值 

 
刘卓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100044 

 

 

目的 评价金属伪影削减算法（metal artifact reduction，MAR）抑制虚拟单色谱图

像（virtual monochromatic spectral, VMS）中金属伪影的效果，及在双能量

CT(dual-energy CT，DECT)引导肺结节电视胸腔镜手术术前微弹簧圈定位中的应用

价值。方法 51 例肺内小结节患者电视胸腔镜手术前接受 CT 引导下微弹簧圈定

位。微弹簧圈植入体内后，行双能量 CT 扫描。重建 74keV 虚拟单色谱图像及经过

金属伪影削减（metal artifact reduction，MAR）算法处理的 74keV 虚拟单色谱图

像（VMS+MAR）。比较 VMS、VMS+MAR 图像质量。采用 3 分制评价图像：1=

优，伪影不明显；2=良，伪影较轻；3=差，伪影严重。结果 两位观察者主观评分

一致性检验的结果显示，一致性较好（K=0.78）。VMS 与 VMS+MAR 图像主观评

分分别是 2.11±0.87、1.35±0.59（P=0.005）。VMS+MAR 图像评分多数为 1 分，

少数 2 分，无 3 分；VMS 图像评分多数为 2 分，少数 3 分或 1 分。对于少数病

例，VMS 不能满足诊断，经过 MAR 改善后图像质量明显提高，可以满足诊断。结

论 研究结果显示，MAR 算法可明显抑制 VMS 图像中微弹簧圈引起的金属伪影，

有利于肺结节电视胸腔镜手术术前定位的顺利实施。   

 

 
PU-0636 

导管室内平板 CT 定量评估兔肝肿瘤血管生成的研究 

 
庄治国,周炜,池嘉昌,所世腾,管逊,许建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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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东院) 200127 

 

目的： 

探讨运用平板 CT（FDCT）技术在导管室内定量评估肝肿瘤血管生成情况的可行性。 

方法： 

建立 25只兔 VX2肝肿瘤模型后行 FDCT检查，重建血容量（BV）灌注图，在 BV灌注图上分别

测量肝肿瘤和肝实质的 BV值。FDCT检查完毕后所有动物处死，取相应部位肝肿瘤标本测量微

血管密度（MVD）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表达，分析肝肿瘤 BV值与 MVD和 VEGF 表达之

间的关系。 

结果： 

25例实验动物中共 22例成功完成 FDCT检查（88.0 %），22例 BV灌注图均清晰显示肝组织和

肿瘤，肝肿瘤均表现为高灌注环伴低灌注中心的环形强化模式。肿瘤 BV值与 MVD和 VEGF分级

之间均存在良好相关性（P 均 < 0.05），肿瘤 MVD与 VEGF 分级之间亦存在正相关（r = 

0.504， p < 0.001）。 

结论： 

FDCT检查可在导管室内定量评估肝肿瘤的血管生成情况，可能有助于肝肿瘤的介入诊疗。 

   

 

 
PU-0637 

DSA 血管狭窄分析技术与影响其准确性的因素分析 

 
程相晨 

第三军医大学新桥医院 400037 

 

目的：从 DSA血管狭窄分析技术的应用出发，阐述了 DSA血管狭窄分析技术的具体内容，探讨

了影响其测量准确性的因素，为更好的应用此项技术提供建议。 

方法：以 GE公司的 Innova3100平板 DSA为例，介绍其狭窄分析技术及各项参数及其意义，分

析了影响 DSA狭窄分析技术测量准确性的因素。 

结果：（1）选择自动校准和导管校准两种狭窄分析方法中的任意一种，得到的测量结果不

同：DSA狭窄分析中，血管内径的测量是狭窄率准确的关键。我们所使用的设备具有两种狭窄

分析方法对血管内径进行测量。自动校准狭窄分析是通过目测，即用鼠标点取血管壁两端而进

行，使用系统默认的参数。导管校准狭窄分析是通过导管直径来校准系统，需要输入导管的尺

寸信息，系统将会用已知的导管信息作为参考信息进行随后的狭窄分析。由于后处理过程中，

影像显示窗值的高低，显示器亮度及对比度选择，呼吸运动及血管自身搏动等因素的影响，血

管狭窄分析时会有一定的误差。（2）参考直径选取在血管近端或远端，得到的狭窄分析结果

不同：狭窄分析技术在应用中，其直径狭窄率的计算为：（参考血管直径-血管最窄处直径）/

参考血管直径×100%，当参考血管直径的选取为血管近端或远端时，其值是不同的，因此得到

的狭窄分析结果也有差异。目前对于参考直径的选取，还没有统一的规定，根据血管的走形特

点，在实际应用中，笔者选取距离狭窄处较近的正常血管的直径作为参考直径，这样做的结果

是避免了参考血管直径取的过大或过小，影响准确性。 

结论：随着计算机技术和医疗器械的不断发展，无创血管成像技术的应用越来越广泛，DSA狭

窄分析技术的测量结果作为无创血管成像技术参考的“金标准”，其结果需要具有较高的准确

性与可靠性。因此，重视 DSA狭窄分析测量技术，有效减少测量误差，对于 DSA狭窄分析技术

的应用及提高介入诊治的准确性与安全性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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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638 

Retrospective Evaluation of Percutaneous One Step 

Coaxial Biopsy and MWA for Inoperable Malignant Lung 

Nodules: Single Center Initial Experience 

 
Li Bin,Li Xiaoguang 

Beijing Hospital 100730 

 

 

Purpose 

 To retrospectively evaluate the initial technical feasibility, efficacy, and 

complications of percutaneous computed tomography (CT)-guided one step coaxial 

biopsy and microwave ablation (MWA) for inoperable malignant lung nodules. 

Methods 

 From January, 2015 to June, 2017, a total of 86 cases with suspected malignant 

lung nodules who intended to undergo percutaneous biopsy and MWA were 

consecutively selected. Patients (50 men and 36 women; mean age 65.87 years, SD: 

8.94) were not candidates for surgery because of either advanced-stage disease 

(n=45) and/or poor performance status (n=30) or refusal to undergo surgery (n=11). 

The mean size of lesions treated ranged from 1.0 cm to 3.2 cm, median 2.3 cm. 

Intraoperative application of imprint cytology for rapid diagnosis, and patients 

who confirmed with the malignant tumor cells underwent percutaneous MWA via the 

coaxial biopsy cannula. Follow-up imaging was obtained immediately after treatment, 

at 24 hours, and 30 days. Primary endpoints included the positive rate of biopsy 

and procedure-related complications within 30 days of hospital discharge. Student 

t and Fisher exact tests were used to analysis parametric and categorical 

variables accordingly. 

Results 

 The technical success rates of percutaneous one step coaxial biopsy and MWA were 

100%. There was no postprocedural mortality. The positive rate of biopsy was 

97.67% (84/86), and the rate of accurate diagnosis of imprint cytology examination 

was 100%. Eighty-six patients (primary cancer 50 cases; metastases 36 cases) 

underwent 98 percutaneous ablation sessions, including 56 cases single lung 

nodules with 56 sessions of ablation, 20 cases of unilateral double nodules with 

25 ablation sessions, and 10 case of bilateral triple nodules with 17 ablation 

sessions. The overall procedure-related complication rate was 17.44% (15/86), 

included immediate complications 10.46% (9/86) and periprocedural complications 

6.98% (6/86). Postoperative side effect was 11.63% (10/86), which can be managed 

conservatively. Regarding major complications, ten patients developed severe 

pneumothorax requiring chest tube insertion. Minor complications and side effects, 

including pneumothorax not requiring chest tube drainage, subcutaneous emphysema, 

pleural effusion, hemoptysis and fever also occurred after the procedure. 

Conclu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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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cutaneous CT-guided one step coaxial biopsy and MWA for inoperable malignant 

lung nodules can be considered as a safe and technically feasible procedure with 

acceptabl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PU-0639 

脑动脉瘤的血流动力学发病机制以及不同治疗模式对病因的

影响 

 
高不郎 

河南省人民医院 450000 

 

脑动脉瘤的血流动力学发病机制以及不同治疗模式对病因的影响 

河南省人民医院介入治疗中心/国家高级卒中中心 

副主任 

高不郎 

目的:研究脑动脉瘤的血流动力学发病机制以及不同治疗方式对发病机制的影响. 

材料与方法:对 724人具有脑动脉瘤的患者进行了影像学资料的研究,140例进行血流动力学模

拟研究，并对不同的治疗模式包括支架辅助栓塞、弹簧圈栓塞、单独支架置入、Y型支架置入

和外科夹闭治疗进行了分析比较。 

结果：这些患者中总共有 1018个动脉瘤，717个动脉瘤涉及分支，占所有动脉瘤的 70.4%，最

常见的位置是颈内动脉（23.9%），大脑前动脉（17.9%），大脑中动脉（17.8%）和后循环

（9.3%）。 301例动脉瘤位于血管弯曲段（29.6%），最常见的位置是颈内动脉（25.4%），

颅内椎动脉（2.2%），大脑远端的动脉（1.5%）。无一例动脉瘤位于直段血管段。将动脉瘤虚

拟切除掉，用血流动力学分析显示动脉瘤起源的血管壁上有一些共同特点：剪切力曲线显示有

两个峰值和一个最小值，压力曲线显示有一个最大值。动脉瘤发生于剪切力曲线的一个峰值

上，对应于很高的压力。支架置入可以拉直血管弯曲，改变分叉处的角度，从而改变了动脉瘤

所在的血管形态和角度，使得剪切力和压力更集中于血管分叉顶端，降低了动脉瘤形成的血流

动力学因素。弹簧圈单纯栓塞和外科夹闭治疗没有改变血管形态和血流动力学的影响，不会降

低动脉瘤形成的血流动力学因素。 

结论:脑动脉瘤是在高压和高剪切力共同作用下产生的,支架植入可以降低动脉瘤发病的血流动

力学压力和剪切力,而单纯弹簧圈栓塞或外科夹闭不能降低血流动力学作用.Y型支架在治疗上

相较于单纯弹簧圈栓塞和外科夹闭更优秀，能够降低动脉瘤形成的血流动力学因素。 

   

 

 

PU-0640 

Callispheres 载药微球经肝动脉化疗栓塞术治疗肝癌切除术

后复发的临床研究 

 
周军,丁勋,凌公豪,吴宝林,龙清云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430071 

 

目的 比较 Callispheres载药微球经肝动脉化疗栓塞术与常规 TACE治疗肝癌切除术后复发的

近期临床疗效。方法 31例肝癌切除术后复发患者 17例接受常规 TACE治疗，14例接受

Callispheres载药微球 TACE（DEB-TACE）治疗。在介入治疗前 1周、治疗后 1个月、3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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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6个月行 CT平扫及增强检查。采用国际通用的改良实体瘤评价标准进行评价，比较两种

方法在患者肿瘤反应、复发情况、并发症及不良反应发生率的差异。结果 DEB-TACE组在治

疗后 1个月、3个月、6个月疾病缓解率、疾病控制率高于常规 TACE组（P＞0.05），治疗后

并发症发生情况较常规 TACE 组明显（P＞0.05）。结论 DEB-TACE在近期疾病缓解率、疾病

控制率方面高于常规 TACE，治疗后并发症发生情况较常规 TACE组明显，由于本组病例较少，

且随访时间较短，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PU-0641 

CT 引导下经皮穿刺 125I 粒子植入治疗脊柱转移瘤 

 
陈志瑾,陆健,张丽云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卢湾分院 200020 

 

目的 探讨 CT引导下经皮穿刺
125
I 粒子植入治疗椎体转移瘤的有效性及安全性。方法 对 20例

（23个病变椎体）有严重腰背部疼痛的椎体转移瘤伴脊髓压迫患者，行 CT引导下经皮穿刺
125
I粒子植入治疗。术后随访 2年。评价术前及术后患者顽固性疼痛情况、神经功能，计算术

后累计局部肿瘤控制率、患者生存率。结果 20例患者中位随访时间 15.3个月，随访期间无

失访，未出现严重并发症。术后 1个月患者顽固性疼痛较术前明显缓解（P＜0.05）。12例术

前存在神经功能损伤的患者术后 3个月神经功能保留率 75.00%（9/12），神经功能恢复率

50.00%（6/12）。术后 3、6、12个月累计局部肿瘤控制率分别为 100%、95%、60%，术后 6个

月和 12个月累计生存率分别为 100%和 78.81%。结论 CT 引导下经皮穿刺
125
I粒子植入治疗脊

柱转移瘤安全、可行，可有效缓解疼痛、改善患者神经功能。  

 

 

PU-0642 

应用体外冲击波联合 ERCP 介入治疗胆总管及胰管结石初探结

石初探 

 
吴非,姜书山 

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16001 

 

【摘要】 目的 评价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ERCP）联合体外冲击波碎石（ESWL）治疗高龄难取

性胆总管及胰管结石的疗效。方法 对 ERCP术中诊断为难取性胆总管巨大结石的 46例患者，

其中胰管结石 3例，先于内镜下置入一体式鼻胆管及胰管支架，再行 ESWL，待结石破碎后，

行二次 ERCP取净胆总管结石。 结果 胆总管结石平均数目 1.8枚（1 ~ 4），直径 2.6 cm

（2.0 ~ 3.2）（最大结石）；首次 ERCP操作成功率 100%，未出现内镜下乳头括约肌切开相

关性并发症；平均冲击波波能量 11kv（10 ~ 12kv)，冲击波次数 2500 次（2000 ~ 3000），

疗程 3次（1 ~ 5），碎石成功率 100%（最大碎石直径< 1.0 cm）。二次 ERCP结石取净率

100%，术后未发生呼衰、心衰、死亡等重大并发症。结论 ESWL联合 ERCP是一种治疗胆总管

及胰管结石的安全而有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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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643 

Orthotopic Hepatic Cancer：Radiofrequency 

Hyperthermia-Enhanced Intratumoral Herpes Simplex 

Virus-Thymidine Kinase Gene Therapy 

 
xiong fu

1,2
,Zheng Chuansheng

1
,Zhou Guofeng

1
,Zhang Feng

2
,Yang Xiaoming

2
 

1.Department of Radiology， Union Hospital， Tongji Medical College，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1277 Jiefang Rd.， Wuhan， Hubei Province430022， China 

2.Image-Guided Bio-Molecular Intervention Research and Section of Vascular & Interventional 

Radiology，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School of Medicine， Seattle， 

WA， 98109， USA 

 

Purpose: To validate the feasibility of using interventional radiofrequency 

hyperthermia (RFH) to enhance herpes simplex virus-thymidine kinase (HSV-

TK)/ganciclovir (GCV) gene therapy of rat orthotopic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Material and Methods: Rat HCC cells (MCA-RH-7777) were transduced with 

lentivirus/luciferase gene for optical imaging. In-vitro experiments with the 

luciferase cells and in-vivo experiments on rats with the same cells were divided 

into 4 groups: (i) HSV-TK/GCV-mediated gene therapy combined with RFH; (ii) gene 

therapy alone; (iii) RFH alone; (iv) phosphate buffered saline (PBS). Cell 

viability was evaluated by MTS and confocal microscopy; HSV-TK gene expression was 

quantified by western blotting. Bioluminescent optical imaging and ultrasound 

imaging were used to monitor and compare the photon signal and tumor size changes 

among different groups over time, respectively. The imaging findings were 

correlated with histological confirmation. 

Results: For in-vitro experiments, the combination therapy group (gene therapy + 

RFH) demonstrated the lowest cell proliferation by MTS assay, compared to the gene 

therapy, RFH, and PBS (26.1±3.2% vs 50.4±4.6% vs 82.9±6.3% vs 100%, p<0.01). 

The combination therapy group also showed fewer survived cells by confocal 

microscopy and the lowest bioluminescent signal by optical imaging. For in-vivo 

experiments, the combination therapy group demonstrated a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signal intensity on the optical imaging (0.57±0.09, 1.06±0.10 vs 3.43±0.27 vs 

3.85±0.12, p<0.05) and smallest tumor volume by ultrasound imaging (0.28±0.11 vs 

1.28±0.23vs 4.64±0.35 vs 6.37±0.36, p<0.05), compared to the other 3 groups. 

Additionally, these imaging findings correlated well with histological 

confirmation. 

Conclusion: It is feasible to use RFH to enhance HSV-TK/GCV gene therapy of HCC in 

in-vitro and in-vivo settings, as assessed by molecular imaging. This technical 

development may provide a novel opportunity for effective treatment of liver 

malignancies by employing simultaneous integration of radiofrequency technology, 

interventional oncology, and direct intratumoral gene therapy. 

   

 

 
PU-0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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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道内照射支架应用于肝门部胆管癌致恶性梗阻性黄疸的初

步临床研究 

 
贡桔,夏宁,陈志瑾,郑云峰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卢湾分院 200020 

 

目的 评估携带碘-125粒子的胆道内照射支架治疗肝门部胆管癌致恶性梗阻性黄疸的有效性及

安全性。方法 选取 43例因胆管癌致恶性梗阻性黄疸患者，采用经皮经肝分别穿刺左右侧胆道

分支，于肝门部狭窄处植入碘-125粒子胆道内照射支架，术后留置引流管 3～5天，经造影确

认支架通畅后予以拔管，封闭穿刺道。记录患者术前与术后的肝功能变化，并观察术后患者生

存时间。结果 Bismuth Ⅰ型 5例，植入支架 5个；Ⅱ型 18例，植入支架 36个；Ⅲ型 4例，

植入支架 8个；Ⅳ型 16例，植入支架 25个，患者术前血清总胆红素和直接胆红素分别为

（145.5±65.3）μmol/L 和（124.7±35.0）μmol/L，术后分别为（65.9±29.4）μmol/L 和

（35.5±15.1）μmol/L；与术前相比，术后丙氨酸转氨酶、天冬氨酸转氨酶、碱性磷酸酶、

C-反应蛋白、γ-谷氨酸转酞酶均显著降低（P值均<0.05），乳酸脱氢酶显著升高

（P=1.05）。患者中位生存期为 13个月(3.0~22.5个月)，未出现相关胆道穿孔、胰腺炎，严

重胆道感染以及胆道出血等并发症。结论 碘-125粒子胆道内照射支架不仅可引流胆汁，减轻

黄疸症状，还可近距离内照射胆道肿瘤起到治疗作用，延长患者生存时间，可有效治疗肝门部

胆管癌致恶性梗阻性黄疸。  

 

 
PU-0645 

Percutaneous intraductal radiofrequency abla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biliary stent occlusion: A 

preliminary result 

 
Xia Ning,Gong Ju,Lu Jian,Chen Zhijin,Zhang Liyun,Wang Zhongmin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卢湾分院 200020 

 

AIM: This study sought to assess the feasibi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a novel 

application of percutaneous intraductal RF(Radiofrequency) for the treatment of 

biliary stents obstruction. We specifically report a retrospective study 

presenting the results of percutaneous intraductal RF in patients with biliary 

stent occlusion. 

  

METHODS: A total of 43 cases involving biliary stents obstruction were treated by 

placing an EndoHPB catheter and performed percutaneous intraductal RF to clean 

stents. The stents patency was evaluated by cholangiography and follow-up by 

contrast enhanced CT or ultrasound after the removal of the drainage catheter. 

  

RESULTS: Following the procedures, Of the 43 patients, 40/43 survived and 3/43 die 

with a median survival of 80.5 days (range:30–243). One patient was lost to 

follow-up. One patient had their stent patent at the time of last follow-up.Two 

patients with stent blockage at 35days and 44days after procedure underwent 

percutaneous transhepatic drain insertion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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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arameters of bilirubin before and after the procedure were 128(±65) to 

63(±29)µmol/L, There were no related complications(haemorrhage,bile duct 

perforation, bile leak or pancreatitis) and all patients’ stent patency was 

confirmed by cholangiography after the procedure,with a median patency time of 107 

(range:12~ 180 days). 

  

CONCLUSION: This preliminary clinical study demonstrated that percutaneous 

intraductal RF is safe and effective for the treatment of biliary stent 

obstruction, increasing the duration of stent patency, although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are needed to confirm the effectiveness of this approach.  

 

 
PU-0646 

兔 VX2 肝移植瘤肝动脉联合门静脉栓塞技术的改良及 DSA 表

现 

 
魏宁 

安徽省立医院 230001 

 

目的：探讨兔 VX2肝移植选择性肝动脉联合门静脉栓塞技术及 DSA表现。方法：新西兰大白兔

40只，制作肝移植瘤模型。种植后第 14天行 CT检查，将 39只建模成功实验兔随机分为实验

组（20只）和对照组（19只），次日分别行选择性肝动脉联合门静脉栓塞术和开腹顺行插管

栓塞术。结果：采用改良开腹穿刺接种法成功建模 39只（39 / 40，成功率 97.5%）；共 33

只实验兔完成双路插管，实验组插管成功率为 95.0%，对照组插管成功率为 73.7%，无统计学

意义；肝动脉异位栓塞率，实验组为 31.6%，对照组为 7.1%，无统计学意义；门静脉栓塞率，

实验组为 10.5%，对照组为 57.1%，有统计学意义；术后 10d生存期，实验组为 55.0%，对照

组为 42.1%，有统计学意义。DSA示肝左叶见明显肿瘤染色，术后碘油沉积良好，选择性门静

脉栓塞术后正常肝叶门静脉通畅。结论：兔 VX2肝移植瘤模型容易建立，肿瘤生物学特征稳

定，其 DSA表现富有特点；肝动脉联合门静脉栓塞介入技术可行性高，其符合临床介入治疗的

基本方法，可应用于介入学相关动物实验研究中。 

   

 

 
PU-0647 

CT 引导放射性 125 I 粒子植入治疗纵隔转移瘤 11 例 

 
朱先海 

安徽省肿瘤医院（安徽省立医院西区） 230061 

 

目的 探讨 CT 引导放射性 125 I 放射性粒子植入治疗纵隔淋巴结转移瘤的方法、 安全性和 

临床疗效。 方法 对 11 例纵隔淋巴结转移瘤患者行 CT 引导下放射性 125 I 粒子植入治

疗，术前采用近距 离治疗计划系统（TPS）制定术前计划，选择粒子活动：（1.11～2.96）

×107 Bq（0.3～0.8 mCi），术后观察并发症 情况，术后 1，3，6，12 个月评价术后局部控

制率、疼痛缓解有效率。 结果 术后出现气胸 3 例，气管瘘 1 例，肺部感染 1 例。 随访 

1，3，6，12 个月，患者局部控制率为 81.8%、90.9%、72.7%、72.7%；疼痛缓解有效 率，1 

周 100%、1 个月 90.9%、3 个月 90.9%、6 个月 81.8%、12 个月 72.7%。 结论 CT 引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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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性 125 I粒子植入治疗纵隔转移瘤 具有创伤小、并发症少、局部病灶控制率确切，是一种

较为安全的治疗方法。  

 

 

PU-0648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经不同途径输注对阿霉素肾病大鼠 AQP1、

AQP2 表达的影响 

 
韩磊,王家平,杨百晖 

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650101 

 

 目的 评估骨髓 MSCs分别通过肾动脉和尾静脉移植方式对大鼠慢性肾病模型肾损伤修复的疗

效，比较不同方式输注骨髓 MSCs对 CKD大鼠 AQP1、AQP2 表达差异的影响。方法 实验选取 50

只大鼠，选取当中 2只制备骨髓 MSCs。36只大鼠经尾静脉注入 ADR用于 CKD建模，每组各 12

只，随机分为 ADR诱导 CKD（A -C）组、骨髓 MSCs肾动脉注入（M – A）组、骨髓 MSCs 尾静

脉注入（M - V）组，另选 12只为正 常 对照( N)组。于末次移植骨髓 MSCs后隔 1周检测大

鼠 24h 尿量、24h 尿蛋白定量、血清钠及血清白 蛋 白，免疫组化检测肾组织 AQP1、AQP2的

表达。结果 相较 A -C组，骨髓 MSCs动静脉输注大鼠血清白蛋白及 24h尿量都有显著增高

（ P < 0.05），24h尿蛋白及血清钠水平都显著降低（P<0.05）。M-A组的尿蛋白定量较 M-V

组降低程度更明显，两组比较存在显著差异（P < 0.05）。M - V组和 M - A组的大鼠肾脏

AQP1、AQP2表达均较 A -C 组显著降低（P < 0.05）。M-A较 M-V组的平均光 密 度数值稍

低，但统计学没有显著差异。 结论 骨髓 MSCs移植通过增加血清白蛋白，降低尿蛋白、血清

钠和肾实质细胞内 AQP1、AQP2表达，对修复 ADR所致 CKD大鼠肾损伤有作用。且在一定时间

内，经肾动脉途径移植效果较外周静脉途径更好，但是两种不同途径移植骨髓 MSCs造成的效

果差异与 AQP1、AQP2的表达无明显关联。 

   

 

 

PU-0649 

 糖尿病外周血管病变 MRA 及 CTA 诊断准确性对比研究 

 
蒋春雨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200233 

 

目的 文章着重对糖尿病足下肢血管病变的 MRA及 CTA诊断效果进行对比研究。方法 对 41例

临床确诊糖尿病足患者的下肢血管行 MRA、CTA、DSA检查，以 DSA为金标准，分析 MRA、CTA 

对糖尿病足患者下肢血管病变的诊断效果。结果 MRA对于糖尿病足下肢血管病变成像的总体

准确性、敏感性及特异性分别为 97.8%、98%、97.7%，CTA 对于糖尿病足下肢血管病变成像的

总体准确性、敏感性及特异性分别为 96.7%、94.9%、98.1%。膝上动脉组，MRA的成像准确

性、敏感性、特异性均为 98.4%、98.4%、98.4%，CTA的准确性、敏感性、特异性分别为

97.8%、98%、97.6%。膝下动脉组，MRA的准确性、敏感性、特异性分别为 96.7%、97%、

96.6%，CTA的准确性、敏感性、特异性为 94.7%、83.3%、98.9%。结论 MRA及 CTA均为有效

的糖尿病足下肢血管病变影像学检查方法，且 MRA及 CTA对于糖尿病足下肢血管病变的整体诊

断效果无明显差异，但 MRA 对糖尿病足膝下动脉病变的诊断结果优于 C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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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650 

糖尿病大鼠血管内皮细胞上 14-3-3β 蛋白上调对颈动脉损伤

后血管再狭窄的影响 

 
冯丽帅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200233 

 

目的： 

这项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明确糖尿病介导大鼠内皮细胞 14-3-3β（YWHAB）蛋白表达上调与颈动

脉损伤后血管内膜增生的关系。 

方法： 

使用细胞计数试剂盒-8（CCK-8），定量逆转录 PCR（qRT-PCR）及蛋白质印迹分析不同葡萄糖

浓度（5.6，10，15，25及 35mM）对待的大鼠血管内皮细胞中 YWHAB表达情况；对于体内实

验，通过尾静脉将 YWHAB小干扰（si）RNA重组慢病毒载体（YWHAB-LV）或 Mock siRNA 重组

慢病毒载体（Mock-LV）注射到链脲霉素诱导致病的糖尿病（DM） SD 大鼠中。损伤后 7天使

用免疫荧光（IF）和苏木精-伊红（HE）染色评估 YWHAB表达及颈动脉形态；使用细胞划痕试

验和流式细胞术检测 25mM葡萄糖处理的 Mock-LV和 YWHAB-LV转染后 RAOEC的增殖及迁移情

况。使用免疫荧光染色和 western印迹分析 25mM葡萄糖处理后 RAOEC中 BAX蛋白质线粒体分

布情况。 

结果： 

免疫印迹，qRT-PCR和 CCK-8分析表明 YWHAB表达和细胞活力随着葡萄糖浓度的增加而增加

（p <0.05）。YWHAB 与正常组相比，DM 大鼠的染色显着增加（p <0.05）。HE染色显示

YWHAB沉默 DM 大鼠内膜 增生减轻（p <0.05）。YWHAB沉默抑制了 25mM葡萄糖处理的

RAOEC 的增殖和迁移（p <0.05）。此外，蛋白质印迹分析和 IF染色证实 YWHAB沉默在 25mM

葡萄糖处理的 RAOEC中增加 BAX从细胞质向线粒体的转位（p <0.05）。 

结论：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高血糖引起的大鼠血管内皮细胞 YWHAB上调在颈动脉损伤后的血管内膜

增生中通过增强内皮细胞的增殖和迁移发挥重要作用  

 

 
PU-0651 

Flow-diverting device versus coil embolization for 

intracranial aneurysms: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Zhou Geng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Affiliated Sixth People's Hospital 200233 

 

BACKGROUND: To review the literature on flow-diverting device (FDD) treatments for 

intracranial aneurysms (IAs) and to compare the safety and efficacy of FDDs with 

coil embolization treatment (CET) for IAs using a meta-analysis of published 

studies. 

METHODS: A systematic electronic search was conducted of PubMed, Springer Link, 

EBSCO, and the Cochrane Database on all accessible published articles through 

September 2015. Abstracts, full-text manuscripts, and the reference list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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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rieved articles were analyzed. Studies that explicitly compared FDD and CET 

approaches to the treatment of IAs were included. Odds ratios (ORs) and 95% CIs 

were calculated for the complete occlusion rate and the morbidity rate using a 

random-effects model. 

RESULTS: Nine studies were included in the analysis, containing retrospectively 

collected data on 863 patients. FDD treatment showed a significantly higher 

complete occlusion rate than CET (OR = 3.13; 95% CI = 2.11-4.65) and the subgroup 

of stent-assisted coiling (OR = 2.08; 95% CI = 1.34-3.24). FDDs did not achieve a 

significantly lower overall morbidity rate compared to CET (OR = 0.87; 95% CI = 

0.45-1.69) or the SAC (stent assisted coiling) subgroup (OR = 0.86; 95% CI = 0.33-

2.26), and our results did not show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mortality between 

the two techniques. 

CONCLUSIONS: FDD treatment of IAs yielded satisfactory results in complete 

occlusion rate compared with CET. The FDD procedure is feasible and h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morbidity risk. Despite the findings reported herein, 

further validation by well-designed, multicenter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is 

needed. 

   

 

 

PU-0652 

Percutaneous vertebroplasty for palliative treatment 

of painful osteoblastic spinal metastases: A single-

center experience 

 
Tian Qinghua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Affiliated Sixth People's Hospital 200233 

 

Percutaneous vertebroplasty for palliative treatment of painful osteoblastic 

spinal metastases: A single-center experience 

 

Abstract 

Purpose: This study aimed to evaluate the safety and efficacy of percutaneous 

vertebroplasty (PVP) for painful osteoblastic spinal metastases under fluoroscopic 

guidance. 

Methods: Thirty-nine consecutive patients, median age 60.1±9.5 years with a total 

of 51 osteoblastic metastatic spianal lesions, were treated with PVP, including 14 

patients with pathological fractures. The researchers followed up with the 

patients for 3 to 30 months, with an average of 14.5±7.4 months. Visual analog 

scale (VAS), Oswestry disability index (ODI) questionnaire and karnofsky-KPS 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 change of pain and quality of life pre-operatively and at 3 

days, and 1, 3, 6, 12 and 18 months post-operatively. 

Results: Technical success was achieved in all patients. Follow up time was at 

least 3 months. Mean VAS scores declined significantly from 7.4±1.1 pre-

operatively to 2.5±0.9 by the 3-day post-operative time point, and were 2.1±1.1 

at one month, 2.0±1.1 at 3 months, 1.9±1.1 at 6 months, 1.8±0.9 at 12 mon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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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1.7±0.7 at 18 months after the procedure (P<0.01). Meanwhile,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re-operative baseline and each time point of 

the post-operative follow-up in ODI and KPS (P<0.01). Extraosseous cement leakages 

were found in15 cases without any clinical complications. 

Conclusion: PVP is a safe and effective technique to treat painful osteoblastic 

spinal metastases, which can immediately relieve pain and reinforce spine, besides, 

it can remarkably improve the living quality. 

  

   

 

 
PU-0653 

Diagnostic value of diffusion weighte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in differentiation of benign and 

malignant vertebral fractures 

 
Yingying Lu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Affiliated Sixth People's Hospital 200233 

 

Purpose To investigate the value of diffusion weighte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with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ADC) mapping for differentiating benign from 

malignant vertebral fractures. Materials and Methods All patients gave informed 

consent to participate in the study. Conventional MRI and DWI imaged thirty-five 

vertebral lesions in 32 patients. ADC values (maximum, minimum, mean) of vertebral 

lesions and adjacent normal vertebras were recorded. The difference values of ADC 

（da, di, de） between abnormal and normal vertebras were computed in each patient. 

ADC and d values in benign and malignant vertebral fractures were assessed 

(independent-samples t test,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analysis). Results 

There were 22 benign (traumatic fractures in 7, osteoporotic fractures in 15) and 

15 malignant (metastases in 14, aggressive hemangioma in 1) vertebral fractures in 

32 patients. There were lower maximum (1.55×10
-3
mm

2
/s vs. 1.99×10

-3
mm

2
/s, p<0.01), 

minimum (0.55×10
-3
mm

2
/s vs. 0.79×10

-3
mm

2
/s, p<0.05), mean (1.08×10

-3
mm

2
/s vs. 

1.47×10
-3
mm

2
/s, p<0.01) ADC values and da (1.08×10

-3
mm

2
/s vs. 1.58×10

-3
mm

2
/s, 

p<0.01), di (0.52×10
-3
mm

2
/s vs. 0.78×10

-3
mm

2
/s, p<0.01), de (0.93×10

-3
mm

2
/s vs. 

1.32×10
-3
mm

2
/s, p<0.01) values in malignant lesions compared with those in benign 

fractures. Areas under ROC curve for maximum, minimum, mean ADC values and da, di, 

de values were 0.809, 0.879, 0.864, and 0.821, 0.824, 0.880. Conclusion Diffusion-

weighte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is a useful tool to supplement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conventional sequences. ADC values and the difference values of ADC 

between abnormal and normal vertebras are valuable to distinguish malignant 

fractures from benign fractures. The value of de offered the highest accuracy for 

characterization (sensitivity 86.7%, specificity 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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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654 

肺恶性肿瘤氩氦刀治疗后的 CT 和 MRI 表现及对照研究 

 
汪颖姝,黎海亮 

河南省肿瘤医院 450000 

 

目的：探讨肺恶性肿瘤氩氦刀治疗后的 CT和 MRI表现，旨在提高对肺恶性肿瘤氩氦刀治疗后

影像学表现的认识，从而准确判断疗效，及时对治疗后肿瘤的残留或复发做出诊断。方法：收

集并分析 27例接受氩氦刀治疗的肺恶性肿瘤患者，所有患者应用 32层 CT 及 3.0T MR 在氩氦

刀治疗前 1周内以及治疗后 1天、1周、1个月、3个月、6个月、1年进行影像学检查。根据

随访结果，将患者分为完全消融组（A组）和残留或复发组（B组），分析两组患者各时间点

病灶的 CT和 MRI表现，并比较 CT和 MRI对肺恶性肿瘤氩氦刀治疗后疗效的诊断价值。结果：

治疗后 1天所有消融灶均较治疗前显著增大，形态消失，边界不清；之后随时间延长，A组消

融灶逐渐缩小，呈类圆形软组织影，边界清楚，最终呈不规则结节形、楔形或条纹样；B组消

融灶先缓慢缩小，至治疗后 3个月，消融灶开始不均匀增大，形态不规则。A组患者治疗后 1

天消融灶的 CT值较治疗前减低，随后呈逐渐减低状态，增强后强化幅度较小；B组患者治疗

后 1天消融灶的 CT值较治疗前减低，但从治疗后 3个月开始逐渐增高，且强化幅度较大。A

组患者治疗后 1周，消融灶信号强度最高，之后逐渐下降，至 3个月以后呈等信号；B组患者

治疗后随时间延长，消融灶信号无明显减低趋势。治疗后 1天的 CT和 MRI上消融灶周围出现

环形影，A组消融灶周围的环形影较完整，B组消融灶周围的环形影不完整。MRI对消融灶周

围环形影的显示清晰度优于 CT。治疗后早期消融灶周围可出现阻塞性肺不张，MRI区别肿瘤与

肺不张的能力较 CT好。结论：肺恶性肿瘤氩氦刀治疗后的 CT和 MRI表现有一定特征性，治疗

后 1天和 3个月可推荐为重点复查时间节点。治疗后 1天消融灶周围的环形影是评价肿瘤是否

残留或复发的重要征象,且 MRI对环形影的显示清晰度优于 CT。MRI区别治疗后肿瘤与肺不张

的准确性高于 CT。  

 

 
PU-0655 

CT 导向下医用臭氧联合胶原酶溶解术治疗颈椎间盘突出症

169 例临床分析 

 
雷丽程 

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637000 

 

目的： 回顾性分析 CT导向下医用臭氧联合胶原酶溶解术治疗颈椎间盘突出症的临床疗效以及

不良反应，探讨医用臭氧联合胶原酶溶解术治疗颈椎间突出症的实用价值  方法： 收集本院

2015年 1月至 2017年 6月经颈椎 MRI扫描证实为颈椎间盘突出症,接受医用臭氧联合胶原酶

溶解术治疗,且资料完整的 169例患者进行疗效分析。 结果： 根据改良的 Macnab 疗效评

定，169例中,疗效优 89例(52.6%)、良 56例(33.1%)、可 18例(10.6%)、差 6例(3.5%);优良

率为 85.7%,总有效率为 96.5%。未发现明显不良反应。 结论： 医用臭氧联合胶原酶溶解术治

疗颈稚间盘突出症安全、有效。 

   

 

 
PU-0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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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 引导下 α-氰基丙烯酸酯快速医用胶注射定位在肺磨玻璃

密度结节胸腔镜切除术中的应用价值 

 
李家开,梁朝阳,王雪丹,卢俞宏,郭俊唐,田晓东 

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分院 572000 

 

目的：探讨 CT引导下经皮穿刺注射应用胶辅助肺磨玻璃密度小结节 VAT术前定位的技术特点

及价值。材料与方法：为前瞻性研究，研究时间为 2016.09-2017.7月，研究对象为临床计划

手术切除的磨玻璃密度为主结节。所有结节均在术前 2小时行 CT引导穿刺定位。定位方法，

患者卧于飞利浦大孔径 CT扫描床，根据病灶位置灵活摆放体位，以方便穿刺操作、穿刺通道

风险小、穿刺路径最短和患者舒适为原则。病灶部位体表贴定位栅，先行 5mm层厚全胸螺旋扫

描，依据 CT影像，设定穿刺路径，选择并标记皮肤穿刺点，测量穿刺点至注射胶靶区的直线

距离。穿刺注射胶的靶点选择在距病灶 5-10mm处，距脏层胸膜 5-10mm处。穿刺过程中 CT扫

描引导采用靶区扫描，扫描范围在以病灶为中心的上下 5cm之内，层厚为 3-5mm，整个过程患

者平静自由呼吸。当穿刺针达到预定范围后，注入α-氰基丙烯酸酯快速医用胶 0.5ml，结束

操作，拔出穿刺针，随后行全胸 CT扫描，观察胶显影情况及有无穿刺相关并发症发生。然后

在 2小时之内行 VAT辅助楔形肺切除，切除标本冰冻切片回报如为肺癌，再行扩大肺叶切除和

区域淋巴结清扫。结果：共有 20例 22个病灶，男性 12例，14个病灶；女性 8例，8个病

灶。年龄 40-69岁，平均 50±7.7 岁。所有研究对象无特殊临床症状。病灶位于右上肺 10

个、右下肺 6个、左上肺 2个、左下肺 4个。病灶最大径为 8.8±2.87mm。密度为纯磨玻璃密

度（GGO）者 12个，混合磨玻璃密度（mGGO）10个。注射胶均显示为类圆形高密度结节，最

大径为 9.65±2.25mm。定位术后 2例见穿刺针道少量出血，本组病例无气胸发生。术中所有

病灶定位明确，其中两个病灶注射胶渗到胸膜表面，形成粘连，其余均为局限凝固结节，边缘

清晰。手术顺利，术后病理诊断原位癌 2个，微小浸润癌 10个，浸润性腺癌 2个，慢性炎症

8个。 

 

   

 

 

PU-0657 

Strategy of endovascular treatment for renal artery 

aneurysms 

 
王勇,宋松林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430022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strategy and outcome of endovascular treatment for 

renal artery aneurysms (RAAs). 

Materials and Methods: A retrospective cohort review of 17 patients with 26 RAAs 

at our hospital from December 2009 to October 2016 was undertaken.  

Results: Endovascular treatment was successfully performed for 26 RAAs of 17 

patients. Twelve RAAs were treated by simple coil embolization of the aneurysm sac, 

and 9 RAAs were treated by coil embolization with sacrifice of the aneurysm parent 

artery. Two RAAs were treated by stent-graft placement, two cases were treated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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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nt-assisted coil embolization, and one intralobar RAA was treated by 

embolization with polyvinyl alcohol particles. 

Conclusion: Endovascular treatment for RAAs is safe and effective when 

personalized therapy strategy is carefully selected. 

    

 

 
PU-0658 

中晚期胰腺癌组织间内照射治疗的术后反应及并发症分析 

 
谈忠孝，吕维富*，成德雷，周春泽，鲁东

1
,谈忠孝，吕维富*，成德雷，周春泽，鲁东

1
 

1.安徽省立医院 

2.安徽省立医院 

 

目的 回顾我院胰腺癌
125
I粒子植入术术后反应及并发症，分析其发生的原因，以期为预防并

发症的发生提供思路。 方法 回顾分析 2010年 5月至 2015 年 4月安徽省立医院介入科经 CT

引导下
125
I粒子植入治疗中晚期胰腺癌患者的临床资料，收集术后反应、并发症及处理后结果

等，结合病例及文献分析原因。 结果 本研究 78例
125
I粒子植入的胰腺癌患者，出现术后反

应包括：短期术后腹痛加剧 26例，术后发热 29例，术后恶心呕吐 9例，术后腹泻 5例，便秘

4例；植入粒子术后发生的并发症有胰腺炎 9例，术后感染 5例，其中有 1例感染合并肠穿

孔，另发肠梗阻及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各 1例，粒子移位 2例，总并发症的发生率为 23%

（18/78）。除其中 1例患者死于感染伴肠穿孔导致脓毒败血症，其余经治疗后均好转。植入

粒子数≤27 颗与植入粒子数超过 27颗的总体并发症的发生率有统计学意义（13% vs 34%，

P=0.032）。 结论 中晚期胰腺癌
125
I粒子植入术是一项安全性较高的治疗手段。多数患者术

后有不同程度不适反应，仅有少数患者术后有并发症发生。
125
I粒子植入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

与植入粒子的数目有相关性。 

   

 

 

PU-0659 

MRI and 3D reconstruction used in microwave 

ablation：initial research 

 
Yang Nannan,Gong Ju,Wang Zhongmin 

Ruijin Hospital Luwan Branch，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00020 

 

Purpose: To verify the feasibility of the multi-series MRI and three-dimensional 

(3D) reconstruction in planning and evaluating the treatment response of liver 

metastasis microwave ablation (MWA). Material and methods: From Aug.2015 to 

May.2016, according to enrolled standard, 16 patients （21 lesions） were enrolled. 

MRI (T1WI/T2WI/multi-b value DWI) were performed for Pre-operation and follow up. 

All data were auto-transfer to work station syngo.via for analysis. Results: Till 

1-3 month after operation, no serious or fatal complication, no recurrence was 

observed. Operation train was 100% match with 3D reconstruction planning. Compared 

with CTA, MRI shows 99% (29/30) small vessel nearby. No dilated biliary duct was 

fund in all case; MRI shows 12 normal biliary ducts 1cm area around. Multi-s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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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reconstruction efficiently showed post-operation signal change and ablation 

margin. Conclusion: three-dimensional (3D) reconstruction of MRI is feasible and 

effective in the treatment planning and evaluating the treatment response of MWA 

for liver metastasis.  

 

 

PU-0660 

BxPC3 胰腺原位肿瘤动物模型的建立与活体成像观察 

 
夏宁,贡桔,陈志瑾,王忠敏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200025 

 

目的 利用 mKate2-BxPC3小鼠人胰腺癌细胞构建原位瘤模型建立方法和探索移植瘤动物生长观

测方法。 

方法 将 mKate2-BxPC3小鼠人胰腺癌细胞皮下移植瘤制成瘤体，原位包埋于健康的 BALB/c 雌

性小鼠胰腺尾部被膜下，20 只小鼠均接种成功,利用活体成像仪(Xenogen)连续观测小鼠体内

移植瘤的生长情况，根据活体成像小鼠体内成瘤 10mm时，分别应用 64排螺旋 CT

（Siemens）、1.5T-MRI(Siemens)、7T-MRI(Bruker)以及活体成像仪(Xenogen)观测小鼠体内

移植瘤的生长情况。 

结果 影像检测显示所有小鼠人胰腺癌原位移植瘤模型均建立成功，成功率为 100%；最佳成瘤

中位时间为 14天，瘤体最大直径为 10mm。CT成像具有良好的空间分辨率，软组织结构无法准

确显示，1.5T-MRI对小动物成像缺乏良好的组织分辨率，7T-MRI结合动物线圈，能够清楚显

示腹腔内结构，T2DWI具有良好组织和空间分辨率。活体成像仪能实时显示动物体内肿瘤生长

情况，能直观的显示瘤体大小。 

结论 瘤体皮下原位包埋扩增法是建立小鼠人胰腺癌原位移植瘤模型较理想的方法，操作简

便，成功率高；7T-MRI和活体成像仪是检测移植瘤生长情况的可靠检查方法，可以用于胰腺

癌动物模型的监测，精确定位原位肿瘤，为后期试验研究干预肿瘤，提供良好的评估方法。  

 

 
PU-0661 

多西环素硬化治疗舌部微囊型淋巴管畸形的疗效与安全性 

 
陈昆山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20 

 

目的 探讨多西环素硬化治疗舌部微囊型淋巴管畸形的疗效与安全性。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5年 7月至 2016年 12月我院以多西环素硬化治疗的 12例舌部微囊型淋巴管畸形患儿的临

床资料。所有患儿术前结合临床症状及影像学检查诊断为舌部微囊型淋巴管畸形，部分病例结

合术中穿刺液进一步确诊。全麻后在影像引导下穿刺病灶，成功后用多西环素进行硬化治疗，

4周后未达到治愈标准可重复硬化治疗，术后随访 3~15月。结果 12例患儿共行硬化治疗 28

次，平均 2±0.3 次/例。9 例患儿治疗后临床症状消除，瘤体基本消失，影像学检查未见瘤体

或仅有少量残余硬化病灶，随访无复发，达到治愈标准；3例患儿治疗后瘤体缩小 50%以上，

影像学检查仍有少量囊性病灶残余，达好转标准，建议继续随访，必要时再次硬化治疗。术后

3例次出现轻至中度发热，5例次局部肿胀，2例次出现舌粘膜浅表破溃，经对症治疗后可恢

复正常。本组患儿均无继发感染、药物过敏等严重不良反应。 结论 多西环素硬化治疗舌部

微囊型淋巴管畸形疗效确切，创伤小，安全可靠，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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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662 

Wall Shear Stress Insult Contributes to Generation 

and Growth of Small (<5 mm) Unruptured Cerebral 

Aneurysms 

 
Zhu Yueqi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Affiliated Sixth People’s Hospital 200233 

 

Background and Purpose―Aneurysm growth is a risk factor for rupture, however the 

detailed mechanism remains unclear. Present study was performed to identify 

whether hemodynamic insult could prompt small unruptured aneurysms to generate or 

grow. 

Methods―Six pairs of unruptured small (<5 mm) cerebral aneurysms from patients 

followed with longitudinally three-dimensional MR imaging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an angiographic confirmed enlarged group (with >50% volume increase; 

n=6) and an angiographic stable group (with ±10% volume changes; n=6). Patient-

specific 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 models were created and run under pulsatile flow 

conditions. Reverse reconstruction technique was used to simulate the status of 

before aneurysm generation. Relevant hemodynamic variables were calculated and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In the enlarged group, wall shear stress (WSS) at the aneurysm neck and 

body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stable group before aneurysm growth (P<0.05) 

and WSS decreased to baseline after growth. Reverse reconstruction revealed an 

elevated WSS at the site of aneurysm formation compared with other sites in the 

parent artery, and WSS at the formation sit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after 

aneurysm growth and further enlargement (P<0.05). 

Conclusion―Local elevated WSS to the arterial wall contributed to aneurysm 

generation, whereas elevated WSS at the aneurysm neck and body worked together to 

result in further growth of small aneurysms. 

   

 

 
PU-0663 

单纯性肥胖的现状与治疗手段的研究进展 

 
韩天壮,尹化斌 

复旦大学附属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 200240 

 

  超重和肥胖作为世界面临的问题之一，已对全球人口的疾病发生率和死亡率产生了一定影

响。目前单纯性肥胖的治疗方法主要非手术治疗，即行为及药物疗法和手术治疗。经导管胃左

动脉栓塞治疗是一种新兴治疗手段，通过对胃左动脉栓塞阻断胃底和部分十二指肠的血流供

应，从而减少了胃饥饿素—Ghrelin的产生，降低食欲以达到控制体重的目的。国内外学者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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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进行了动物实验,对动物体重及血清相关激素的定量检测和胃底组织病理学检查，证明了胃

左动脉栓塞减肥术的有效性。 

   

 

 
PU-0664 

腔内成形联合股动脉内膜剥离治疗长段髂股动脉闭塞性病变 

 
梁琪,叶斌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410013 

 

【摘要】 目的 探讨长段髂股动脉闭塞性疾病介入腔内成形辅助股动脉内膜剥离治疗的可行

性，安全性及临床疗效。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9年 1月至 2014年 8月治疗的 22例（共 24条

患肢）长段髂股动脉闭塞性病变，其中 15例单侧髂总动脉-髂外动脉-股总动脉闭塞，5例单

侧髂外-股总动脉闭塞，2例双侧髂总动脉及髂外动脉闭塞，所有病例均存在不同长度的股浅

动脉闭塞，平均闭塞长度为 341.5±82.6mm (212.5～470.6mm),所有患者均行 PTA+内支架治

疗，其中 4例患者行股动脉内膜剥离联合支架置入。术后 3、6、12个月随访，复查下肢 CTA

检查。结果 22例患者（24 条患肢）技术均获成功，无死亡病例，术后下肢缺血症状不同程度

缓解，与术前比较，踝肱指数（0.82±0.26 vs 0.32±0.18，P <0.05）。1例患者出现穿刺

部位血肿，经保守治疗好转，1例术后支架内急性血栓形成，经置管溶栓后通畅。平均随访时

间为 11±4.2 个月（3～30 个月），术后 6个月，1年累积一期通畅率分别为 87.5%、

83.33%。结论 长段髂股动脉闭塞性病变，血管腔内成形术联合股动脉剥离是安全、可靠的治

疗方法，其近期疗效好，并发症少。  

 

 
PU-0665 

评判对比剂肾病患者继发终末期肾脏病的风险模型及应用性

研究 

 
尚祥,许舒国,崔元生,刘建雄,魏鼎泰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宁德市医院 352100 

 

目的：搜集与对比剂肾病(contrast induced nephropathy, CIN)相关的临床指标，构建评判

该患者继发终末期肾脏病(End stage renal disease, ESRD)的风险性模型，并验证其应用

性。方法：连续性纳入宁德市医院于 2014年 09月至 2015 年 09月初次接诊的 CIN患者为研究

队列，完善研究对象初始入院时的各项临床资料及实验室检查结果。并对其进行为期一年的随

访以确认预后，依据随访结果，进行远期风险性预测和相关危重度评判分析。结果：本次研究

最终纳入 215例 CIN患者、14人失访，19例患者于随访期内进展至 ESRD阶段。①Cox 回归分

析显示，CIN患者不良预后的风险模型由近期重复接受造影、高 MRS量表评分、高 uKIM-1含

量、高 umAlb含量、高 uNGAL 含量组成，上述因素均为 CIN 患者发病 18个月内继发 ESRD 的独

立风险因素；②umAlb≥36.80ng/ml、uNGAL≥128.21ng/ml、uKIM-1≥137.56pg/ml 的 CIN患

者，其病情更加严重、进展至 ESRD阶段的时间更短，其中 uNGAL及 uKIM-1的临界值指标具有

更高的危重度评判效能(p＜0.05)。 结论：近期重复造影、MRS量表、uKIM-1、umAlb、uNGAL

是 CIN患者继发 ESRD的风险因素，且 uNGAL≥128.21ng/ml 及 uKIM-1≥137.56pg/ml 为衡量

CIN病情危重度的临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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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666 

应用脾动脉栓塞术治疗儿童脾功能亢进 

 
郝向东 

徐州市儿童医院 221000 

 

摘要：目的：探讨脾动脉栓塞在治疗脾功能亢进的应用价值。方法：收集我院 2016年 6月至

2017年 6月行脾动脉栓塞的患儿 6例，男 4例，女 2例，年龄均在 5至 8岁之间。1例为地中

海贫血，4例为血小板减少性紫癜，其中一例为慢性型，1例为巨脾，脾功能亢进。临床症状

均为鼻衄、皮肤瘀点瘀斑、巨脾，其中 1例曾发生蛛网膜下腔出血。结果：脾动脉栓塞后 6例

病人的临床症状和体征随着血小板等血象的上升而改善，血小板在脾栓塞后迅速恢复至正常值

范围内，皮肤出血点瘀斑吸收消失，鼻衄等出血停止。讨论：脾功能亢进一般采用传统的外科

切脾手术。但随着对脾生理和病理的进一步认识，并且由于血象改变、出血倾向等所致低蛋白

血症和腹水使手术受到限制，并且术后可能出现致命性的感染，尤其是儿童。70年代

Maddison首次应用脾栓塞治疗脾功能亢进成功后，随着脾栓塞技术的成熟，目前已成为非手

术治疗脾功能亢进的首选方法。脾栓塞术既避免了脾切除后机体免疫机能的削弱，又保留了脾

脏的功能。 

部分性脾动脉栓塞作为一种非手术治疗脾功能亢进的技术，应用于儿童，其创伤小、并发症

少、疗效高，因此有着深远的意义和发展前景。只要我们严格掌握、妥善安排、熟练操作，脾

栓塞技术有着广泛的应用和推广价值。 

   

 

 
PU-0667 

Transitional Care Interventions for Patients with 

Cirrhosis: a Multidisciplinary Care Model for the 

Prevention of Complications Post-Transjugular 

Intrahepatic Portosystemic Shunt 

 
Wang zhongmin,Gong Ju,Xia Ning 

Rui Jin Hospital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00020 

 

AIMS 

TIPS is an effective method for resolving the symptoms of portal hypertension. 

However, an increase in symptom recurrence rate and the incidence of hepatic 

encephalopathy after TIPS, which may adversely affect quality of life and 

accelerate hepatic function deterioration, is the main cause of death. New models 

of specialized caregiving support are necessary to optimize its management. The 

aim of the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study was to evaluate the efficacy of 

transitional care interventions of multidisciplinary team for patients with 

cirrhosis post-TIPS. 

METHODS 

68 cirrhotic patients admitted to hospital underwent TIPS were allocated, after 

discharge, randomized to the control group, or to the intervention group,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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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llowed prospectively as outpatients up to death or for at least 3 months.The 

conventional care was performed for the patients of control group. The 

conventional care combined with transitional care interventions were performed for 

intervention group. Transitional care through telephone follow-up, family visits, 

and WeChat guided patients to prevent gastrointestinal bleeding, infection and 

constipation , quality low-protein diet intake, recognize minimal encephalopathy, 

monitor blood ammonia, return visit regularly, deal with adverse drug reactions of 

anticoagulant. The compliance behavior, incidence of adverse events, Child-Pugh 

scores and ammonia of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at baseline as well as 1 and 3 

months post-TIPS.  

RESULTS 

The compliance behavior scores of patients in the interven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1(t=-2.8, P=0.007) and 3 months (t=-

5.57, P＜0.001) post-TIPS. The incidence of hemorrhage, hepatic encephalopathy, 

leg swelling and death of the interven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3 months after TIPS, =5.581,P <0.05.Repeated measures analysis of 
variance showed significant time effects from baseline to 3 months about Child-

Pugh scores of two groups, F=3.46,P=0.042,and group*time interaction, F=10.72,P＜ 

0.001.While, the time effects and group*time interaction of the repeated measures 

analysis of variance show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blood ammonia level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CONCLUSIONS 

Transitional care interventions post-TIPS can increase the accessibility of 

patients to scientific nursing, significantly improve patients’ compliance 

behaviors and health, improve postoperative hepatic function, decrease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events post-TIPS.  

 

 

PU-0668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the Safety 

and Efficacy of Uterine Artery Embolization vs. 

Surgery for Symptomatic Uterine Fibroids 

 
Wang zhongmin,Gong Ju,Xia Ning 

Rui Jin Hospital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00020 

 

Objective: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systematically review the safety and 
efficacy of UAE vs. surgery for symptomatic uterine fibroids. 

Methods: A search was conducted in the Cochrane Library, PubMed, EMbase and Web of 
Science databases from their inception to July of 2014 to collect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RCTs) that assessed UAE versus surgery for the treatment of 

symptomatic uterine fibroids; the references of the included studies were also 

retrieved. Two reviewers independently screened the studies according to the 

inclusion and exclusion criteria, extracted data and assessed the methodological 

quality. The meta-analysis was conducted using RevMan 5.2 soft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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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A total of 7 RCTs involving 859 patients were used. The results of the 
meta-analysis showed a reduced length of stay and recovery time for UAE when 

compared with surgery. There was no reported that surgry was better on improving 

health-related quality of life in the included studies.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patient satisfaction (1-2 and 5 year), intra-procedural 

complications or major complications (1 year). However, the rates of minor 

complications (1 year) and further interventions (2 and 5 year)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patients who underwent UAE rather than surgery. The rates of pregnancy 

and live birth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among patients who underwent UAE than 

surgery. 

Conclusions: Generally speaking UAE is safe and effective and UAE has the 
advantages of the shorter hospital stay and recovery time compared with surgery. 

However, UAE has the risk of re-intervention and lower pregnancy and live births 

rates.  

 

 
PU-0669 

经小隐静脉插管造影术 

 
耿坚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东院) 201203 

 

目的：经皮腘静脉插管造影术，是我国学者首创的一种下肢深静脉造影方法。其不仅可以确定

下肢深静脉倒流程度，还能逐一检测股浅—腘静脉中每对瓣膜的功能，但腘静脉成功穿刺是该

造影的技术难点。根据多数情况下小隐静脉（浅静脉）在膝关节水平汇入腘静脉的解剖结构，

我们尝试从膝下小隐静脉进行插管造影，以解决穿刺腘静脉的难题。 

方法：11条下肢先行下肢深静脉顺行造影，其下肢深静脉回流通畅，且均明确显示小隐静脉

在膝关节水平汇入腘静脉。俯卧位在腘横纹远侧切开皮肤，分离皮下组织，暴露并穿刺小隐静

脉，将 5F导管顺血流方向插至髂外静脉进行造影，逐渐退出导管，从近至远依次检测股浅—

腘静脉每对瓣膜的具体功能，同时确定下肢深静脉倒流程度。造影结束后结扎近端小隐静脉。 

结果：经该造影检查，11条下肢均诊断为原发性深静脉瓣膜功能不全；深静脉倒流程度，Ⅲ

级 8条下肢，Ⅳ级 3条下肢。 

结论：经小隐静脉插管造影术，是经皮腘静脉插管造影方法的演变。暴露小隐静脉的穿刺、插

管，克服了盲目穿刺腘静脉的困难；避免了穿刺对腘动脉、腘静脉及胫神经所造成的损伤；尤

其适合于小隐静脉曲张的下肢深静脉倒流性疾病患者的造影检查。  

 

 

PU-0670 

经动脉超选择性肝段、亚肝段 联合栓塞治疗小肝癌的临床研

究 

 
李海涛 

宜昌市中心医院 443000 

 

目的 探讨经动脉超选择性肝段或亚肝段联合栓塞治疗小肝癌的临床价值。资料与方法 25例

小肝癌经肝段或亚肝段超选择性插管，应用超液态碘化油、无水乙醇和高温高压消毒后的明胶

app:ds:the%20satisfaction%20of%20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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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绵颗粒对载瘤肝段或亚肝段进行联合栓塞，术后 1~3月复查 AFP、CT和彩色多普勒,随访 6

月~5年。 结果 AFP值于 2周内逐渐恢复正常；病灶体积于术后 1~3月明显缩小；12例出现

复发或肝内转移，复发或转移时间最短 3个月、最长 12个月，平均 7.5个月，均采取反复栓

塞治疗；本组病例平均治疗次数为 6次；术后 1年、3年、5年生存率为 88%、72%、52%。结

论 对于没有外科手术指征或不愿意接受切除手术的小肝癌患者，经动脉超选择性肝段或亚肝

段联合栓塞术是一种疗效显著的非手术微创治疗手段，并可取代小肝癌的常规 TACE治疗。  

 

 

PU-0671 

碘对比剂重度外渗后切排的相关思考 

 
郭苗苗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430022 

 

目的 探讨碘对比剂渗出后如何有效护理的经验和方法。方法：选取在我科进行 CT增强和 CTA

注射碘对比剂发生外渗的 18例患者，按照外渗的不同程度给予不同的处理方法，动态观察患

者肿胀部位的吸收恢复过程。结果：通过不同措施的干预，18例患者外渗部位肿胀都已消

退，均不影响肢体功能。但是其中 1例重度外渗患者由于外科切开减压方法的介入，给患者带

来了二次伤害，造成了很大的不良影响。结论：在 CT增强检查过程中碘对比剂外渗的情况防

不胜防，但是在各种有效预防措施都采取后还是发生外渗的情况下，积极给予相应的有效护理

干预完全可以达到很好的预后效果。除非局部肿胀明显导致血液循环障碍，原则上禁止切开减

压及其他外科处理方法。  

 

 
PU-0672 

肝动脉化疗栓塞术联合射频消融术和 125I 放射性粒子植入术

治疗不可切除性原发性肝癌的临床疗效研究 

 
刘伟文 

丽水市中心医院 323000 

 

目的：通过本研究探索肝动脉化疗栓塞术联合射频消融术和
125
I放射性粒子植入术治疗不可切

除性 3-5cm单发结节型原发性肝癌患者的临床价值，确认此类患者是否能从该联合疗法中获

益。方法：前瞻性收集 40例 2011年 6月至 2016年 12月期间确诊并入住我院的不适宜外科手

术的单发结节性肝细胞癌患者，肿瘤大小为 3-5cm，其中 20例采用肝动脉化疗栓塞术

（TACE）联合射频消融术（RFA）和
125
I放射性粒子植入术治疗（联合组），另外 20例行 TACE

治疗（对照组）。联合组患者先行 TACE，后进行 RFA治疗，并经导管植入
125
I放射性粒子，粒

子间间距 1cm，每例患者粒子植入数量由放射粒子植入计划系统（TPS）计算确定，一般为 8-

20粒。随访观察两组患者的疗效，并利用 mRECIST标准进行评估。结果：随访发现联合组的

平均生存时间为 50.56个月，对照组为 20.82个月，两组之间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联

合组的中位生存时间为 41个月，对照组为 19.6个月，联合组相较于对照组明显更长

（P<0.05）。联合组的 1、2、3和 5年生存率分别为 95%、75%、70%和 50%，对照组分别为

80%、50%、25%和 15%，1、2、3和 5年生存率组间比较均有统计学差异（P<0.05）。结论：

TACE联合 RFA和
125
I放射性粒子植入术能够使 3-5cm的单发结节性肝癌患者获益，疗效优于

TACE治疗，患者的生存时间显著延长，尤其是长期生存期明显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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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673 

新型自显影性纳米凝胶栓塞剂对肝癌介入诊疗的实验研究 

 
刘一鸣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430022 

 

目的：制备聚（N-异丙基丙烯酰胺-co-丙烯酸）温敏聚合物表面修饰金纳米粒水分散体，记为

GNP@PNA，了解其性质, 探究 GNP@PNA栓塞兔肾动脉的可行性、安全性及持久性, 观察其栓塞

及自显影效果，评价抗肿瘤的疗效。 

方法：建立 30只兔正常肾动脉栓塞模型,随机分为两组，分别采用聚乙烯醇（PVA）颗粒和

GNP@PNA介入处理，于处理后 1周、1月、2月进行 CT-3D 后处理，并于三个时间点各处死 5

只兔行病理学检查。建立 40只兔 VX2肿瘤模型，随机分为四组并行介入处理：A组

（n=10）：生理盐水（NS）0.3ml；B组（n=10）； PVA（350-560μm）颗粒；C组（n=10）： 

Lipiodol/Gelfoam（350-560μm）；D组（n=10）： GNP@PNA 0.4ml。于术前 0天、术后 7天

分别行 CT平扫+增强扫描，观察肿瘤形态，测量肿瘤大小，计算肿瘤体积及肿瘤生长率；于术

前 0天、术后 3天、7天分别抽取各组 10只兔耳缘静脉血，检测其肝肾功能；于术后 7天处

死各组中 10只实验兔，留取肿瘤组织标本，采取 H-E染色和 Masson染色来观察肿瘤组织的大

体形态及病理变化；收集术后第 7天 GNP@PNA栓塞组兔血样、心脏、肝脏、肾脏、脾脏、肺、

脑以及部分肿瘤组织做体内分布及透射电镜检查，综合评价 GNP@PNA栓塞性及自显影性。 

结果：术后 7天 GNP@PNA组与 NS、PVA、Lipiodol/Gelfoam相比肿瘤体积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与 Lipiodol/Gelfoam组相比较，虽然都可显影，但是 GNP@PNA组栓塞后肿瘤坏死范围更

广。与 NS 、PVA组相比较，GNP@PNA组肿瘤坏死率更高。肝肾功能显示一过性肝损伤，对于

兔肾功能并无影响，提示其安全性高。 

结论：GNP@PNA拥有良好流动性、有效栓塞性及优异的生物相容性，自显影效果满意，可作为

一种新型的液体血管栓塞剂。 

 

  

   

 

 
PU-0674 

血管腔内治疗 Standford B 型夹层合并 A 型壁内血肿 3 例并

文献复习 

 
宋松林,郑传胜,熊斌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430022 

 

 

【摘要】 目的 探讨血管腔内治疗 Standford B型夹层合并 A型壁内血肿安全性及有效性。资

料与方法 2015年 10月至 2017年 1月共收治了 3例合并升主动脉壁内血肿的 standford B 型

胸主动脉夹层患者，患者入院后稳定血压、心率，对症保守治疗 14天后行血管腔内治疗术。

回顾分析其临床资料并文献复习。结果 3例患者均顺利完成血管腔内治疗术，无逆撕等并发

症。术后 1月全主动脉 CTA 复查示夹层破口完全封闭、无内漏发生，真腔血流明显改善，壁内

血肿明显吸收消退，升主动脉管壁厚度恢复到正常水平。患者临床症状明显好转，无截瘫、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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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等严重并发症发生。结论 对于合并升主动脉壁内血肿的 standford B型胸主动脉夹层，如

果升主动脉内膜完整，患者降压、降心率处理后症状缓解没有加重进展，在发病 14天后行血

管腔内治疗术是安全有效的。   

 

 
PU-0675 

TACE 联合多影像引导技术精准消融特殊部位肝癌 

 
杨柏帅,袁敏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复旦大学附属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201508 

 

目的：对于特殊部位肝癌，既往常规消融技术并发症多、疗效差，本文旨在探讨 TACE联合多

影像引导技术精准消融特殊部位肝癌的可行性、安全性及有效性。方法：研究 TACE联合 RFA

治疗 98例肝癌病灶，其中常规部位病灶 69例、特殊部位病灶 29例，探讨最佳影像引导方

式，监测术后并发症，肝功能变化情况，随访术后 1月肿瘤完全坏死率，记录患者肿瘤无进展

生存时间。结果：29例特殊部位肝癌均成功实施精准消融。术后短期肝功能轻度损害，1月内

均能恢复。并发症发生率与常规组相当，没有治疗相关死亡。术后 1月，肿瘤完全坏死 27例

（93%），术后 1年，肿瘤无进展生存率 79.3%，两组患者肿瘤无进展生存时间无显著差异。

结论：TACE联合多影像引导技术精准消融特殊部位肝癌，安全、可行、有效。  

 

 
PU-0676 

新型气泵式集成输液装置在介入术中的应用及探讨 

 
陈廷静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野战外科研究所 400042 

 

目的： 针对我院高血压内分泌科、神经内科、神经外科医生在进行动脉血管介入操作过程中

使用加压灌注装置或抢救病人加压输注药物时因手动加压；夜间护士相对少；加压输注装置破

损、漏气，液体更换不及时等有可能出现的各种异常：如空管、漏液、气泡、液路堵塞等状况

来解决介入术中使用加压输注装置时液体滴注的安全，避免更换时影响手术进展，减少护士辐

射受照射剂量，实现输注时自动切换、自动报警，并能提高静脉、动脉输注过程的自动化和精

准度，探讨加压输注装置在介入术中使用时的安全性能并改进设计新型气泵式集成输液装置。 

方法：改进加压输注装置，不断创新，发明新的实用新型专利设计出一种气泵式集成输液装

置，该装置由蠕动泵、压缩空气或微电机为动力，电机、打气泵、传感器、液晶屏电子元件等

通过控制系统实现滴速调整；液体剩余量的检测、报警、输液袋切换及紧急停止的智能化，并

发出报警提示；减少护士受照射辐射剂量，并可以和中心监护站连接，以便及时有效的观察输

液情况； 杜绝介入术中因使用加压输注装置而导致的意外及医疗事故的发生，让患者得到及

时、安全、高效的医疗服务。 

结果： 经过动物实验后证明气泵式集成输液装置与传统加压输注装置相比，新型气泵式集成

输液装置在介入术中使用方便、更安全且高效。 

结论： 在介入手术配合中，使用加压输注装置时，气泵式集成输液装置的设计它能使输液过

程变得更加智能化，并能提高液体滴注过程的安全性和精准度；能及时有效的杜绝加压输注装

置在介入术中液体滴注完毕带来的风险，减少并发症及医疗事故的发生，提高介入手术患者的

医疗护理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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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677 

三维标测引导下射频消融术全程护理干预的效果分析 

 
祖丽 

安庆市立医院 246003 

 

目的 分析全程护理干预在三维标测系统引导下射频消融术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回顾性分析

我院 2016年 1月-2017年 1月收治的 40例快速心律失常接受三维标测引导下射频消融术患

者，按不同的护理方法分为对照组（常规护理）与观察组（优质护理），每组 20例，分别对

两组患者的平均手术时间及术中疼痛感进行比较。 结果 40例患者射频消融治疗均成功，平

均手术时间观察组为（131.1±33.21）分低于对照组（163.4±42.25）分，术中疼痛感观察组

均明显低于对照组，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全程护理干预运用于三维标测

引导下射频消融术中，可明显降低患者术中疼痛感，减少术中干扰，缩短平均手术时间，提高

患者对我们护理工作的满意度。 

   

 

 
PU-0678 

CT 引导下经皮穿刺活检在胸骨病变中的应用（附 136 例报

告） 

 
吴文泽,魏嵬,易长虹,张波,万茂林,陈芽 

荆州市中心医院 434100 

 

[摘要] 目的: 评价 CT引导下经皮穿刺活检在胸骨病变中的诊断价值。资料与方法：CT 引导

下经皮穿刺活检胸骨病变 136例，局麻下操作，经病变前方进针。结果：136例穿刺活检成

功，135例获得病理诊断，占 99.2％；1例穿刺未取得或取得的病理组织不足，占 0.8％。136

例中 130例有手术病理结果，129例手术结果和穿刺结果相符，1例不相符，另 6例转移瘤找

到原发病灶而未手术。CT引导下经皮穿刺活检胸骨病变其组织学定性的符合率为 99.2％，均

未见严重并发症。结论: CT 引导下经皮穿刺活检在胸骨病变中的应用是安全可靠的,并发症少,

可得到明确的病理诊断,为临床制定治疗方案提供依据。  

 

 

PU-0679 

中文版下肢深静脉血栓腿部症状量表的信度与效度前瞻性分

析 

 
张艳君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0001 

 

目的：进行中文版下肢深静脉血栓腿部症状量表的信度与效度前瞻性分析；方法：2014 年 11

月至 2015年 11月，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介入科连续纳入患者，最终计入统计的 77

名 DVT患者，于出院第 1周、4周、48周进行随访。随访中使用中文版下肢深静脉血栓腿部症

状量表，记录患者 DVT相关症状严重程度；结果：中文版下肢深静脉血栓腿部症状量表在各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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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点 alpha系数均大于 0.7，提示较好信度。除右腿为患侧的受访者在第 48周随访后得出不

同结果外，所有测量时间点中，受访者使用中文版下肢深静脉血栓腿部症状量表测量的腿部评

分均显示患侧症状比非患侧严重，提示该量表具有较好的效度。另外，双侧腿均患病的受访者

的两腿评分无统计学差异。结论：DVT-LSI是一项专为 DVT 腿部症状评估设计的量表，研究证

明，中文版 DVT-LSI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效度。适用于临床中，DVT发作后，长时间观察腿

部相关症状的进展。对于科研而言，DVT-LSI是传统结局指标的有力弥补。  

 

 

PU-0680 

Combination of synchronous chemotherapy with 

Irreversible electroporation for locally advanced 

pancreatic carcinoma 

 
Niu Lizhi 

Fuda Cancer Hospital， Medical School of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China 510000 

 

【Abstract】 Purpose: To evaluate the safety and short-term efficacy 

of synchronous chemotherapy combined with Irreversible electroporation 

in locally advanced pancreatic carcinoma.  

Materials and Methods: Patients with locally advanced pancreatic cancer unfit for 

surgery or cryoablation after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were enrolled in this 

study. Irreversible electroporation (IRE) was performed on 46 patients. The 

24 cases were divided into synchronous chemotherapy combined with IRE group 

(10 males and 14 females, age 52 to 73 years, the mean tumor diameter of 5.03 ± 

1.29 cm) and 22 cases were divided into a IRE group (14 males and 8 females, 

age 41 to 76 years, the mean tumor diameter of 4.90 ± 2.00 cm).  

Results: All adverse effects were controlled by medical management with no 

mortality. In the synchronous chemotherapy combined with IRE group, no major 

complications occurred in the perioperative period. Minor complications comprised 

bloating, hypokalemia, edema, low white blood cells, and blood clotting 

abnormalities. All complications were mild and improved after symptomatic 

treatment. The frequency of minor complications was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 P > .05) compared with the IRE group. After a follow-up of 2 weeks,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ecrease in CA19-9 in synchronous chemotherapy combined with IRE group, 

compared with IRE group, the decrease was far more significant(P < .05). 

Conclusion: The combination of synchronous chemotherapy with irreversible 

electroporation should be an better treatment option for most of the patients with 

locally advanced pancreatic cancer for excellent therapeutic effect. 

   

 

 

PU-0681 

CT 引导下经皮肺穿刺同轴活检术对肺部空洞性病变的诊断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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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竣 

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637000 

 

目的 评价 CT引导下经皮肺穿刺同轴活检术对肺部空洞性病变的诊断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3年 1月至 2017年 1月因肺部空洞性病变而于我院行 CT引导下经皮肺穿刺同轴活检术患

者的相关临床资料(n=52).根据病变大小(A1 ＜30 mm,n=15;B1≥30 mm,n=37),针道距离(A2＜5 

cm,n=34;B2≥5 cm,n=18),空洞壁厚度(A3＜5 mm,n=31;B3≥5 mm,n=21)将其分为 A、B2 组.分

别计算 A、B2组的敏感性、特异性及准确性,并采用 Fisher's 确切概率法比较其差异是否有统

计学意义.结果 病理诊断恶性病变 36例,良性病变 10例.CT引导下经皮肺穿刺同轴活检术对

肺部空洞性病变的敏感性、特异性及准确性分别为 93.7％、89.2％、94.1％.对于不同大小、

不同针道距离以及空洞壁厚度不同的病变,其诊断准确性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对于肺部空洞性病变的诊断,CT引导下经皮穿刺同轴活检术具有较高的灵敏度、特异度和准确

率,其准确性与病变大小、针道的距离以及空洞壁厚度无关.  

 

 
PU-0682 

经导管胃左动脉栓塞术后体重下降的实验研究 

 
付金鑫,王茂强,刘凤永,张金龙,王燕,阎洁羽,袁凯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100853 

 

目的：观察新西兰白兔肥胖模型经导管胃左动脉栓塞术后体重、胃饥饿素水平下降情况及组织

病理学的改变。方法与材料：将 15 只新西兰白兔肥胖模型随机分成 3组，A组：经导管 PVA

颗粒（350μm-560μm）栓塞胃左动脉组，B组：经导管 PVA颗粒（350μm-560μm）栓塞胃左

动脉及胃十二指肠动脉组，C组（对照组）：经导管生理盐水（5ml）灌注胃左动脉及胃十二

指肠动脉组，术前及术后 1、2、3、4周分别测定胃饥饿素、空腹体重、肝肾功能，术后 4周

处死动物行胃及十二指肠组织病理学检测。结果：A组术前胃饥饿素水平（4057 

pg/ml±61），术后胃饥饿素水平平均为（3708 pg/ml±141，P<0.0001）；B组术前胃饥饿素

水平（4137 pg/ml±89）, 术后胃饥饿素水平平均为（3608 pg/ml±239，P<0.0001）；对照

组术前胃饥饿素水平（3986 pg/ml±82），术后胃饥饿素水平平均为（4044 pg/ml±72，

P>0.05）；各组间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0.001）。A组术前体重水平（6.12kg±0.38），术

后体重水平平均为（5.66kg±0.39，P<0.05）；B组术前体重水平（5.99kg±0.57），术后体

重水平平均为（5.24kg±0.61，P<0.01）；对照组术前体重水平（5.94kg±0.45），术后体重

水平平均为（6.24kg±0.42，P>0.05），各组间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0.05）；免疫组化检查

提示实验组胃基底部及十二指肠产胃饥饿素细胞较对照组明显减少（P<0.0001）。Western 

Blot检测提示实验组胃基底部及十二指肠胃饥饿素蛋白条带灰度比值较对照组明显降低

（P<0.01）。结论：本研究揭示胃左动脉栓塞术后胃饥饿素及体重水平下降，胃左动脉及胃十

二指肠动脉同时栓塞术后胃饥饿素及体重水平下降更明显。   

 

 

PU-0683 

Transcatheter Embolization for Treatment of Arterial 

Esophageal Bleeding 

 
Yifan Zhang 

Dept. of Radiology，Union Hospital，Tongji Medical College，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43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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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safety and effectiveness of transcatheter embolization 

for arterial esophageal hemorrhage and improve the level of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this kind of disease. Methods: The clinical materials of 9 cases of 

acute arterial esophageal bleeding, between June 2010 and July 2016,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All cases were diagnosed by CT imaging, common 

angiography or endoscopy before the embolization. And the method of transcatheter 

embolization was performed with combination of coils and PVA particles. The 

outcome was evaluated based on clinical features improvement after the 

embolization. The follow-up assessment was performed within 1 month. Results: The 

active arterial esophageal bleeding was successfully controlled after the 

embolization. The blood pressure increased up to normal level after the therapy in 

8 cases and slowly reached to normal point after one day in 1 case. One patient 

died from the sepsis 20 days later after the embolization and the other one died 

due to multiple metastasis of the pre-existing esophageal carcinoma 1 month later. 

But no relation between the death and the embolization treatment was proved. 7 

cases were recovered and no severe complications or re-bleeding were observed in 

follow-up period. Conclusion: Transcatheter embolization is a safe and effective 

method for the treatment of arterial esophageal bleeding and larger sample 

analysis is needed to study in-depth. 

   

 

 
PU-0684 

甲氨蝶呤明胶海绵栓塞颗粒经子宫动脉治疗输卵管 妊娠疗效

观察 

 
孔鹏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金山分院(上海市金山区中心医院) 201599 

 

【摘要】 目的 用不同剂量甲氨蝶呤（MTX）+动脉栓塞治疗不同高数值的血β-HCG输卵管妊

娠，观察术后疗效和毒付作用。资料与方法 输卵管妊娠 26例，年龄 20岁~44岁，平均 27.9

岁；未产妇 13例，其中原输卵管妊娠手术切除再次输卵管妊娠 11例；已产妇 13例；血 β-

HCG3400iu／L~86430iu／L，平均血β-HCG13078iu／L；输卵管妊娠囊最大 3.8Cm。血β-

HCG＜6000iu／L MTX50mg，β-HCG6000~8000iu／L MTX80mg，β-HCG8000~10000iu／L 

MTX100mg，β-HCG＞10000iu／L MTX150mg；采用改良的 Seldinger技术，26例中 1例单纯灌

注，25例灌注+栓塞。结果 26例介入治疗成功率 100%，血 β-HCG降至正常最迟 26d，全部次

月恢复月经；无并发症及毒付作用发生。结论 经皮超选择性子宫动脉灌注杀胚药+栓塞治疗输

卵管妊娠即微创、高效、安全，是优选术式。 

   

 

 

PU-0685 

应用无水乙醇行腹腔神经丛阻滞术治疗癌痛的剂量探讨 

 
冉雄,李康,周绍权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2946 

 

重庆市人民医院（中山江北院区） 400013 

 

目的：观察不同剂量无水乙醇异常腹腔神经丛阻滞术治疗晚期上腹部癌痛患者的疗效，探讨所

需无水乙醇的适宜剂量，以指导临床工作。 

方法：选取 20例保守治疗无效的晚期上腹部癌痛患者，并随机分为 15ml无水乙醇组（A

组）、20ml无水乙醇组（B组），每组 10例，应用 Philips Brilliance 128排螺旋 CT进行

扫描。扫描参数：管电压 120kV，管电流 200mA，层厚 5mm，层间距 5mm。综合考虑肝、肾、胃

肠道等重要脏器及大血管、神经等对穿刺操作的影响，在 CT引导下选择最安全的经前腹壁或

者背侧入路行经皮腹腔神经丛阻滞术，通过穿刺针外管给 A、B组患者缓慢注入 15ml及 20ml

的 99%无水乙醇，并密切监测患者生命体征。选用疼痛 4分级法进行止痛效果评价，止痛效果

分为 0-III级，分别于术后 1个月和 3个月进行评价止痛短期疗效和长期疗效。 

结果：经过随访观察 3个月后，随访率为 100%，A、B组患者时候短期有效率分别为 42.37%和

91.33%，1个月、3个月时两组无水乙醇组有显著性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且

20ml组的效果明显好于 15ml 对照组，且未发生严重并发症。此外，患者术后食欲、睡眠及情

绪等一般情况均有明显改善。 

结论：对晚期癌痛患者且止痛药物效果不佳的情况下，采用 20ml无水乙醇腹腔神经丛阻滞治

疗晚期上腹癌痛较 15ml组是一种更为安全、有效的方法，不仅提高了患者生活质量，还为患

者继续进行肿瘤的综合治疗奠定了基础，可以有效延长患寿命。  

 

 
PU-0686 

高血压性脑出血 CT 导向下简易定位法血肿穿刺引流术的探讨 

 
姜继锋 

湖南省株洲市中心医院 412000 

 

摘 要： 

目的 对于高血压性脑出血患者进行 CT定位导向下脑血肿穿刺引流术，有效减轻血肿对脑组织

的压迫，挽救患者生命。 

方法 自制简易定位法在 CT 下定位后，对 29例高血压性脑出血患者用长 150-200mm的 16号、

20号穿刺针经颅骨钻孔处穿刺到血肿内抽吸引流血肿。 

结果 29例高血压性脑出血患者行血肿穿刺抽吸术后，压迫症状明显减轻，经积极治疗后好

转。 

结论 血肿穿刺抽吸引流是一种损伤小，效果明显，可迅速有效减轻血肿对脑组织的压迫，尽

最大可能减少脑组织的不可逆损伤，降低高血压性脑出血患者的死亡率。  

 

 

PU-0687 

CT 导引下经皮穿刺 125I 粒子植入治疗肺癌性空洞的可行性探

索 

 
代立梅 

蓟州区人民医院 301900 

 

目的：探讨 CT导引下经皮穿刺组织间植入
125
I粒子治疗肺癌性空洞病灶的技术方法、可行性

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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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应用
125
I 放射性粒子组织间植入治疗肺癌性空洞患者 6例。男 4例，女 2例；年

龄 67-77岁，中位年龄 75 岁。本组共计 6个病灶，最大病灶大小为 4.6cmx2.8cmx3.6 mm，最

小病灶大小约 2.7cmx2.0 cmx3.1 cm。所有病灶术前病理结果均为鳞癌。术前检查以除外禁忌

症。依据术前 CT片制定粒子植入计划，处方剂量 50-60Gy。 

患者选择好相应体位躺在检查床上，进行病灶局部 CT扫描（层厚 5mm），确定进针点位置、

进针方向及深度等。穿刺点局部进行常规消毒、铺巾，局麻。然后将多根植入针由定位点按计

划路线逐步进入到肺癌病灶内,间隔植入
125
I放射性粒子。植入针到达病灶内坏死液化区时，

应先抽出液体再植入
125
I放射性粒子。粒子植入术后行 CT 扫描，了解有无并发症。术后 2-6

个月分别对患者进行 CT扫描，由有经验的放射科医生对其评价，根据肿瘤大小变化对疗效进

行评价，并记录并发症情况。疗效评定标准为：（1）完全缓解（CR），（2）部分缓解

（PR），（3）无变化（NC），（4）进展（PD）。应用直接统计法对患者的疗效和并发症进行

统计。 

结果：所有患者均顺利完成粒子植入手术。粒子植入术后 2个月复查本组 6个病灶中，CR1

个；PR3个；NC2个。术后 6个月复查本组 6个病灶中，CR4个；PR1个；NC1个。总有效率为

83.3％（CR+PR）。1例穿刺针道少量出血，0.5月后复查发现肺内出血已吸收，患侧胸腔出现

少量积液，1个月后复查胸腔积液吸收。 

结论：肺癌性空洞病灶行 CT导引下经皮穿刺
125
I放射性粒子组织间植入取得了较好疗效，且

未见严重并发症，是一种可行、疗效显著的姑息性放射治疗方法。 

   

 

 
PU-0688 

CT 引导下 125I 放射性粒子植入治疗不可切除胰腺癌的剂量学

验证 

 
吴维霞,周志刚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评估 CT引导下 125I 放射性粒子植入治疗不可切除胰腺癌术后剂量学验证与术前计划剂

量学参数的差异，探讨该治疗方法的安全性及可行性。 

方法：分析 2016年 1月至 2017年 5月本院收治临床资料完整的 49例不可切除胰腺癌患者，

男性 33例，女性 16例，年龄 39-72岁，所有患者均经病理证实为胰腺腺癌，TNM Ⅱ期 11

例，Ⅲ期 27例，Ⅳ期 11例。术前采用治疗计划系统（TPS）重建肿瘤三维立体图像，再计算

出需植入粒子的数目，以及空间、剂量分布。患者采用局麻 CT平扫确定病变位置、进针点、

进针角度、进针深度。取粒子植入穿刺针沿定位点按计划角度进针到计划深度，行 CT平扫，

确定进针角度、进针深度，再次缓慢进针到计划深度，再次 CT平扫，按此步骤，分布进针，

确定进针到理想位置，按 TPS在病变内每间隔 1cm植入 1粒放射性粒子，然后按前步骤再调整

方向及层面，在不同层面均匀植入粒子。待粒子分布满意后，退出粒子植入穿刺针，按压约 5

分钟，记录植入粒子数目，再次 CT平扫，确定无出血、无粒子移位等并发症，将 CT图像导入

美国 Varian公司计划系统行剂量验证。比较术前术后 80%、90%、100%肿瘤体积接受的处方剂

量（D80、D90、D100）、计划靶区接受 90%、100%、150%处方剂量的体积百分比（V80、V90、

V100）、平均吸收剂量（Dmean）以及计划靶区体积（PTV）之间的差异。 

结果：术前术后 D80、D90、D100、V80、Dmean、PTV差异不明显，t值分别为 0.73、1.84、0.79、

0.57、-1.41，P＞0.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V90、V100术后较术前明显降低，t值分别为

3.89、4.01，P ＜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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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CT引导下 125I放射性粒子植入治疗不可切除胰腺癌术后进行剂量学验证，基本可以实

现预期的剂量分布，是一种安全、可行的微创治疗方法。 

   

 

 
PU-0689 

 Analyze 技术在肠上动脉狭窄支架术中的应用 

 
梁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430022 

 

摘要 目的 探讨多角度 Analyze技术在肠上动脉狭窄支架术中的应用可行性及适用范围。 方

法 利用 Analyze技术应用于肠上动脉狭窄支架术术前及术中的评估。 

结果 在本院所有肠上动脉狭窄拟行支架术的患者术前及术中评估中，为支架选择及准确置放

提供了准确的数据及实际支持。 

结论 多角度 Analyze技术是一种有效的肠上动脉狭窄支架术前及术中评估手段，值得掌握和

推广。  

 

 
PU-0690 

脑动静脉畸形的介入革新治疗：颈内静脉入路根治性栓塞 

 
贺迎坤,李天晓,白卫星 

河南省人民医院 450003 

 

目的 探索颈内静脉入路血管内根治性栓塞治疗破裂脑动静脉畸形（brain arteriovenous 

malformation, bAVM）的可行性和安全性。 

方法：2016年 11月至 2017 年 7月共有 9例破裂出血的 bAVM患者在我中心接受经颈内静脉途

径的根治性栓塞治疗。所有患者均为经神经外科医师会诊后认为不适合开颅切除或患者明确拒

绝开颅手术，神经介入医师评估单纯动脉入路难以治愈患者。手术在动脉路图导引下，经引流

静脉逆血流方向注入液态栓塞剂完全栓塞畸形血管团。 

结果 9例破裂 bAVM中，男性 7例，女性 2例；Spetzler-Martin分级 Ⅳ级 2例、Ⅲ级 5例、

Ⅱ级 1例、Ⅰ级 1例， mRS≤2评分患者 7例，深静脉引流患者 5例。9例患者均采用了动脉

段控制降压及静脉端压力控制技术，9例患者术后即刻造影均获得治愈。1例脑出血并发症处

理后未导致症状加重。临床随访 1-8月，1例病人术后 3月再发癫痫 1次，所有病人的

mRS≤2。 

结论 经颈内静脉入路根治性栓塞治疗 bAVM技术可行，能明显提高治愈率，但远期疗效还有待

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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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本文就 PTA联合 AMSC 移植治疗糖尿病足后疗效观察，探讨应用血管腔内成形术联合自体

干细胞介入治疗糖尿病足的疗效、安全性及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选取在我院接受介入治疗的 61例糖尿病足病人作为研究对象，按照手术方式进行分组，

单纯 PTA（血管腔内成形术）组 26例，单纯 AMSC（自体骨髓干细胞）组 12例，联合组 23

例。61例患者术前均进行抗炎、控制血糖、扩管及局部清创等治疗。动脉狭窄的 PTA治疗采

用球囊扩张或支架置入治疗，最大可能缩小患肢的缺血范围，保持下肢主干血管的畅通，干细

胞移植治疗主要通过经导管靶向灌注及局部肌肉注射两种方式进行。其中 PTA组仅为实行血管

腔内成形术，AMSC仅为实行自体干细胞移植治疗，而联合治疗的方法为 PTA开通血管后经导

管动脉靶向灌注及肌肉内注射干细胞。PTA术中腘动脉以上的血管狭窄一般采用球囊扩张后置

入支架，而对于腘动脉以下的血管狭窄仅使用球囊扩张成形术进行治疗。干细胞配制成细胞悬

浊液 100ml，取 50ml经导管动脉内靶向灌注移植，另 50ml 采取多点式肌肉注射，对比三组患

者术后 1、3、6、9个月的疗效及预后情况，采用 SPSS19.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以

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三组患者经过治疗后对比疗效结果显示，联合组治疗的总有效率与 PTA组比较 P<0.05，

联合组治疗的总有效率与 AMSC组比较 P<0.05,说明联合组治疗总有效率均优于 PTA组与 AMSC

组；术后 1、3、6、9个月进行随访，下肢血管狭窄复发情况提示 9个月之内患肢的复发率以

联合组的复发率最低，且联合组的复发率较 PTA组及 AMSC 组均具有明显的差异。 

结论:PTA联合自体干细胞介入治疗糖尿病足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手段，PTA联合干细胞治疗糖

尿病足疗效优于单纯 PTA组及单纯 AMSC组，但关于干细胞的移植剂量、时机、致瘤性等方面

仍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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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探讨经导管抓取肺动脉 PICC断裂段, 解除心血管异物栓塞的方法。 

方法：采用 PIG导管联合下腔静脉滤器回收器，对 5例肺动脉内 PICC断裂段进行抓捕。 

结果：5例肺动脉内 PICC断裂段均成功移除，无操作相关并发症发生。 

结论：PIG导管联合下腔静脉滤器回收器经导管抓取肺动脉内 PICC断裂段的方法具有取材容

易，操作简便，成功率高的特点，值得推广应用。 

   

 

 
PU-0693 

急性大咯血动脉血供来源的 DSA 分析及临床栓塞治疗 

 
傅文宏,王家祥 

扬州大学附属医院（扬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225001 

 

目的 回顾性分析急性大咯血责任血管的来源以及血管内栓塞治疗的有效性及安全性。 

方法 对 43例急性大咯血患者进行选择性支气管动脉及相关动脉造影，寻找到咯血的责任血

管，对其用明胶海绵(GS)、海藻酸钠微球(KMG)、聚乙烯醇(PVA)、弹簧圈等材料进行栓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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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所有患者经动脉栓塞后全部即时止血，术后 24h内无活动性出血 38例，l例再次明显咯

血经手术切除右上肺陈旧性病灶止血，4例少量咯血经内科保守治疗而止血。 

结论 急性大咯血的责任血管来源较为复杂，除主要来源于支气管动脉外，还有相当的病例来

源于其他动脉血管，如肋间动脉、膈下动脉、内乳动脉、腋动脉、甲颈干动脉等。急性大咯血

血管内栓塞治疗是快速有效的、安全的。对急性大咯血内科治疗效果不佳而又无法耐受外科手

术者，应及时行咯血责任血管造影和血管内栓塞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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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黄素脂质体抑制栓塞后血管生成的实验研究 

 
高歌军,戴峰 

江苏省中医院 210029 

 

目的:探讨 VX2兔肝癌模型栓塞后残存肿瘤组织中乏氧诱导因子 1-α（HIF-1α）和血管内皮

生成因子（VEGF）的相关性；探讨姜黄素脂质体联合肝动脉栓塞在抑制栓塞后肿瘤血管生成中

的作用。方法:建立 VX2兔肝癌模型，分为 3组。第一组（对照组 n=18）：给予 0.9%生理盐

水假栓塞；第二组（栓塞组 n=18）：给予碘化油和 90-180um 聚乙烯醇颗粒（PVA）栓塞； 第

三组（姜黄素脂质体联合栓塞组 n=18）：给予姜黄素脂质体（20mg/kg body weight）与碘化

油乳液和 90-180 nm聚乙烯醇颗粒（PVA）栓塞。基于栓塞后 VX2兔模型猝死时间再将每组分

为 3个亚组，第一亚组（n=6）：栓塞后 6小时处死；第二亚组（n=6）：栓塞后 24小时处

死；第三亚组（n=6）：栓塞后 3天处死。免疫组化测定 HIF-1α， VEGF和 MVD的表达。结

果:⑴ 对照组 VX2兔在假栓塞治疗后，肿瘤体积呈上升趋势。坏死肿瘤边缘残存肿瘤组织

HIF-1α呈现强染色表现， VEGF呈强阳性染色表现， MVD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P＜0.05)；

姜黄素脂质体联合栓塞组栓塞后肿瘤体积呈现减小趋势，HIF-1α表达明显降低 (P＜0.05)。

VEGF表达低于栓塞组 (P＜0.05) ， MVD表达则呈现明显下降趋势。 ⑵ HIF-1α蛋白与 VEGF 

mRNA具有显著正相关性（r=0.705, P=0.001）；与 VEGF蛋白的相关性为（r=0.655, 
P=0.003）；与 MVD的相关性为（r=0.521, P=0.027），同时 VEGF蛋白与 MVD也具有良好的相

关性（r=0.519, P=0.027）。结论:VX2肝癌模型栓塞后残存肿瘤组织中 HIF1-α与血管生成

因子具有较强相关性，姜黄素脂质体能够明显下调 HIF-1α 蛋白表达水平，从而有效抑制 VX2

兔肝癌栓塞后残存肿瘤组织由于乏氧诱导导致的肿瘤血管生长。 

   

 

 

PU-0695 

重复栓塞治疗鼻咽癌放疗后复发性大出血的临床价值及安全

性 

 
江广斌 

1.湖北省随州市中心医院（湖北医药学院附属随州医院） 

2.随州市中心医院 

 

目的 大出血是鼻咽癌患者放疗后常见并发症，临床上确切的止血措施有限，死亡率极高。本

文初步探讨多次重复栓塞术治疗鼻咽癌放疗后反复大出血的临床价值，以及在多次介入治疗中

预防动脉内栓塞治疗并发症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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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对 11例鼻咽癌放疗后反复大出血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本组病例共行 22次介入

栓塞治疗，其中重复栓塞治疗 2次者 8例，重复栓塞治疗 3次者 2例。栓塞术前动脉造影范围

涵盖颌内动脉、面动脉、颈内动脉，栓塞材料包括明胶海绵、PVA 颗粒、弹簧钢圈。 

结果 全部介入栓塞手术均在 2小时内顺利完成；术后观察 3小时内出血停止，有效率 100%，

生命体征稳定；术后再次出血的时间范围为 18小时至 72天；22次栓塞术中，出现 13次程度

不同的栓塞后综合征，没有出现脑梗塞、面瘫等并发症。 

结论 急诊介入栓塞术是短期内治疗鼻咽癌放疗后大出血的有效措施，尤其是对于复发性大出

血，重复进行动脉内栓塞治疗是可行的急诊治疗手段；排查吻合支、选择合适栓塞剂并精确释

放是预防异位栓塞等严重并发症的重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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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pose: To investigate the role of multiple factors involved in the needle 

artifact size under MRI ,and influence factors involved in evaluation of MRI 

artifacts needle on the multiple roles of factors affecting the sensitivity in 

order to provide the proper clinical and imaging parameters puncture method to 

ensure the safety and accuracy of interventional MRI puncturing operation. 

Material and Methods: The interventional needles are placed in a special mold with 

multi-scanning multiple factors working together. Obtained at 0 ° / 30 ° / 60 ° 

/ 90 ° angle of intervention, 0.4T/3.0T field strength, magnetic field direction 

and the vertical direction of the parallel magnetic field, the type of MRI 

sequences (T1WI,T2WI, FLAIR water suppression phase, GRE).Interventional needles 

with 12G/14G/16G/18G/20G diameters, Ni-Titanium alloy materials and plastic 

materials involved in the needle, a needle core and non-core needle biopsy needle 

involved in the two states produced in interventional MRI image analysis 

calibration artifacts needle width and needle position compared with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image and the actual artifact , to get the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data involved in the needle artifacts respectively. 

Results: When the direction of the needle gradually parallel to the main magnetic 

field direction, the artifact decreases; interventional needle diameters are 

positively related to the size of its artifacts; The needle artifacts are greater 

under 3.0T field strength than 0.4T field strength ; the involvement of plastic 

needle artifacts significantly smaller than nickel-titanium alloy material 

interventional needle; involvement of a needle core biopsy needle artifacts are 

greater than non-needle core biopsy needle artifacts; tip morphology can also 

affect the size of the needle artifact ; different MRI sequences have little 

effect on the artif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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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 The root cause of the formation of needle artifacts is gradient 

magnetic field. The larger the magnetic interacted with the needle, the greater 

artifacts are; Also the artifacts increase with stronger gradient magnetic field 

sensitivity of the needle material;, the stronger magnetic field also will bring 

greater artif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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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消化道出血患者常规 DSA 检查阴性的原因分析及治疗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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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分析上消化道出血 DSA检查阴性的原因，进一步探讨提高 DSA阳性检出率的有

效方法和针对 DSA阴性病例的止血策略。方法 1．回顾性分析 48例临床上消化道出血 DSA阳

性的动脉造影表现。 2．分析常规 DSA检查的阳性率，对常规 DSA检查阴性病例中行超选择造

影检查进一步分析，探讨超选择插管造影对提高阳性率的作用。3．分析 DSA检查阴性的原

因。 4．探讨上消化道出血治疗的策略。结果 1．48例患者 DSA造影阳性表现为造影剂外溢

或肠腔内造影剂集聚，常规 DSA检查阳性率为 56.3％(27/48)。2．15例 DSA阴性患者通过超

选择插管造影，有 6例新发现上消化道出血征象，检查阳性率 40％(6/15)，总阳性率达 68.8%

（33/48）。3．行内镜检查 39例，阳性率 41%（16/39），低于 DSA检查的阳性率，外科手术

13例，其中胃溃疡 6例，胃癌 5例，胰腺炎 2例（死亡 1例），以此结果为标准，分析 DSA

检查阴性的原因可能为：①出血量小、出血速率较慢（﹤0.5ml/min）。②病变性质。③未行

超选择 DSA造影。4．上消化道出血的治疗策略分析：完善相关辅助检查，综合患者基本状况

及疾病发展情况，①对于少量出血的患者或中等量出血且出血速度较慢的患者可先行内科保守

治疗。②不明原因的出血，保守治疗无效或暂不能行外科手术者，经导管灌注及栓塞治疗是一

种安全、有效的措施。③DSA 阴性病例行试验性栓塞亦可控制部分消化道出血，但治疗一定要

谨慎，避免更为严重并发症的发生。④针对 DSA检查阴性，持续出血量大的患者应尽快行外科

手术剖腹探查和治疗。结论 1．对于常规 DSA检查阴性的上消化出血患者，进一步超选择造影

检查可有效提高阳性检出率。2．对于 DSA检查阴性的上消化出血的患者，在完善相关辅助检

查后，根据患者病情发展，如果保守治疗无效，一方面可行 DSA下试验性栓塞，另一方面可行

外科手术剖腹探查进一步明确诊断和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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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im of the present study was to examine the apoptosis of the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cell line, HepG2,induced by treatment with folic acid-

conjugated silica-coated gold nanorods (GNRs@SiO 2 -FA) in combination with 

radiotherapy, and to determine the involvement of apoptosis-related proteins. An 

MTT colorimetric assay was used to assess the biocompatibility of GNRs@SiO 2 -FA. 

The distribution of GNRs@SiO 2 -FA into the cells was observed using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y (TEM). HepG2 cells cultured in vitro were divided into the 

following 4 groups: i)the control group (untreated), ii) the GNRs@SiO 2 -FA group, 

iii) the radiotherapy group (iodine 125 seeds) and iv) the combination group 

(treated with GNRs@SiO 2 -FA and iodine 125 seeds) groups. The apoptosis of the 

HepG2 cells was detected by flow cytometry.The concentration range of <40 µg/ml 

GNRs@SiO 2 -FA was 

found to be safe for the biological activity of the HepG2 cells.GNRs@SiO 2 -FA 

entered the cytoplasm through endocytosis. 

The apoptotic rates of the HepG2 cells were higher in the GNRs@SiO 2 -FA and 

radiotherapy groups than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apoptotic rate was 

also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combination group than the GNRs@SiO 2 -FA 

and radiotherapy groups (P<0.05). Taken together, these findings demonstrate 

that the combination of GNRs@SiO 2 -FA and radiotherapy more effectively induces 

the apoptosis of HepG2 cells. These apoptotic effects are achieved by increasing 

the protein expression of Bax and caspase-3, and inhibiting the protein 

expression of Bcl-2 and Ki-67. The combination of GNRs@SiO 2 -FA and radiotherapy 

may thus prove to be a new approach in the treatment of primary liver c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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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酸偶联金纳米棒在兔 VX-2 肝癌的摄取状况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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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 230061 

 

目的 建立兔肝癌模型，观察实验动物对叶酸 （ FA ）偶联二氧化硅包覆的金纳米棒

（ GNRs@SiO 2 -FA ）的摄取状况，检测 GNRs@SiO 2 -FA 对肝癌细胞的靶向性。 方法 CT 

引导下穿刺接种法建立兔 VX-2 肝癌模型 27 只，行 CT 、超声检查观察肿瘤生长情况。 2 

周后将实验动物随机分成空白对照组（注入生理盐水）、门静脉注射 GNRs@SiO 2 -FA 组和瘤

内注射 GNRs@SiO 2 -FA 组，术后 24 、 48 、 72 h 每组各处死实验兔 3 只，取其肿瘤组

织和各主要脏器并作冷冻切片，应用激光共聚焦显微镜观察实验动物对 GNRs@SiO 2 -FA 的摄

取情况。 结果 成功构建兔 VX-2 肝癌模型， CT 、超声检查显示肿瘤血供较丰富。 共聚焦

显微镜观察到实验动物摄入 GNRs@SiO 2 -FA 24 h 内即可特异性地与肿瘤细胞结合进入肿瘤

细胞，并聚集在肿瘤细胞胞质内。 结论 GNRs@SiO 2 -FA 可在实验动物体内高度靶向性作用

于肝癌细胞，在肿瘤靶向定位热疗和 125 I粒子介入治疗方面具有重要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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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200233 

 

前交通动脉瘤破裂的危险因素分析 

李菁，王珏 

[摘要] 目的 前交通动脉瘤是前循环最常见的动脉瘤，目前对于预测前交通动脉瘤的破裂因素

还存在相当大的争议，。方法选取 2008.1-2012.10我院收治前交通动脉瘤患者 242名，其中

破裂动脉瘤 137例,未破裂动脉瘤 120例。所有患者均经 MRA、CTA或 DSA确诊。以相同性别、

年龄±2岁为标准设立对照组，其中对照组Ⅰ组为体检类社区人群，对照组Ⅱ组为 2008.1-

2012.10期间在我院确诊的非前交通动脉瘤患者，分别同病例组中破裂患者及未破裂患者一一

对照。分析吸烟，嗜酒，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 ，冠心病，大脑前动脉 A1段发育情况与前

交通动脉瘤破裂的关系。结果 病例组与Ⅰ组对照分析显示：吸烟(P<0.001)、高血压

(P<0.001)、A1段发育不良(P<0.001)、A1段缺如(P<0.001)与前交通动脉瘤发生有显著相关性

(P<0．05)；病例组与Ⅱ组对照分析显示：A1段发育不良(P<0.001)、A1段缺如(P<0.001)与前

交通动脉瘤发生有显著相关性(P<0．05)；破裂前交通动脉瘤组与破裂非前交通动脉瘤对照分

析显示：A1段发育不良(P<0.001)、A1段缺如(P<0.001)与前交通动脉瘤发生有显著相关性

(P<0．05)；未破前交通动脉瘤与未破非前交通动脉瘤对照分析显示：A1段发育不良+A1段缺

如(P=0.003)与前交通动脉瘤发生有显著相关性(P<0．05)。高血压、A1段发育不良或缺如与

前交通动脉瘤发生密切相关。结论 高血压、A1段发育不良或缺如为影响前交通动脉瘤发生的

独立危险因素，其中 A1段发育不良或缺如为前交通动脉瘤发生和破裂的特有的独立危险因

素。  

 

 
PU-0701 

The biological effect of pancreatic carcinoma cells 

in vitro with 125I seeds low dose rate irradiation 

 
Wang Zhongmin,Lu Jian,Zhang Liyun 

Rui Jin Hospital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00020 

 

AIM: To determine whether 
125
I seeds continuous low dose rate irradiation caused 

radiation-induced biological effect of pancreatic carcinoma cells in vitro and the 

mechanism by which this occurred. 

METHODS: In vitro, SW1990 and Panc-1 cells in exponential growth were exposed to 

the dose of 0, 2, 4, 6, and 8Gy with 
125
I seeds (initial dose rate of 12.13cGy/h), 

respectively. After irradiation, survival fraction (SF2) were calculated and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cell lines. The ratio of apoptosis and cell cycle were 

assessed with the tritiated thymidine (
3
H-TDR) incorporation experiments, and were 

compared between different groups of cell lines and radiation dosages. 

RESULT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found for the SF2 between SW1990 

(0.766±0.063) and Panc-1 (0.729±0.045). The rate of apoptosis increased with 

radiation dosage. As the doses increased, the percentage of G2/M cell cycle arrest 

increased while the DNA incorporation rate decreased in both cell lines, with the 

peak and valley point at 6Gy. 

CONCLUSION: For the continuous low dose rate irradiation in vitro with 
125
I seed, 

there a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f cellular radiosensitivity between SW1990 

and Panc-1 cell lines with the dosage ranging from 0Gy to 8Gy, and 6Gy is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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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icient dosage. The major mechanisms of cell-killing effects for 
125
I radioactive 

seeds are the apoptosis and the G2/M cell cycle arrest.  

 

 

PU-0702 

A comparison of biological effects between125I seeds 

continuous low dose rate radiation and 60Co high dose 

rate gamma radiation on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cells 

 
Wang Zhongmin,Lu Jian,Zhang Liyun 

Rui Jin Hospital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00020 

 

Objectives: To investigate the biological effects of 125
I seeds continuous low dose 

rate (CLDR) radiation compared with 
60
Co γ-ray high dose rate (HDR) radiation on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 cells. 

Materials and methods: A549, H1299 and BEAS-2B cells were exposed to 125
I seeds 

CLDR radiation and 
60
Co γ-ray HDR radiation, respectively. The survival fraction 

was determined by colony-forming assay. The cell cycle and the cell apoptosis were 

detected by flowcytometry (FCM). The expression of apoptosis related proteins 

Caspase-3 and Cleaved-caspase-3, PARP and Cleaved-PARP, BAX and Bcl-2 were 

detected by western blotting assay. 

Results: After irradiation with 125I seeds CLDR, there were a lower survival 
fraction, an obvious cell cycle arrest (G1 arrest and G2/M arrest in A549 and 

H1299 cells) and a higher apoptotic ratio compared with 
60
Co γ-ray HDR radiation 

on A549 and H1299 cells. Moreover, Western blot assay revealed that 
125
I seeds CLDR 

radiation remarkably up-regulated the expression of BAX, Cleaved-caspase-3 and 

Cleaved-PARP proteins, down-regulated the expression of Bcl-2 proteins compared 

with 
60
Co γ-ray HDR radiation on A549 and H1299 cells. However, for normal BEAS-2B 

cells, there were little change on apoptotic ratio and apoptosis related proteins 

under the same treatment. 

Conclusion: Firstly, 125
I seeds CLDR radiation led to a remarkable growth 

inhibition on A549 and H1299 cells compared with 
60
Co HDR γ-ray radiation; with 

A549 cells were the most sensitive to radiation, followed by H1299 cells, the 

normal BEAS-2B cells were relative radio-resistance to A549 and H1299 cells. 

Secondly, the imbalance of Bcl-2/BAX ratio and the activation of Caspase-3, PARP 

proteins might play a key role in the anti-proliferative effects induced by 
125
I 

seeds CLDR radiation, but we didn’t ruled out other possibilities which would be 

investigated in the future studies.  

 

 
PU-0703 

CTA 检出异位起源膈下动脉在下肺病变咯血介入治疗中的意义 

 
杨利,陈自谦,杨熙章,钟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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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 350025 

 

目的 研究 CTA检出异位起源膈下动脉的在超选择动脉栓塞治疗下肺病灶咯血的指导意义。 

材料和方法 71例下肺病灶咯血患者，53例介入栓塞治疗前行胸部 CTA检查，扫面范围向下至

腰 2-3椎间隙水平，扫描结束后行 MIP、MPR、VR重建，检出由腹主动脉或其一二级分支分出

分布于膈肌及下肺病灶的膈下动脉。介入治疗术中，栓塞完毕支气管动脉后，探寻 CTA检出的

膈下动脉，并行超选择栓塞。18例术前未行 CTA检查。 

结果 53例患者中，CTA检出膈下动脉，参与下肺病灶供血的 26例，经 DSA检查证实者 31

例，3例患者两侧膈下动脉均参与下肺病灶供血，右侧膈下动脉异位起源于右肾动脉起始端者

2例，膈下动脉起源于腹腔动脉起始端者 12例，起源于肠系膜上动脉起始端者 1例，起源于

腹主动脉腹腔干水平以上 1cm范围内者 32例，起源于腹主动脉侧壁腹腔干至肾动脉水平者 6

例。18例术前未行 CTA检查者中，术中探查到膈下动脉者 14例，4例未找到膈下动脉，异位

起源于肾动脉者 1例，起源于腹腔动脉者 3例，起源于腹主动脉腹腔动脉水平上 1cm范围内者

10例。 

结论 CTA检出异位起源膈下动脉对缩短下肺病变咯血栓塞治疗时间，提高疗效具有重要的指

导意义。  

 

 
PU-0704 

64 排螺旋 CT 对糖尿病患者冠状动脉斑块的研究 

 
沈洁云,陆健,张丽云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卢湾分院 200020 

 

目的：利用 64层螺旋 CT血管成像技术对 2型糖尿病患者的冠状动脉病变特点的进行研究。方

法：选取 2014年 7月至 2016 年 7月接受 64层 CT冠状动脉 CTA检查的病人，分为糖尿病组和

对照组非糖尿病患者各 80例，比较两组之间冠状动脉病变的影像学特点。结果：糖尿病组较

较对照组的冠脉斑块总数量发生率高（79.57%vs20.43%），更易发生混合斑块

（57.62%vs34.88%），常出现多支以上的病变（67.19%vs22.22%），更易出现中度及以上程度

的狭窄，中度狭窄（17.91%vs,6.98%），重度狭窄-闭塞（22.09vs11.62%）， 上述影像表现

的发生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结论：糖尿病患者较非糖尿病患者的冠状动脉病变发生率高，

易发生混合斑块，累及范围广，导致的病变多发且严重，更易发生心血管事件，64层螺旋 CT

能多方位，且准确的评估糖尿病患者的冠状动脉斑块病变情况，为临床危险分层诊疗提供了丰

富的影像学信息。  

 

 
PU-0705 

锁骨下静脉植入静脉输液港的临床应用 

 
闫卫鹏,刘玉林 

湖北省肿瘤医院 430079 

 

目的：总结锁骨下静脉途径植入式静脉输液港的成功率、并发症发生率及发生原因，分析讨论

并发症的临床处理方法。方法：回顾性分析 2012年 3月至 2015年 8月在我院接受 DSA引导下

锁骨下静脉途径植入输液港手术的 197例患者临床资料，男性 28例，女性 96例，年龄 32—

81岁。统计穿刺成功率、术中及术后并发症发生率。结果：197例患者一次性植入成功率为

100％，186例一次性穿刺成功植入输液港，一次性穿刺静脉成功率 94.4%，11例术中换点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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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后成功植入输液港，输液港置入操作时间为 20—35 min，平均 28 min。输液港植入术中

并发症的发生率为 7.11％（11/197），包括误穿血管 4例，其中穿刺同侧头臂静脉 1例，误

穿同侧锁骨下动脉 3例，压迫止血后重新穿刺锁骨下静脉，术中导管植入后输液不畅 5例，经

调整后导管输注通畅，3例患者输液港导管无法进入上腔静脉，重新更换穿刺路径后导管顺利

置入，左侧锁骨下静脉穿刺途径输液港导管置入一次性成功率较右侧锁骨下静脉穿刺途径；术

后患者平均带港时间为 15~1158d，平均带港时间（378±16）d，输液港植入术后并发症发生

率 8.63％（17/197）。其中早期并发症 4例(2.03％)，包括注射座皮下血肿 1例、注射座翻

转 2例、注射座皮下感染 1例；远期并发症 13例(6.59％)，包括夹壁综合征 5例、部分血栓

形成 2例、导管壁纤维蛋白鞘形成 2例、注射座翻转 1例、输液港注射座外露 3例。并发症导

致非正常取港 9例(4.57％)，其中术后远期并发症导致的被迫取港率较术后早期并发症高。结

论：左侧锁骨下静脉穿刺途径输液港导管进入上腔静脉成功率高于右侧锁骨下静脉，输液港植

入术后术中及术后并发症较低，植入后患者带港时间较长。DSA引导下输液港植入操作简单安

全，术中造影及透视下导管调节有利于提高完全植入式输液港一次性植入成功率，有效降低术

中穿刺并发症及术后输液港并发症。 

   

 

 
PU-0706 

3.0T 3D-TOF-MRA 对颅内破裂动脉瘤诊断效能及治疗方案的优

化 

 
顾思婧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200233 

 

目的：评价 3.0T 3D-TOF-MRA 对蛛网膜下腔出血患者颅内破裂动脉瘤诊断效能及对治疗方案

指导价值。 

方法：165例已被证实为蛛网膜下腔出血（subarachnoid hemorrhage, SAH）患者(GCS评分

15分)，疑似因颅内动脉瘤破裂所致而行 MRA检查。以 VR-DSA作为诊断的金标准，检测 3D-

TOF-MRA检出颅内动脉瘤准确性、敏感性、特异性、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由 3D-TOF-MRA

来决定每枚动脉瘤是否适合弹簧圈栓塞、球囊或支架辅助弹簧圈栓塞、外科手术夹闭或保守治

疗，并与由 DSA确定的实际的治疗方案进行对比。 

结果：VR-DSA诊断了 136例患者，共计 166枚颅内动脉瘤：29例患者无动脉瘤，诊断动脉瘤

的准确性为 96.9%、敏感性为 97.6%、特异性为 93.1%、阳性预测值为 98.8%、阴性预测值为

87.1%。由 VR 3D-TOF-MRA依据动脉瘤部位和工作位作出的治疗方案，准确性为 94.9%、敏感

性为 94.0%、特异性为 100%、阳性预测值为 100%、阴性预测值为 74.4%。 

结论：3.0T VR 3D-TOF-MRA 诊断颅内动脉瘤具有良好的敏感性和准确性，能够准确的识别颅

内动脉瘤的存在，可以作为传统 DSA的一种有效的替代工具，同时，能为蛛网膜下腔出血患者

的手术方案的制定提供帮助。 

关键词：磁共振血管成像；颅内动脉瘤；数字减影血管造影；旋转数字减影血管造影；容积重

建；栓塞，治疗性；弹簧圈；覆膜支架 

   

 

 
PU-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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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TOF-MRA 对蛛网膜下腔出血、非蛛网膜下腔出血患者颅内

动脉瘤对照研究及破裂因素分析 

 
马旭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200233 

 

目的：3.0T 3D-TOF-MRA 对蛛网膜下腔出血、非蛛网膜下腔出血患者颅内动脉瘤对照研究及破

裂因素分析。 

方法：自 2007年 6月至 2012 年 2月，连续 183例经头颅 CT平扫证实的蛛网膜下腔出血患者

(subarachnoid hemorrhage, SAH)(GCS评分 15分)，和 228例疑似患有颅内动脉瘤或其他脑

血管疾病无蛛网膜下腔出血的患者，分别行 3.0T 3D-TOF-MRA检查和 DSA检查。二维

DSA(two-dimensional DSA, 2D-DSA)和 VR-DSA(volume rendering DSA)作为诊断的金标准，

DSA检查在 MRA检查后的两星期内进行，明确是否存在颅内动脉瘤，并检测 3D-TOF-MRA 以患

者、动脉瘤、动脉瘤大小为基础检出颅内动脉瘤准确性、敏感性、特异性、阳性预测值、阴性

预测值，同时对两组动脉瘤的理化因素及形态学特点进行对照分析。 

结果：依据诊断标准，蛛网膜下腔出血组 151例患者，共计 185枚颅内动脉瘤，32例患者无

动脉瘤；非蛛网膜下腔出血组 193例患者，共计 234枚颅内动脉瘤，35例患者无动脉瘤。蛛

网膜下腔出血组有更多的动脉瘤发生于前交通动脉，而非蛛网膜下腔出血组动脉瘤更易出现于

颈内动脉。两组患者的年龄、性别、吸烟、喝酒、高血压、糖尿病等理化因素及瘤顶径比值均

无统计学意义，而动脉瘤位置、大小、形态学存在统计学差异。 

结论：①3.0T VR 3D-TOF-MRA对颅内破裂动脉瘤、非破裂动脉瘤检出均具有良好的敏感性和

准确性，即使对于 SAH (GCS = 15’)的患者，3D-TOF-MRA亦可检出<3mm的动脉瘤，因此，

3D-TOF-MRA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 DSA的一种无创的、有效的替代工具。②两组颅内动脉瘤

的诸多理化因素中，性别、年龄、吸烟、喝酒、高血压、糖尿病、瘤顶颈比值等均对动脉瘤的

破裂无明显影响，而动脉瘤位置、大小、形态学可能是动脉瘤破裂的重要因素  

 

 

PU-0708 

血管内栓塞术在治疗内脏和外周假性动脉瘤中的价值 

 
肖景坤，吕维富，张正峰，鲁东，侯昌龙，王伟昱，周春泽，张行明 

安徽省立医院 230001 

 

【摘要】目的 探讨血管内栓塞术治疗内脏和外周假性动脉瘤的应用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

37例假性动脉瘤的血管内栓塞治疗前后的临床资料，3月~36月随访期内观察栓塞疗效及术后

并发症等。结果 37例患者 DSA造影发现 41枚假性动脉瘤，其中来源于内脏动脉 26例，臀

上、下动脉 5例，颈外动脉分支 4例，肢体动脉 2例。36 例患者成功进行栓塞治疗，其中明

胶海绵栓塞 7例，PVA颗粒 9例，弹簧圈 11例，弹簧圈辅以明胶海绵或 PVA栓塞 11例。随访

期内 36例患者有 34例出血停止，假瘤完全闭塞，有 2例假瘤复发，术后无严重并发症发生。 

结论 血管内栓塞术治疗假性动脉瘤是安全有效的，假性动脉瘤的性质和栓塞材料的选择在一

定程度上会影响疗效。 

   

 

 
PU-0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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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皮穿刺无水乙醇消融术治疗原发性肝癌及其肝外转移灶的

临床观察 

 
王亚光， 吕维富， 肖景坤， 鲁东， 张正峰， 张行明 

安徽省立医院 230001 

 

 目的 探讨经皮穿刺无水乙醇消融术在原发性肝癌及其肝外转移灶治疗中的应用及意义。方

法 回顾性分析 67例原发性肝癌及部分伴有肺转移、腹腔淋巴结转移的患者临床资料。67例

中，肝内病灶 83个；肺转移灶 53个（31例）；腹腔淋巴结转移 22个（16例）。肝内病灶采

用经皮肝动脉化疗栓塞术和/或无水乙醇消融术治疗，肝外转移病灶采用单纯无水乙醇消融术,

术后三月复查 CT平扫或增强以评价疗效。结果 全组肿瘤病灶有效率 86.3%，肝内病灶有效率

81.9%，肺转移灶有效率 81.1%，腹腔淋巴结转移灶有效率 86.3%，半年及一年生存率分别为

83.5%和 59.7%。结论 无水乙醇消融术在原发性肝癌及肝外转移灶的治疗中具有较好的临床应

用价值。 

   

 

 
PU-0710 

多层螺旋 CT 灌注成像对肝转移瘤及其在 TACE 术后的血供评

价 

 
倪明, 吕维富 

安徽省立医院 230001 

 

目的 通过多层螺旋 CT灌注成像来研究肝转移瘤（HMs）及其在经导管化疗栓塞术（TACE）后

的血流动力学特征及变化，并分析 TACE术前肿瘤组织的灌注参数与碘化油（LPD）沉积是否有

相关性。方法 对 HMs患者在 TACE术前 2 d～4 d（25例）和术后 30 d～40 d（20例）分别行

CT灌注成像扫描，测量术前肿瘤组织与周围肝实质及术后非碘油沉积区（包括复发及残余肿

瘤，坏死区除外）与周围肝实质的 CT灌注参数，并分析病灶的时间－密度曲线（TDC）曲线特

征。结果 富血供 HMs的 TDC 曲线呈速升缓降型，肿瘤组织在肝动脉血流图呈明显高灌注，

HBF、PS、HAF和 HAP大于周围肝实质，HBV、MTT和 PVP 小于周围肝实质，均有统计学意义。

乏血供 HMs的 TDC曲线呈缓升缓降型，肿瘤组织在肝动脉血流图表现为低灌注，HBF、HBV、

MTT、HAP和 PVP小于周围肝实质，PS、HAF大于周围肝实质，其中 HBF、HBV、MTT、HAF 及

PVP存在统计学意义。15例 HMs患者在 TACE术后非碘油沉积区的 HBF、HBV、HAP下降，有显

著性差异；术后 MTT、PS、HAF、PVP虽然也下降，但无显著差异。上述 15例 HMs非碘油沉积

区的 HBF、HBV、MTT、HAF及 PVP与周围肝实质参数值相比，存在显著差异。另有 5例 HMs在

TACE术后未见明显碘油沉积。根据上述差异及行相关性分析后得出 HMs在 TACE术后的碘油沉

积与 CT灌注参数 HAF和 HAP 有关。结论 CT灌注成像可以反映肝转移瘤的血流动力学特征，并

可客观评价 TACE前后血供变化，对指导肝转移瘤的介入治疗有着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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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 引导下 125I 粒子植入联合动脉化疗灌注在中晚期胰腺癌中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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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维富 

安徽省立医院 230001 

 

目的 探讨 CT引导下
125
I粒子植入联合动脉化疗灌注对中晚期胰腺癌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 49

例中晚期胰腺癌患者分成
125
I粒子植入联合胰腺动脉灌注化疗组（A组：n=21）和胰腺动脉灌

注化疗组（B组：n=28），其中 A组中 16例肝转移者，14 例行经皮肝动脉灌注化疗栓塞术，2

例行经皮穿刺肝肿瘤无水酒精注射；B组中 20例肝转移者,17例行经皮肝动脉灌注化疗栓塞

术，3例行经皮穿刺肝肿瘤无水酒精注射术。对比两组治疗后整体有效率（RR）、临床收益率

（CBR）、疼痛缓解程度、生存期、不良反应 结果 A组整体有效率、临床受益率分别为

61.9%、76.2%明显高于 B组 32.1％、46.4%；A组中疼痛评分降低＞50%为 66.7%（12/18）明

显高于 B组中的 22.7%（5/22）；中位生存期：A组为 286d 明显高于 B组为 194d；A组腹痛、

腰痛较 B组明显减轻；术后并发症无明显统计学意义。结论：动脉灌注化疗联合
125
I粒子植入

对中晚期胰腺癌疗效确切，能改善生存质量，缓解疼痛，提高生存率。 

   

 

 
PU-0712 

肺磨玻璃结节切术前 CT 引导注射医用胶病灶定位的初步应用 

 
郭锬,于经瀛,谷涛,陈敏 

北京医院 100730 

 

目的：磨玻璃结节是指存在于肺内的局灶性密度增高影，但其密度又不足以掩盖经过的支气管

血管束。膜玻璃结节在病理上包括了良性病变、癌前病变、恶性病变等病理类型，而 59-75%

的膜玻璃结节为恶性病变，包括原位癌、微浸润腺癌、腺癌等。原位癌、微浸润腺癌 这两类

病人淋巴结转移率极低，若接受根治性手术，术后 5年生存率 100%。对玻璃结节的早期手术

干预是控制疾病进展的关键，但由于膜玻璃结节体积小、术中难以定位，所以术前 CT引导注

射医用胶病灶定位术为手术准确切除病灶提供了便利。 

  

方法：本研究包括 27名患者，供 30个病灶，所有患者手术前两小时内对膜玻璃结节进 CT引

导行定位（GE Lightspeed 16 层）。扫描参数：转速 0.8s，螺距 1.375，层厚 2.5mm，范围包

括病灶上下 5-10cm，肺窗。定位点位于病灶背、外侧 1-2cm，病灶与腋前线连线的后方。使用

微穿刺鞘（21G-7）或胆道穿刺细针（21G-15），根据病灶深度选择穿刺针。穿刺后空针回抽

无回血，注入生物胶（ɑ-氰基丙烯酸正丁酯）4-5ml，再次 CT扫描观察定位效果。通过手术观

察定位效果，并得到病理诊断。 

  

结果：手术反馈所有 30个膜玻璃病灶均定位满意，术中冰冻发现病灶位于生物胶旁。27为患

者中女性 22例，男性 5例。30个病灶的病理结果包括：非典型腺瘤样增生（n=3），原位腺

癌（n=6），微浸润腺癌（n=5），腺癌（n=12），炎症（n=2），淋巴结增生（n=1），纤维瘢

痕（n=1）。恶性肿瘤占 77%，癌前病变占 10%，良性病变占 13%。 

  

结论：肺膜玻璃结节为恶性肿瘤的概率较高，需要早期手术干预，术前 CT引导注射医用胶病

灶定位的方法为肺局部切除手术提供了良好的定位保障。  

 

 
PU-0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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髂内动脉栓塞和低位腹主动脉球囊阻断在前置胎盘剖宫产术

中的比较研究 

 
张伟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450000 

 

目的：对比分析前置胎盘剖宫产术中髂内动脉栓塞术（IIAE）与低位腹主动脉球囊阻断术的疗

效及安全性。方法：收集 2011年 12月至 2017年 3月间接受介入治疗的连续 44例前置胎盘产

妇的临床资料，23例剖宫产术前双侧髂内动脉预置导管，术中同时进行双侧 IIAE，分为栓塞

组，21例行低位腹主动脉球囊阻断术，分为球囊阻断组。观察并比较两组病例术中、术后及

新生儿出生情况。结果：1.一般资料对比：两组在年龄、孕周、孕次、产次、剖宫产次、上次

剖宫产时间、胎盘异常类型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刮宫次数的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P＜0.05），栓塞组少于球囊阻断组；2.术中情况对比：两组在剖宫产术中出血量、剖

宫产手术时间、X线曝光时间及剂量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栓塞组相比，球

囊阻断组的术中出血量更少[(619.05±479.19)ml vs (1045.45±694.79)ml, P＜0.05]，剖宫

产手术时间更短[(88.48±26.80)min vs (121.67±40.46)min, P＜0.05]，X线曝光时间更

短[(26.38±6.45)min vs (145.71±40.56)min, P＜0.05]，X线剂量更少[(5.72±1.45)ml 

vs (26.49±5.87)ml, P＜0.05]；两组术后住院时间、输血率、子宫切除率、术后活动性出血

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均无因出血控制不良导致子宫切除病例；3.新生儿

情况对比：两组新生儿 1min、5min的 Agpar评分及体重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4.

介入术后并发症：栓塞组均出现下腹痛等栓塞后反应，球囊阻断组发现 1例右侧髂外动脉血栓

形成,经抗凝治疗后好转。结论：与 IIAE相比，低位腹主动脉球囊阻断在减少前置胎盘剖宫产

术中出血量、缩短剖宫产手术时间、减少 X线曝光时间及剂量方面更有优势。 

   

 

 
PU-0714 

胸腔镜术前 CT 引导下 Hookwire 定位与主病灶同期切除非同

叶肺内小结节临床应用价值 

 
虞凌明 

上海市胸科医院 200025 

 

目的 探讨胸腔镜术前 CT引导下 Hookwire定位与主病灶同期切除非同叶肺内小结节临床应用

价值。 方法 2016年 1月-2017年 5月对 200例单侧非主病灶同叶内结节（直径 3.4-30mm，

每例结节数量 1-2枚）术前行 CT引导下 Hookwire定位，定位后行胸腔镜（VATS）肺根治切除

术。 结果 200例单侧非主病灶同叶内结节在 Hookwire定位下成功率 98%，定位时间 9-

15min，平均 12min，平均肺内进针深度 12mm-67mm，其中 3例金属钩脱落，胸腔镜下观察肺胸

膜表面出血点而成功手术切除，44例发生并发症，20例无症状气胸伴肺内少量出血，34例无

症状肺内少量出血。 结论 胸腔镜术前 CT引导下 Hookwire 定位与主病灶同期切除非同叶肺内

小结节的定位成功率高，一次定位除主病灶外 1-2个结节，对胸腔镜手术（VATS）主病灶根治

切除病灶有极大的帮助作用，具有很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PU-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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骶尾部脊索瘤切除术前靶血管栓塞和术中球囊阻断腹主动脉 

的疗效对比 

 
李海伟 

辽宁省肿瘤医院 110042 

 

目的：比较骶尾部脊索瘤切除术前靶血管栓塞与球囊阻断腹主动脉的疗效。方法：骶尾部脊索

瘤 34例，18例患者于外科术前行双侧髂内动脉、骶正中动脉栓塞及其他肿瘤供血动脉（靶血

管栓塞组），16例于术中行球囊阻断腹主动脉（球囊阻断组）。切除术后评价术中出血、术

后引流量、手术时间以及手术切口愈合情况。结果：靶血管栓塞组术中出血及术后引流量明显

少于球囊阻断组，手术时间较球囊阻断组明显缩短，二者对切口愈合的影响未见统计学差异。

结论：骶尾部脊索瘤术前行靶血管栓塞较术中行球囊阻断腹主动脉可以更有效地减少术中出

血，二者对切口愈合的影响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关键词】骶尾部脊索瘤；靶血管栓塞；球囊阻断腹主动脉 

   

 

 
PU-0716 

Recovery of Oculomotor Nerve Palsy after Endovascular 

Treatment of Ruptured Posterior Communicating Artery 

Aneurysm 

 
Zu Qingquan,Liu Sheng 

江苏省人民医院 210029 

 

INTRODUCTION: Oculomotor nerve palsy (ONP) may result from Posterior communicating 

artery (Pcom) aneurysms. Endovascular treatment of ruptured Pcom aneurysms 

generally is a safe procedure, but the effect of this therapy on ONP is 

incompletely elucidated. This retrospective study evaluates outcomes of ONP after 

endovascular treatment for ruptured Pcom aneurysm, and with the intention to 

clarify predictors of recovery. 

METHODS: From May 2010 to October 2015, 210 patients with Pcom aneurysms underwent 

endovascular treatment at our institution. Among them, 34 patients with ruptured 

aneurysms and either complete or incomplete ONP were identified. The outcomes and 

predictors of ONP recovery were analyzed. 

RESULTS: At the last available clinical follow-up, ONP resolution was complete in 

21 (61.8%) patients and incomplete in 8 (23.5%) patients. The mean resolution time 

after embolization was 24.5 days. Five patients showed no signs of ONP recovery. 

In no case was an initial incomplete ONP observed to worsen. There was a 

statistically insignificant trend toward complete recovery among patients with 

initial incomplete ONP (OR = 4.17; 95% CI, 0.75–23.18; P = 0.103). 

CONCLUSION: Endovascular treatment appears to be an effective treatment modality 

for ruptured Pcom aneurysm and related ONP. The initial incomplete ONP might 

encourage complete ONP recovery after endovascular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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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717 

CT 引导下经皮肺穿刺活检术的临床应用价值及安全性分析 

 
徐敬慈

1
,潘自来

2,1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北院 

2.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摘要：目的 探究 CT引导下经皮肺穿刺活检术的临床应用价值及安全性。方法 选取我院

2015年 3月-2016年 4月收治的肺部占位性病变患者 103例，并行 CT引导下经皮肺穿刺活检

术，观察并统计其活检准确率、特异度、灵敏度和并发症发生情况。结果 103例肺部不同占

位性病变患者均经过一次穿刺后成功得到满意标本，其中经病理组织学检查后确诊肺癌患者

77例，确诊率为 74.76%（77/103），准确率为 95.15%（98/103），特异度为 73.91%

（17/23），灵敏度为 100%（80/80）；术后并发症总发生率为 18.45%（19/103），其中发生

气胸 10例，穿刺部位出血 8例，咳血 1例。结论 对肺部占位性病变患者行 CT引导下经皮肺

穿刺活检术诊断准确度、灵敏度均较高，并发症少，对肺部病变诊断与鉴别具有重要意义，值

得临床推广应用。 

   

 

 
PU-0718 

节段性闭塞型布加综合征合并下腔静脉血栓的介入治疗 

 
田玉龙,钟红珊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0001 

 

目的：探讨节段性闭塞型布加综合征（Budd-Chiari Syndrome，BCS)合并下腔静脉血栓的介入

治疗方法，评价下腔静脉置管溶栓+对端标识，双向定位下腔静脉开通成形术的治疗价值。 

资料与方法：搜集 2010年 1月至 2017年 7月 6例节段性闭塞型 BCS合并下腔静脉节段血栓的

患者。男 4例，女 2例，年龄 28～53岁，病程 1～6年，全部经血管造影证实并行介入治疗。

介入治疗方式如下：1.下腔静脉置管溶栓术；2. 对端标识，双向定位下腔静脉开通成形术。

首次术中行下腔静脉造影，明确下腔静脉血流情况，将溶栓导管置于下腔静脉血栓段，行置管

溶栓，并定期复查下腔静脉造影及严密监测凝血指标，当下腔静脉血栓溶解后，二次手术时采

用对端标识，双向定位下腔静脉开通成形术，开通下腔静脉。术后予以抗凝并随访。 

结果：6例患者以下腔静脉置管溶栓+对端标识，双向定位下腔静脉开通成形术治疗均获成

功。手术术后临床症状及体征恢复显著，近中期临床疗效明显。无严重并发症发生，如心包填

塞、症状性肺栓塞等，无手术致死病例。 

结论：下腔静脉置管溶栓+对端标识，双向定位下腔静脉开通成形术对治疗节段性闭塞型 BCS

合并下腔静脉血栓患者是安全、有效的，可以作为此种类型 BCS的重要治疗方式。 

   

 

 

PU-0719 

Analysis of risk factors for anterior communicating 

artery aneurysm rupture: a single-center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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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 haitao,Wei Li-Ming,Zhu Yue-Qi,Gu Bin-Xian,Wang Wu,Li Ming-Hua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Affiliated Sixth People’s Hospital 200233 

 

 

  

 Background: Congenital hypoplasia/aplasia of the A1 segment of the anterior 

cerebral artery is associated with an increased incidence of berry aneurysms at 

the anterior communicating artery (ACoA) complex. We analysed the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ACoA aneurysm rupture. 

Methods:  

We retrospectively analysed the data of patients with ACoA aneurysms who underwent 

cerebral angiography between January 2005 and December 2015. Risk factors for 

rupture were identified using univariate and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s. 

Results:  

We confirmed 253 aneurysms in 253 patients: 137 (54.2%) men and 116 (45.8%) women 

with a mean age of 54.6 ± 12.7 years. Of these aneurysms, 218 (86.2%) were 

ruptured and 35 (13.8%) were unruptured, with mean diameters of 4.56 ± 1.96 and 

3.24 ± 1.79 mm , respectively. One hundred and seventy-six (69.6%) aneurysms 

were <5 mm in diameter, 146 (83%) of which were ruptured. Of the patients, 141 

(55.7%) exhibited A1 segment hypoplasia/aplasia: 106 (41.9%)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circle of Willis and 35 (13.8%) on the left.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identified aneurysm diameter (odds ratio [OR] = 4.197, 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 1.703–14.906, P = 0.003) and age <65 years (OR = 0.16 , 95% CI: 

0.068–0.38, P <0.001) as independent predictors of rupture. 

Conclusion:  

ACoA aneurysms are small (<5 mm) and at high risk of rupture. A1 segment 

hypoplasia/aplasia is a risk factor for ACoA aneurysm formation; however, it is 

uncorrelated with aneurysm diameter or rupture risk. The strongest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for rupture were age <65 years and aneurysm diameter .  

 
  

   

 

 
PU-0720 

原发性肝癌微波消融术肿瘤位置与疼痛护理 

 
孙洁,鲍婉茹 

江苏省人民医院 210029 

 

目的：研究原发性肝癌微波消融术中肿瘤位置与围手术期疼痛护理的关系。 

方法：选取我科自 2017年 1 月至 6月间在监护下麻醉(MAC)和 CT引导下经皮肝穿刺微波消融

术的 36例肝癌患者，根据肿瘤位置与肝包膜距离分为近肝包膜组（17例）与远肝包膜组（19

例），比较两组患者麻醉术后疼痛程度差异，研究围手术期疼痛护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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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近肝包膜组患者与远肝包膜组患者一般资料无显著统计学差异。麻醉术后 1min两组患

者疼痛程度视觉模拟评分法(Visual Analogue Scale/Score，简称 VAS)未见明显统计学差异

（P>0.05）。术后 3h及 6h 近肝包膜组患者疼痛程度均明显高于远肝包膜组患者（P<0.05），

需进行更积极的疼痛护理。 

结论：在肝癌微波消融术中，肿瘤与肝包膜位置关系影响患者术后疼痛程度。对于肿瘤靠近肝

包膜的患者，需加强围手术期疼痛护理。 

   

 

 
PU-0721 

Wingspan 支架治疗颅内动脉粥样硬化狭窄围术期的护理 

 
孙娜 

河南省人民医院 450003 

 

 目的:探讨患者实施 wingspan支架成形术在围术期采取的相关护理.方法:收集 2007年 6月

至 2013年 7月在我中心接受 wingspan支架成形术治疗的 433例颅内动脉粥样硬化狭窄患者，

在行支架置入前及置入过程中对患者进行有针对性的心理护理，术中及术后严密监测生命体

征，注意观察患者是否出现脑出血、脑过度灌注综合征、脑血管痉挛等手术并发症。对其施以

配合治疗的临床护理。结果：433例患者中 429例成功实施支架成形术(99．1％)，狭窄度由

术前的(82．3 4-7．6)％改善为术后的(16．6 4-6．6)％；围手术期 30 d内 29例(6．7％)患

者出现卒中或死亡，其中致死致残性卒中 7例(1．6％)；30 d内发生缺血性卒中 21例(4．8

％)，出血性卒中 8例(1．8％)；基底动脉 30 d 内总的卒中率、缺血性卒中率、穿支卒中率

明显高于其他部位(P<0．01)，而大脑中动脉 30 d内出血 性卒中发生率明显高于其他部位

(3．6％比 0．4％，P<0．05)；经验积累阶段组总的围手术期卒中率明显高于技术成熟阶段组

(13．0％比 4．8％，P<0．01)，但围手术期穿支卒中发生率在经验积累阶段 与技术成熟阶段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3．0％比 3．0％，P>0．01)。 结论：做好颅内 wingspan支架成形术

术前心理护理，完善术前准备，术中术后严密监测生命体征发现异常及时处理是保证治疗成功

的重要因素，在围术期配合有效的护理，能够提高手术成功率，改善患者术后生活质量。 

   

 

 
PU-0722 

运用 PDCA 循环对病区一次性物品药品效期管理效果的研究 

 
孙俊丽 

河南省人民医院 450003 

 

目的：探讨运用 PDCA循环使病区一次性物品药品的失效率为零。方法：把病区护理人员随机

进行分组，制定周计划、月计划，对治疗室一、治疗室二、办公区域按计划每周每月查对所分

管区域的所有一次性物品药品的有效期进行核对，对于临近失效期的放在最外面方便先使用或

及时与药房更换，护士长不定期检查一次性物品药品的有效期，对检查出来的问题进行分析，

提出整改措施，并进行持续跟踪检查，以保证临床用物用药的安全可靠。结果：通过运用

PDCA循环对病区的一次性物品药品进行管理，病区一次性物品药品的失效率为零。结论：运

用 PDCA循环可使病区一次性物品药品的失效率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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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723 

胰腺淋巴上皮囊肿影像表现及鉴别诊断 

 
杨凯强,于晶,伍建林 

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16001 

 

目的 探讨罕见的胰腺淋巴上皮囊肿的 CT影像表现及其鉴别诊断。方法 回顾性分析本院经手

术病理证实为胰腺淋巴上皮囊肿的两例患者，结合文献复习的 40余例。患者均行腹部 CT平扫

及动脉期、静脉期和平衡期扫描。结果 胰腺 LECs影像学检查方法包括腹部超声、CT、MRI和

内镜超声等，其中 CT与 MRI 更有助于该病检出和鉴别诊断。超声可显示为实性肿块或囊性病

变，内部回声不均匀。CT表现为胰腺内或周边的囊性或囊实混合性肿块，常为单发，大小不

一，多呈类圆形或椭圆形，部分可有浅分叶，边界清楚，偶有钙化，可发生于胰腺任何部位，

多向胰腺外生长为其特征性表现。CT平扫多呈稍低密度，略高于液性密度（囊内富含角蛋

白），可见囊壁及分隔，囊壁可有斑点状钙化；增强后囊壁及分隔轻度强化，与周围组织分界

清晰。本组 2个病例的 CT表现均较为典型，但囊壁未见钙化。在 MRI上，LECs表现为 T1WI

低信号，T2WI高信号，边界清楚的囊实性混合肿物影。MRI 在显示病变与周围组织及血管的关

系方面优于 CT，但对病变局部的评估与 CT相比并无明显优势。胰腺 LECs需要与胰腺其它的

囊性病变鉴别。①胰腺假性囊肿：为最常见的胰腺囊性病变，约占所有胰腺囊性病变的 70%，

常有胰腺炎或外伤史，伴胰腺萎缩、钙化、胰管扩张等。②胰腺真性上皮囊肿：影像上多表现

为无壁、无分隔的囊性病灶。③胰腺囊腺瘤：分为浆液性和粘液性两大类，囊内可见分隔；有

时鉴别较为困难，确诊须依靠细针穿刺活检，其特征性组织学表现为，囊肿衬有成熟的角质鳞

状上皮细胞，脱屑而落入囊腔，外周环绕淋巴组织，伴有生发中心。结论 胰腺 LECs十分罕

见，临床上以中年男性多见，无特异症状；CT为最常用检查方法，表现为胰腺周围的类圆形

囊性或囊实性肿物，密度略高于液性密度；增强时可见囊壁与分隔轻度强化，与胰腺某处关系

密切。LECs为良性病变，手术可完整切除，预后良好，可保守治疗和长期随访。  

 

 
PU-0724 

肾细胞癌侵犯肾包膜的相关 MSCT 征象的初步研究 

 
张砚满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226001 

 

【摘要】目的 探讨肾细胞癌（RCC）的位置类型、边缘类型、肾周脂肪间隙内的各种 CT征象

与 RCC是否侵犯肾包膜的相关性。方法 回顾性分析 1c58 例经病理证实的 RCC，分为侵犯组与

未侵犯组，分析其 CT表现：①病灶的位置类型：中心型、中心-外生型、外生型、局限型；②

病灶的边缘类型：边缘光整、深分叶、浅分叶、锯齿征；③肾周脂肪间隙内的各种 CT征象：

结节影、网线影、肾周脂肪密度。①采用卡方检验，比较肾癌的位置、边缘类型、肾周脂肪囊

内的各种征象在两组间的差异。②采用二元 Logstic回归法，分析上述各种征象与 RCC侵犯肾

包膜与否的相关性。③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比较两组的肾周脂肪密度。结果 45例 RCC侵犯

肾包膜，113例 RCC未侵犯肾包膜。 ①RCC 的位置类型在两组中的分布无显著性差异。②边缘

光整、深分叶、锯齿征及肾周脂肪间隙结节影在两组中的分布具有显著性差异，其中深分叶及

锯齿征的 OR值分别为 2.028 和 1.036。③两组 RCC的肾周脂肪密度无显著性差异。结论 边缘

光整是判断 RCC未侵犯肾包膜的重要征象，边缘呈深分叶及锯齿征、肾周脂肪间隙结节影是判

断 RCC侵犯肾包膜的重要征象。 

【关键词】肾脏，肾细胞癌， 肾包膜；体层摄影术，X线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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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725 

肾上腺孤立性纤维瘤一例 

 
肖玉辉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七五医院 363000 

 

患者女性，61岁，体检发现右侧肾上腺占位 3周入院。无头晕、头痛，无心悸、多汗、身体

乏力等不适，无特殊病史。专科情况：双肾区无红肿，双肾下极无触及，双肾区无叩痛，双侧

输尿管行径区无明显压痛。体格检查无特殊，化验检查无异常。 

影像检查:CT；右侧肾上腺见结节状低密度影，边界清楚，平扫 CT值约 21HU，增强扫描无明

显强化 

术中所见：肿瘤位于肾上腺上极背侧，大小约 2.0cmX2.5cm，实性，质中，灰白灰红色，边界

尚清，部分有包膜。 

病理检查：肿物梭形细胞构成，束状排列，细胞核长梭形，两端略尖，胞浆嗜酸，胞界不清，

核分裂相罕见，间质血管增生扩张伴黏液样变，并见灶性胶原变性的纤维组织，肿瘤周见片状

肾上腺组织 

讨论：孤立性纤维瘤  

 

 
PU-0726 

MRI DWI 单指数、双指数、拉伸指数模型鉴别胰腺浆液性囊腺

瘤与粘液性囊腺瘤价值初探 

 
李佳丽,梁丽丽,胡道予,李震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探讨 DWI单指数、双指数、拉伸指数模型是否有助于鉴别胰腺浆液性囊腺瘤与粘液性囊

腺瘤 

材料与方法：本研究回顾性分析了 22例经病理诊断为胰腺浆液性囊腺瘤（n=11）与粘液性囊

腺瘤（n=11）的患者， 10 例胰腺正常患者作为对照组纳入，每例患者均行腹部常规上 MR 扫

描及多 b 值 DWI 扫描，取 0-1000s/mm2 的共 12个 b值。测量两种肿瘤和正常胰腺的

ADCstandard、ADCslow、ADCfast、f、DDC、a值，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三组之间的差

异，进一步两两比较采用 LSD检验。 

结果：ADCstandard、ADCslow、DDC、a值在浆液性囊腺瘤和正常胰腺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1，p≤0.01，p≤0.01，p≤0.01）；ADCstandard、ADCslow、DDC、a值在粘液性

囊腺瘤和正常胰腺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p≤0.01，p≤0.01，p≤0.01）；

ADCstandard、ADCslow、ADCfast、f、DDC、a值在浆液性囊腺瘤与粘液性囊腺瘤的比较都没

有统计学意义（p=0.988、0.744、0.606、0.896、0.145、0.276） 

结论：MRI DWI单指数、双指数、拉伸指数模型对于鉴别胰腺浆液性囊腺瘤与粘液性囊腺瘤的

作用有限。 

   

 

 
PU-0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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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谱 CT 最佳单能量成像优化肝脏供血血管成像质量的研究 

 
殷小平 

河北大学附属医院 71000 

 

摘要：目的：探讨能谱 CT单能量技术对肝脏供血血管图像质量优化的价值。方法：回顾性分

析行腹部能谱 CT检查的 35 例腹部疾病患者资料，应用能谱分析软件，分别采用 140kvp 混合

能量模式（Quality Check,QC）、70kev能量组、最佳单能量模式进行肝总动脉、门静脉及肝

静脉重建，比较 QC图像、70keV单能量和最佳单能量 3组肝总动脉、门静脉及肝静脉的 CT

值、图像平均噪声值（IN）、对比噪声比(CNR)、信噪比(SNR)及其图像质量评分，并采用单因

素方差分析进行比较。结果：最佳单能量组、70 kev组、QC组肝总动脉的 CNR分别是

24.55±10.86、18.12±8.3 和 11.64±4.64，图像质量评分分别为 4.74±0.16、4.04±0.30

和 3.62±0.35。门静脉 CNR 分别为 6.94±2.73、4.26±1.90 和 2.97±2.10；图像质量评分分

别为 4.45±0.30、3.87±0.37 和 3.30±0.34 。肝静脉 CNR分别为 5.74±2.28、4.24±1.91

和 2.72±1.44；图像质量评分分别为 4.31±0.33、3.75±0.41 和 3.24±0.34。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P值均<0．01)，两两比较差异也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肝脏供血血管最佳

单能量组 CNR、SNR和主观评分优于 70 keV单能量组和 QC组。结论：能谱 CT最佳单能量成像

能够提高肝脏动脉、门静脉及肝静脉成像的 CNR，从而优化肝脏血管成像质量。 

   

 

 

PU-0728 

盆底动态 MRI 检查在女性压力性尿失禁诊断中的诊断价值 

 
白玫,韩悦,吴长利,王丽萍 

天津医科大学中新生态城医院 300547 

 

目的：探讨盆底动态 MRI检查在女性压力性尿失禁（SUI）诊断中的价值。 

方法：SUI患者 34例，中位年龄 53岁，健康志愿者 95例,中位年龄 52岁；采用盆底动态 MRI

检查，测量尿道长度、膀胱颈及尿道中点与 PCL（耻尾线）距离、M线、H线、膀胱尿道后

角、尿道倾斜角、耻骨后间隙、盆膈裂孔宽径等；数据呈非正态分布，用中位数 M、四分位间

距（P25、 P75）进行统计描述；组间比较采用两组或多组秩和检验比较统计学意义。 

结果：1对照组≤45岁及＞45岁静息状态下比较：尿道长度、尿道中段及膀胱颈与 PCL距离

随年龄增长呈减小趋势，M 线绝对值、H线及耻骨后间隙随年龄增长呈增大趋势，膀胱尿道后

角、尿道倾斜角及盆膈裂孔宽径数据在两组之间比较没有统计学意义。2对照组≤45岁及＞45

岁最大用力排尿状态下比较：尿道长度、尿道中段及膀胱颈与 PCL距离随年龄增长呈减小趋

势，M线绝对值、H线、耻骨后间隙、盆膈裂孔宽径及尿道倾斜角随年龄增长呈增大趋势，膀

胱尿道后角随年龄增长略显增大，但无统计学意义。3SUI 组与对照组（＞45岁）静息状态下

比较：尿道中点及膀胱颈与 PCL距离 SUI患者组较对照组（＞45岁）减小，H线、膀胱尿道

角、尿道倾斜角、盆膈裂孔宽径 SUI患者组较对照组（＞45岁）增大，尿道长度、M线绝对值

和耻骨后间隙在 SUI患者组及对照组（＞45岁）之间比较无统计学意义。4 SUI组与对照组

（＞45岁）最大用力排尿状态下比较：尿道长度、尿道中点及膀胱颈与 PCL距离 SUI患者组

较对照组（＞45岁）减小，M线绝对值、H线、膀胱尿道角、尿道倾斜角、耻骨后间隙及盆膈

裂孔宽径 SUI患者组较对照组（＞45岁）增大，上述比较均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动态 MRI检查可客观、有效的评价女性压力性尿失禁患者盆底结构形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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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729 

MSCT 多平面重建技术在肠系膜脂膜炎诊断及随访中的应用价

值 

 
王礼同 

扬州大学附属医院 225001 

 

目的 肠系膜脂膜炎是肠系膜脂肪组织发生慢性非特异性的炎性疾病，是一种以慢性炎性细胞

浸润、脂肪坏死和纤维组织形成假肿瘤征为特征的较少见疾病，主要发生在小肠系膜。大多数

肠系膜脂膜炎患者在随访过程中病变稳定、无明显变化，少数患者部分或完全吸收或出现进

展，因此，本病被认为是一种呈良性发展的病变，通常不需要特殊治疗，预后良好。本研究回

顾性分析 2009年 9月至 2015 年 9月，105例肠系膜脂膜炎患者的临床资料，总结影像学特征

表现，探讨 MSCT多平面重建（MPR）技术在肠系膜脂膜炎诊断及随访中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2009.08～2015.09期间 105例经 MSCT多平面重建检查诊断为肠系膜脂膜炎患

者的横轴面 CT及 MPR表现，其中男 52例，女 53例，年龄 33～92岁，中位年龄 62.5 岁。临

床表现为腹痛 51例，腹胀 6例，恶心、呕吐 4例。观察病变的部位、数量、形态、大小、密

度、肠系膜血管及周围肠管等；51例患者获得随访，观察病变的形态、数量、大小及密度变

化。结果 单发病变 79例，多发病变 26例；105例均表现为肠系膜密度增高，呈片状影或包

块影，边缘清晰，大小不等，肠系膜血管被包绕；100例病变内可见条索样、圆形或椭圆形纤

维组织结节或淋巴结增大；105例病变周围可见假包膜征；71例肠系膜血管及纤维组织结节或

淋巴结周围可见脂肪环征；周围肠管被推移 38例。51例随访患者中，病变稳定 31例；病变

完全吸收 2例；病变部分吸收 14例；病变出现进展 4例；病变随小肠管位置改变而发生形态

变化 6例。结论 肠系膜脂膜炎 CT表现具有一定特征，MSCT 多平面重建技术可作为诊断和随

访肠系膜脂膜炎的无创、快速、准确的检查方法。 

   

 

 

PU-0730 

肝纤维化-肝硬化进展精准预测的多模态功能影像学研究 

 
战跃福 

海口市人民医院 570208 

 

【摘要】 目的 探讨多模态功能影像学，磁共振扩散加权成像（表观扩散系数，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ADC 值）、CT灌注成像（达峰时间，Time to peak, TTP）、剪切波

成像（肝硬度，Liver stiffness, LS）对肝纤维化诊断及分期的价值。方法 共纳入 85例病

人，包括 DWI、CTP、SWE成像，肝纤维化病理采用 METAVIR 评分标准，F0（n = 19，22%）；

F1（n = 13，15%）；F2（n = 17，20%）；F3（n = 14，14%）和 F4（n = 22，26%）。数据

包括 DWI成像测得 ADC值，CTP选择 TTP（s），SWE成像测得 LS（KPa值）。结果 F0-F4期肝

纤维化组 ADC值、TTP、LS 均有统计学差异（P<0.004），多模态功能影像学联合诊断肝纤维

化 AUC值，≥F1 期为 93%，≥F2 期为 95%，≥F3期为 90%，和 F4期为 95%。结论 多模态功能

影像学对肝纤维化分期是一种有效的非侵入性的诊断工具，具有较高诊断效，TTP与 ADC 或 LS

联合均具有较高的诊断效度，值得临床推广。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2970 

 

 
PU-0731 

螺旋 CT 血管成像技术在肝动脉变异中的应用价值分析 

 
陈刚 

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 450061 

 

目的 通过多层螺旋 CT血管成像技术(CTA)显示肝动脉解剖变异，探讨其在的价值。材料与方

法 回顾性分析 2011年 6月--2014年 4月，在我院 73例上腹部介入治疗患者，术前行肝脏

多期增强扫描图像资料并对图像进行重组，结合横断面、最大密度投影（MIP）、多平面重建

（MPR）及容积再现（VR）观察患者的肝动脉解剖变异，再与介入术中血管造影（DSA）作比

较。73例患者中 45例为男性，28例为女性，年龄 39～73 岁，平均 52.7岁结果 发现存在血

管腹腔干-肝总动脉系变异患者 30例（约 41.1%），与介入术中血管造影基本一致，变异的肝

动脉均得到清晰显示，其中 9例替代肝左动脉，5例副肝左动脉；6例副肝右动脉，4例替代

肝右动脉；2例肝总动脉系全部来自肠系膜上动脉，肝总动脉以下诸分支正常；2例替代肝右

动脉来自肠系膜上动脉+替代肝左动脉来自胃左动脉；2例为腹腔干起始端闭塞，远端分支与

肠系膜上动脉形成广泛侧支循环。全部病例均顺利进行手术，取得良好治疗效果。结

论 MSCTA可以清晰显示肝动脉的解剖变异，为介入手术提供充分信息，减少人员受照射线

量，应作为上腹部手术前的常规检查。  

 

   

 

 
PU-0732 

Effect of preset adaptive statistical iterative 

reconstruction-V on image quality and radiation dose 

in dual-enhanced abdominal CT  

 
Chai Ya Ru,Gao Jian bo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450000 

 

Purpose: To investigate the image quality and radiation dose of 

preset adaptive statistical iterative reconstruction-V (ASIR-V) at abdominal CT. 

Materials and methods: One hundred and eighty cases with the arterial phase (AP) 

and portal venous phase(PVP) enhanced abdominal CT(120 kVp, NI 10) were analyzed. 

Patients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6 group (A-F, n=30 each). In group A-F, 0%-

50% preset ASIR-V(10% interval) was applied, respectively. Quantitative 

parameters (image noise and contrast to noise ratio of the liver, pancreas, aorta 

and portal vein, radiation dose) and qualitative parameters (subjective image 

quality) were compared among the groups by using ANOVA or Kruskal-Wallis H test. 

Results: The CTDI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groups(F=16.407,p<0.001), and 

the CTDI de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ASIR-V percent. The CTDI of group B-F 

dropped by 7.86%, 16.25%, 27.46%, 45.16% and 61.05% respectively compared with 

group A. Group D and E showed lower image noise(8.7HU±1.3, 8.9HU±1.0), higher 

CNRs and higher overall image quality scores(4.04±0.3, 4.16±0.2) than group A-

C(10.7HU±1.2, 10.2HU±1.4, 9.9HU±1.4; 3.61±0.4, 3.67±0.3, 3.82±0.4). Compa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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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group D-E, group F showed similar image noise(9.1HU±1.2) and CNRs but lower 

image quality score(3.65±0.4).   

Conclusion: Compared with conventional abdominal enhanced CT, 40% preset ASIR-V 

can provide good overall image quality, higher CNRs and lower image noise while 

reduce radiation dose by about half. 

   

 

 

PU-0733 

前置多模型实时迭代重建算法对腹部增强 CT 图像质量和辐射

剂量的影响  

 
柴亚如,高剑波,邢静静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00 

 

目的：分析前置多模型迭代重建算法(ASIR-V)在腹部增强 CT扫描中图像质量及辐射剂量的变

化规律，寻找临床适用的最佳前置 ASIR-V比例。 

方法：前瞻性收集行上腹部 CT双期增强扫描的 180例患者，按时间顺序随机分为 6组（A-

F），每组 30例。A-F组分别设置 0%-50%前置 ASIR-V(间隔 10%)进行扫描，余参数各组一致

（120kVp、自动管电流、NI 10）。测量并记录各组扫描的辐射剂量，动静脉期图像的主观评

分(5分制评分法)，噪声，肝脏、胰腺、主动脉及门静脉的对比噪声比（CNR）。各组主观评

分采用 Kruskal-Wallis H检验，辐射剂量、噪声及各部位 CNR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 

结果：各组间 CTDI有显著统计学差异(F=16.407,p<0.001)；与 A组相比，B-F组其 CTDI降低

比率分别为 7.86%、16.25%、27.46%、45.16%和 61.05%。D和 E组的双期图像噪声

(8.7HU±1.3, 8.9HU±1.0)低于 A-C组(10.7HU±1.2, 10.2HU±1.4, 9.9HU±1.4），与 F组

(9.1HU±1.2) 无差异；双期各部位 CNR稍高于 A-C组，与 F组无差异；图像主观评分

(4.04±0.3, 4.16±0.2)高于 A-C组(3.61±0.4, 3.67±0.3, 3.82±0.4)和 F组

(3.65±0.4)。 

结论：与常规腹部增强扫描相比，40%前置 ASIR-V可提供良好的图像质量、低的噪声和高的对

比噪声比，并降低约一半的辐射剂量。 

   

 

 
PU-0734 

能谱 CT 多参数成像对胃癌转移淋巴结评估的 logistics 分析 

 
柴亚如,高剑波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00 

 

目的：分析胃癌患者一般资料和能谱 CT图像上多种功能参数特征，评估与胃癌淋巴结转移的

相关因素。 

材料与方法：收集 2013年 12月至 2015年 6月我院经胃镜病理确诊的 86例胃癌患者，男 53

例，女 33例，年龄 22~87岁，中位年龄 53岁。所有患者在 Discover GSI CT机行常规平扫和

能谱双期增强扫描。在后处理工作站上对 1.25mm层厚的平扫、动静脉期轴位图像、动静脉期

IB图像进行测量评估，观察记录原发灶部位、生长类型、最大径、瘤周脂肪浸润、各期 CT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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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碘基值。对患者的一般临床资料和胃癌原发灶特征相关参数进行单因素 c
2
检验；将筛选出的

相关因素纳入 logistic多因素回归分析，探讨影响胃癌淋巴结转移的主要因素。 

结果：86例胃癌患者，分化型胃癌 35例（包括高分化腺癌 5例，中分化腺癌 26例，类癌 2

例，腺鳞癌 2例），未分化型 51例（包括低分化腺癌 38例，印戒细胞癌 7例，黏液腺癌 4

例，未分化癌 2例）。手术及病理证实伴淋巴结转移 64例，无淋巴结转移 22例。单因素分析

结果显示患者的性别、年龄、肿瘤发生部位、胃癌平扫病灶 CT值、动脉期病灶 CT值和碘基值

在胃癌转移淋巴结阴性与阳性间没有差异（P>0.05），肿瘤的生长方式、大小、瘤周脂肪浸润

情况、分化类型以及静脉期病灶 CT值和碘基值这六项参数是影响胃癌淋巴结转移的相关因素

（P<0.05）。多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瘤周脂肪浸润情况影响胃癌淋巴结转移的主要危

险因素，其比值比 OR值为 13.154（P=0.002）。 

结论：胃癌患者原发灶的能谱 CT图像部分参数（肿瘤的生长方式、大小、瘤周脂肪浸润情

况、分化类型以及静脉期病灶 CT值和碘基值）可以预测胃癌淋巴结转移，瘤周脂肪浸润情况

是胃癌淋巴结转移的主要危险因素。 

   

 

 
PU-0735 

CT 血管成像和超声对肝移植术前的综合对比评估价值 

 
柴亚如,高剑波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00 

 

目的 探讨三期 CT血管成像（CTA）和超声对肝移植患者术前血管解剖变异及管腔通畅性的临

床评估价值。方法 收集我院肝移植科 126 例行肝移植患者的临床及影像资料，术前均接受

了动脉期、门脉期、静脉期三期 CT扫描及 CTA后处理重建和超声检查。CTA重建图像包括容

积重建(VR)、最大密度投影(MIP)、曲面重建(CPR)和多平面重建(MPR)。观察分析各患者肝动

脉、门脉系统、肝静脉和下腔静脉解剖变异及管腔通畅情况，以术中探查和术后病理结果为标

准，比较 CTA成像和超声对肝移植患者血管评估的准确性。结果 126 肝移植患者中，肝动脉

管腔均通畅，解剖正常 98 例，存在解剖变异 28 例(28/126, 22.2%)；其中 Michel II 型

7.1%(9/126)；III型 6.3%(8/126)；IV型 3.2%(4/126)；V型 2.4%(3/126)；VI型

0.8%(1/126)；Michel分型未包括在内 2.4%(3/126)。CTA 对动脉解剖变异诊断准确率 100%；

超声对管腔通畅性诊断与术中一致，无法评估解剖变异。126 例患者门脉管腔通畅 94 例，

门脉栓子 32 例，其中血栓 21 例，瘤栓 11 例。CTA 和超声对门脉栓子诊断准确率分别为

93.7% vs 96.0% (P>0.05)，其中血栓 96.0% vs 91.3% (P<0.05)，瘤栓 97.6% vs 

92.1%(P<0.05)；CTA可显示门脉周围侧枝循环。CTA和超声对静脉通畅性诊断准确率均为

99.3%；CTA和超声对肝静脉合干解剖情况诊断准确率分别为 99.2% vs 95.2% (P>0.05)。 

结论 CTA可准确评估肝移植动脉解剖变异，对门脉栓子定性诊断准确率较高且能显示侧枝循

环情况，整体术前诊断价值优于超声。 

   

 

 

PU-0736 

低位胆道梗阻的磁共振误漏诊原因分析 

 
周红俐

1
,陈世孝

1
,张福洲

1
,母其文

1
,何晓静

1,2
 

1.南充市中心医院/南充市肿瘤医院 

2.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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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回顾性分析低位胆道梗阻的 MRI诊断情况，着重对误漏诊原因进行分析总结。 方法 选

择经手术、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ERCP）或病理学确诊的低位胆道梗阻患者 246例，均行常规

序列、磁共振胰胆管造影（MRCP）、动态增强扫描，依据良、恶性病变分为两组，对其中 51

例误漏诊原因进行分析总结。 结果 良性梗阻 177例，MRI 诊断准确率 80.8%（143例），误

漏诊率 19.2%（34例），误诊为其他良性病变 27例，误诊为其他恶性病变 3例，漏诊 4例；

恶性梗阻 69例，MRI诊断准确率 75.4%（52例），误漏诊率 24.6%（17例），误诊为其他恶

性病变 11例，误诊为其他良性病变 5例，漏诊 1例。结论 MRI对低位胆道梗阻诊断的准确率

较高，良性组稍高于恶性组，误漏诊原因与病变过小、各种因素干扰、影像特征分析不到位、

罕少病例认识不足、忽略合并的其他病变、缺乏典型征象等相关。诊断医师需总结经验、与临

床紧密结合，部分结果仍需依赖手术、ERCP或病理学检查。 

   

 

 

PU-0737 

超高 b 值扩散加权成像 ADC 值诊断前列腺癌的价值 

 
张琨

1
,史丽静

1
,张云

1
,申艳光

2
,叶慧义

2
 

1.北京市海军总医院 

2.解放军总医院 

 

目的：探讨超高 b值 DWI的 ADC值诊断前列腺癌的临床价值及诊断临界值。方法：本研究为前

瞻性，所有受检者检查前签署知情同意书。根据纳入和排除标准收集 78例患者，行前列腺

T2WI、常规 DWI（b=1000 s/mm
2
）和超高 b值 DWI（b值分别为 2000、3000s/mm

2
）检查。采用

相同的感兴趣区分别测量不同 b 值时的相应 ADC 值。以穿刺结果为金标准，进行统计学分

析。结果：78例患者纳入本研究，穿刺病灶数 154个，其中包括外周带 103个，移行区 51

个。两位医师测量常规 DWI、超高 b值 DWI对于外周带和移行区的 ICC均大于 0.90，都表现出

极佳的一致性。外周带前列腺病灶在常规 DWI、超高 b值 DWI（b=2000 s/mm
2
和 b=3000 

s/mm
2
）的 ADC值分别为 1.097×10

-3
mm

2
/s（95%CI：1.040-1.153），0.809×10

-3
mm

2
/s

（95%CI：0.766-0.851）和 0.622×10
-3
mm

2
/s （95%CI：0.591-0.652）；在移行区，ADC值分

别为和 1.085×10
-3
mm

2
/s（95%CI：1.022-1.147），0.815×10

-3
mm

2
/s（95%CI：0.770-0.861）

和 0.651×10
-3
mm

2
/s（95%CI：0.617-0.685）。前列腺病灶的 ADC值在不同 b值 DWI图像上差

别均有统计学意义。在前列腺外周带的诊断中，超高 b值 DWI的 ADC值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824和 0.852，诊断前列腺癌的临界值分别为 0.75×10
-3
mm

2
/s 和 0.685×10

-3
mm

2
/s。在前列

腺移行区的诊断中，超高 b值 DWI的 ADC值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863和 0.905，诊断前列腺癌

的临界值分别为 0.8×10
-3
mm

2
/s 和 0.634×10

-3
mm

2
/s。结论：超高 b值 DWI的 ADC值对定量诊

断前列腺癌表现出较高的诊断效能。  

 

 

PU-0738 

MRI 对阴道斜隔综合症的术前诊断及分型评估的应用价值 

 
王悦,陆菁菁,林强,朱兰,陈蓉,姜波,候波,冯逢,金征宇 

北京协和医院 100730 

 

目的：探讨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对阴道斜隔综合征术前诊断及

分型评估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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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收集 19例经手术证实的阴道斜隔综合征，对其临床资料及术前 MRI图像进行回顾性分

析。由两位经验丰富的放射科大夫在不了解手术结果的情况下共同阅片，对子宫、宫颈、阴道

受累情况，病变诊断及临床分型等进行共识评价。将 MRI对病变的诊断及分型结果与手术结果

进行比较，以获得术前 MRI 诊断的符合率。 

结果：19例患者平均发病年龄 15岁（9-25岁），平均初潮年龄 12岁。10例以痛经或下腹痛

就诊，5例阴道异常排液，3例月经不规律，1例原发不孕。术前 MRI能清晰显示子宫、宫

颈、阴道受累情况。19例均为双子宫畸形。18例表现为阴道斜隔，包括 11例(61%)右侧阴道

斜隔，7例(39%)左侧阴道斜隔，斜隔距离阴道外口长度 3.5cm (0.7cm-5.6cm)。1例表现为宫

颈闭锁。18例患者伴有梗阻同侧不同程度（子宫、宫颈、隔后腔及盆腔）积血、积液。所有

患者术前 MRI（100%）均可明确诊断阴道斜隔综合征。 17例术前 MRI分型与手术结果一致，

包括 9例无孔斜隔（Ⅰ型），6例有孔斜隔（Ⅱ型），1例无孔斜隔伴宫颈瘘管（Ⅲ型），1

例宫颈闭锁（Ⅳ型）。2例患者术前 MRI分型与术后诊断不一致，1例Ⅱ型患者术前 MRI 误诊

为Ⅰ型，另 1例Ⅰ型患者术前 MRI误诊为Ⅲ型。MRI对阴道斜隔综合征的分型评估与手术结果

的符合率为 89%（17/19）。 

结论：术前 MRI可明确诊断阴道斜隔综合征、清晰显示解剖结构，及辅助评估其临床分型。 

   

 

 

PU-0739 

３例原发性膀胱淋巴瘤的影像学诊断并文献复习 

 
罗敏

1
,蔡文超

1
,晋龙

1
,马明平

1
 

1.福建省立医院 

2.福建省立医院 

 

目的：探讨原发性膀胱淋巴瘤的影像学特征及临床表现，提高诊断正确性。 

方法：回顾性分析 3例原发性膀胱淋巴瘤的临床表现，膀胱镜、彩超、MDCT及 MR所见，结合

国内外文献报道，分析其影像学特点。 3例均行彩超、MDCT平扫及增强、膀胱镜检查，其中

1例行 MR平扫及增强检查。 

结果：3例均为中老年女性，2例有间歇性全程肉眼血尿，1例为发现膀胱肿块。彩超：3例肿

块均血供丰富，其中 2例粘膜不完整，术前均诊断为膀胱癌。MDCT：2例表现为多发膀胱壁不

均匀增厚，粘膜完整，增强后中度较均匀强化，术前诊断为粘膜下淋巴瘤；1例表现为突向膀

胱腔内的肿块，粘膜不规整，增强后不均匀中度强化，术前诊断为膀胱癌。MR检查 1例肿块

型，可见膀胱壁多发肿块，T1WI、T2WI均呈等信号，DWI呈较均匀高信号，增强中度较均匀强

化，术前诊断为膀胱癌。膀胱镜：2例表现为膀胱壁实质性、无蒂、宽基底肿块 2例，1例表

现为膀胱壁多发肿块，表面光滑，部分表面伴坏死。 

结论：原发性膀胱淋巴瘤罕见，以肉眼血尿为最常见的临床症状，彩超、MDCT、MR及膀胱镜

检查联合对其诊断有一定作用，确诊需要病理及免疫组织化学检查。  

 

 
PU-0740 

肾微小上皮样血管平滑肌脂肪瘤的影像表现 

 
罗敏,蔡文超,包强 

福建省立医院 35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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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探讨肾微小上皮样血管平滑肌脂肪瘤（EAML，长径为 1-3cm）影像学特征， 提高对该

病的早期诊断准确性。 

方法：回顾性分析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20例 EAML（长径 1-3cm）的影像学特征及临床病理资

料。其中术前 14例行超声、18例行 CT、6例行 MRI平扫及多期增强扫描检查。 

结果：①部位：13例病灶位于肾皮质近包膜下（11例主体在肾轮廓外，2例主体在肾轮廓

内），4例位于肾实质近包膜及肾窦旁，1例位于肾髓质，1例位于肾窦旁；②大小：1.0cm-

3.0cm； ③超声表现：8例呈高低混杂回声，超声造影均呈流出型强化； ④ CT 表现：平扫 6

例病灶内含有脂肪，其余 12例均无明显脂肪，呈稍高密度，增强后 15例呈流出型，1 例呈平

台型，2例呈流入型强化；11例见“皮质掀起征”，9例见“黑星征”，16例可见“条索

征”； ⑤ MR 表现：3例反相位病灶边缘部分信号较同相位减低， T2WI 5例呈等低信号，增

强扫描 5例呈流出型，1例呈平台型； ⑥术前诊断为 AML的正确率：B超 57.14%(8/14)，CT

为 66.67%(14/18)，MRI为 83.33%（5/6），诊断为 EAML 正确率：CT为 11.11%(2/18)，MRI为

50%（3/6）。 

结论：肾微小 EAML（长径 1-3cm） 超声多呈高低混杂回声、CT平扫呈稍高密度，MR T2WI 呈

等低信号，乏脂肪且瘤内出现条索征，呈流出型的强化方式，为其相对特征性表现，结合多种

影像检查有助于术前正确诊断及随访。  

 

 

PU-0741 

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磁共振成像表现与肝功能 child-pugh 分

级的相关性研究 

 
李超

1
,朱绍成

2
 

1.新乡医学院研究生处 河南省人民医院 

2.河南省人民医院 

 

[摘要] 目的 探讨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PBC）的 MRI表现及其与 Child-Pugh分级的相关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确诊的 43例 PBC患者（观察组）和 51例因其他疾病导致的肝硬化患者

（对照组）的肝脏 MRI表现、病理及临床资料，其中观察组患者按肝功能 Child-Pugh分级分

类（A级 20例，B级 14例，C级 9例），分析、比较以上两组患者 MRI表现的异同，并探讨

不同 Child-Pugh分级 PBC患者 MRI征象的差异。结果 PBC常见的 MRI表现主要包括 T2WI 肝

实质信号强度不均匀、门静脉周围晕征、门静脉周围长 T2信号、肝内胆管数量减少及管径狭

小、肝边缘不光整、节段性肝萎缩或肥大、门静脉主干管径增大、脾大、腹水及腹腔淋巴结增

大等。两组间门静脉周围晕征（F=12.34，P<0.05）和肝内胆管减少及管径狭小（F=19.28，

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在 Child-Pugh分级不同的 PBC患者中，A级和 C级之间门静

脉周围晕征（P<0.05）、肝内胆管减少及管径狭小（P<0.05）、肝边缘不光整（P<0.05）、门

静脉主干管径增大（P<0.01）、脾大（P<0.05）和腹水（P<0.01）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相

关 MRI表现与 Child-Pugh分级具有中度相关性（r=0.556,P<0.05)。结论 原发性胆汁性胆管

炎的 MRI表现特点为：随着肝功能 Child-Pugh分级的加重，肝脏形态学及继发门静脉高压改

变逐渐加重，可伴有门静脉周围晕征、肝内胆管减少及管径狭小、脾大和腹水。较少伴有

T2WI肝实质信息号强度不均匀、门静脉周围长 T2信号变化、节段性肝萎缩或肥大及腹腔淋巴

结增大等征象。PBC患者和其他疾病导致的肝硬化患者在门静脉周围晕征和肝内胆管减少及管

径狭小两类表现中有一定差异。PBC的部分 MRI表现有助于评估 PBC病变的严重程度，并有利

于区分其他原因所致的肝硬化。  

 

 
PU-0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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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C 图纹理参数在检出局部进展期直肠癌新辅助放化疗抗拒中

的应用价值 

 
刘立恒

1,2
,李文武

1
 

1.山东省肿瘤医院 

2.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友谊医院 

 

目的：评估 ADC图纹理参数在检出局部进展期直肠癌新辅助放化疗（neoadjuvant 

chemoradiotherapy, NCRT）抗拒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搜集在本院接受 NCRT 和根治手术且 NCRT前 MRI数据齐全的局部进展期直肠癌患者资料

共 26例。对治疗前 ADC图进行后处理，提取肿瘤区域的 133个纹理参数和常规 ADC测量值。

根据术后病理分期和 NCRT前 MRI分期的对比结果将患者分为对 NCRT有反应组和抗拒组。分析

纹理参数和常规 ADC值在两组间的差异，并将有统计学差异的参数纳入逻辑回归模型，分析

NCRT抗拒的独立预测因素。采用 ROC曲线分析，评估独立预测因素对 NCRT抗拒的预测价值。 

结果：18个纹理参数在两组间存在统计学差异，通过多因素逻辑回归分析，能量方差和

SdGa47两个纹理参数可作为 NCRT抗拒的独立预测因素，利用该逻辑回归模型对 NCRT抗拒进

行预测的 ROC曲线下面积为 0.908。 

结论：基于治疗前 ADC图的纹理参数有助于在治疗前检出直肠癌 NCRT抗拒患者。  

 

 
PU-0743 

肾脏肉瘤样癌 MSCT、病理特征与肾透明细胞癌对比分析 

 
韩雪莉,郭华,高剑波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 探讨肾脏肉瘤样癌（SRCC）的 CT表现、病理特征，提高其与肾透明细胞癌（RCCC）的

鉴别。方法 回顾性分析 19例 SRCC及 213例 RCCC患者的 CT影像资料、病理特征并进行研

究。结果 19例 SRCC肿瘤平均直径（65.95±10.75）mm，较 213例 RCCC肿瘤平均直径

（51.88±14.69）mm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SRCC平扫密度不均，伴坏死囊变

（11/19）、钙化（1/19）；213例 RCCC的 CT平扫多表现为囊实性，钙化（9/213），两组钙

化表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7）；SRCC 52.63%（10/19）表现为延迟强化，RCCC

（198/213）92.96%表现为快进快出强化，两组病例强化方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SRCC恶性程度高，19例见周围脏器受侵，肾周积液、肾盂积水 4例，淋巴结肿大 5例，肾静

脉、下腔静脉癌栓 7例，肺脏转移 4例；病理 SRCC 57.89%（11/19）见肉瘤样成分 89.47%

（17/19）见波形蛋白阳性表达。结论 SRCC与 RCCC的 CT表现有一定的特征性；SRCC 体积

大，多延迟强化，恶性程度较高，浸润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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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剂量 CT 灌注扫描联合双能量成像评估近侧胃癌的初步研究 

 
杨岚清,伍兵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61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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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研究低剂量 CT灌注扫描（computed tomography perfusion, CTPI）评估近侧胃癌的可

行性大小，并探究其与双能量增强扫描结果之间的相关性。 

方法：前瞻性纳入我院经病理证实的近侧胃癌的患者 34名，其中 T1、T2期 11例，T3、T4期

23例；腺癌 26例，印戒细胞癌 8例；有淋巴结转移 17例。选取 25例正常胃底作为对照。使

用二代双源 CT对每位患者行 70kV低剂量 CTPI及双能量静脉期扫描。记录单次 CTPI的有效辐

射剂量，生成感兴趣区灌注参数值、碘值 IC（iodine concentration）及同层面动脉碘值，

并计算标准化碘浓度 NIC（normalized iodine concentration）。比较各参数值的差异，绘

制 ROC曲线，计算两种技术扫描结果的相关性。 

结果：单次 CTPI的有效辐射剂量为 8.58mSv。T3、T4期患者其 PMB（permeability）值大于

T1、T2期患者。印戒细胞癌组其 BF（blood flow）值低于腺癌，PMB值则更高。BF值

（AUC=0.986）对组织病理类型诊断能力强于 PMB（AUC=0.856）。近侧胃癌组的 BF、BV

（blood volume）、PMB值均高于正常组，MTT（mean transmit time）、TTP（time to 

peak）值则更低。BF（AUC=0.955）、PMB（AUC=0.987）诊断胃癌的能力最强。印戒细胞癌组

其 IC、NIC低于腺癌组。IC 及 NIC诊断组织病理类型的能力均较高（AUC=0.938、0.986）。

BF（rs=0.808、0.99）、BV（r=0.43、0.503）值与 IC及 NIC均有相关性。 

结论：低剂量 CTPI有效降低了辐射剂量，对于近侧胃癌的组织病理类型和病理等级诊断等具

有一定的临床价值。双能量成像也可用于区分不同的组织病理类型。二者均能在一定程度上反

应近侧胃癌的灌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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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部异物所致假肿瘤征的 CT 误诊分析 

 
莫蕾,王念花,江新青,梁莹莹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510180 

 

 

目的：探讨腹部异物所致炎性肉芽肿 CT误诊为肿瘤的原因，旨在提高对该病变的诊断与鉴别

诊断水平，减少误诊。 

方法：回顾性分析术前误诊为肿瘤的 10例腹部异物所致炎性肉芽肿的 CT表现，与手术结果对

照，分析其误诊原因和鉴别诊断要点。 

结果： 10例腹部异物炎性肉芽肿误诊病例包括：肝脏异物炎性肉芽肿误诊为肝癌 2例,误诊

为炎性肌纤维母细胞瘤 1例；结肠异物炎性肉芽肿误诊为结肠癌 3例；十二指肠异物炎性肉芽

误诊为腺癌 2例；膀胱异物炎性肉芽肿误诊为膀胱癌 1例；腹壁异物炎性肉芽误诊为炎性肌纤

维母细胞瘤 1例。分析误诊的主要原因既有 CT异物征象不明显、检查技术不足等因素，也有

诊断医师方面的主观因素如：①因临床申请单未提供患者有吞食或插入异物的既往史而忽略了

重要的病史资料；②对征象把握不准，对强化较明显的肿块过分倾向于肿瘤的主观诊断，忽略

了有助于鉴别诊断的一些 CT征象细节；③经验不足，对上述病变缺乏了解和认识；④没能适

当运用后处理技术仔细观察和发现异物。 

结论: 完整的临床资料，合理、完善的 CT扫描及后处理技术是正确诊断的前提，仔细阅片，

全面分析可以避免误诊，提高诊断正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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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消化道异位胰腺 MSCT 多期增强特征的定量研究 

 
张春来,王毅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野战外科研究所 400042 

 

目的：定量评价上消化道异位胰腺多层螺旋 CT(multislice spiral CT, MSCT)多期增强特

征，为该病的 MSCT诊断提供参考指标。方法：回顾性分析 21例上消化道异位胰腺的 MSCT 形

态学表现，并定量观测异位胰腺与正常胰腺的多期增强特征，统计学处理采用配对 t检验和

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21例异位胰腺均位于黏膜下，呈境界清楚、突向腔内的软组织影，

17例(80.95%)呈圆形或类圆形，4例(19.05%)呈扁平丘状，中央凹陷征和小分叶征的检出率分

别是 28.57%和 85.71%。平扫异位胰腺 CT值低于正常胰腺(P<0.01)，增强扫描动脉期和门静脉

期异位胰腺 CT值均低于正常胰腺(P<0.05)，但绝对强化值的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平

衡期异位胰腺与正常胰腺 CT值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绝对强化值异位胰腺高于正常

胰腺(P<0.01)。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动脉期及门静脉期异位胰腺与正常胰腺 CT值均呈显

著线性正相关(r＝0.62, P<0.01; r＝0.70, P<0.01)。结论：上消化道异位胰腺 MSCT多期

增强特征与正常胰腺具有较好的一致性，MSCT多期增强扫描可作为诊断上消化道异位胰腺的

重要检查技术。  

 

 
PU-0747 

The clinical value of CT spectral imaging in the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clear cell renal cell 

carcinoma and renal angiomyolipomas with 

minimal fat 

 
zhang guojin,Zhou Junlin 

The second Hospital of Lan Zhou University 730030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clinical value of CT spectral imaging (GSI) i

n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clear cell renal cell carcinoma(CCRCC) and r

enal angiomyolipomas (AML) with minimal fat.  

Materials and methods 26 cases of CCRCC and 18 cases AML with minimal

 fat confirmed by surgery and pathology were retrospectively reviewed. A

ll the patients under went dual-

phase (cortical phase, CP; medullary phase, MP) contrast enhanced CT wit

h dual-

energy spectral imaging mode. The CT spectral imaging parameters such as

 CT value on 70keV monochromatic images, standardized iodine concentratio

n and water concentration were measured and the slope K of spectral HU

 curve was calculated according the the formula: K=(CT**keV-

CT**keV)/**. Independent student T test was used to compare aboved param

eters between two groups. 

Results In 26 cases of CCRCC, "fast forward and fast out" was strength

ened in 21 cases (80.77%),delayed enhancement in 5 cases (19.23%),In 18

 cases of AML with minimal fat , "fast forward and fast out" enhanc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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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 in 3 cases (16.67%),delayed enhancement in 15 cases (83.33%), there

 was statistic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 < 0.05). CCRCC a

nd AML with minimal fat both in CP single energy CT value(70keV) respe

ctively ( 0.71 ± 0.36) 、

(0.42 ± 0.14),in the MP respectively ( 0.49 ± 0.20) 、

(0.53 ± 0.15)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normalized water concentration

 between the CP and MP (P > 0.05).In the CP, the slope of the energ

y spectrum curve was ( 3.54 ±1.46) 、

( 2.15 ± 0.93), and the slope of the energy spectrum curve of the M

P was ( 2.26 ± 1.17) 、

( 3.39 ± 0.10) ,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0.05). 

Conclusion The combined application of multiple CT spectral imaging may 

help to increase accuracy of differentiating CCRCC and AML with minimal

 fat. 

   

 

 
PU-0748 

小肠梗阻 MSCT 病情评估－常规后处理与多种后处理技术的比

较研究 

 
旷连勤,王毅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野战外科研究所 400042 

 

目的：探索适于小肠梗阻(small bowel obstruction, SBO)及继发性肠缺血/肠坏死评估的多

层螺旋 CT(multi-slice spiral CT, MSCT)多种后处理技术整合优化方案和最佳诊断模式，为

临床治疗方案的选择提供更可靠的影像学依据。方法：选择 90例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SBO 患者

和 16例非 SBO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由 2名腹部影像学医师分别采用 3种后处理方案独立行后

处理及影像解释。比较 3种方案完成 SBO评价指标的时间效率、重组影像数量、自信度、一致

性、检出率、准确率、敏感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及阴性预测值等指标。结果：同一名医师

分别采用 3种方案的时间花费和重组影像数量比较均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1)。病因评价

中 2名医师在常规后处理基础上再选择多种后处理技术的病人数均显著低于仅行常规后处理的

病人数(P＜0.01)，但在评价肠扭转、腹内疝、血管性疾病时多再加用了多种后处理技术整

合，与仅选择常规后处理的数量比较均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1或 0.05)。如下各项评价指

标，包括中段 SBO，病因中的粘连、肿瘤、套叠、肠扭转、腹内疝及血管性疾病，继发性肠缺

血/肠坏死征象的血管栓塞、血管狭窄/闭塞、系膜渗出/积液及系膜血管充血，方案 2和方案

3的自信度显著高于方案 1。对于 SBO病因和继发性肠缺血/肠坏死总体检出率，3种方案间比

较方案 2和方案 3显著高于方案 1(P＜0.01)，方案 2和方案 3对腹内疝及血管性疾病的检出

率均显著高于方案 1(P＜0.01 或 0.05)。结论：小肠梗阻 MDCT检查过程中，在常规横轴位＋

冠状位重组基础上，视患者病情评估需要再适当选用多种后处理技术，可实现既能保证时间效

率和不显著增加重组影像数量，又能全面提高对 SBO病情评估各项指标诊断的自信度、一致

性、检出率、准确率、敏感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及阴性预测值，达到对 SBO的准确诊断和

全面病情评估。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2980 

 

 
PU-0749 

螺旋 CT 联合手术、病理对肝泡型包虫病“嗜静脉血”特点的

研究 

 
杨晓菲,鲍海华 

青海大学附属医院 810001 

 

【摘要】目的 探究肝泡型包虫病血管侵犯的生理特点及病灶生长的方式。方法 120例 HAE

患者，术前均行 256层螺旋 CT三期动态增强扫描，数据经三维血管重组，同病理及手术对

照，分析肝内主要血管受侵的情况。结果 病理示肝内静脉（肝左、中、右静脉、下腔静

脉）、门静脉、肝动脉受侵率分别为：34.38％，31.11％，22.50％（表 1）；螺旋 CT评价血

管受侵分别为 176支（36.67%）、127支（35.28%）、67支（27.92%）（表 2）；与病理对

比，其一致性检验 Kappa值分别为：0.868、0.844、0.725（表 3）。结论 肝泡型包虫生长易

侵犯肝内静脉系统，具有“嗜静脉血”特点，病灶具有向第一、二肝门生长的趋势；螺旋 CT

能够准确地判断该病肝内血管受侵的情况，为临床治疗提供重要依据。 

  

   

 

 
PU-0750 

Manifestation and Evaluation of HAE Complicated with 

HBV 

 
Yang Xiaofei,Bao Haihua 

Qinghai University Affiliated Hospital 810001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growth of the lesion and the difficulties associated with 

the treatment when there were some complications in HAE. Method Combined with 

laboratory and clinical data, the CT and MRI imaging data of 363 patients with HAE 

were analyzed retrospectively. Staging and typing were done to all the the lesions, 

summarizing the situation of HBV and anemia in HAE patients. Results Among the 363 

HAE patients, there were 68 (18.73%) patients with HBV, 278 (76.58%) with liver 

dysfunction, 90 (24.79%) with anemia, 22(24.44%)with anemia and emaciation. Of the 

HAE patients with anemia, 44 (48.89%) were in intermediate and advanced(P3, P4). 

Conclusion HAE patients with HBV whose lesions were larger and in advanced stage 

were prone to liver dysfunction. There are so many complications that it’s 

difficult to treat with a poor prognosis. 

   

 

 
PU-0751 

DWI 定量测量鉴别肝结节良恶性 

 
闫斌,梁秀芬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2981 

 

陕西省肿瘤医院 710061 

 

【摘 要】 目的 探讨 MR DWI 的 ADC 值鉴别肝脏良恶性结节的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术后病

理或临床证实肝结节 108例 156处：良性 43例 50处，包括肝脏海绵状血管瘤 23例 27处，肝

囊肿 20例 23处；恶性 65例 106处，包括肝细胞癌 27例 32处，肝内胆管细胞癌 11例 11

处，肝转移瘤 27例 63处。术前行 MRI平扫、动态增强扫描及 DWI 检查。⑴ 比较肝脏良恶性

结节 ADC值差异。⑵ 绘制 ROC曲线评价诊断效能，依据 ROC曲线确定良恶性结节鉴别阈值。

⑶ 比较不同病理类型肝脏恶性结节的 ADC值差异。⑷ 比较不同肝脏良性结节的 ADC值差异。 

结果 ⑴ 肝脏恶性结节 ADC 值明显低于良性（0.949 vs 2.464 ×10
-3
 mm

2
/s），有统计学差异

（P=0.000< 0.05）。⑵ 绘制 ROC曲线，曲线下面积为 0.996；依据 ROC曲线，选取鉴别阈值

为 1.466×10
-3
 mm

2
/s，敏感性、特异性、准确性分别为 97.2%、100%及 98%。⑶ 肝脏海绵状血

管瘤的 ADC值低于肝囊肿，有统计学差异（1.842 vs 3.195 ×10
-3
 mm

2
/s，P= 0.000 < 

0.05）。⑷ 肝细胞癌、肝内胆管细胞癌及肝转移瘤的 ADC值无统计学差异（P=0.288 > 
0.05）；两独立样本秩和检验，肝细胞癌的 ADC值低于胆管细胞癌，无统计学差异（0.882 vs 

1.068 ×10
-3
 mm

2
/s，P=1.113 > 0.05），肝细胞癌的 ADC值低于转移瘤（0.962 ×10

-3
 

mm
2
/s），无统计学意义（P= 0.241>0.05），转移瘤的 ADC值低于胆管细胞癌，无统计学意义

（P= 0.553 > 0.05）。结论 DWI有助于术前鉴别肝结节的良恶性，ADC 值可鉴别肝脏海绵状

血管瘤与肝囊肿，但无法区分肝脏恶性结节的病理类型。  

 

 
PU-0752 

多种 MRI 成像方法在胰腺癌诊断中的价值 

 
张胜 

南充市中心医院 637000 

 

【摘要】 目的 研究多种 MRI成像技术在胰诊腺癌断中的价值。材料与方法 回顾分析经手

术病理和临床证实的胰腺癌患者 26例，采用的 MRI技术分别为 T1WI、FSET2WI、T1WI+FS、

T2WI+FS、Gd-DTPA动态增强扫描和 MRCP，分析其影像特征。结果 26例胰腺癌中,在 T1WI+FS

上呈低信号者 24例,等信号者 2例；T2WI+FS上 22例呈明显高信号；4例表现为等信号；Gd-

DTPA动态增强扫描动脉期 25例表现为无强化或强化不明显；MRCP 18例胰头癌均显示胆总管

或胰管梗阻性扩张。结论 T1WI+FS、T2WI+FS、Gd-DTPA动态增强扫描和 MRCP成像技术对胰

腺癌的定位、定性准确率较高,是比较理想的胰腺癌诊断方法。 

   

 

 
PU-0753 

MR Evaluation of Growth Pattern of HAE 

 
Yang Xiaofei,Bao Haihua 

Qinghai University Affiliated Hospital 810001 

 

Objective To explore and summary the phys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vascular 

invasion of hepatic alveolar echinococcosis(HAE) and the growth pattern of lesion, 

which provided important basis for the treatment of individual choice. Methods 

Combined with pathology and surgery, MR images of 120 patients with HAE were 

analyzed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the size, location, vascular inva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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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and growth pattern of HAE lesions. Results There were 71 

cases(59.17%) whose lesions were located in S5-6-7-8 and part of right lobe of 

hepatic segments, 21 cases (17.5%)of lesions located in S2-3-4 and part of left 

lobe of hepatic segments. Hepatic portal invasion was found in 52 cases (43.33%) 

which included 11 cases of the first hepatic portal invasion, 29 cases of the 

second hepatic portal invasion, 12 cases of the first and second hepatic portal 

simultaneous invasion. Combined with pathology, the rates of invasion of 

intrahepatic vein, hepatic artery and portal vein were 34.38%, 22.50% and 31.11%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The growth pattern of HAE depends on the location, blood 

supply and activity of the lesion as it grows with growth tendency which is toward 

to the first and second hepatic portal.  

   

 

 

PU-0754 

肾嗜酸细胞腺瘤的 MRI 征象分析 -- 单中心回顾性研究 

 
王海屹

1
,勾振恒

1,2
,叶慧义

1
,闫非

1
,郭爱桃

3
 

1.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放射诊断科 

2.北京市大兴区人民医院放射诊断科 

3.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病理科 

 

目的：探讨肾嗜酸细胞腺瘤(RO)的 MRI影像学表现。方法：回顾性分析 2006年 9月～2017年

5月经手术病理证实 RO 26 例患者资料，其中男性 13例，女性 13例，年龄 22～74岁，平均

年龄 53.2±13.9 岁，共发现 27个 RO病灶。所有患者术前均行 MRI平扫和多时相动态增强扫

描。将病灶以直径 3cm为界分为两组，分别观察病变外生性锥形交界面、假包膜征象,是否囊

变、坏死、出血，含脂质或脂肪，纤维瘢痕，DWI信号，强化特点，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

Logistic回归方法分析以上征象有无统计学差异。结果：单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 RO一般

征象外生性锥形交界面、纤维瘢痕在直径 3cm以上和直径 3cm以下 RO病灶中比较有统计学差

异，多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外生性锥形交界面在直径 3cm以上和直径 3cm以下 RO病灶中比

较有统计学差异；RO DWI均匀高信号伴放射状低信号在 RO中具有典型特征，在直径 3cm以上

和直径 3cm以下 RO病灶中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单因素和多因素 Logistic 回

归分析 RO增强特点皮质期中度以上强化、辐轮状强化在直径 3cm以上和直径 3cm以下 RO病灶

中比较均有统计学差异。结论: 在 MRI上，RO是一种具有外生形态、假包膜、外生性锥形交

界面、纤维瘢痕、DWI均匀高信号伴放射状低信号、皮质期中度以上强化、辐轮状强化、节段

性强化反转影像特点的肾脏肿瘤；病灶越大，发生囊变、坏死、出血、脂质、瘢痕几率越大。  

 

 

PU-0755 

MSCT 与 Fibroscan 无创评估门脉高压的相关性研究 

 
姚升娟 

天津市第二人民医院 300192 

 

摘要：肝硬化是临床常见的慢性进行性肝病，有一种或多种病因长期或者反复作用形成的弥漫

性肝损害。病理组织学上有广泛的肝细胞坏死、残存肝细胞结节性再生、结缔组织增生与纤维

间隔形成，导致肝小叶结构破坏和假小叶形成，肝脏逐渐变形、变硬而发展为肝硬化。早期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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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肝脏代偿功能较强可无明显症状，后期则以肝功能损害和门脉高压为主要表现。目前可以无

创反应肝硬度的检测方法为 Fibroscan,其通过测量肝脏硬度值评估肝脏的实际硬度情况，其

值≥7.5 考虑为肝硬化，随着肝硬化程度的逐步进展，其值越高。同时，MSCT中随着肝硬化程

度的进展，门脉高压情况会越来越重。会逐渐出现。我们回顾性分析本院 463例临床确诊的肝

硬化的患者，所有患者均行腹部增强 MSCT检查，分析其 CT影像表现特征，我们发现会逐渐出

现门静脉主干增宽、食道-胃底静脉曲张、胃-肾分流、脾-肾分流等等征象，而且有的征象叠

加出现，且患者同时进行 Fibroscan检查，试图运用统计学方法找到 MSCT中的影像表现和

Fibroscan数值的相关性研究。 

   

 

 
PU-0756 

 Periampullary carcinomas at MR imaging: 

Pancreaticobiliary duct changes and dark choledochal 

ring sign  

 
Wang Lang,Jiang Xiaofeng,Liu Chuan,Zhu Li,Li Bing,Zhang Chuan,Yang Hanfeng,Xu Xiaoxu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orth Sichuan Medical College 637000 

 

Objectives: This study aimed to quantitatively analyze pancreaticobiliary duct 

changes, evaluate the morphologic changes and the dark choledochal ring sign on 

axial T2WI of periampullary carcinomas, and investigate the value of differential 

diagnosis and evaluation for surgery. Methods: A total of 81 patients with 

periampullary carcinomas were analyzed. These patients underwent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scanning and were confirmed by histopathologic results. The 

patients were classified according to the type of carcinoma, as follows: 

pancreatic head carcinoma (PHC), 41; intrapancreatic common bile duct carcinoma 

(ICBDC), 20; and ampullary carcinoma (AC), 20. The pancreaticobiliary duct angle, 

distance from the common bile duct (CBD) or the main pancreatic duct (MPD) to the 

papilla, distance between the ends of the dilated pancreaticobiliary duct, and 

maximum diameters of the dilated MPD and CBD were measured. Morphologic changes 

and the dark choledochal ring sign on axial T2WI were analyzed by 2 radiologists.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was considered when p<0.05. SPSS ver. 18 was used for 

statistical analysis. Result: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found in the dilated 

pancreaticobiliary duct angle, distance from the major papilla to the end of the 

dilated pancreaticobiliary duct, distance between the ends of the dilated 

pancreaticobiliary duct, and maximum diameters of the MPD. The distance from the 

major papilla to the end of the dilated pancreatic duct and the dilated 

pancreaticobiliary duct angle in PHC (2.19±1.29 cm and 79.4°±29.4°, 

respectively) were greater than those in AC and ICBDC. The distance from the major 

papilla to the end of the dilated bile duct and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ends of 

the dilated pancreaticobiliary duct in PHC (2.53±0.89 and 2.19±1.29 cm, 

respectively) were greater than those in AC. The maximum diameter of the MPD in 

ICBDC (0.48±0.18 cm) was less than that in PHC. The distance from the major 

papilla to the end of the dilated bile duct in ICBDC (2.79±1.22cm) was greater 

than that in AC. The 4-segment sign was most frequently observed in PHCs (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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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3-segment sign most frequently appeared in ICBDCs (60%); the double-duct sign 

most frequently appeared in ACs (85%); and the dark choledochal ring sign on T2WI 

appeared in 75.6%, 0%, and 10% of PHCs, ICBDCs, and ACs,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pancreaticobiliary ductal changes and 

evaluation of morphologic changes can be used for differential diagnosis among 

periampullary carcinomas. The dark choledochal ring sign on axial T2WI can be used 

to differentiate PHC from other periampullary carcinomas, as well as for 

preoperative evaluation (such as pancreaticoduodenectomy) and palliative treatment 

to determine the value of differential diagnosis.   

 

 
PU-0757 

肝脏血管周上皮样细胞肿瘤的 MRI 表现 

 
郭庆 

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637000 

 

【摘要】目的：分析肝脏血管周上皮样细胞肿瘤(PEComa)的 MRI特点。方法：回顾性分析经手

术病理证实的 17例(共 17枚病灶)肝脏 PEComa患者的 MRI资料。结果：17例患者均为单发病

变，病灶最大径在 2.0cm-6.8cm。8枚位于右叶，9枚位于左叶；10枚病灶含脂肪或脂质成

分。MRI平扫病灶呈长 T1长 T2信号，DW I呈高信号，所有病灶实性部分动脉期均明显强化，

10枚病灶强化方式为“快进慢出”型，4枚病灶强化方式为“快进快出”型，3枚病灶强化方

式不典型；8枚病灶内可见条状强化血管影，5枚病灶周边可见供血动脉影，2枚在延迟期出

现“假包膜”征。结论：含或不含脂肪的边界清楚的类圆形富血供肿块，“快进慢出型”强化

特征，病灶内出现血管影或边缘供血动脉，对于肝脏 PEComa有一定诊断价值。 

   

 

 
PU-0758 

Characterization of mesorectal lymph nodes 

(metastatic versus non-metastatic) in patients with 

rectal cancer utilizing MSCT images texture analysis 

 
Feng Zhichao,Yan Zhimin,Rong Pengfei,Wang Wei 

The Third Xiangya Hospital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410013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diagnostic performance of MSCT images texture analysis 

for differentiating metastatic (MLN) from non-metastatic lymph nodes (NLN) in 

patients with rectal cancer. Methods 35 patients with rectal cancer who were 

pathologically confirmed by surgical resection at our institution were included 

retrospectively. Mesorectal lymph nodes were identified on the preoperative CT 

images according to pathological findings, and divided into MLN and NLN groups. 

The short- and long-axis diameter of lymph nodes were manually measured, and the 

texture features were analyzed on the portal phase images with CT Kinetics 

software. The short-axis diameter, short- to long-axis diameter ratio, and each 

texture feature of lymph nodes were compared between MLN and NLN groups. ROC cu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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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and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were performed to evaluate 

the discriminative power. Interobserver agreement of texture features was 

evaluated using 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ICC). Results A total of 68 

mesorectal lymph nodes were obtained and consisted of 31 MLNs and 37 NLNs. The 

short-axis diameter and short- to long-axis diameter ratio for the MLN group were 

(7.20±1.59) mm, 0.79±0.12, and were (5.49±1.40) mm, 0.78±0.12 for the NLN 

group. The short-axis diameter, kurtosis, and entropy of the ML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NLN group (all P<0.05). However, the short- 

to long-axis diameter ratio, skewness, variance, and inverse difference moment did 

not differ significantly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ll P>0.05). The area under the 
ROC curve (optimal cutoff valu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for distinguishing 

MLN from NLN were as follows: short-axis diameter: 0.79 (5.20 mm, 90.32%, 56.76%); 

kurtosis: 0.67 (2.41, 51.61%, 78.38%); and entropy: 0.85 (7.25, 70.97%, 91.89%).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entropy was the unique 

independent predictor for characterizing the mesorectal lymph nodes, and the 

interobserver agreement between two radiologists was excellent for the entropy. 

Conclusion MSCT images texture analysis can facilitate the accurate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MLN and NLN in patients with rectal cancer, particularly 

the heterogeneity parameter entropy, which provides reference for preoperative 

regional lymph node staging.  

 

 
PU-0759 

Xp11.2 易位/TFE3 基因融合相关性肾癌多排螺旋 CT 诊断价值 

 
黄晓旗,文铁,闫军,白利杰,李建龙 

延安大学附属医院 716000 

 

目的 探讨 Xp11.2易位／TFE3基因融合相关性肾癌 CT影像学表现。方法 回顾性分析本院

2012年 7月～2017年 7月间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5例 Xp11.2 易位性肾癌患者，分析其临床、影

像特征。结果 5例均为儿童与年轻人，男女比例（2：3），4例有腰痛症状（80%），3例有无

痛性、间断血尿或尿潜血阳性（60%），4例有同侧淋巴结转移及 1例合并右侧肾上腺转移

（80%）；3例肿瘤局限于肾髓质，2例位于皮髓质并累及肾盂；肿块均呈囊实性、混杂密度，

可见囊变、坏死、出血，4 例可见点线样及环形钙化（80%），5例病变均可见包膜，3例包膜

完整，2例包膜不完整。平扫 CT值（52±4.528）Hu密度均高于肾脏实质，增强扫描分皮质期

实性成 CT值（79.6±26.130）Hu中度不均匀强化，髓质期 CT值（73.2±14.755）Hu 持续强

化，延迟期 CT值（68.2±11.777）Hu强化程度轻度减低，但各期强化程度均低于肾皮质；本

组 4例淋巴结转移都为同侧，3例淋巴结密度及强化方式与肿瘤密度相仿，1例淋巴结平扫密

度不均匀，边缘可见环形片状高密度影，增强皮质期明显均匀强化，强化值大于肿瘤本身，髓

质期及延迟期强化程度与肿瘤相仿，笔者认为同侧淋巴结转移及这种淋巴结异常密度和强化方

式对本病有一定的诊断价值。结论 Xp11.2易位／TFE3基因融合相关性肾癌有一定临床及影

像学特点，结合多平面重建技术，有助于该病的术前诊断及对肾脏切除指导。  

 

 
PU-0760 

肝脏原发恶性黑色素瘤个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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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文婷,黄刚 

甘肃省人民医院 730000 

 

目的：恶性黑色素瘤是一类起源于黑色素细胞的高度恶性肿瘤，病死率高，好发于白种人，中

老年人多见，主要发生于皮肤、粘膜，原发于肝脏的恶性黑色素瘤极为罕见，中外文文献报道

仅 23例，最小的患者年龄为 27岁。肿瘤黑色素含量及瘤内出血差异使得恶性黑色素瘤 MRI信

号多样化，典型信号为 T1WI 高信号，T2WI低信号，但在临床诊断中多数病灶表现为 T1WI，

T2WI不均匀高信号或者 T1WI 低信号，T2WI高信号，与其它疾病难以鉴别。所以临床工作中应

结合其强化方式与病理免疫组化来确诊。 

方法：一 12岁男性患者，因“右上腹胀痛”就诊，腹部超声示肝脏内一边界清晰的低回声结

节,内部回声欠均匀，周围可见高回声包膜，结节内未见明显血流信号。AFP（-），CEA（-

），遂做增强 CT明确诊断。CT平扫示肝右叶一大小约 6x7cm 的类圆形混杂低密度结节，边界

清晰，其内可见稍高密度的出血灶。增强扫描动脉期病灶不均匀明显强化，门脉期及延迟期病

灶持续强化，强化程度与肝实质一致，出血部分未见明显强化。腹腔内未见异常肿大淋巴结。 

结果：术后肉眼所见 6.2x8.2cm的黑褐色软组织肿块，免疫组织化学：S-100（+），Melan-A

（+），HMB-45（+），CKpan（-），CD(20/45) （-）。病理确诊为肝脏原发恶性黑色素瘤。 

结论：由于恶性黑色素瘤符合典型 MRI “短 T1、短 T2”信号的很少，所以如果肝脏增强扫描

动脉期明显强化，门脉期及延迟期持续强化，肿块内有出血，即使肿块边界清晰，患者年龄偏

小，也应考虑恶性黑色素瘤可能，并做免疫组化排除。  

 

 
PU-0761 

肝胆特异性对比剂（钆塞酸二钠）对肝内周围型胆管细胞癌

的诊断价值 

 
李然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400042 

 

  

目的：探讨肝胆特异性对比剂（钆塞酸二钠）对肝内周围型胆管细胞癌的诊断价值，提高其诊

断正确率。方法：回顾性分析经病理证实的 26例 IHPCC的 MRI资料，筛选并排除所有伴有胆

管扩张的病例，所有病例均行 MRI平扫和钆塞酸二钠增强扫描，观察其各序列的信号特点以及

其在增强各期尤其是肝胆期的强化特点并进行分析，并分析肿瘤所在肝段、大小、个数、是否

侵犯门静脉，有无肝包膜皱缩等征象。结果：26个病例中男性 16例，女性 10例，有肝硬化

背景者 4例，AFP升高者 2 例，乙肝病史 4例。MRI上 26例 IHPCC中 2例为多发，存在 4个病

灶，余 24例均为单发。6个位于 IV段，4个位于 V段，6个位于 VIII段，2个位于 I 段，4

个位于 VII段，6个位于 III 段。26个病例中有 4例出现门静脉血栓。MRI平扫 T1WI 为低信

号 24例、混杂性低信号 4例，T2WI为高信号 24例、混杂性高信号 4例，DWI上呈不均匀弥散

受限者 28例。增强扫描后 16个病灶在动脉期出现较明显的环状强化，在门脉期和延迟期呈从

周边到中心“填充样”的强化，强化范围逐渐增大，肝胆期肿瘤内部亦可见轻度强化，而肿瘤

周边组织无造影剂摄取，病理提示肿瘤周边有大量肿瘤组织，内部存在大量纤维成分。6个病

灶在动脉期可见环状强化，在门静脉和延迟期亦可见环状强化，而肿瘤内部无明显强化，在肝

胆期肿瘤内部可见少许斑片状强化，病理提示肿瘤周边存在肿瘤组织，肿瘤内部有大量坏死可

见少许纤维组织。6个病灶在动脉期肿瘤整体可见轻度强化，静脉期和延迟期强化范围逐渐增

大，肝胆期肿瘤内部无明显强化，病理提示病灶内存在大量的肿瘤细胞，而纤维基质较少。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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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由于大部分胆管细胞癌内含有纤维组织，因此可在注射钆塞酸二钠的肝胆期呈的环状强化

或斑片样强化，具有一定的特征性。综合分析其在 MRI上各序列的信号特点，结合其强化特征

及其伴随征象能提高 IHPCC 诊断的准确率。   

 

 

PU-0762 

MR 对乙肝肝硬化患者门脉海绵样变胆管病的诊断价值分析 

 
郭若汨,王劲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510630 

 

目的 通过分析乙肝肝硬化患者门脉海绵样变胆管病的 MR表现，提高本病的诊断准确率。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0-2016 年我院 MR动态增强扫描及临床诊断的 33例乙肝肝硬化门脉海绵

样变胆管病患者的 MR表现，观察胆管扩张范围、末端狭窄程度、胆管边缘血管扩张情况等 MR

征象。 

结果 本组病例（33例）均可见胆管迂曲扩张、管壁不规则，3例可见胆管壁呈“假瘤状”增

厚；7例累及肝左叶肝内胆管，4例累及肝右叶肝内胆管，14例累及肝左右叶肝内胆管，8例

累及肝内、外胆管；胆总管边缘均可见迂曲扩张血管影；另外，胆管末端狭窄 21例，梗阻 12

例，末端见均匀延迟强化结节 4例，末端与门脉栓子关系密切 8例。 

结论 MR对于乙肝肝硬化门脉海绵样变胆管病具有重要的诊断价值，典型表现为胆管扩张和胆

管周边血管曲张及胆管末端均匀延迟强化结节。  

 

 
PU-0763 

卵巢性索间质肿瘤的影像学诊断及鉴别诊断 

 
亓俊霞 

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 300170 

 

【摘要】 目的 探讨女性卵巢性索间质肿瘤的影像学表现。资料与方法 回顾性分析自 2010

年至 2016年间经病理证实的 69例卵巢性索间质肿瘤的 CT及 MRI表现。结果 69例卵巢性索

间质肿瘤中卵泡膜纤维瘤（31例）、卵泡膜细胞瘤（19例）、纤维瘤（12例）、颗粒细胞瘤

（5例）、卵巢间质肉瘤（2例）。69例患者均行 CT及 MRI检查。肿块呈类圆形或分叶状，

边界清晰，大部分（52例，占 75%）以实性为主、合并囊性变，部分（13例占 19%）完全呈实

性，少数（4例，占 6%）呈囊性。CT平扫呈低密度，增强检查强化不明显或呈轻度延迟强

化；MRI检查 T2WI上实性部分多呈低信号，DWI上信号稍高。结论 卵巢性索间质肿瘤表现为

边界清楚实性为主的肿块、常伴有囊性变，增强后强化不明显或轻度延迟强化，MRI T2WI上

实性部分多数呈低信号，DWI 上信号稍高，依据这些影像特征有助于提高这类肿瘤的诊断准确

率。 

   

 

 
PU-0764 

动态 MRI 对卵巢纤维瘤与浆膜下子宫肌瘤的鉴别诊断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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亓俊霞 

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 300170 

 

摘要 目的 探讨 MR早期动态增强对 MR平扫表现为 T2WI 等或低信号的卵巢纤维瘤与浆膜下子

宫肌瘤鉴别诊断的价值。方法 分析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40例卵巢纤维瘤及浆膜下子宫肌瘤 MR

平扫及早期动态增强表现，其中卵巢纤维瘤 10例，浆膜下子宫肌瘤 30例。结果 卵巢纤维瘤

2例 T2WI呈等信号，8例呈低信号，T1WI皆为低信号，增强早期多为轻度强化，延迟期消退

缓慢，早期强化率值低，曲线达到高峰所需时间长；浆膜下子宫肌瘤 7例 T2WI 呈等信号，23

例呈低信号，T1WI皆为低信号，增强扫描早期多为中高度强化，早期强化率值高，曲线达到

高峰所需时间短；两组强化曲线形态不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结论 MR平扫表现

相似的卵巢纤维瘤和浆膜下子宫肌瘤，早期动态增强扫描强化曲线形态不同，有助于两者的鉴

别。 

   

 

 
PU-0765 

薄层 MR 成像联合 MR 扩散加权成像对直肠癌术前局部分期的

价值 

 
亓俊霞 

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 300170 

 

摘要：目的 以病理分期作为金标准，探讨薄层 MR成像联合 MR扩散加权成像对直肠癌术前局

部分期的价值。方法 对首诊直肠癌的 50例患者进行前瞻性研究。50例患者均行常规 MRI、薄

层 MRI和 DWI检查，后手术治疗并行病理分期。结果 薄层 MR成像较常规 MR成像能更好的显

示肠壁的各层解剖结构及肿瘤对肠壁及邻近结构的侵犯范围和程度。常规 MRI、薄层 MRI 联合

DWI两种检查方法行 TN分期的准确度分别为 45%和 67.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44）；T

分期的准确度分别为 65%和 8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40）；N分期的准确度分别为 65%

和 75%，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0.332）。结论 薄层 MRI 联合 DWI检查在直肠癌术前局部分

期（TN分期）方面优于常规 MRI，特别是在 T分期方面，薄层 MRI联合 DWI检查更具优势，准

确度提高到 85%；在 N分期方面，薄层 MRI联合 DWI检查与常规 MRI检查相比无明显差别。 

   

 

 
PU-0766 

肾透明细胞癌 ADC 值结合肿瘤大小与组织病理分级的相关性

研究 

 
李骁,边云,方旭 

上海长海医院 200433 

 

目的 探讨肾透明细胞癌（CRCCC）3.0 T MR ADC值结合肿瘤大小与组织病理分级的相关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3年 4月至 2016年 6月经手术病理证实 58例肾透明细胞癌患者，男 44

例，女 14例，均行术前 3.0 T肾脏 MRI检查，2名放射科医师对图像取得一致意见后测量肿

瘤每一层面实性部分、整体、对侧正常肾实质 ADC值及肿瘤最大横径。由一位病理科医师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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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hrman病理分级资料，其中Ⅰ-Ⅱ级为低级别，Ⅲ-Ⅳ级为高级别。比较 Fuhrman病理分级与

肿瘤整体 ADC平均值、最小值，肿瘤实质 ADC平均值、最小值，肿瘤最大横径，肿瘤整体 ADC

平均值/肿瘤最大横径，肿瘤实质 ADC平均值/肿瘤最大横径的相关关系。比较高低级别肾透明

细胞癌两组的肿瘤整体 ADC 平均值、肿瘤实质 ADC平均值、肿瘤最大横径、肿瘤整体 ADC 平均

值/肿瘤最大横径、肿瘤实质 ADC平均值/肿瘤最大横径的相关关系。结果 FuhrmanⅠ级 11

例，Ⅱ级 38例；Ⅲ级 9例，Ⅳ级 1例。以上参数同 Fuhrman 病理分级无相关性（P均＞

0.05）。低、高级别组肿瘤整体、实质 ADC平均值分别为（1.93±0.40）×10
-3
、

（1.99±0.41）×10
-3
、（1.88±0.42）×10

-3
、（2.01±0.48）×10

-3
mm

2
/s，组间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P均＞0.05）。低、高级别组肿瘤最大横径平均值分别为（36.17±17.15）、

（41.51±19.93）mm，低、高级别组肿瘤整体、实质 ADC平均值/肿瘤最大横径分别为

（0.06±0.03）×10
-3
、（0.06±0.02）×10

-3
、（0.06±.03）×10

-3
、（0.06±0.02）×10

-

3
mm

2
/s，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结论 肾透明细胞癌组织病理分级与 ADC

值、肿瘤最大横径、ADC值/肿瘤最大横径等相关参数无相关性。 

   

 

 
PU-0767 

磁共振扩散加权成像对直肠癌的显示及其恶性程度评估的初

步研究 

 
亓俊霞 

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 300170 

 

摘要：目的 本研究旨在选择直肠癌扩散加权成像（DWI）的合适 b值，并探讨 DWI成像的表观

弥散系数（ADC）值在肿瘤恶性程度预测方面的价值。方法 对首诊直肠癌的 50例患者行前瞻

性 MR扫描研究。采用单次激发 SE-EPI序列，取 0 s/mm
2
和 500、800与 1000 s/mm

2
三组 b值

行 MR扩散加权成像，获得各 b值下直肠癌病变的 DWI图、ADC图及指数化 ADC（eADC）图。结

果 不同 b值的 DWI图像上，直肠癌病变均表现为高信号，并且随着 b值的升高，病变信号强

度下降；不同 b值下，病变 ADC值不同；同一 b值下，不同分化程度间病变的 ADC值不同；经

ROC曲线分析，各 b值下，病变的 ADC值均可作为评估肿瘤分化程度的有效指标，且以选取 b

值为 1000 s/mm
2
时，曲线下面积最大，即诊断效能最高，ADC值的最佳阈值为 0.600×10

-

3
mm

2
/s。结论 使用 b值为 1000s/mm

2
的 DWI序列检查利于直肠癌病变的早期诊断。DWI 表现及

所测得的 ADC值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肿瘤的分化状况，有助于术前预测肿瘤的恶性程度。 

   

 

 

PU-0768 

MRI 及扩散加权成像 DWI 在自身免疫性胰腺炎诊断中的价值 

 
亓俊霞 

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 300170 

 

【摘要】 目的 探讨 MRI及扩散加权成像(DWI）在自身免疫性胰腺炎(AIP)诊断中的价值。方

法 回顾性研究 2014年 1月至 2016年 12月接受诊治且经病理学检查证实的 22例 AIP患者临

床资料。其中男 12例,女 10例。患者均行 MRI平扫、多期动态增强扫描及 DWI检查，测量患

者胰腺病灶的扩散系数（ADC)，观察 AIP的 MRI 及 DWI影像学表现特征。结果 AIP病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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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I表现为 T1WI呈等或稍低信号，T2WI呈稍高信号，动态增强扫描病变持续渐进强化。DWI

检查测量病灶的 ADC值为（1.09±0.09）×10
-3
mm2/s, 胰腺病灶呈高信号。22例患者中，16

例表现为胰腺整体弥漫性肿大，形态饱满，呈“腊肠样”外观；4例表现为胰头部局限性肿

块；2例表现为胰体、尾部肿块。16例 MRI 检查胰腺周围见包膜样环状影，T1WI呈等或略低

信号，T2WI呈略低或稍高信号，动态增强扫描动脉期无强化或低强化，延迟期延时强化，强

化程度略低于胰腺实质。4 例胰周及腹膜后见多个肿大淋巴结。结论 MRI检查有助于 AIP的

诊断，动态增强扫描与 DWI 表现可作为直接征象诊断 AIP,具有较高的临床参考价值。 

   

 

 

PU-0769 

原发性肾脏平滑肌肉瘤一例 

 
牟俊,刘昌杰 

贵州省人民医院 550002 

 

患者 男 60岁，发现右腹部包块 1月余入院。查体：右腹部可扪及一大小约 6cm×5cm 包块，

质硬，边界清楚，活动欠佳，无明显触痛及压痛，局部无红肿发热。血常规、尿常规及生化检

查均正常。其影像表现如图 1-4。术中见右肾肿大，质硬，右肾与肝脏及升结肠粘连较重，逐

渐游离、松解粘连。完整切除右肾，取出右肾送病检。肉眼所见：肾大小

11cm×11cm×10cm，切面肾一极见一灰白灰红肿块，大小 11cm×9cm×7.5cm，肿块切面灰白

灰红实性质中、稍硬，与周围肾脏分界不清。病理诊断：平滑肌肉瘤伴玻璃样变、坏死（图

5）。 

讨论 

平滑肌肉瘤( leiomyosarcoma) 是一种少见的恶性间叶组织性肿瘤，好发于胃肠道、子宫及大

网膜等部位，发生于肾脏者罕见，约占肾脏肿瘤的 2% - 3%。肾脏原发平滑肌肉瘤发病机制不

清，多为单侧发病。临床上好发于 50-60岁女性，临床症状不典型，确诊主要依靠病理学检

查，影像学检查是重要的辅助手段。 

肾平滑肌肉瘤的 CT表现：平扫肿瘤与肾脏实质比呈等或稍高密度混杂密度，边界不清，肿瘤

内出血坏死较常见，范围较大；肿瘤体积长较大，多数大于 6cm，突破肾脏包膜向外生长，肾

脏轮廓增大，肾周脂肪间隙常模糊；增强检查肿瘤呈延迟和持续性强化，部分学者认为肾脏平

滑肌肉瘤的特征性表现，侵犯周围组织，可合并下腔静脉癌栓、周围淋巴结转移。鉴别诊断：

（1）肾癌，多数为透明细胞癌多表现为快进快出的强化方式，常有假包膜征（2）肾纤维瘤，

平扫为稍高密度，但出血坏死较少见，呈轻中度延迟强化。（3）血管平滑肌脂肪瘤，多数病

变含有脂肪成分，强化程度较平滑肌肉瘤更显著。 

总之，当患者为中老年，其 CT发现肾脏肿瘤体积较大，边界不清，有较大范围的出血坏死，

持续性延迟增强表现，合并下腔静脉癌栓或淋巴结转移，而临床症状不典型时，需高度怀疑肾

脏原发性平滑肌肉瘤。  

 

 
PU-0770 

胰腺神经内分泌肿瘤的 MSCT、MRI 诊断及漏/误诊原因分析 

 
刘鸽 

西安市第三医院 71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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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对比分析胰腺神经内分泌肿瘤的 MSCT及 MRI表现，探讨其各自的诊断价值。方法 回

顾性分析 64例（69个病灶）经手术或穿刺活检病理证实的胰腺神经内分泌肿瘤患者的临床表

现及 MSCT、MRI特征，并对影像表现不典型病灶进行漏/误诊原因分析。结果 在 64例 pNETs

患者中，56例行 MSCT平扫及三期增强扫描，共 60个病灶，漏诊 6个，敏感性为 90%

（54/60），其中 27个病灶平扫呈均匀等密度，余 27个呈等低混杂/稍低密度，其中 5个病灶

伴有散在点状、线样或结节状钙化，增强扫描 25个病灶富血供，强化均匀，20个富血供，强

化不均匀，9个乏血供，7个病灶内可见囊变坏死区，呈囊实性改变；8个病灶边界模糊，局

部浸润，累及周围脂肪间隙、血管及神经组织等；8个病灶出现肝转移，其中 1个累及胆囊和

胆管，2个合并腹膜后转移；2个出现胰管扩张，1个出现肝内外胆管扩张，2个伴潴留囊肿形

成。64例中，33例进行了 MRI平扫及三期增强扫描，共 37个病灶，漏诊 4个，敏感性为

89.2%（33/37），33个病灶平扫均呈稍长/长 T1信号，2个呈短 T2信号，1个呈等 T2信号，

余均呈稍长 T2/T2信号，MRI 增强扫描强化方式及程度与 MSCT基本一致。其中，25例患者同

时行 MSCT及 MRI扫描。病理结果显示，G1级 37个，G2级 24个，G3级 8个。统计分析结果

显示 G1、G2、G3三组在性别及年龄方面无统计学差异（P＞0.05）； G1、G2的直径平均值无

统计学差异（P＞0.05），G1、G2的直径平均值均显著低于 G3，存在统计学差异（P＜
0.05）。结论 常规 MSCT或 MRI平扫＋多期增强扫描对影像表现典型的胰腺神经内分泌肿瘤

具有较高的诊断价值，二者联合可提高不典型胰腺神经内分泌肿瘤的检出率。 

 

 

   

 

 
PU-0771 

多层螺旋 CT 对肾上腺髓质脂肪瘤的诊断价值 

 
韩旭

1,2
,孙美玉

1
,王梦遥

1
,范芮

1
,王成艳

1
 

1.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大连医科大学 

 

目的：探讨肾上腺髓质脂肪瘤(AML)多层螺旋 CT(MSCT)诊断及鉴别诊断价值，以提高诊断准确

率。 

材料与方法：收集我院经病理证实的 35例 AML患者资料。观察内容：①肿瘤单发性、最大

径、形态、边界、毗邻。②同侧肾上腺是否显示。③构型：脂肪为主或实性为主型。④强化程

度及不同构型肿块实性成分的强化率：强化程度为增强前后 CT值之差，分轻度强化(CT值增

加幅度<20HU)，中度强化(CT 值增加幅度 20-40HU)，显著强化(CT值增加幅度>40HU)。比较两

种构型肿瘤实性成分强化率[强化率=(强化最高 CT值-平扫 CT值)/平扫 CT值]，P<0.05时有

统计学意义。 

结果：35例 AML患者共 41 个肿块。其中 31例为单发，4例为多发。肿块最大径为

5.53±2.98cm。大多数呈类圆形或卵圆形(37/41)，少数呈浅分叶状(4/31)。肿块均起源于肾

上腺，无侵袭性，病变与邻近器官边界清晰。27例患侧仍可见正常肾上腺组织，6例患者肿瘤

体积大，推挤邻近脏器。 

41个肿块中 28个呈脂肪为主型(CT值在-79～28HU之间)，病灶内可见云絮状等密度影；13个

呈实性为主型(CT值在-8～46HU之间)。6个肿块内可见不规则钙化。排除 8个缺少延迟期的

病例，得到 33个有完整增强图像的病灶(脂肪为主型 22个，实性为主型 11个)，增强后脂肪

成分无强化；实性成分呈轻、中度强化者均为 15个，3个呈显著强化。脂肪为主型的肿块的

实性部分强化率为[（0.6±3.32）×10
2
]%，低于实性为主型[(1.59±2.99)×102]%，未见显

著性差异(Z=-1.623，P=0.105>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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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肾上腺 AML的 MSCT表现具有特征性，还应与肾上腺腺瘤、血管平滑肌脂肪瘤、畸胎

瘤、脂肪瘤及脂肪肉瘤等鉴别
[1]
。AML的 MSCT表现为单发类圆或椭圆形肿块，界晰，内含不等

量脂肪成分且增强后实性成分呈轻、中度强化
[2, 3]

。 

   

 

 

PU-0772 

Utility of texture analysis in differentiating clear 

cell renal cell carcinoma Fuhrman grades on four-

phase MDCT 

 
Li Xiao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Changhai Hospital， Shanghai ， China 200433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performance of high-throughput image feature analysis 

for the differentiation of Fuhrman grade of clear cell renal cell carcinoma (ccRCC) 

on four-phase multidetector computed tomography (MDCT). 

Methods With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IRB) approval for this retrospective 

study, we queried our pathology and imaging databases to obtain a cohort of 

histopathologically confirmed clear cell renal cell carcinoma with preoperative 

MDCT imaged with a four-phase renal mass protocol consisted of unenhanced, 

corticomedullary, nephrographic, and excretory phases at our institution from 

2013-2016. A single pathologist reviewed all pathological slides to determine the 

nuclear grade according to the Fuhrman classification, divided into GradeⅠ、Ⅱ、

Ⅲ、Ⅳ. Grade Ⅰ-Ⅱ and Grade Ⅲ-Ⅳ were defined as low-grade and high-grade group, 

respectively .CT images of the tumors were manually segmented, a whole lesion 

contour was obtained in all four phases, and texture analysis process of the 

segmented tumors includes adaptive feature extraction, Genetic-algorithm (GA) 

feature selection and classification was performed. A support vector machine (SVM) 

method was applied to classify Fuhrman grade. Receiver operator characteristic 

(ROC) curves analysis and area under the curve (AUC) were used to assess the 

discrimination performance. 

Results This method is validated on 90 patients (51men, 39 women) with 90 unique 

ccRCCs,50 patients were of low-grade group (gradeⅠ,24;gradeⅡ,26),40 patients 

were of high-grade group (grade Ⅲ 27,grade Ⅳ, 13). After the GA feature 

selection, totally 276 features were selected, including 9 intensity features, 6 

morphological features, 17 texture features and 244 wavelet features. Using leave-

one-out cross-validation(LOOCV), the multi-class classification accuracy could 

reach 70% (63/90, p-value <0.05). The SVM method demonstrated discriminatory power 

in predicting low grade from high grade ccRCC lesions with an area under the curve 

of 0.7235(p-value <0.05). 

Conclusion This represents an important step in devising a promising non-invasive 

tool to predict the Fuhrman grade of ccRCC on CT images. The computer-aided image 

analysis shows great potentials for ccRCC classification and support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exture analysis as a quantitative biomarker for distinguishing 

various renal tum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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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773 

儿童腹部闭合性损伤致肠壁血肿 CT 和 MRI 特征 

 
李钱程,张欣贤,郝向东,李成龙,徐超 

徐州市儿童医院 221000 

 

目的 

探讨儿童腹部闭合性损伤致肠壁血肿 CT和 MRI特征。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手术或临床证实的 5

例十二指肠壁血肿 CT和 MRI 资料。 

 方法 

CT扫描采用 GE revolution 256 多层螺旋 CT扫描仪 , 层厚 2.5 mm，层间距 2.5 mm，矩阵

512×512，管电压 80~100 kv，管电流量 180~200 mAs；对比剂为碘普罗胺。MRI检查使用 GE 

discovery MR750 3.0 T超导型磁共振仪，体部线圈，呼吸门控；常规行腹部轴位及冠状位扫

描。增强扫描采用三维容积快速多期动态扫描（liver acquisition with 

acceleration,LAVA）技术，对比剂用喷替酸葡甲胺（Gd-DTPA）。 

 结果 

病灶均单发，位于肠腔内 4例，肠腔外 1例；病灶位于单一肠段 2例，多个肠段 3例；长径大

小 25.1 mm~113.8 mm，短径 14.3 mm~46.7 mm，平均值；病灶呈管状或类圆形 1例，边缘清楚

或模糊。病灶壁菲薄 4例，增厚 1例（＞4 mm）。CT平扫表现为等高密度包块，密度不均

匀，CT值 60.1 HU~74.6 HU，出现融冰征 4例，空气裂隙征 4例。MRI平扫及增强检查 5例，

T1WI病灶呈混杂信号 3例，稍高信号 2例；T2WI 病灶呈低或等低信号 4例，呈等高信号 1

例。增强扫描病灶中心部均无强化，壁轻度强化或明显强化。 

 结论 

  儿童腹部闭合性损伤致肠壁血肿多起病隐匿，常以急腹症就诊。当小儿外伤后上腹部出现血

性包块应考虑此病。CT 和 MRI检查对本病病灶的显示具有优越性，有助于提高早期诊断率。 

   

 

 

PU-0774 

Combined hepatocellular-cholangiocarcinoma: a 

comparative study of MR imaging and postresection 

outcomes 

 
Zhao Qing,Zhao Xinming 

Cancer Hospital Chines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100021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MRI characteristics and correlative postresection 

outcomes of combined hepatocellular-cholangiocarcinoma (cHCC-CC). 

Materials: A total of 36 patients with 40 surgically proven classical type cHCC-

CCs between 2010 and 2015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The preoperative MRI 

characteristics were evaluated independently by 2 experienced radiologists who 

were blinded to the clinicopathological information. The recurrence and 

progression-free-survival (PFS) were then analy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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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The mean age of the patients was (55.4±10.1) years and 75% (27/36) were 

male. Elevated AFP and CA19-9 were detected in 55.6% (20/36) and 22.3% (8/36) 

patients respectively. All the patients were HBV infected, and 88.9% (32/36) had 

liver cirrhosis. The mean tumor diameter was (4.5±2.6) cm, and single tumor was 

identified in 34 patients. Typical MRI features included a subcapsular location 

(87.5%), and an intermediate enhancement pattern which showed peripheral or 

heterogenous hyperenhancement during arterial phase and slightly decreased or 

persistent enhancement on portal or delayed phases (75.0%). Tumors with a vague 

margin in DWI (P=0.033) or capsular retraction (P=0.027) were more likely to have 

microvascular and capsular invasion, respectively. The 1-year recurrent rate after 

surgery was 36.1%, with a median PFS of about 11 months. A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elevated CA 19-9 level (OR=2.329, P=0.032), large 

tumor size (＞5cm) (OR=3.216, P=0.021), vague margin in DWI (OR=4.519, P=0.013) 

and capsular retraction (OR=3.864, P=0.029) were independent variables associated 

with 1-year recurrence. 

Conclusion: The subcapsular location and intermediate enhancement pattern may be 

typical MR features of cHCC-CC. Elevated CA 19-9 level, large tumor size (＞5cm), 

vague margin in DWI and capsular retraction may suggest a high risk of 1-year 

recurrence.  

 

 
PU-0775 

成人非艾滋病患者肝结核的六种影像学分型及鉴别诊断 

 
张帆

1
,张雪林

1,2
,杨立

3
 

1.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分院 

2.南方医院影像中心 

3.解放军总医院放射科 

 

目的 本研究旨在研究非艾滋病患者肝结核的各种影像学表现。 

方法：回顾性分析 14名患者（男 8，女 6）（来自广州和北京两家医院），年龄 25-73 岁

（51±9）。均为住院病人。实验室检查均为 HIV（-）。14例均行胸片和腹部平扫+增强 CT检

查，6例行 MR检查，2例行 PET-CT检查。 

结果：4例胸片（+），均为陈旧结核，未见活动期结核表现。6例血沉（+）。结合文献复习

和影像特征，将肝结核分成六种影像分型。粟粒型肝结核（3／14），结节型肝结核（5／

14），假瘤样肝结核（2／14），结核性胆管炎（1／14），浆膜型肝结核（2／14），CT假阴

性肝结核（1／14）。各种类型具有一定影像特征。粟粒型肝结核弥漫分布，结节大小约

0.9±0.4cm。中心粉末状钙化，延迟期周边强化。结节型多发生在肝脏外周带，可融合后出现

液平面。假瘤型类似肝细胞癌，增强扫描无明显快进快出表现，可出现假包膜。CT假阴性肝

结核在 CT平扫与增强图像上均未见阳性表现，在 PET-CT扫描图像上可见肝内多发浓聚灶。 

结论：肝结核在肝内表现多种多样，了解该病在肝脏的影像特点，有利于与其他肝脏占位性病

变做鉴别。 

   

 

 
PU-0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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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ypical CT & MR Manifestations of Pancreatic Ductal 

Adenocarcinoma 

 
Qian Li Jun 

Renji Hospital，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00127 

 

Teaching Point 

1. To illustrate and review the atypical CT and MR manifestations of pancreatic 

ductal adenocarcinoma (PDAC) 

2. Discuss the crucial points for diagnosis of atypical pancreatic ductal 

adenocarcinoma. 

 

Table of Contents/Outline 

1. isointense PDAC: incidence, definition, signs may prompt the presence of the 

tumor, image findings. 

2. small (<2cm) PDAC: incidence, definition, image findings. 

3. PDAC with synchronous pancreatitis: the relationships of PDAC with pancreatitis, 

image findings. 

4. PDAC with associated cystic component: incidence, the pathological 

classification of cystic component, image findings. 

5. Groove PDAC: definition, image findings with focus on differential from 

groove pancreatitis. 

6. Diffuse PDAC: incidence, definition, image findings. 

7. PDAC without diffusion restriction: image findings. 

8. Multicentric PDAC: image findings. 

9. PDAC with intratumoral calcification: possible reason for calcification, image 

findings. 

 

Conclusion 

The major teaching points of this exhibit are: 

1. Pancreatic ductal adenocarcinoma may be associated with a variety of atypical 

CT and MR manifestations. 

2. Knowledge of the related atypical imaging findings is useful in identification 

of the disease.  

 

 
PU-0777 

ADC 图的直方图分析在鉴别子宫肉瘤和变性的子宫肌瘤中的应

用 

 
黄梦娜,高雪梅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 探讨磁共振 ADC图的直方图分析在子宫肉瘤和变性的子宫肌瘤鉴别诊断中的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本院经病理证实的 41例子宫肉瘤和 46例变性的子宫肌瘤患者。均 MRI平扫、DWI

（b=0,50,800s/mm2）扫描，并提取两种肿瘤实质部分的 ADC图的直方图参数。采用独立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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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检验比较子宫肉瘤和变性的子宫肌瘤的直方图参数（ADC 平均值，5%，10%，25%，50%，

75%，90%，95%，峰度，偏度）是否具有统计学差异，绘制 ROC曲线，计算两种肿瘤鉴别的最

佳阈值及敏感度、特异度、准确度。结果 子宫肉瘤的 ADC平均值，5%，10%，25%，50%，

75%，90%，95%显著低于变性的子宫肌瘤（P＜0.05）。其中 90%对应的 ROC曲线下面积最大，

AUC为 0.941，最佳阈值为 1.155×10
-3
mm

2
/s，敏感度、特异度及准确度分别为 91.3%、

90.2%、89.7%。两组的峰度和偏度没有显著差异。结论 磁共振 ADC图的直方图分析有助于子

宫肉瘤和变性的子宫肌瘤的鉴别。 

  

   

 

 
PU-0778 

ADC 直方图分析鉴别诊断宫颈神经内分泌癌和宫颈鳞癌的应用 

 
黄梦娜,高雪梅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摘要 目的 探讨磁共振 ADC 图的直方图分析在宫颈神经内分泌癌和宫颈鳞癌鉴别诊断中的价

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本院经病理证实的 15例宫颈神经内分泌癌和 50例宫颈鳞癌患者。均行

MRI扫描，其中 DWI（b=0, 800s/mm
2
），并提取两种肿瘤实质部分的 ADC图的直方图参数。采

用独立样本 t检验比较宫颈神经内分泌癌和宫颈鳞癌的直方图参数（ADC平均值，5%，10%，

25%，50%，75%，90%，95%，峰度，偏度）是否具有统计学差异，绘制 ROC曲线，计算两种肿

瘤鉴别的最佳阈值、敏感度、特异度及准确度。结果 宫颈神经内分泌癌的 ADC平均值，5%，

10%，25%，50%，75%，90%，95%显著低于宫颈鳞癌（P＜0.05）。其中 95%对应的 ROC曲线下

面积最大，AUC为 0.856，最佳阈值为 0.977×10
-3
mm

2
/s，敏感度、特异度及准确度分别为

78%、86.7%、80%。 结论 磁共振 ADC图的直方图分析有助于宫颈神经内分泌癌和宫颈鳞癌的

鉴别。 

   

 

 
PU-0779 

Histogram analysis of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maps for distinguishing neuroendocrine carcinoma of 

the uterine cervix from cervic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Huang Mengna,Gao Xuemei 

Department of Magnetic Resonance，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450052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value of histogram analysis of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ADC) maps for 

discriminating neuroendocrine carcinoma of the uterine cervix (NECUC) and 

cervic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Methods 15 patients with NECUC and 50 

patients with cervic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who underwent MRI and DWI scanning 

were retrospectively evaluated. Histogram data from regions of interest drawn on 

http://cn.bing.com/dict/search?q=Neuroendocrine&FORM=BDVSP6&mkt=zh-cn
http://cn.bing.com/dict/search?q=carcinoma&FORM=BDVSP6&mkt=zh-cn
http://cn.bing.com/dict/search?q=of&FORM=BDVSP6&mkt=z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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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slices of the ADC maps of the parenchyma of different 

tumors were derived and statistically analyzed by independent samples t-

test. The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curves were analyzed to 

determine the optimum threshold value for each parameter and its corresponding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and accuracy. Results 

Neuroendocrine carcinoma of the uterine cervix demonstrated significantly lower 

mean values of ADC, 5%, 10%, 25%, 50%, 75%, 90%, 95% than cervic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P < 0.05). ROC curve analysis of the 95% yielded the best area under 

the ROC curve (AUC: 0.856), a sensitivity of 78%, specificity of 86.7%, and 

accuracy of 80%, with a cutoff value of 0.977×10
-3
mm

2
/s. Conclusion Histogram 

analysis of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maps is beneficial 

in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NECUC and cervic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PU-0780 

Utility of histogram analysis of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maps in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uterine 

sarcoma and degenerated uterine leiomyoma 

 
Huang Mengna,Gao Xuemei 

Department of Magnetic Resonance，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450052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value of histogram analysis of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ADC) maps for discriminating uterine sarcoma and degenerated uterine 

leiomyoma. 

Methods 41 patients with uterine sarcoma and 46 patients with degenerated uterine 

leiomyoma who underwent MRI and DWI scanning were retrospectively evaluated. 

Histogram data from regions of interest drawn on all slices of the ADC maps of 

parenchyma of different tumors were derived and statistically analyzed by 

independent samples t-test. The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curve were analyzed to determine the optimum threshold value 

for each parameter and its corresponding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and 

accuracy. Results Uterine sarcoma demonstrated significantly lower mean values of 

ADC, 5%,10%,25%,50%,75%,90%,95% than degenerated uterine leiomyoma (P < 0.05). ROC 

curve analysis of the 90% yielded the best area under the ROC curve (AUC;0.941), 

sensitivity of 91.3%, specificity of 90.2%, and accuracy of 89.7% with a cutoff 

value of 1.155×10
-3
mm

2
/s. Conclusion Histogram analysis of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maps is beneficial in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uterine sarcoma and 

degenerated uterine leiomy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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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n.bing.com/dict/search?q=Neuroendocrine&FORM=BDVSP6&mkt=zh-cn
http://cn.bing.com/dict/search?q=carcinoma&FORM=BDVSP6&mkt=z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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胰腺浆液性微囊型腺瘤 CT 影像学特征分析 

 
刘文平,崔凤,岳先杰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广兴医院（原:杭州市中医院浙江中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310007 

 

目的 探讨胰腺浆液性微囊型腺瘤（Serous microcystic adenoma (SMA) of the 

pancreas）CT影像学特点，提高该病诊断的准确率。方法 回顾性分析 8例术后病理确诊为胰

腺浆液性微囊型腺瘤的临床资料、CT表现（包括肿块部位、大小、形态及密度特点）及病理

结果。结果 ①临床特征：本组 8例 SMA患者，其中女性 6例，男性 2例，发病年龄为 55～77

岁，平均 65.1岁。有临床症状者 5例，主要表现为上腹部不适、疼痛，偶尔伴有恶心，3例

无临床症状，体检偶然发现上腹部肿块。8例患者肿瘤标记物(AFP、CEA、CA199、CAl25、

CA242)均阴性，血、尿淀粉酶及血糖均正常。②CT影像学表现：8例 SMA患者中，病变均为单

发，位于胰头部 2例（2/8; 25%），胰腺体部 1例（1/8 ; 12.5%），胰体尾部 5例（5/8 ; 

62.5%），病灶边界清晰，最长径约为（2.3～8）cm，5例病灶表现成为分叶形肿块，3例病灶

为类圆形肿块。CT平扫肿块密度多与水的密度相近；增强后 4例瘤内可见多个微小囊性结构

(直径小于 2cm)及纤维间隔，囊壁及纤维间隔明显强化，肿瘤呈海绵状或蜂窝状，瘤内未见壁

结节强化，3例病灶呈不均匀实性肿瘤强化，1例病灶其内未见明显强化；所有病灶邻近胆胰

管未见扩张，未见血管侵蚀及胰腺萎缩。8例病变均未见钙化和中央星芒状瘢痕组织。③ 手

术和病理:大体标本示肿瘤切面灰白灰红，呈蜂窝状，由多个直径 0.1～2cm大小不等的小囊组

成，而且囊腔数目超过 6个，大多数小囊直径小于 1cm，囊腔内含有浆液性液体，未见明显中

心纤维瘢痕或钙化。HE染色示 SMA主要呈微囊及更小的腺管结构，其间见纤维分隔。结

论 胰腺浆液性微囊型腺瘤好发老年女性，CT影像学表现多样，具有一定特征性；结合临床

特征及影像学表现有助于该病的诊断及治疗方案的选择。 

  

   

 

 
PU-0782 

肾上腺原始神经外胚层肿瘤的 CT 表现 

 
吕长磊,黄明刚,张国平 

陕西省人民医院 710068 

 

摘要:目的 探讨肾上腺原始神经外胚层肿瘤（PNET）的 CT表现，旨在提高对本病的认识。方

法 回顾性分析 7例经病理证实的肾上腺 PNET的 CT表现。结果 患者年龄 24～63岁，平均

年龄（47.6±13.7）岁。女性 6例，男性 1例。左侧肾上腺 4例，右侧肾上腺 3例。临床表现

上腹部胀痛 3例，腰背部疼痛不适 2例，体检发现 1例，发热 1例。实验室及内分泌检查未见

异常。术后 4例复发,2例远处转移，随访期间 6例死亡，1例健在。CT示肿瘤最大径约

10.1cm～19.4cm，椭圆形或分叶状，2例边界清楚，5例边界不清并累及邻近器官。平扫呈等

或稍低密度，伴坏死、囊变，未见钙化。增强呈渐进性不均匀强化，内见多房间隔样改变及网

格状强化。结论 肾上腺 PNET的 CT表现能提示诊断，确诊仍需病理学检查，CT能较准确描

述肿瘤内部结构、毗邻关系及转移情况，对制订治疗方案和评价疗效有重要价值。 

   

 

 
PU-0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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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 features of hepatic epithelioid angiomyolipoma: 

Differentiation from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in non-

cirrhotic liver 

 
Liang Wenjie,Yang Hong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College of Medicine， Zhejiang University. 31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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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Purpose: To evaluate multiphasic computed tomography (CT) imaging findings for 

differentiate hepatic epithelioid angiomyolipoma (HEA) features from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in non-cirrhotic liver. 

Materials and Methods: W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the clinical and imaging data 

from plain and contrast-enhanced CT from 25 patients with HEA and 50 patients with 

HCC in non-cirrhotic liver. Lesion position, size, shape, interior content, border, 

enhancement degree and enhancement pattern were evaluated by two radiologists. The 

following factors were also evaluated: intratumoral blood vessels, peripheral 

supply vessels, early draining hepatic vein, peripheral abnormal perfusion, 

peripheral washout sign, pseudocapsule and portal vein tumor thrombus. We compared 

and statistically analyzed the clinical data, laboratory indexes and imaging data 

between the groups. 

Results: According to the unenhanced CT results, HEA usually manifested as a round, 

hypodense mass with little fat and rare complications, such as hemorrhage, 

calcification or necrosis. HEA always manifested as a severely enhanced mass by 

contrast-enhanced CT. The differences in the imaging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arly 

draining hepatic vein, intratumoral blood vessels in the non-arterial phase, 

washout enhancement and partly prolonged and delayed enhancement between the HEA 

and HCC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Conclusion: Middle-aged females without liver cirrhosis are prone to developing 

HEA, which manifests as a mass with little fat, an abundant blood supply. The CT 

characteristics of an early draining hepatic vein, intratumoral blood vessels in 

the non-arterial phase and partly prolonged or delayed enhancement are helpful in 

its diagnosis and differential diagnosis. 

 

 

    

 

 

PU-0784 

3.0T 磁共振（薄层、小视野 T2WI 及高 b 值 DWI）对直肠癌术

前分期的临床价值初探 

 
李维,母其文 

南充市中心医院 63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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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探讨 3.0T磁共振（薄层、小视野 T2WI及高 b值 DWI）对直肠癌术前分期的临床应用价

值，以指导直肠癌的个体化治疗。 

 

材料与方法：在 2012年 2月至 2017年 1月期间利用 3.0T 磁共振扫描仪和 32通道腹部 torso

线圈对 46例经结肠镜证实的直肠癌患者进行盆腔常规磁共振平扫、ASSET SE-EPI DWI 检查，

常规序列包括失状位 FRFSE T2WI、冠位 FRFSE T2WI、轴位 FRFSE T2WI和 DWI，并且所有 T2WI

序列都采用小视野、薄层扫描。SE-EPI DWI的 b值取 1000 s/mm²。然后让两名腹部影像诊断

医师共同阅片，测量矢状位病灶下缘距离肛门的距离、矢状位病灶最大长径、横轴位病灶最大

长径，综合所有序列对直肠癌病灶进行术前 MR-TN分期，评估直肠系膜筋膜累及的情况，然后

与手术病理结果进行对照分析，同时使用 3分评价法比较单纯轴位 T2WI与轴位 T2WI结合 DWI

对直肠癌病灶的显示能力，了解两者之间是否具有统计学差异。 

 

结果：最终经手术病理证实的直肠癌 46例，在 46例直肠癌中，下段直肠癌 8例，中段直肠癌

29例，上段直肠癌 9例。MR-T分期中正确诊断 40例，错误诊断 6例，正确率为 86.9%，1例

pT1期误诊为 T2期肿瘤，2例 pT2期肿瘤误诊为 T3期肿瘤，3例 pT3 期肿瘤误诊为 T4期肿

瘤。N分期中正确诊断 34例，错误诊断 12例, 正确率为 73.9%，4例 pN0期肿瘤误诊为 N1

期，2例 pN1期肿瘤误诊为 N0期，1例 pN1期肿瘤误诊为 N2期肿瘤，5例 pN2期肿瘤误诊为

N1期。RI判别直肠系膜环周切缘有无累及的准确率、敏感性、特异性、阳性预测值及阴性预

测值分别为 93.4%、100.0%、91.1%、80.0%及 100.0%。 

 

结论：高分辨率 3.0T磁共振成像结合高 b值 DWI可以对直肠癌做出准确的术前局部分期，可

以对手术切缘有无累及进行准确的预测，清楚的显示病灶及邻近组织侵犯情况。  

 

 
PU-0785 

利用体素内不相干运动评估肝功能的初步研究 

 
颜路悠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410013 

 

目的：以 Child-Pugh分级为标准，运用体素内不相干运动（intravoxel incoherent 

motion，IVIM）扩散加权成像对肝功能进行评估。  

材料与方法：试验选取了 30例肝硬化患者，以及 10例正常健康志愿者作为对照组。肝功能采

用 Child-Pugh评分为标准，将肝硬化组患者分为 3组：A级组 12例，B级组 10例，C 级组 8

例。上述试验者在 Philips 3.0T MR扫描仪上进行 10个不同 b值的 IVIM扩散加权成像。然后

利用 IVIM2b_new软件获取肝脏的 IVIM-DWI各定量参数伪彩图及测量肝实质的 IVIM-DWI各定

量参数值，包括真实扩散系数（D）、灌注相关扩散系数（D*）和灌注分数（f）。对肝硬化组

和对照组的 IVIM各定量参数值进行比较，对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的指标进行 ROC分析，并计

算曲线下面积。 

结果：肝硬化组的 D*值和 f值均显着低于对照组（P <0.001，P=0.016），且 D*值和 f值随

Child-Pugh评分的增加而显着降低（p <0.05）。而肝硬化组与正常对照组间Ｄ值的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634）。Child-Pugh评分与 D*和 f值呈负相关（r=-0.423，r=-0.620）。用于

评估肝功能的 D*和 f值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 0.785和 0.835。 

结论：IVIM-DWI的定量参数 D*值和 f值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肝功能进行评估。其中 f 值与肝

功能的相关性更好，能更有效的评估肝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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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786 

双源 CT 对肠梗阻梗阻部位及原因的诊断价值及临床意义（附

113 例分析） 

 
李维,母其文,张福洲 

南充市中心医院/南充市肿瘤医院 637000 

 

目的：评价双源螺旋 CT对肠梗阻梗阻部位及原因的诊断价值及临床意义。 

方法：对 113例肠梗阻的患者进行了全腹 CT平扫+增强扫描，利用工作站获得重建薄层图像，

然后进行重建处理及得出影像诊断，并将 CT诊断结果与手术病理进行对照。 

结果：108例肠梗阻患者均经临床、手术证实, 其中粘连性肠梗阻 21例，腹股沟疝 19例，闭

孔疝 4例，腹部切口疝 3例，小肠内疝 2例，肠扭转 7例，粪石性肠梗阻 3例，肠结核 4例，

肠道炎性病变 7例，肠系膜上动脉夹层 7例，肠系膜上静脉血栓 5例，单纯肠套叠 4例，脂肪

瘤伴肠套叠 2例，肠癌 17例，淋巴瘤 5例，腹腔种植转移 3例。多层螺旋 CT正确诊断梗阻病

因 109例( 96.5% )，误诊 4例。 

结论：双源 CT全腹增强扫描是诊断肠梗阻有效的检查方法，可以对肠梗阻的部位及梗阻原因

进行准确诊断，为临床诊断和治疗提供有效的影像学依据。 

   

 

 
PU-0787 

能谱 CT 对泌尿系结石成分分析价值 

 
吴秀梅 

北京市石景山医院 100043 

 

 

   泌尿系统结石按其化学成分可分为尿酸结石、胱氨酸结石、草酸钙结石、磷酸胺镁结石、

磷酸钙结石等，不同的结石成分可采用不同的治疗方法，例如尿酸结石可能适合保守治疗，磷

酸胺镁结石可能适合体外冲击波碎石，草酸钙结石可能适合经皮肾镜取石术来治疗。临床医生

治疗前常因难以准确判定结石的化学成分，对治疗方案选择带来困难。作者采用宝石 CT 能谱

成像（GSI）物质分析技术，对泌尿系结石的化学成分进行分析，探讨其应用价值。 

  

 

 
PU-0788 

胎盘下血管征象在诊断胎盘植入中的价值研究 

 
曹满瑞 

深圳市妇幼保健院 518028 

 

【摘要】目的 通过 MRI观察胎盘植入病例胎盘下血管改变，探讨胎盘植入的新征象，以提高

磁共振对胎盘植入的诊断价值。方法 41例经 MRI检查，临床和病理诊断的胎盘植入，与 41

例随机选取的前置胎盘病例对照，比较两组胎盘下血管的差异。结果 以胎盘下出现单纯增粗

血管，不均匀增粗血管，增粗血管进入胎盘为异常。植入组胎盘下血管异常的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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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8%(36/41)，对照组占 9.8%（4/41），两组有极显著性差异(p<0.01)。增粗血管进入胎

盘，穿透型占 61.5%（8/13）；植入型占 38.9%(7/18)；粘连型占 10.0%（1/10）。三者比较

有显著性差异（p<0.05）结论 胎盘下血管异常有可能是胎盘植入的新的征象，增粗血管进入

胎盘可能有助于产前胎盘植入分型。 

   

 

 
PU-0789 

复发性急性胰腺炎胰胆管形态学变化的 MRCP 研究 

 
刘念,黄小华 

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637000 

 

 

目的：通过 MRCP比较复发性急性胰腺炎初发和复发时胰胆管形态学变化（胰胆管汇合夹角、

汇合类型和主胰管直径）。 

方法：收集 2015年 1月至 2016年 12月我院确诊的复发性急性胰腺炎患者 34例，同一患者在

初发和复发时均行 MRCP检查，分为 A、B两组，A组为初发组，B组为复发组。在 MRCP图像上

选择角度最大、完全、清楚显示胰管、胆管及汇合部的 MRCP图像的一幅图像测量胰胆管汇合

夹角，及主胰管胰头、胰体、胰尾直径，采用两配对样本 t检验比较 A、B两组样本的胰胆管

夹角和主胰管直径。 根据胆总管和主胰管汇入十二指肠的方式，将胰胆管汇合分为三种类

型：正常型（V型）、B-P型和 P-B型。 

结果：A、B两组胰胆管汇合夹角无统计学差异（p＞0.05），分别为 58.18°±13.11°和

54.44°±14.30°；A、B两组主胰管的胰头、胰体、胰尾直径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A组主胰管的胰头、胰体、胰尾直径平均值分别为（2.15±0.65）mm，（1.76±0.56）mm，

（1.33±0.41）mm，B组主胰管的胰头、胰体、胰尾直径平均值分别为（2.11±0.55）mm，

（1.72±0.51）mm，（1.41±0.41）mm。34例复发性急性胰腺炎胰胆管汇合类型未见改变，V

型有 17例（50％），B-P型有 9例（26％），P-B型有 8例（24％）。 

结论：复发性急性胰腺炎初发和复发的胰胆管形态学（汇合夹角、汇合类型和主胰管直径）未

见明显改变。   

 

 
PU-0790 

多排螺旋 CT 在诊断狼疮性缺血性肠病中的临床价值探讨 

 
李维,母其文,张福洲 

南充市中心医院/南充市肿瘤医院 637000 

 

目的：探讨 64排螺旋 CT检查在诊断表现为急性腹痛、腹胀的狼疮性缺血性肠病(lupus 

ischemic bowel disease)中的临床价值，重点在于狼疮性缺血性肠炎的分析。 

材料和方法：回顾性分析 20 例因急性腹痛、腹胀而行腹部螺旋 CT扫描的系统性红斑狼疮

(SLE)患者的临床资料及 CT 图像。20 例中 18 例行全腹双期增强 CT扫描，2例行 CT 平扫。

重点观察肠道、肠系膜和肠系膜血管的异常 CT征象，同时也记录其他腹部的异常征象，如浆

膜腔积液、实质性脏器异常、淋巴结肿大、输尿管扩张积水、胰腺肿大等。 

结果： 20 例中 16 例(80.0 %)出现肠壁肿胀、增厚，11例(61.1 %，11∕18)出现“靶

征”，14例(70.0%)存在肠管扩张，15例(75.0 %)出现肠系膜肿胀和脂肪密度增高，13 例

(65.0 %)出现肠系膜血管充血、 增粗，4例(20. 0 %)肠系膜血管呈 “梳状” 排列，5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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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患者伴有胃壁增厚水肿，4例(20. 0 %)患者胰腺弥漫性肿大。其它 CT异常征象包

括腹水、胸水、心包积液、肝脾肿大、肾脏异常、腹膜后淋巴结增多肿大及输尿管扩张积水

等。 

结论：出现急性腹痛、腹胀的 SLE患者行 CT检查时最常见为缺血性肠病的表现。多排螺旋

CT增强扫描是诊断与鉴别诊断 SLE所致缺血性肠病的最佳影像学方法，以指导临床治疗，平

且可以评估肠道缺血的程度、相关并发症及预后情况。 

   

 

 
PU-0791 

不同浓度对比剂对肾动脉 CTA 图像质量影响的初步研究 

 
方巧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野战外科研究所 400042 

 

【摘要】 

目的：比较低浓度对比剂威视派克 270、常规浓度对比剂碘佛醇 320和高浓度对比剂碘帕醇

370在肾动脉 CTA图像质量的影响。 

方法：共纳入我院从 2017年 1月 1至 6月 10日共 75例患者行肾动脉 CTA检查；随机分为 3

组:A组 25例用威视派克 270mgI/ml，B组 25例用碘佛醇 320mgI/ml，C组 25例用碘帕醇

370mgI/ml，三组均采用右肘静脉高压注射，根据患者的实际体重选择对比剂用量

（1.0ml/kg），采用追踪扫描法，腹主动脉 CT值达 200HU 时启动。扫描比较三组的质量评

分、图像信噪比（signal noise ratio SNR）、图像载噪比（carrier to noise ratio 

CNR）、碘用量及注射后的不良反应。 

结果：C组的主观质量评分高于 B组和 A组（P<0.05）；C组的 CNR和主动脉的 CT值高于 B组

和 A组，B组高于 A组（P<0.05）；三组的 SNR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A组有

效碘用量高于 B组和 C组，B组有效碘用量高于 C组（P<0.05）。 

结论：肾动脉 CTA采用追踪扫描法联合低浓度对比剂可以提供有效碘用量降低对比剂的不良反

应，并且保证图像质量，具有可行性。 

   

 

 
PU-0792 

卵巢甲状腺肿的 CT 及 MRI 影像学特点分析 

 
张力强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摘要】:目的 分析卵巢甲状腺肿的 CT与 MRI特点。 方法 对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8例卵巢甲

状腺肿患者影像学特点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 8例卵巢甲状腺肿中，发生在左侧附件 2例，

右侧附件 6例。其中 5例行全腹部 CT平扫及增强检查，均表现为囊实性肿块，2例可见钙

化；增强扫描囊壁、分隔及实性部分明显强化，囊性部分无强化；行全腹部 MRI平扫及增强扫

描 3例，均为囊实性肿块，实性部分在 T1WI、T2WI均呈等信号，不同的囊腔信号不同，2例

可见 T2WI极低信号,在 T1WI 上呈等高信号。增强扫描囊壁、分隔及实质部分强化明显，囊液

未见明显强化。结论 CT上出现“高密度囊”和 MRI出现 T2WI极低信号，是卵巢甲状腺肿的

特征性表现。 

【关键词】 卵巢甲状腺肿;体层摄影术；磁共振成像;高密度囊；极低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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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793 

女性“前列腺”（尿道旁腺）疾病的 CT 和 MR 诊断 

 
关键,王焕军,郭燕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510080 

 

目的：女性尿道旁腺（Skene 腺）与男性前列腺起源具有同源性，发生病变时也具有与男性前

列腺类似的征象。分析女性尿道旁腺病变（Skene腺）的 CT和 MR影像学特征，以提高对

Skene腺病变的认识和诊断水平。 

方法：回顾性分析经病理证实的 15例女性 Skene腺病变病例，所有病例均有完整的术前 CT或

MRI检查资料，其中 8例行盆腔 MRI平扫加增强扫描，5例行 CT平扫加增强扫描，2例同时行

CT及 MR扫描。结合病理改变，分析和总结其影像特征。 

结果：本组 15例 Skene腺病变共有三种类型，其中 Skene腺囊肿 3例，尿道憩室（与 Skene

腺相通）10例， Skene腺恶性肿瘤 2例（腺癌和神经内分泌癌各 1例）。Skene腺囊肿均发

生于尿道下段后外侧或近尿道外口处，在矢状位图像常表现为“泪滴状”囊性病变；CT 平扫

为水样低密度，MR平扫 T1WI 低信号，T2WI高信号；增强后囊内容物无强化；其中 1例合并感

染者囊内 T1WI信号增高并可见气体影，增强扫描后囊壁增厚、强化。尿道憩室均发生于尿道

中下段后外侧，3例表现为部分包绕围绕尿道“马鞍状”或“马蹄形”囊性肿物，7例表现为

完全环绕尿道的囊性轮辐状分隔肿物。CT平扫其内部呈水样密度；MR平扫 T1WI为低信号，

T2WI高信号，增强扫描后囊内容物无强化；6例合并感染者，内部信号/密度不均或增高，增

强后分隔或囊壁强化较明显。Skene腺恶性肿瘤表现为环绕尿道生长的囊实性肿物，CT 平扫呈

混杂等低密度，MRI T2WI为等-高混杂信号，T1WI等-稍低信号，增强扫描后明显强化。女性

Skene腺的影像学表现反映了其相应的病理变化；尿道憩室或 Skene腺肿瘤在矢状位图像上呈

现出类似于男性前列腺形态，这种“前列腺征”对于女性 Skene腺病变的定位诊断具有特异

性。 

结论：女性 Skene腺疾病的发病部位及影像学表现具有特征性，通过对病变定位及征象分析能

作出准确诊断。  

 

 
PU-0794 

快速进展的脾脏硬化性血管瘤样结节性转化 CT 表现 1 例并文

献复习 

 
夏青,漆婉玲,何玉麟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30006 

 

  

【摘要】 目的 探讨脾脏硬化性血管瘤样结节性转化(SANT)的 CT表现及鉴别诊断。方法 结

合本院 1例 SANT病例与文献报道的 8例共 9例 SANT病例的临床资料及 CT扫描图像，分析 CT

征像。结果 本例 SANT病例临床进展迅速，与一般认为的该病变是一种长期慢性的反应性病

变不相符；文献报道 CT增强扫描有一定的强化特点，呈渐进性强化，但缺乏一般血管瘤的其

他特征，部分门静脉期可见辐条轮征，延迟期病变中心可见星芒征。结论 �1、本例 SANT更

支持对该病是一个新生性肿瘤，而不是假说提出的是血肿的最后转归。2、 SANT是一种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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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脾脏原发的良性瘤样病变，与其脾脏他脉管性疾病鉴别有一定困难，其 CT增强的典型强化

特点有助于诊断及鉴别诊断。 

    

 

 
PU-0795 

卵巢粘液性囊腺癌并癌肉瘤一例 

 
唐文婷 

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650000 

 

目的:探讨卵巢粘液性囊腺癌并癌肉瘤的影像学表现，提高影像科医生对本病的认识。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收治的 1例卵巢粘液性囊腺癌并癌肉瘤患者的临床症状、影像学表现等。患

者，女，51岁，发现盆腔包块半月余。半月前平卧时触及腹部包块，自觉可活动，无压痛，

进食后偶干腹胀；妇检：自盆底至脐上一指可触及一囊性包块，边界尚清，无压痛，双侧附件

触诊不满意。实验室检查无特殊。超声：盆腔探及大小约 18.7x7.7cm无回声，其内可见数个

分隔。CT：盆腔内巨大囊实性混杂密度肿块，大小约 17.8x10.2x15.1cm,边缘模糊，与左侧附

件分界欠清，CT值约 28-80HU，增强后实性结节及分隔样结构呈渐进性明显强化。MRI：肿块

于呈等 T1信号，稍长 T2信号，内部见多发斑片状、絮状长 T1长 T2液性区域，增强后实性部

分明显强化，囊性部分未见明确强化；子宫肌壁内见肌瘤（2枚），余征象同 CT。结果：（左

侧卵巢）粘液性囊腺癌并癌肉瘤。结论：粘液性囊腺癌并癌肉瘤是少见的卵巢碰撞肿瘤，影像

学表现缺乏特异性，明确诊断还有赖于病理。 

   

 

 
PU-0796 

肾嗜酸细胞瘤的临床病理及 CT 诊断 

 
王艳芳,朱冬勇,陈杰,张寒菲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430071 

 

目的:探讨肾嗜酸细胞瘤（RO）患者的临床病理及影像学分析，以提高对该病的认识及诊断水

平。方法：收集 3例经手术病理证实的肾嗜酸细胞瘤的资料，对其临床表现、影像学特点、病

理特征进行回顾性分析，并综合文献进行探讨；患者术前均行泌尿系 CT平扫及增强扫描，术

后行 CT定期随访。结果：CT平扫表现为低密度灶，增强扫描动脉期不均匀强化，延迟期低于

正常肾实质。显微镜下见肿瘤细胞排列成实性巢索状或呈腺泡，瘤细胞圆形或多角形，胞浆内

有较多的嗜酸性颗粒；免疫组化显示 CD117和 CK-7、CK-8阳性。结论：肾嗜酸细胞瘤的临床

表现缺乏特异性，如 CT检查发现低密度灶，增强扫描为不均匀强化，肿瘤中心可见放射状伸

展的纤维带，无囊变或坏死，应考虑到肾嗜酸细胞瘤的可能。 

   

 

 
PU-0797 

弥散加权成像结合肾实质体积测量在慢性肾病分肾功能评估

中的临床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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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清海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310009 

 

目的：初步探讨弥散加权成像（DWI）结合肾实质体积(RPV)测量在慢性肾病（CKD）分肾功能

(SRF)评估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对 48例受试者（36 例 CKD病例＋12例健康志愿者）进行了 DWI及同位素肾小球滤过率

（GFR）检查；DWI采用前瞻性采集矫正技术的 SE-EPI序列，弥散梯度因子为 0 s/mm2 及 800 

s/mm2。采用 Gates法计算 GFR，作为 SRF的参考标准。采用控制年龄及性别因素的偏相关分

析及受试者工作曲线（ROC）来分析分肾 ADC值（表观扩散系数）、分肾体素和及分肾 ADC值

体素乘积在 SRF评估中的价值；采用 MedCalc10.0来比较三者的相关系数及 AUC间是否存在统

计学差异。 

结果：分肾 ADC值、分肾体素和及分肾 ADC值体素乘积与分肾 GFR间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

以后者的正相关性最高（γ=0.708, P=0.000），且显著高于前两者（P＜0.05）。另外，分肾

ADC值体素乘积在预测 SRF 降低中的诊断效能最大（AUC=0.893, P=0.000），亦显著高于前两

者（P＜0.05）。 

结论：RPV作为 SRF的影响因素不容忽视，同时结合 ADC值和 RPV测量能够显著提高临床上

SRF评估的准确性。  

 

 

PU-0798 

Abernethy 畸形并发下消化道出血 1 例 

 
万仞 

湖南省人民医院 410005 

 

患者 男，21岁，因反复便血伴乏力 3年，加重 1月就诊。体查：贫血面容。影像表现：全腹

CT增强示门静脉经胰腺段受阻，肠系膜上静脉、脾静脉、肠系膜下静脉及盆底静脉曲张，脾

大。门静脉超声示门静脉主干约 8mm，吸气相肝内门静脉血流反向呈蓝色，下腔静脉、脾静脉

和侧支血管增宽，侧支引流至盆底静脉。DSA间接门静脉造影示：门脉血流部分回流肝脏，另

大部分经肠系膜下静脉-盆腔直肠静脉丛-髂静脉丛分流，考虑为 Abernethy畸形 II型。患者

转入肝胆科行肠系膜下静脉和下腔静脉分流术，手术见下腹部腹膜后以及盆腔内有广泛侧支循

环，肠系膜下静脉明显扩张，直径约 2.0cm，血流至上而下，左半结肠、乙状结肠系膜和阑尾

系膜呈草莓样改变。讨论：Abernethy畸形是一种罕见的先天性门体静脉分流畸形，1793年

Abernethy首次报道，1997 年 Edward将本病命名为 Abernethy畸形。根据据门静脉血流方向

的不同将 Abernethy畸形分为 I型（端-侧分流型）：门静脉完全缺失，胃肠血流完全引流入

下腔静脉，此型多见于女性儿童，常伴有其他器官的先天性畸形，如胆道闭锁、先心、肝脏肿

瘤、多脾等。II型（侧-侧分流型）：门静脉细小，部分血管回流入肝脏。此型更罕见，以男

性为主，极少伴有先天畸形。Abernethy畸形的影像表现为门静脉缺如或细小，存在异常的门

体静脉分流血管。DSA为诊断本病的金标准，但其可能发生术后并发症，且不能同时发现内脏

病变，故非首选的影像方法。超声检查简单，廉价，并且可以了解血流动力学的改变，是本病

的首选方法，但其视野较局限。此患者肝实质未见异常，故上腹部超声忽略了血管的异常。多

层螺旋 CT具有强化大的后处理功能，不仅能显示门腔分流的全貌，而且能发现内脏的病变，

有利于诊断。本例患者因“反复便血导致贫血”入院，经检查诊断为“II型 Abernethy”，经

外科手术治疗，恢复良好，顺利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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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799 

肾上腺恶性纤维组织细胞瘤 1 例 

 
刘海萍,曾献军,李丹,肖晓怡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30006 

 

摘要：目的 探讨肾上腺恶性纤维组织细胞瘤的 CT影像表现，提高对少见肾上腺肿瘤的诊断

及鉴别诊断。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手术和病理证实的 1例肾上腺恶性纤维组织细胞瘤患者的临

床表现、CT影像表现及相关文献复习。结果 患者，女，32岁，无明显诱因出现阵发性右上腹

部胀痛 20天余，CT平扫示右侧肾上腺区可见一大小约为 12cm＊10cm略低密度肿块影，呈类

圆形，密度不均匀，其内见大片状液化坏死区，边界清楚，邻近组织结构呈受压推挤改变；增

强扫描呈轻中度渐进性不均匀强化，腹膜后未见明显肿大淋巴结影。结论 肾上腺恶性纤维组

织细胞瘤罕见，具有间质性肿瘤的影像学特点，CT平扫及三期动态增强扫描可对其诊断及鉴

别诊断提供一定帮助。 

   

 

 
PU-0800 

不典型肝内胆管细胞癌的 CT 表现 

 
杨健 

重庆市人民医院（三院院区） 400014 

 

目的：探讨不典型肝内胆管细胞癌的 CT表现，以提高对此类疾病的认识。 

方法：收集我院自 2014年 1 月-2016年 12月经病理证实的 ICC患者 12例，男 6例，女 6

例，年龄 46-82岁，平均年龄 66岁，有肝硬化病史者 2 例,其余患者均无肝炎及肝硬化病史，

AFP均为阴性。所有患者采用东芝 Aquilion64排 128层螺旋 CT扫描，扫描参数：KV=120，自

动毫安秒 ,层厚=7mm ,螺距=1。增强使用碘海醇 1.5倍体重（Kg）,速率为 3.5ml/s,注射后

28-35s行动脉期扫描，50-60s行门静脉期扫描，3-5min行延迟期扫描。由 2位高年资医师对

病例的 CT图像进行回顾性分析，并达成一致意见，着重分析病灶的形态、大小、边界、密

度、强化程度、方式以及周围胆管、血管、淋巴结情况。 

结果：10 例肝内肿块病灶不伴周围胆管扩张，其中单发病灶 8，多发病灶 2例，平扫表现为

肝内不均匀低密度灶，边界清晰者 3例，边界不清 7例，2例可见钙化或结石样影，肝包膜凹

陷征 6例，2例发生肝叶萎缩。腹腔及腹膜后淋巴结肿大者 3例，门脉内癌栓 1例，肝静脉癌

栓 1例。增强后动脉期边缘环形强化，延迟期呈填充强化 7例；动脉期环形强化，门脉、延迟

期呈中间小斑片状强化 2例，3例呈岛状强化型或不均匀强化型，伴有轻度延迟强化。2例肝

内胆管呈蔓藤状扩张，肝内未见明确肿块，多平面重建显示肝门胆管局部增厚，增强后动脉期

可见明显强化，门静脉期及延迟期呈等密度。 

结论：不典型肝内胆管细胞癌 CT表现具有一定的特征性，因此熟练掌握其影像学特点，有助

于提高诊断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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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脏原发恶性纤维组织细胞瘤的影像诊断及鉴别诊断 

 
刘海萍,曾献军,李丹,肖晓怡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30006 

 

摘要：目的 探讨肾脏原发恶性纤维组织细胞瘤（MFH）的影像表现，提高对少见肾脏肿瘤的

诊断及鉴别诊断。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经手术及病理证实的 7例肾脏恶性纤维组织细胞瘤患

者的临床表现、影像表现及相关文献复习，其中 7例均行 CT平扫及三期动态增强扫描，其中

2例同时行 MRI平扫及三期动态增强扫描。结果 本组患者术前均未能做出正确诊断。病灶位

于左肾 5例，右肾 2例，2 例发生于肾窦区，5例发生于肾实质内；左肾 1例为多发病灶，其

余均为单发病灶；7例单发最大径约 4.0~17.1cm，平均约 8.8cm；1例呈类圆形，6例呈浅分

叶状；7例病灶平扫时均与肾实质分界不清；7例病灶密度不均匀，呈等或稍低密度，实性部

分 CT值约 28~44HU，均见囊变坏死，1例病灶边缘见点状钙化，1例病灶内及边缘见点状及斑

片状钙化，2例伴出血；6例无明显假包膜，1例见明显假包膜；2例行 MRI检查中，1例病灶

于 T1WI呈等、低信号，T2WI 呈等、高信号，病灶实性成分于 DWI上呈高信号、ADC呈低信

号；1例病灶于 T1WI呈中心高信号、周围等低信号，T2WI呈中心低信号、周围等稍高信号，

病灶实性成分于 DWI上呈稍高信号、ADC呈低信号；增强扫描实性部分于皮髓期呈轻中度强

化，实质期强化程度进一步增加，肾盂期 6例强化程度轻度下降、1例强化程度进一步增加，

三期扫描 CT值分别约 31~59HU、36~78HU、35~70HU，各期强化程度均低于邻近肾皮质；1例侵

及肾盂，1例见肾静脉癌栓，3例与肾周组织粘连，2例侵及腹壁，1例于肾门区及腹膜后见多

发肿大淋巴结。结论 肾 MFH 在 CT及 MRI上无明显特异性，但动态增强扫描对明确诊断具有一

定帮助，结合临床及影像表现，有助于与其他肿瘤鉴别。 

   

 

 
PU-0802 

MRI、DTI 联合 PSA 对前列腺 Ca 及前列腺增生价值研究 

 
周茂荣 

包头市中心医院 14040 

 

目的 磁共振成像(MRI)、磁共振扩散张量成像(DTI)联合特异抗原(PSA)对前列腺癌(PCa)及前

列腺增生的诊断价值。方法选择 2011-2014年期间行前列腺 MRI检查的患者 109例，手术、活

检病理证实为 PCa的 50例，前列腺增生(BPH)的 59例。DTI图像上记录感兴趣区的各向异性

（FA）值和平均表观扩散系数（ADC）值并制作相应参数图，结果 109例患者行 MRI常规检

查，于 T2WI、T2WI-Fs图像上显示：50例 PCa中 22例伴有周围或远处淋巴结转移，31 例未突

破包膜,19例中央叶、外围叶境界不清，突破包膜。22例表现为信号混杂伴有囊变，37 例表

现为大小不等结节状、类圆形高信号，部分低信号。PCa病灶的 FA值明显升高的 15例，ADC

值明显降低的 40例，FA值分别为(0.29士 0.13)、ADC值为（0.92士 0.29）；BPH病灶的 FA

值明显减低的 52例，ADC值明显升高的 32例，分别为 FA值（0.22士 0.04）、ADC值为

（1.30士 0.19）。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分别为(t=6.004，P<0.05)、（t=-7.96，

P<0.05)。PSA结果，其范围 1.3—186ng/ml，其中 50例 PCa的 PSA范围为 3.1—186ng/ml，

其中>10ng/ml者 43例，<10ng/ml 者 7例；59例 BPH的 PSA范围为 1.3—23.66ng/ml，其中

>10ng/ml者 33例，<10 ng /ml者 26例。常规 MRI及 ADC对诊断 PCa的准确度分别为 84.40%

和 66.06%，MRI、ADC二者联合其敏感度、特异度、准确度分别为 92.00%、91.53%、91.74%，

联合 PSA后则分别达到 94.00%、93.22%、93.58%。结论:MRI、DTI和 PSA三种方法联合应用对

于前列腺癌诊断的准确度有较大的提高，并对 PCa与 BPH的鉴别诊断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3010 

 

   

 

 
PU-0803 

Contrast-enhanced computed tomography imaging 

findings of intravenous leiomyomatosis 

 
Wang Hexiang,Xu Wenjian,Nie Pei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Qingdao University 266000 

 

AIM: 

To characterize the contrast-enhanced computed tomography (CT) imaging findings of 

nine patients with intravenous leiomyomatosis (IVL) and evaluate their clinical 

advantages in diagnosis of IVL. 

MATERIALS AND METHODS: 

We examined contrast-enhanced CT imaging findings of nine patients with 

pathologically proven IVL. We assessed the location, morphology, extension pathway, 

adhesion, and degree and pattern of enhancement of the tumor. 

RESULTS: 

Four patients had tumors located within the inferior vena cava, and five had 

tumors that involved the right heart. Seven patients with residual uterus myoma 

showed enhanced heterogeneous contrast of the uterus. Eight tumors extended into 

the inferior vena cava through the iliac veins and one through the bilateral iliac 

veins. All the IVLs demonstrated heterogeneous enhancement on post-contrast-

enhanced CT and appeared to have lower density than the contrast-enhanced venous 

blood. In the coronal and sagittal images, tumors were continuous and, when the 

right heart was involved, the lesions displayed a characteristic“walking stick 

head” or “snake head” appearance.The lesion looked like a “sieve pore”on 

axial contrast-enhanced CT images, and a “luffa sponge” on post-processing 

coronal or sagittal images. 

CONCLUSION: 

Contrast-enhanced CT imaging has unique advantages in the diagnosis of IVL, namely, 

luffa sponge and sieve pore appearance, which can be helpful for differential 

diagnosis. Contrast-enhanced CT can demonstrate tumor location and full-scale 

extension pathway, which are important in diagnosis, surgical planning, and 

follow-up of the tumor. 

 

   

 

 

PU-0804 

MSCT 对胃癌转移淋巴结的诊断价值 

 
王霄霄,单秀红,潘冬刚,倪恩珍,贾颖军,胡原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21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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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通过对联合运用淋巴结的短径、短长径之比、形态及 CT值的分析，探讨多排螺旋 CT在

胃癌术前 N分期及诊断胃癌各组转移淋巴结中的准确性。方法：回顾分析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91例胃癌患者的病理和 CT 影像资料，术前均进行了统一方式的低张口服水三期动态增强扫

描，采用拟定的联合判断标准，对术前 CT影像进行淋巴结分期及分组，与术后病理对照，分

期的准确性采用 Kappa一致性检验。结果：MSCT（多层螺旋 CT）对胃癌 N分期的总的准确率

为 85.3%，N0、N1、N2分期准确率为 83.5%、89.0%、83.5%；敏感性为 86.5%、83.3%、50%；

特异性为 79.5%、89.4%、89.6%。MSCT术前 N分期及术后病理 N分期有较好的一致性

(K=0.639)；以α=0.0125为检验水准，N0、N1、N2准确率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N0、N1、

N2特异性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N0与 N1、N1与 N2敏感性差异亦无统计学意义，N0与 N2

敏感性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MSCT对各组检出淋巴结的判断准确率为 79.1%-98.9%，尤其是

NO.2(贲门左侧)、NO.10（脾门旁）、NO.13（胰头后）淋巴结，准确率较高,可以达到

98.9%，而 NO.3（小弯侧）淋巴结准确率较低,为 79.1%；敏感性较高的为 NO.2(贲门左侧)、

NO.9（腹腔动脉旁）、NO.10（脾门旁）、NO.13（胰头后方）淋巴结，可以达到 100%，而较

低的为 NO.8（肝总动脉旁）淋巴结，敏感性为 50%；特异性较高的为 NO.2(贲门左侧)、NO.10

（脾门旁）、NO.13（胰头后）淋巴结，可以达到 98.9%。结论： MSCT在胃癌术前 N分期及诊

断胃癌各组转移淋巴结中具有较高的准确性，对于胃癌术前评估及预后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PU-0805 

前列腺移行带、外周带中癌和非癌组织体素内不相干运动扩

散加权成像的可行性和可重复性研究 

 
钟燕

1,2
,马露

1
,申艳光

1
,叶慧义

1
 

1.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2.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分院 

 

目的：评价体素内不相干运动(IVIM)模型的参数鉴别前列腺移行带和外周带中癌和非癌组织的

可行性以及参数在短期内和观察者内的可重复性。 

材料和方法：采用 3.0T GE 磁共振(MR)扫描仪对 23例前列腺患者行两次 12个 b值(0-

3000s/mm
2
)IVIM扫描。计算 IVIM模型生成的参数 Dslow、Dfast、f和表观扩散系数(ADC12b)。采用

方差分析比较移行带中癌灶和良性前列腺增生（BPH）和腺体 BPH之间、外周带中癌灶和良性

外周带和正常外周带之间的参数的差异。短期内两次检查 IVIM参数的可重复性评价采用变异

系数(CV)、Bland–Altman 分析法，观察者内一致性分析采用组内相关系数(ICC)评价。 

结果：移行带中前列腺癌灶的 Dslow、ADC12b和 f值比基质和腺体 BPH的低( P均为 0.000)；外

周带中癌灶的 Dslow、ADC12b和 f值比良性和正常外周带的低(P均为 0.000)。两次检查移行带中

癌灶和非癌组织的 Dslow (CV 2.1-5.8%, BA-LA -21-21%)和 ADC12b的可重复性好(CV 3.1-6.1%, 

BA-LA -23-23%)，f 次之(CV 4.4-10.3%, BA-LA -42-41%)，Dfast的可重复性差(CV 12.8-24.5%, 

BA-LA -101-89%)。外周带中前列腺癌和非癌组织的可重复性顺序与移行带中的一样。在移行

带中，Dslow和 ADC12b在癌灶中的可重复性最好。在外周带中，Dslow在癌灶中可重复性最好，

ADC12b在正常外周带中的可重复性最好。观察者内一致性移行带中癌灶、外周带中癌和非癌组

织所有的参数的一致性极好。 

结论：初步结果表明前列腺移行带和外周带中癌灶的 Dslow、ADC12b和 f值与非癌组织的显著不

同。前列腺移行带和外周带中癌和非癌组织的 Dslow和 ADC12b的可重复性好，f 次之， Dfast的可

重复性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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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806 

凶险型前置胎盘伴胎盘植入的产前 MRI 影像学表现及诊断价

值 

 
胡慧娟,胡金香,张在鹏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430071 

 

目的：探讨前置胎盘与胎盘植入产前 MRI诊断的影像特征及诊断价值。 

方法：回顾性分析 71例凶险型前置胎盘伴胎盘植入患者的产前 MRI影像表现和临床及术后病

理资料，评价凶险型前置胎盘并胎盘植入的产前 MRI影像学表现及其诊断价值。 

结果：①MRI 对粘连型、植入型、穿透型胎盘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 58.1％和 90.7％、

82.2％和 91.7％、85.6％和 100.0％。②用于评价胎盘植入的各种 MRI征象的敏感性和特异性

分别为胎盘__子宫肌层分界不清 68.5％和 89.6％、胎盘内信号不均 63．4％和 78.1％、胎盘

内血管影增多 47.8％和 81.4％、T2WI上条带状低信号影 45.3％和 93.4％、子宫局部外凸

15.7％和 100％。③随着胎盘植入深度的增加，T2WI上低信号带出现的概率及体积相应增大。 

结论：产前 MRI检查对植入型和穿透型胎盘的诊断价值较高，而对粘连型胎盘的诊断敏感性较

低。T2WI上低信号带的总体积越大，发生胎盘植入可能性越高、植入程度越深。 

   

 

 
PU-0807 

单源序列采集容积扫描双能量 CT 结肠成像泛影葡胺标记肠内

容物的初步研究 

 
罗明月,梁丹,孔德灿,王玲,李文儒,朱冬云 

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 510655 

 

目的 研究单源序列采集容积扫描双能量 CT结肠成像免服泻药清洁肠道口服泛影葡胺标记肠内

容物的效果。方法 46例没有影响胃肠道运动功能病史且知情同意本研究的健康成年志愿者，

检查前 1天 7:00早餐、12:00 中餐、19:00晚餐后及 23:00 睡觉前分别口服 4.0%泛影葡胺

60ml标记肠内容物，餐后喝水 200ml。检查当天 7:00早餐后口服 4.0%泛影葡胺 60ml标记肠

内容物，餐后喝水 200ml。使用 JS-628F灌肠仪向结直肠灌注空气，使其充分扩张。肠道准备

依从性问卷调查分为容易接受、尚可接受、稍难接受、难以接受 4等级。采用 Toshiba公司

Acquilion ONE 320 排 CT机进行单源序列采集双能量 CT结肠成像容积扫描，管电压

135kVp/80kVp，自动毫安，扫描时间 0.35s，再获得双能量融合图像。以肠内容物 100%标记为

基准，标记效果分为良好、一般、尚可、不好 4等级。统计分析志愿者肠道准备依从性、肠内

容物 1级标记效果。结果 95.7%、4.3%志愿者肠道准备依从性分别为容易接受、尚可接受。升

结肠、横结肠、降结肠内容物 1级标记效果分别为 91.3%、100.0%、93.5%，盲肠、乙状结

肠、直肠内容物 1级标记效果分别为 67.4%、80.4%、73.9%。升结肠、横结肠、降结肠内容物

总体上 1级标记效果(94.9%)明显好于盲肠、乙状结肠、直肠内容物总体上 1级标记效果

(73.9%)，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u=6.0953，p＜0.001)。液体肠内容物 1级标记效果(96.7%)

明显好于固体肠内容物 1级标记效果(67.8%)，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u=5.9387，p＜
0.001)。结论 单源序列采集容积扫描双能量 CT结肠成像免服泻药清洁肠道分次口服低浓度小

剂量泛影葡胺对升结肠、横结肠、降结肠内容物及液体肠内容物标记效果良好，盲肠、乙状结

肠、直肠内容物及固体肠内容物标记效果欠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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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808 

Glomus tumor in abdominopelvic cavity: a case report 

 
lyu liangjing,Shang Mingyi 

Tongren Hospital，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ne 200336 

 

To date, no report has been published about abdominopelvic glomus tumor, and the 

previous literature is lacking of 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 (DWI) and Perfusion 

Weighted Imaging (PWI )image interpretation. A 44-year-old female presented with 

mild abdominal distension recently due to a large irregular-shaped tumor was in 

the abdominopelvic cavity during ultrasound examination. Abdominal computed 

tomography (CT) an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were performed, followed by a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scan. Consequently, the patient underwent complete 

resection of the tumor. No nodal metastases were found during imaging or surgery. 

The pathology report revealed a glomus tumor. We report the first female case of 

abdominopelvic glomus tumor supported by clinical imaging and pathological 

findings. 

   

 

 
PU-0809 

腔静脉平滑肌瘤 

 
弓莉 

河南省胸科医院河南康复中心医院 450003 

 

目的：探讨腔静脉内平滑肌瘤病延伸至双侧肺动脉 MDCT影像表现特点；方法收集 1例腔静脉

内平滑肌瘤病及双侧肺动脉患者，回顾分析术前 MDCT表现。结果：患者与术前结合临床病史

及 MDCT表现作出准确诊断；术前误诊双肺动脉内为血栓，与腔静脉内平滑肌瘤病非同一种

病。结论：MDCT可以明确腔静脉-右心-肺动脉累及范围，能对本病做出明确评估，对指导本

病临床治疗有重要意义。  

 

 
PU-0810 

多排螺旋 CT 诊断乏脂性肾血管平滑肌脂肪瘤与肾癌的对照研

究 

 
王思凯

1
,孙昊

3
,李鸣瑶

2
,梁卡丽

1
,斯光晏

1
,何其舟

1
,金征宇

3
 

1.西南医科大学附属二院 

2.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 

3.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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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研究多排螺旋 CT（MDCT）“冰淇淋蛋筒征”及平扫 CT值鉴别乏脂性肾血管平滑肌脂肪

瘤（AMLmf）与肾细胞癌（RCC）的价值。材料与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18 例

AMLmf和 24例 RCC病例，所有患者均行腹部平扫和双期增强 MDCT检查，比较两组间“冰淇淋

蛋筒征”、平扫病灶的 CT值的差异性。结果 AMLmf和 RCC患者病灶大小无统计学差异（t=-
1.447，P>0.05）。AMLmf出现“冰淇淋蛋筒征”征象的概率明显高于 RCC（χ2

=30.644，

P<0.001）；AMLmf病灶的平扫 CT值明显高于 RCC（t=5.774，P<0.001）；AMLmf病灶 CT值与

相邻肾实质 CT值的比值明显大于 RCC（t=5.774，P<0.001）。结论 AMLmf 出现“冰淇淋蛋

筒征”征象较 RCC多见，AMLmf的平扫 CT值通常高于相邻正常肾实质，“冰淇淋蛋筒征”征

象联合病灶平扫 CT值对 AMLmf和 RCC鉴别诊断具有重要价值。 

   

 

 
PU-0811 

睾丸肿瘤影像诊断与病理对照 

 
袁立新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同仁医院 200336 

 

目的:探讨睾丸肿瘤的 CT表现与病理对照。 

方法: 收集近年来手术病理证实的睾丸肿瘤 14例，从肿瘤的部位，大小及 CT表现，以及与

大体病理的对照，判断肿瘤侵犯范围及程度。 

结果: 本组 14病人中，生殖细胞瘤 10例，非生殖细胞瘤 4例，其中生殖细胞瘤包括精原细

胞瘤 6例，混合型生殖细胞瘤 2例，畸胎瘤 2例。非生殖细胞瘤中主要是淋巴瘤 4例。精原细

胞瘤 6例中，最小病灶约直径 4cm，最大病灶约 10*8cm，平扫呈低密度改变，增强扫描中度不

均匀强化，内见囊变坏死区；2例混合型生殖细胞瘤，最大肿块为 60*55mm，平扫呈略低密

度，增强扫描后呈轻度强化；畸胎瘤 2例，肿块较大，约 78*85mm，平扫呈低密度改变伴分隔

影，增强扫描后，病灶血供丰富，呈明显强化。非生殖细胞肿瘤 4例，为淋巴瘤，病灶平扫呈

略高密度或等密度，最大肿块 9*7*6mm，增强扫描呈均匀强化，并可见粗大血管影； 

结论: CT对睾丸肿瘤的检出具有重要价值,同时结合患者发病年龄及临床资料可对不同病理

类型的肿瘤及其它病变作出鉴别诊断。 

  关键词：睾丸，肿瘤 体层摄影，X线计算机，  

  

  

  

  

 

   

 

 

PU-0812 

盆腔局限性混合型 Castleman 病 CT 及 MRI 表现 

 
徐国斌

1
,喻坤

2
,程泽爱

2
 

1.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2.孝感中心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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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盆腔局限混合型 Castleman 病( CD)的 CT及 MＲI 影像特点。 方法 搜集 1例

经手术后病理证实的盆腔混合型 CD患者的 CT 及 MＲI 资料，并结合相关文献进行回顾性分

析。 结果 CT平扫示盆腔右侧一巨大类圆形软组织密度肿块，边缘较清楚，内见条状斑点状

钙化及斑片状低密度影；MＲI平扫示肿块呈稍长 T1、长 T2 为主信号，夹杂线条状低信号，

临近区域两枚稍大淋巴结；CT及 MRI增强均呈明显持续性欠均匀强化。术后病理显示灶性纤

维化，淋巴滤泡结构生发中心萎缩，套区增宽呈同心圆状，局部可见小血管长入；滤泡间区可

见较多胞浆丰富的浆细胞，并见大量小血管增生。 结论 盆腔混合型 CD 十分少见，影像学

表现与病理学特点密切相关，包括平扫分支状钙化、斑片线条状低密度/信号、卫星淋巴结，

及增强明显持续强化。 

   

 

 
PU-0813 

上腹部低剂量 CT 扫描中基于模型迭代重建与自适应统计迭代

重建图像质量和肝小病灶检出率比较 

 
马光明,贾永军,于勇,田骞,路栓红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712000 

 

目的 对比上腹部低剂量 CT 基于模型迭代重建（the new version of model-based iterative 

reconstruction，MBIR）与自适应统计迭代（adaptive statistical iterative 

reconstruction ，ASIR）重建图像质量及肝小病灶检出率的差异性。 

  

方法 收集本院 25例上腹部增强患者，平扫、动脉期和门脉期采用常规剂量扫描（噪声指数

=10），延迟期采用低剂量（噪声指数=20）扫描。对延迟期图像分别采用 40%ASIR（A 组）和

MBIR（B组）重建。测量病灶及其邻近肝脏的 CT值与标准差 (standard deviation，SD），

计算病灶的对比噪声比（CNR）和信噪比（SNR）采用配对 t检验对比。以前三期（平扫、动脉

期和门脉期）图像发现病灶个数作为参考标准，比较 A、B两组图像小病灶的检出率。 

  

结果 延迟期图像 CTDI为 3.55；DLP为 109.38mGy-cm。25例病人共发现 70个病灶（直径范围

3mm-10mm）。A、B两组对病灶的敏感性和阳性预测值分别为 81.2%、94.9%；94.2%、98.4%；B

组高于 A组。 A、B两组图像的肝脏 SD、CNR和 SNR分别为 38±6.2、8.02±1.3；

1.75±0.57、7.78±2.44；0.52±0.39、3.2±2.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上腹部低剂量 CT扫描中，与 ASIR比较 MBIRn算法可以提高图像质量和肝小病灶的检出

率。 

   

 

 
PU-0814 

基于模型迭代重建在上腹部低剂量 CT 成像中的应用 

 
马光明,贺太平,段海峰,韩冬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7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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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对比上腹部低剂量成像基于模型迭代重建（MBIRn）中优化低密度对比设置的 MBIRNR40

和常规剂量下传统的滤波反投影（FBP）重建的图像质量。 

方法 收集本院 32例患者，1月内接受两次上腹部增强 CT扫描。初检（A组）延迟期采用常

规辐射剂量扫描（噪声指数为 10），FBP重建。复查（B组）延迟期采用低辐射剂量方案扫描

（噪声指数=20），MBIRn重建。测量肝脏、脾脏、降主动脉、竖脊肌、皮下脂肪的 CT值与标

准差 (standard deviation，SD），SD代表噪声，记录每例患者每次检查的 CTDI、DLP，计算

对比噪声比（CNR）和品质指数（FOM）。由两位有经验的放射医师采用 5分制双盲法对图像质

量进行主观评分，利用 Kappa 检验比较观察者间评分的一致性。两组图像的 SD、CNR、FOM、

辐射剂量采用配对样本 t检验比较；两组图像的主观评分采用 Wilcoxon检验。 

 结果 B组图像噪声均低于 A组，有统计学差异（P＜0.05）。A、B两组图像的 FOM、肝脏

CNR、脾脏 CNR分别为 19.63±11.55、435.61±330.78，9.62±2.61、22.42±6.62，

9.91±2.6、22.12±6.44，B组均高于 A组（P＜0.05）。两组图像的辐射剂量分别为

5.58±2.08mSv、1.46±0.62mSv，B组较 A组降低约 73.84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15.57，p

＜0.05)。两位医师对两组图像评价结果的一致性较好（Kappa 值均＞0.800）。两组图像主观

伪影及接受度评分基本相当（＞0.05），B组主观噪声及锐利度评分高于 A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 

  

结论 低剂量扫描 MBIRNR40 重建相对于常规剂量扫描 FBP重建，在明显降低辐射剂量的同时，

仍可提高图像质量。 

   

 

 
PU-0815 

Can non-enhanced dual-energy spectral CT scans be 

used to differentiate small liver cysts from small 

metastatic tumors? 

 
Ma Guangming,Yu Yong,Yu Nan,Duan Haifeng,Zhang Xirong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hannx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712000 

 

Objective: To assess the clinical valueof the non-enhanced dual-energyspectral CT 

scans in differentiating small hepatic cysts from small metastatic tumors. 

Methods:43 patients with small liver lesions(27 cases with liver cysts; 16 cases 

with metastases) who underwent the non-enhanced spectral CT scans were included. 

In total,there were 104 lesions (≤1.5cm), including 71 small liver cysts and33 

small liver metastases, were identified. The gemstone spectral imaging (GSI) 

Viewer software on the AW4.6 workstation was used to measure the CT number on the 

40 keV virtual monochromatic images and the water concentration on the water (fat) 

material decomposition images. The curve slope for the spectral curve and the 

effective-Z values of lesions were also calculated. The above parameters for the 

two types of lesions were analyzed using independent sample t test, and ROC curve 

analysis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diagnostic efficiency. 

Results: The CT values at 40 keV, water concentration, curve slope and Effective-Z 

for liver cyst were -14.77±18.24HU, 897.51±118.68g/L,-1.14±0.47 and 7.24±0.19, 

respectively; while the corresponding values for small metastases were 

15.39±24.87HU, 1101.53±129.11g/L, -0.33±0.46 and7.43±0.18, respectively.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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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ces for these parameters between the two lesion typ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all p<0.05). Th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for differentiating 

small liver cyst from small metastasis with the CT number of images at 40keV was 

75.8% and 76.1%, respectively. These values were improved to 84.8% 

and 95.8%, respectively using water concentration in the lesions. 

Conclusion:The parameters obtained in the non-enhanced dual-energyspectral CT 

scans demonstrated appreciable clinical values for differentiating small liver 

cysts from small metastases, with the water concentration on the water and fat-

based material decomposition images providing the highest diagnostic performance. 

   

 

 
PU-0816 

双指数模型、拉伸指数模型对急性胰腺炎时脾脏的功能研究 

 
刘翠兰 

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四川省南充市） 637000 

 

目的 探讨磁共振扩散加权成像 DWI双指数模型(IVIM)、拉伸指数模型(SEM)对急性胰腺炎

（acute pancreatitis,AP)AP 状态下脾脏生理功能改变的初步探讨。 

   方法 按 AP诊断的标准，实验组 57例和正常组 17例进行上腹部的 MRI的多 B值扫描成

像，观察并分析正常组和实验组脾脏的 DWI图像各参数图，测量 slowADCmono、fastADCmono 、

FfADCmono、slowADCbi、fastADC bi 、FfADCbi、DDC、Alpha值。统计学方法，Wilcoxon 两样本

秩和检验和两独立样本 T检验；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 ；采用 Spearman秩相关检验，

分析 DDC与 slowADCmono、fastADCmono 、slowADCbi、fastADC bi 的相关性。 

  结果 ①脾脏的 slowADCmono、slowADCbi 和 fastADC bi在正常 NP组和实验 AP组之间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fastADCmono、FfADCmono、FfADCbi值在正常 NP组和实验 AP组之间差异没

有统计学意义，实验 AP组，脾脏的 fastADCmono值低于 NP组；FfADCmono、FfADCbi值却高于 NP

组。 

  ②脾脏的 DDC、Alpha在正常 NP组和实验 AP组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③ROC 曲线显示：slowADCmono、slowADCbi 、fastADC bi、DDC、Alpha 有诊断效能,(P＜0.05),

其诊断效能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并分析 IVIM 和 SEM联合诊断 AP的诊断效能。 

  ④DDC 与 slowADCmono、slowADCbi 、fastADC bi的相关性。 

  结论：IVIM和 SEM联合反映脾脏的生理病理信息，对诊断 AP有一定价值。 

   

 

 

PU-0817 

肾脏透明细胞癌皮质缺血征与 Fuhrman 分级的相关性研究 

 
张兴华,杨立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100853 

 

目的：评估肾脏透明细胞癌中皮质缺血征的发生率，探索皮质缺血征与 Fuhrman分级的相关

性。 

材料与方法：本研究回顾性分析 506名肾脏肿瘤患者（男性：389例，平均年龄 54岁），术

前均行双期 CT血管成像检查，共有经病例证实 511例透明细胞癌纳入研究。分析皮质缺血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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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及其风险因素。采用单因素及多因素统计方法比较 Fuhrman分级各组间皮质缺血征的发生

率。 

结果：皮质缺血征共见于 17.4%（89/511）透明细胞癌，其肿瘤最大径大于对照组（P < 

0.001），更易见于左侧（P = 0.048）。Fuhrman分级各组间发生率有显著统计学差异（I

级：5.7%, 2/35； II级: 16.2%, 70/433;III 级: 31.4%, 11/35; IV级: 75%, 6/8; P < 

0.001），III+IV级发生率(39.5%, 17/43)显著高于 I+II 级(15.4%, 72/468) (P < 0.001)。

在多因素分析中，Fuhrman 分级(P = 0.044, OR = 1.78, 95% CI: 1.02 - 3.12)与肿瘤最大

径(P < 0.001, OR = 1.06, 95% CI: 1.05 – 1.08)是皮质缺血征的风险因素，而肿瘤患侧无

显著统计学意义(P = 0.052)；皮质缺血征是高级别透明细胞癌（Fuhrman III+IV）的独立风

险因素(P = 0.021, OR = 2.33, 95% CI: 1.13 – 4.80)。 

结论：皮质缺血征与 Fuhrman 分级存在相关性，可能对透明细胞癌预后具有一定预测价值。 

   

 

 

PU-0818 

胆囊管汇入肝胆管的 3DMRCP 研究 

 
张仕勇,明兵,李洁,马春,张勇,刘高原 

德阳市人民医院 618000 

 

目的：利用 3DMRCP及常 MRI 序列，初步探讨胆囊管汇入肝胆管的规律。方法：回顾性收集 38

例胆囊管汇入肝胆管的病例作为观察组，并随机收集 38例胆囊管非汇合于肝胆管的患者作为

对照组；统计观察组胆囊管汇入肝胆管的部位，并统计、比较两组形成完整肝总管的位置、肝

胆管类型差异，肝胆管汇合分型采用经修改的 Couinaud’s 分型法。结果：观察组胆囊管汇入

肝右叶胆管 26例，汇入不全性肝总管 9例、肝左管 3例。观察组/对照组 A、B、C、D、E、F

型肝胆管例数分别为：15/19、0/6、22/1、0/9、0/2、1/1例，两组 A1/A2亚型肝胆管分别为

1/14、19/0，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观察组/对照组形成完整肝总管位置位于

肝门部、十二指肠球上部、十二指肠球后部、胰头部分别为：1/36、19/2、17/0、1/0例，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结论：胆囊管汇入肝胆管具有从右叶至左叶递减的现象，并

具有不同的肝胆管类型和存在肝胆管的相对低位汇合。 

   

 

 

PU-0819 

多层螺旋 CT 小肠造影在评估克罗恩病活动性中的价值 

 
程静云,谢辉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430071 

 

目的：以内镜为参考标准，探讨多层螺旋 CT小肠造影(multidetector computed tomography 

enterography, MDCTE)检查在克罗恩病（Crohn’s disease，CD）活动性评估及分级中的价

值。方法：回顾性分析了经内镜、病理证实为 CD的 34名患者。所有患者均进行结肠镜及

MDCTE检查，根据 CD简化内镜评分（simplified endoscopic score for Crohn’s 

disease ，SES-CD）将患者分为非活动期（0-2分）、轻微活动期（2-6分）及中重度活动期

（≥7分）；分析肠壁厚度、强化程度在 CD患者活动性分级中的作用；及其与 SES-CD、HBI

（Harvey-Bradshaw Index ）、C反应蛋白（CRP)、血沉（ESR）之间的相关性；分析强化方

式、肠腔狭窄、肠周炎症、肠系膜血管增多及淋巴结在评估 CD活动性中的用。结果：34名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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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中，非活动期为 5人，轻微活动期 16名，中重度活动期 13名；发现肠壁厚度（F=5.647，

P=0.08）及强化程度（F=7.132，P=0.03）在不同活动期之间有显著差别；肠壁厚度

（r=0.578,P<0.001），强化程度（r=0.423,P=0.013）及 HBI（0.668，P<0.001）与 SES-CD

呈显著性相关；肠壁厚度（r=0.403,P<0.018）及强化程度（r=0.426,P=0.012）与 HBI 也呈显

著性相关；CTE诊断活动性与非活动性病变的 ROC曲线下面积为 0.814（P=0.027），敏感性为

0.828，特异性为 0.800，准确率为 0.824。结论：MDCTE能够准确区分不同活动期的 CD病

变，并为临床治疗提供有用的信息。 

   

 

 

PU-0820 

钆塞酸二钠增强磁共振成像在肝功能评估中的应用研究 

 
李欣明,全显跃,梁文,覃淑萍,漆振东,陈正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510282 

 

目的：探讨肝胆特异性 MRI 对比剂钆塞酸二钠增强磁共振成像不同测量指标评价肝实质的强化

程度与肝功能分级的可行性，得出肝脏强化程度在诊断肝功能 B、C级及 MELD评分≥9分的诊

断效能。材料与方法：搜集我院因慢性肝病或不能定性的肝脏局灶性病变行 Gd-EOB-DTPA 增强

肝脏 MRI扫描患者的影像检查及生化检查资料，最终共纳入 233例患者。测量增强前、肝胆特

异期肝脏、脾脏及竖脊肌信号强度，计算影像测量指标 LSRpre、LMRpre、LSRHBP、LMRHBP、RLEs、

RLEm、ISRs、ISRm、LSI、LMI、IRLSR及 IRLMR，比较不同肝功能组间生化指标、评分系统及

影像测量指标的差异，并绘制 ROC曲线分析确定反映 NLF+CPA与 CPB+CPC组、MELD评分≤8分

与≥9分组各影像测量指标的诊断效能。结果：本研究纳入 NLF组 40例，CPA组 162例，CPB

组 24例，CPC组 7例，其中 CPA 5分组 137例，6分组 25 例；MELD评分≤8分 200例，MELD

评分≥9分 33例。各影像测量指标在 NLF、CPA及 CPB+CPC 肝功能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LSRHBP、LMRHBP、RLEs、RLEm、ISRs、ISRm、LSI及 IRLSR 在三组间两两比较存在统计学差异（P

＜0.05）。各影像测量指标在 CPB组及 CPC组间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NLF+CPA及

CPB+CPC、MELD评分≤8及 MELD评分≥9组均有统计学差异，LSRHBP、LMRHBP、RLEs、RLEm、

ISRs、ISRm、LSI、LMI、IRLSR、IRLMR对 CPB+CPC及 MELD 评分≥9的 AUC在 0.88及 0.72 以

上。结论：Gd-EOB-DTPA增强 MRI肝胆特异期肝实质强化程度随肝功能分级的增加而降低，并

可用于肝功能分级评估，同时可作为 CPB+CPC及 MELD≥9分的诊断指标。  

 

 
PU-0821 

ASL 纵向评估肾癌患者腹腔镜下肾部分切除术后余肾功能的初

步研究 

 
温成龙

1,2
,任涛

3
,陈丽华

1
,黄黎香

1
,刘谦

1
,沈文

1
 

1.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2.天津市第二儿童医院 

3.天津市环湖医院 

 

目的 动脉自旋标记（ASL）纵向评估肾癌患者腹腔镜下肾部分切除术后余肾功能的初步研究。 

对象与方法 纳入 30例拟行腹腔镜肾部分切除术的肾肿瘤患者，术前采用
99m
Tc-DTPA 肾核素扫

描评估术前健侧肾的肾小球滤过率（glomerular filtration rate, GFR)。并于核素检查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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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内及术后 3个月、6个月、12个月行 ASL、IVIM扫描，通过后处理获得皮质的肾血流量

（renal blood flow，RBF）值。采用 SPSS19.0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用

x±s的形式表示。对各肾脏皮质 RBF值行正态分布检验，经证实数据满足正态分布后，采取

组内相关系数（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ICC）分析 2名医师测量肾脏皮髓质

各指标值的一致性，ICC≥0.75 认为一致性好，0.40≤ICC<0.75 认为一致性中等，ICC<0.40

认为一致性差。采取 Pearson 相关分析研究患者健侧肾脏术前 RBF值与 GFR间的相关性；采取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比较各时间点肾脏皮髓质各指标值的差异。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1）两名医师对肾脏皮质 ASL指标值测量的一致性均良好， ICC均在 0.75以上。 

（2） 健侧肾皮质 RBF值与 GFR均呈正相关性（R值分别为 0.560，p<0.01）（图 2）。 

（3）术后 3月患侧残余肾组织皮质 RBF值较术前升高（p<0.05)；术后 6月较 3月患侧残余肾

组织参数值较术前升高（p<0.05)，12月时较前未见明显变化（图 3）（表 1）. 

（4）术后 3月健侧肾组织皮质 RBF值较术前下降（p<0.05)，术后 6月较 3月患侧残余肾组织

参数值较术前下降（p<0.05)，12月时较前亦未见明显变化（图 3）（表 1）。 

结论 ASL可以用来评价肾功能，且纵向评估腹腔镜下肾癌部分切除术后余肾血流灌注功能具

有一定的价值。  

 

 
PU-0822 

十二指肠乳头区良恶性病变影像分析 

 
王奕乔,姜慧杰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50086 

 

目的：对十二指肠乳头区肿瘤总结分析，做到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提高该区域的诊断率。方

法：根据患者术后病理结果，对十二指肠乳头病变总结，CT、MR影像学比较分析，利用多排

螺旋 CT后处理功能及 MRCP 等功能，从而更好的提高该区域的诊断率，对不累及胆道扩张的病

变，做到早期发现、早期诊断。结果：良性病变：良性间质瘤、十二指肠神经内分泌肿瘤、十

二指肠乳头腺瘤、十二指肠降段脂肪瘤、异位胰腺、十二指肠乳头炎、十二指肠憩室。恶性病

变：恶性间质瘤、十二指肠乳头腺癌，影像学都具有一定的意义。结论：CT、MR影像比较分

析，及相应的后处理技术，可以更好的显示病变与其周围的关系，从而提高诊断率及患者术后

预后。 

   

 

 
PU-0823 

64 层螺旋 CT 血管成像对肠系膜上动脉解剖形态和动脉粥样硬

化斑块的显示及临床价值 

 
安晨杰,纪盛章,冯莹印,任俊杰 

天津市第四中心医院 300140 

 

摘要 目的 探讨 64层螺旋 CT血管成像（CTA）对肠系膜上动脉（superior mesenteric 

artery，SMA）活体解剖及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显示及临床价值。方法 选取行腹部 CT 增强

195例连续病例，分为正常组（185例）和变异组（10例）。正常组按性别分为男（96 例）、

女（89例）两组。将动脉期原始数据传送至 ADW4.4工作站，应用多平面重建（multiplanar 

reformation，MPR），容积显示（volume rendering，VR），最大密度投影（maxim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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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nsity projection，MIP），血管探针（vessel probe，VP）进行后处理。观察 SMA 起点

位置，主干走行方向及变异情况；在 MPR像上测量 SMA与腹主动脉的夹角（A）；应用 VP技术

观察 SMA管壁及管腔内情况，检出其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分析动脉狭窄情况。结果 正常组，

SMA起点位置对应 L1椎体 131例（占 70.8%），平对 T12/L1椎间隙至 L1/L2椎间隙共计 173

例（占 93.5%）；SMA主干走行方向,右下方 117例(63.2%),前下方 44例(23.8%),左下方 24例

(13.0%)；SMA与腹主动脉夹角 A为（19.7°~109.0°），平均（56.8°±20.1°）。；男、

女两组夹角 A分别为（58.1°±20.8°）、（55.3°±19.3°），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SMA发生斑块患者 58例，发生率为 31.4%，共 97处斑块。其中，开口部 43处

（44.3%），近段 40处（41.2%），中段 7处（7.2%），远段 7处（7.2%）。发现 10例变异

者，发生率为 5.1%。结论 64层螺旋 CTA能很好地显示 SMA 的活体解剖及其动脉粥样硬化斑

块、狭窄的情况，对临床诊治具有指导意义。  

 

 
PU-0824 

肝、胰源性门静脉高压侧枝循环开放的对比研究 

 
陈光文 

四川省人民医院 610072 

 

目的 比较分析肝源性门静脉高压（HPH）与胰源性门静脉高压（PPH）侧枝循环开放的异同。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5年 11月至 2016年 10月期间 119 例门静脉高压患者（HPH77例，PPH42

例）的门静脉 CT血管成像资料，将患者分成两组，即 HPH组和 PPH组，对比两组患者门静脉

干、胃左静脉、脾静脉、肠系膜上静脉和胃网膜静脉的管径，以及食道下段静脉、胃底静脉、

Retzius静脉曲张、脐静脉开放、脾肾分流的发生率和食道下段、胃底静脉的曲张程度。结果 

除门静脉干和胃网膜静脉外，其余血管管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两组胃底和食道下段静脉曲张

的发生率、曲张程度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脐静脉开放、Retzius静脉曲张以及脾肾分流的发

生率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HPH和 PPH侧枝循环开放存在差异，HPH易同时出现胃底、食

道下段静脉曲张，而 PPH大多仅发生胃底静脉曲张，PPH胃底、食道下段静脉曲张的程度较

HPH轻。  

 

 

PU-0825 

 Gastric pneumatosis associated with massive 

intramural effusion 

 
bai jiao,Xie Xiaojun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outhwest Medical University 646000 

 

  An 87-year-old man presented to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with mild abdominal 

distension for over 10 days. He had a medical history of significant for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and prior implantation of a cardiac pacemaker. On physical 

examination, his abdomen was soft but distended. The patient was hemodynamically 

stable on arrival. About 18 hours after addmission, the patient experienced a 

sudden onset of severe back pain which mimicking aortic dissection. Emergent 

computed tomographic scan revealed a massive air-fluid level within the wall of 

the stomach(Figure). Due to subsequent unconsciousness, the patient was intub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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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fortunately, shortly after confirmation of the imaging diagnosis, the patient 

continued to deteriorate and developed profound hypovolemic shock resulting in 

cardiac arrest and death. 

   

 

 

PU-0826 

肾脏原发性未分化多形性肉瘤 MSCT 诊断及病理对照研究 

 
刘国顺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510180 

 

目的：探讨肾脏原发性未分化多形性肉瘤的临床、病理特征及多层螺旋 CT表现。方法：回顾

性分析 8例经病理证实的肾脏原发性未分化多形性肉瘤的临床病理资料及 CT影像特征。结

果：8例均为单发,左肾 6例，右肾 2例,5例病灶主体位于肾上极，3例位于肾下极。5例病灶

主体位于肾实质，2例侵犯肾窦，1例主体位于肾窦。5例伴有同侧不同程度肾积水，2 例伴有

明显肾周侵犯，1例肾静脉癌栓形成。7例形态不规则、边界不清，1例类圆形、边界清晰。

CT平扫均表现为不均匀等/低混杂密度,1例病灶内可见斑点状、结节状钙化；增强扫描 8例皮

质期均表现为不均匀轻至中度强化,强化程度低于肾皮质；6例实质期、肾盂期持续强化，2例

强化程度下降。结论：肾脏原发性未分化多形性肉瘤易误诊，CT增强扫描有一定的特征性，

主要依靠病理和免疫组化确诊。  

 

 
PU-0827 

The Value of CT Image-based Texture Analysis for 

Differentiating Renal Primary Undifferentiated 

Pleomorphic Sarcoma from Three Subtypes of Renal Cell 

Carcinoma 

 
liu guo shun 

Guangzhou First People's Hospital， Guangzhou Medical University 510180 

 

Abstract Purpose :To explore the value of computed tomography (CT) image-based 

texture analysis for the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renal primary undifferentiated 

pleomorphic sarcoma and three subtypes of renal cell carcinoma. Materials and 

methods: Eleven cases of renal primary undifferentiated pleomorphic sarcoma and 33 

cases of renal cell carcinoma, which were confirmed by surgical pathology,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sed. All patients underwent an abdominal CT scan and a three-

phase enhanced scan.MaZda software was used to manually place regions of interest 

(ROIs) to extract the textural features of the lesions. The results are expressed 

as the misclassified rate (MCR).In addition, using the 4 selected categories, 2 

intermediate or more senior doctors assessed and classified the imaging data of 

the 44 cases. Results :Based on the 4 phase CT images and the use of the Fisher, 

POE+ACC, MI, and FPM methods to extract texture features and RDA and PCA to 

identify the 44 cases, we found that the misjudgement results showed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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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P>0.05).The MCR using LDA was low (6.82-

59.09%) and showed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from that resulting from 

the use of RDA and PCA (P<0.05). The MCR was lowest in the arterial 

phase(6.82%,3/44).The MCR of the imaging diagnosis was 45.45% and showed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from that obtained with the FPM method using 

LDA (c2
=17.001,P<0.05).Conclusion: The combined use of MaZda software, the FPM 

method to extract CT image texture features, and LDA produced the highest rate of 

identification of renal primary undifferentiated pleomorphic sarcoma and 3 

subtypes of kidney cancer. 

   

 

 
PU-0828 

下腔静脉上皮样血管内皮瘤 1 例 

 
曾玉蓉,刘庆余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510120 

 

患者 女性，18岁，因“腹胀 3月余，加重伴双下肢水肿 1月余”于 2015年 7月入院。查体

全腹膨隆，腹肌稍紧张，无压痛及反跳痛；双下肢轻度凹陷性水肿。全腹 CTA检查：下腔静脉

内见软组织样密度影充填，向上延伸至右心房内，向下填充、包绕双肾静脉，并于肾静脉水平

向前突破下腔静脉壁。病灶长约 17 cm，突出管腔外部分大小约 2.9 cm×2.6 cm。CT平扫病

灶以稍低密度为主，内混杂等及稍高密度，CT值约 26～56 HU；增强扫描动脉期病灶未见明确

强化，内可见来源于右肾动脉的分支小动脉穿行于病灶内；门脉期及平衡期病灶呈分隔样渐近

性轻度强化，突出管壁外的病灶强化明显。下腔静脉完全闭塞，管腔明显扩张；肾静脉水平以

下下腔静脉管腔细小，内未见造影剂充填。奇静脉、半奇静脉明显迂曲扩张。肝脏淤血肿大；

腹腔大量积液。上腹部 MR增强+MRA检查: 下腔静脉内见异常信号影充填，向上延伸至右心房

内，向下填充、包绕双肾静脉，并于肾静脉水平向前突破下腔静脉壁突向腹腔。病灶 T2WI呈

高、低混杂信号，T1WI呈不均匀高信号，DWI示弥散不均匀明显受限，增强呈分隔样轻度强

化，突出管腔外的病灶明显强化。术中见下腔静脉内充满实性肿物，管腔完全梗阻，肿物延续

至右心房，并包绕左右肾静脉，向前生长至腹腔；肿物外观似“香肠”状，质地中等偏硬，灰

红色，主要由肿瘤组织构成，未见明显血栓。病理示送检组织由恶性梭形细胞构成，部分上皮

样，灶性细胞异型性较明显。肿瘤细胞弥漫分布，部分形成类小血管结构，其中见少量红细

胞。免疫组化：CK (+)、EMA (+)、Vimentin (+)、AAT-1 (+)、CD99 (+)、CD34部分(+)、

Actin部分弱(+)、INI-1部分(+)、Desmin部分弱(+)、CD31 (-)、FⅧ (-)、S100 (-)、

MelanA (-)、CD68组织细胞(+)、溶菌酶(-)、Ki67约 20%(+)、符合上皮样血管内皮瘤。  

 

 
PU-0829 

256 层螺旋 CT 血管重建技术 对直结肠癌腹腔镜根治术术前评

估的价值 

 
何锡华 

东莞市人民医院 52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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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 256层螺旋 CT血管重建技术对直结肠癌患者术前进行肠系膜血管评估的临床价值，

为腹腔镜下直结肠癌根治手术提供临床参考依据。方法 2015年 11月至 2017年 3月间，随机

选取 50例准备行腹腔镜结直肠癌根治术的患者（A组）术前进行 256层螺旋 CT扫描血管成像

（MSCTA），观察其肠系膜血管的解剖和变异情况，并将结果与术中所见进行对比。同时收集

同时期未行 MSCTA患者 50例（B组）的各项临床资料，横向比较两组患者的腹腔镜结直肠癌

根治术的治疗效果。结果 MSCTA能清晰地显示出肠系膜血管的解剖及变异情况，其结果与术

中所见的诊断符合率为 100%。A组的平均手术时间比 B组缩短（[195.0±23.2] min vs 
[218.0±19.6] min, P <0.05, OR=0.829），A组的术中平均出血量也少于 B组

（[168.1±18.8] ml vs [206.5±14.3] ml, P <0.01, OR=0.659）。结论 术前行 MSCTA检

查，对评估直结肠癌血管的结构、防止因缺乏了解而误伤变异血管或组织器官减少出血提供重

要的保障。 

   

 

 

PU-0830 

低辐射剂量联合两种迭代重建方法对上腹部图像质量的影响

研究 

 
张喜荣

1,3
,郭长义

3
,于楠

1
,杨创勃

1
,田骞

1
 

1.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2.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3.陕西中医药大学 

 

目的：在低辐射剂量下，评估第二代自适应迭代重建算法（名为 Veo2.0）和第三代自适应迭

代重建算法（名为 Veo3.0）对上腹部图像质量的影响。 

方法：对 40例行上腹部增强扫描的患者随机分成两组：常规组 20例(NI=10)，采用 Veo2.0进
行图像重建；低辐射剂量组 20例(NI=20)，同时采用 Veo2.0和 Veo3.0进行图像重建。所有图

像采用 180s延迟期进行重建，重建层厚为 0.625mm。测量肝脏、脾脏、肾脏、竖脊肌以及同

层面脂肪的 SD值，并计算出相应的 SNR和 CNR。记录两组之间的 CTDI、DLP和 ED。采用 5分

盲法进行图像主观评分。三种重建方式各器官间的 SD、SNR 和 CNR值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两

组间的辐射剂量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两名医师之间主观评分的一致性采用 Kappa检验。结

果：三组重建图像的主观评分(NI10 Veo2.0, NI20 Veo2.0 和 NI20 Veo3.0)为
4.12±1.09 , 3.48±0.98 和 4.32±0.46，两位观察医师之间具有很好地一致性。Veo3.0重
建图像的肝脏、脾脏、肾脏、竖脊肌的 SD值为 11.17±2.12, 11.01±1.31, 13.98±4.27 和

14.05±2.96，明显低于 NI10 Veo2.0和 NI20 Veo2.0(P<0.05)。NI20 Veo3.0重建图像

的各脏器的 SNR值为 7.75±1.60, 7.49±1.12, 10.73±2.65 和 4.26±1.39，明显高于

NI10 Veo2.0和 NI20 Veo2.0(P<0.05)。NI20 Veo3.0重建图像的各脏器的 CNR值为

12.04±4.13, 11.88±4.11, 16.46±6.09 和 9.65±3.14，明显高于

NI10 Veo2.0(P<0.05)。结论: 当腹部辐射剂量降低 75%时，利用 Veo3.0 重建可以降低图

像噪声、提高图像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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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上腺腺瘤宽体探测器 CT 灌注特点的初步研究 

 
赵莹,刘爱连,刘静红,郭丹,刘义军,方鑫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6011 

 

目的 探讨肾上腺皮质腺瘤 Revolution CT灌注参数特点。方法 回顾性收集行

Revolution CT灌注扫描并经病理证实的肾上腺皮质腺瘤者 25例。CTP采用 16cm探测器覆盖

的轴扫模式，管电压和管电流根据患者 BMI设定，ASIR-V50%，灌注范围 8cm。注射对比剂 6s

后开始行 CTP数据采集，前 28s连续采集，然后分别于第 39s、43s、47s、51s、63s、83s、

113s、153s、213s、353s及 593s各采集一次，每期采集时间 2s，在第 22s、51s及 153s提高

管电流获取动脉期、静脉期及延迟期图像，共获得 26期图像。测量肾上腺腺瘤（A组）和对

侧正常肾上腺（B组）的 BF、BV、MTT、TP、PS值。使用非参数 Wilcoxon检验比较 A组和 B

组各参数值的差异。应用 ROC曲线分析各参数对腺瘤的诊断效能。计算辐射剂量。结果 A组

和 B组的 BV(ml/100g)、MTT(s)、PS(ml/100g/min)分别为 11.38(8.99,14.59)和

15.45(12.61,18.99)、12.24(6.93,14.62)和 15.33(11.58,18.37)、0.11(0.03,0.34)和

3.95(1.55,8.02)，A组的 BV、MTT、PS值低于 B组（P=0.004、0.013、0.000）。A组和 B组

的 BF和 TP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BV、MTT及 PS值的 ROC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768、0.702及

0.836，PS以 1.30 ml/100g/min为阈值时，诊断腺瘤的敏感度为 92%，特异度为 80%。平扫、

CTP（包括增强三期）的平均 CT有效辐射剂量(mSv)分别为(3.27±0.58)、(9.99±0.94)。结

论 Revolution CT灌注成像对肾上腺皮质腺瘤诊断，在提供高质量常规三期强化图像的同

时，提供了有效的定量灌注数据，PS值有较高的灵敏度及特异度。 

   

 

 
PU-0832 

MR 扩散张量成像定量参数 ADC 和 FA 信号强度的全肿瘤直方图

鉴别肿块型肝内胆管细胞癌（intrahepatic mass-forming 

cholangiocarcinoma, IMCC）与单发肝转移瘤（solitary 

hepatic metastases, SHM）的价值 

 
赵莹,刘爱连,陈丽华,李烨,宋清伟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6011 

 

目的 探讨 DTI定量参数 ADC和 FA信号强度的全肿瘤直方图鉴别 IMCC与 SHM的价值。方

法 回顾性分析于我院行肝脏 MR检查，经临床病理证实的 IMCC24例、SHM29例。所有患者均

行 1.5 T MRI常规 T1WI、T2WI、DTI和 LAVA序列扫描。在 GE ADW 4.6工作站利用 Functool

软件对 DTI图像进行重建，生成 ADC及 FA图，分别测量两组病灶的常规 ADC、FA值。将 ADC

及 FA图导入 Omni-Kinetics 软件(GE Healthcare)，在包含肿瘤实质的每一层 ADC和 FA 信号

强度图上勾画感兴趣区，可自动生成覆盖全肿瘤的 ADC和 FA信号强度直方图信息及各参数

值，包括最小值、最大值、平均值、标准差、体素数、平均偏差、相对偏差、偏度、峰度，第

10、25、50、75、90百分位数。采用两独立样本 t检验和 Mann-Whitney U检验比较各参数

值的差异。应用 ROC曲线分析诊断效能及阈值。结果 IMCC与 SHM组的常规 ADC及 FA 值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IMCC组 ADC信号强度的体素数和相对偏差大于 SHM组，IMCC组

FA信号强度的体素数、平均偏差及相对偏差均大于 SHM组，IMCC组 FA信号强度的平均值和第

10百分位数小于 SHM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余参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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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C曲线分析结果，以 ADC 信号强度的体素数 3.25×10
5
为阈值、以 ADC和 FA信号强度的相对

偏差 527.77和 654.78为阈值鉴别 IMCC和 SHM的曲线下面积较大，分别为 0.825、0.828 和

0.848，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70.8%（86.2%）、79.25%（82.8%）和 87.5%（69.0%）。结

论 DTI的常规 ADC及 FA值难以鉴别肿块型肝内胆管细胞癌与单发转移瘤，而 ADC及 FA信号

强度的全肿瘤直方图分析方法可为两者的鉴别提供多种定量参数。 

   

 

 

PU-0833 

腹盆部孤立性纤维瘤的 CT 表现及误诊分析（附 22 例报道） 

 
漆婉玲,何玉麟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30006 

 

目的：探讨腹盆部孤立性纤维瘤（SFT）的 CT特点，分析其主要误诊原因。 方法与材料：回

顾性分析 22例经手术病理证实的腹盆部 SFT的临床及 CT资料，其中 17例 CT平扫及多期增强

扫描，5例仅行平扫；分析肿瘤的位置、形态、边界、大小、平扫密度特点及增强扫描强化特

征等。 结果：22例 SFT中，腹部 11例，盆腔 11例。22例均为单发肿块，18例呈类圆形，

分叶状 4例；15例边界清楚，7例边界欠清楚，最大径约 1.1~15.3cm。CT平扫 7例呈等稍低

均匀密度，15例呈不均匀等密度，伴斑片状、条弧状低密度区，其中 1例见结节状钙化灶；

17例行 CT多期增强扫描，强化程度呈多样化，强化方式均呈持续延迟“慢出型”，7例表现

为动、静期不均匀明显强化伴延迟强化，其中 3例延迟强化面积逐渐扩大，10例表现为动、

静期不均匀轻中度强化伴延迟强化，其中 2例延迟强化面积逐渐扩大。13例肿块内或表面见

迂曲紊乱供血血管，2例肿块周围见迂曲增粗血管影，12 例周围组织结构或器官受推压。术前

正确诊断 2例，不明确诊断 7例，误诊 13例。 结论：腹盆腔 SFT的 CT增强表现具有一定的

特征性，但仍需与腹盆腔其他富血供肿瘤相鉴别。  

 

 
PU-0834 

IVIM-DWI 定量参数预测胰腺神经内分泌肿瘤病理分级的应用

价值 

 
马婉玲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探讨 IVIM-DWI定量参数预测胰腺神经内分泌肿瘤(pancreatic neuroendocrine tumor, 

PNET)病理分级的应用价值。 材料与方法：收集经病理证实的 PNET患者 18例（其中 16例为

单发病灶，2例为多发病灶，共 22个瘤灶），应用 GE Discovery MR750 3.0T磁共振扫描仪

行胰腺多 b值 DWI。应用 IVIM 双指数模型分析多 b值 DWI，测量 PNET的标准化表观扩散系数

（ADCstandard）、纯扩散系数 (ADCslow)、假扩散系数(ADCfast)、灌注分数(ƒ) 和肿瘤最大径，不

同级别 PNET各参数值的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G1期 PNET的瘤灶最大径明显小于

G2-3期 PNET（1.691 vs. 3.514cm，F=6.814，P=0.017）。G1期 PNET的 ƒ值明显高于 G2-3

期 PNET的 ƒ值（72.31 vs. 58.63%，F=7.419，P=0.013）。鉴别 G1期和 G2-3期 PNET 时，ƒ

值和肿瘤最大径的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787、0.819；当 PNET的 ƒ值＞51.4%或瘤灶最大径

≤1.71cm 时，预测 G1期 PNET的敏感性、特异性、准确性、阳性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值分别为

100% (12/12)、88.89% (8/9)、95.24%(20/21)、92.31%(12/13)、100%(8/8)。PNET的 ƒ值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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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增殖指数 Ki-67显著负相关（r =-0.487，P=0.025）。结论：IVIM-DWI 定量参数 ƒ和肿

瘤最大径能够鉴别 G1期和 G2-3期 PNET。IVIM-DWI灌注分数 ƒ结合肿瘤最大径预测 G1 期

PNET时具有高的敏感性、准确性、阳性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值。IVIM-DWI灌注分数 ƒ能够间接

反映 PNET肿瘤细胞的增殖情况，IVIM-DWI有望成为无创性术前评估 PNET病理分级的理想方

法。  

 

 
PU-0835 

胰母细胞瘤 3 例报告及文献复习 

 
何华,李凯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530021 

 

【摘要】 目的 探讨胰母细胞瘤（PBL）的影像学特征，提高诊断及鉴别诊断能力。方

法 回顾性分析经病理证实的 3例 PBL的临床及影像学（CT、MR）资料，并复习相关文献，总

结其影像学特征。结果 3例 PBL患者均为女性；儿童 2 例，成人 1例；2例位于胰头，1例位

于胰体尾部。2例 CT平扫呈等-低密度，边缘呈浅分叶，增强扫描轻度不均匀强化；2 例可见

血管包埋征，包埋血管分别为肠系膜上动脉及胰十二指肠上动脉、肠系膜上动脉及胃左动脉。

另 1例 MRI平扫呈囊实性，实性区 T1WI呈等-低信号，T2WI呈等-高信号，DWI呈高信号，相

应 ADC呈低信号，增强扫描中度不均匀强化，周边见环形强化的包膜。 结论 CT或 MRI能够

清楚的显示 PBL的发病部位、病灶形态、密度或信号、强化特点、血供情况及有无周围组织的

侵袭等特征，可提高 PBL的术前诊断，但最终确诊需要靠病理。 

   

 

 
PU-0836 

子宫肌瘤 HIFU 术后盆腔积液改变的 MRI 研究 

 
张学花 

重庆市巴南区人民医院 401320 

 

目的：探讨 MRI评价子宫肌瘤高强度聚焦超声消融术（high intensity focused 

ultrasoundablation ，HIFU）后盆腔积液改变的情况，并进一步研究造成相应改变的原因及

影响因素，评价 MRI观察盆腔细微结构改变的价值。材料和方法：回顾分析我院２0１4年１

月～２０１5年 6月初次行 HIFU治疗的 283例子宫肌瘤患者的盆腔 MRI及临床资料，通过 MRI

观察记录子宫肌瘤的大小、位置、类型、数目及盆腔积液改变的情况，通过患者的临床资料一

一对应记录 HIFU治疗总能量、辐照时间及患者年龄。统计分析 HIFU治疗后有多少例患者产生

盆腔积液。 

结果：MRI观察到 283例患者中有 46例 HIFU术后出现盆腔积液，其中 38例（83%）患者的盆

腔积液局限于子宫-直肠陷凹内，6例（13%）位于子宫-直肠陷凹及子宫周围，2例（4%）除子

宫-直肠陷凹及子宫周围外，膀胱周围及盆腔肠壁间也见积液。结论：本研究显示 MRI 观察到

HIFU治疗后仅有少数患者（16%）出现盆腔积液，多数（83%）局限于子宫-直肠陷凹，即多为

少量盆腔积液。不除外患者自身身体状况（排卵期或月经前 5天等）原因。  

 

 
PU-0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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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ntaneous liver rupture : a case report 

 
Zhao Ying,Liu Ailian,Niu Miao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Dalian Medical University 116011 

 

A 35-year-old female visited local hospital two days ago with right upper 

quadrant severe, sudden onset abdominal pain without obvious incentive. 

Sonography revealed fatty liver while blood routine and amylase were normal. The 

patient was not relieved after analgesic treatment, hence abdominal CT scan was 

followed afterwards showing an intrahepatic mixed radiodensity which was 

considered bleeding instigated by liver rupture. The patient was hospitalized 

in our department for further investigations and treatment. She had right upper 

quadrant pain but no history of nausea, vomiting, diarrhea, 

constipation, hematemesis or fever. Examination of the abdomen revealed no signs 

or symptoms of peritonitis. Initial vital signs included a core body temperature 

of 36.7°C, blood pressure of 133/88mmHg, pulse of 90 beats/min and respiratory 

rate of 18 breaths/min. The laboratory findings were as follows: white blood cell 

count 14.23×10
9
/L with 82.51% segmented neutrophils, red blood cell count 

3.87×10
12
/L, hemoglobin 112g/L, platelet count 274×10

9
/L, ALT 693U/L, 

AST 857U/L, ALP 84U/L, γ-GT 76U/L, T-BIL 15.0umol/L and ALB 41.8g/L. No 

coagulation abnormalities were found. There was no previous history of trauma, 

hepatitis, hypertension, heart disease and cerebrovascular disease. The patient 

denied long history of taking steroid contraceptives. She had been engaged in 

teaching career for a long time and usually functioned under extreme pressure. 

She was extremely aggressive 4 days before her admission to the hospital. 

 CT examination revealed asymmetrical morphology of the liver and the density was 

reduced unevenly with non-enhanced CT value of 20-44HU. On CT images, an 

irregular hyper dense area of 9.6cm×7.5cm with CT value of 65HU, fuzzy margins 

and blurred edges was noted in the right lobe of the liver (Figure 1). 

Ultimately the CT diagnosis was non-homogenous fatty liver with intrahepatic 

hemorrhage. 

 Emergency percutaneous transhepatic arteriography and 

embolization were performed subsequently. Angiography of the right hepatic 

artery showed compression of the distal branches of right hepatic artery (Figure 

2A) besides there was doubtful contrast agent extravasation (Figure 2B).We 

performed transcatheter arterial embolization (TAE) of the distal branches of the 

right hepatic artery using COOK 35-5-5 coil to prevent future re-bleeding. After 

embolization, the distal branches of the right hepatic artery decreased and 

contrast agent extravasation also disappeared (Figure 2C) whereas no definite 

tumor staining was distinguished. 

 The patient was given primary care after interventional therapy including ECG 

monitoring, hemostasis, acid suppression, anti-infection, rehydration, 

nutritional support and other symptomatic treatment. After Four days, non-enhanced 

CT images indicated hemorrhage, gas in the right lobe of the liver and fluid 

retention under the liver capsule (Figure 3). Repeated CT scan after one week 

publicized that the volume of fluid retained under the liver capsule and 

hemorrhage of the liver have decreased (Figure 4). She had no signs of a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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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eeding after interventional therapy and was well 

recovered with prominently reduced abdominal pain, stable hemoglobin and 

distinctly improved liver function. She was discharged 12 days after admission. 

 

 After two months, the patient was in stable condition and upper abdominal MR 

examination was performed to exclude hepatic tumor. MR examination revealed an 

oval, well-defined lesion in the right lobe of the liver with an area of 

12.8cm×9.6cm. The lesion was hyperintense on both T1WI and T2WI with internal 

striped hypointensity (Figure 5A-B). Dynamic MR imaging indicated rim-enhancement 

of the lesion (Figure 5C). There was no tumor in the liver parenchyma. Abdominal 

CT scan after ten months presented an oval, hypodense 9.9cm×7.6cm lesion in 

the right lobe of the liver with striped hyperdensity and CT value of 

28HU internally (Figure 6A). Contrast-enhanced CT showed no obvious 

enhancement of the lesion (Figure 6B). The hemorrhage of the liver was shrunken 

than it was in the preceding examination. No evidence of recurrence was observed 

after 10 months follow up. 

 For definitely early diagnosis of spontaneous liver rupture, 

physical examination with necessary laboratory tests and imaging can provide 

enough clues for the confident diagnosis of spontaneous liver rupture. 

   

 

 
PU-0838 

腹内型精原细胞瘤与胃肠道间质瘤 CT 征象及鉴别诊断的回顾

性研究 

 
尹晓彤

2,1
,刘屹

2
 

1.大庆市人民医院（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五医院） 

2.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分析比较腹内型精原细胞瘤与胃肠道间质瘤的 CT影像特征，以提高对腹内型精原细胞

瘤的认识及其与胃肠道间质瘤的鉴别诊断。 

方法：回顾性分析经组织病理学证实的 13例腹内型精原细胞瘤和 24例胃肠道间质瘤患者的术

前多排螺旋 CT（MSCT）影像特征。由两名高年资放射科医生在不知病理结果的条件下，在相

同 PACS系统诊阅这些患者的 CT图像，并记录病灶部位、形态、大小、边界、液化坏死、强化

方式、肿瘤内部血管分布和钙化以及患侧精索情况。同时采用病灶中心部分横截面内实性成分

最多的层面，在平扫和增强各期图像上手动选取相同 ROI，避开肉眼所见的大血管、液化坏死

区、钙化和伪影，记录平扫和增强各期的病灶实性成分的 CT值和各期增强后的差值，并计算

相应的标准化 CT值。应用独立样本 t检验、卡方检验或 Fisher确切概率法对上述两组资料进

行比较，采用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对组间比较有统计学意义的标准化 CT值绘制受试

者工作特征曲线 ROC，计算曲线下面积 AUC，确定最佳诊断阈值及其敏感度、特异度，用来评

价各参数值对两种疾病的鉴别诊断效能。 

结果：腹内型精原细胞瘤有明显的患侧睾丸和精索缺失，肿瘤的血供均来自睾丸动脉。胃肠道

间质瘤分叶程度比腹内型精原细胞瘤明显（P<0.05）。胃肠道间质瘤具有早期明显不均匀强化

的特征，而腹内型精原细胞瘤为延迟轻-中度不均匀强化（P<0.05）。标准化后动脉期强化值

的 ROC曲线下面积最大为 0.78，敏感度：75%，特异度：85%，诊断阈值：3.12HU；静脉期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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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化 CT值的 ROC曲线下面积次之为 0.77，敏感度：67%，特异度：100%，诊断阈值：

58.80HU。 

结论：多排螺旋 CT（MSCT）检查能够较准确鉴别腹内型精原细胞瘤和胃肠道间质瘤，为临床

病例的诊断和治疗方案的选择以及患者预后评估提供可靠影像学依据 

 

    

 

 

PU-0839 

ADC similarity predicts microvascular invasion of 

bifocal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Yang Chun,Zeng Mengsu 

Zhong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21006 

 

 

Objectives: 

The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whether ADC similarity can predict microvascular 

invasion (MVI) in patients with bifocal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Methods: 

Between January 2015 and September 2015, 51 patients with two HCC lesions were 

included. All patients underwent conventional MR imaging including 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 (DWI) before the HCC lesions were surgically resected; the tumor 

specimens were further examined histopathologically. The similarity of the two HCC 

lesions in DWI signal intensity (SI) and ADC value was calculated a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lesions: Value Similarity=[1-(|valuelarge lesion-valuesmall 

lesion|)/(valuelarge lesion+valuesmall lesion)]×100%. Univariate and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es were performed to test for the presence of MVI. 

Results: 

Risk factors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MVI of bifocal HCC in the univariate 

analysis were cirrhosis (P=0.010), histological grade (P=0.040), DWI SI similarity 

(P=0.027) and ADC similarity (P=0.003). In the multivariate analysis, cirrhosis 

(odds ratio 0.068, P=0.022) and ADC similarity (odds ratio 1.204, P=0.008) wer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for MVI of bifocal HCC. 

Conclusions: 

In patients with two HCC lesions, highly similar ADC values for the two HCC 

lesions may be a preoperative predictor of MVI.  

 

 
PU-0840 

局灶性自身免疫性胰腺炎伴腹膜后纤维化一例 

 
方旭,边云,王莉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200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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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灶性自身免疫性胰腺炎（focal autoimmune pancreatitis，f-AIP）是自身免疫性胰腺

炎一种罕见类型，极易误诊为“胰腺癌”。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于 2017年收治 1例 f-

AIP，男 54岁，3月前无明显诱因出现腹胀，伴腰背部酸痛不适，无腹痛，无恶心呕吐，无皮

肤巩膜黄染，予抑酸、抗炎治疗后症状反复发作，MRI提示胰尾部实性肿块，伴腹膜后纤维

化，累及左侧输尿管致左肾积水，免疫球蛋白 G4亚型（IgG4）3.29g/L（正常

0.03~2.00g/L）。本文报道一例 f-AIP伴腹膜后纤维化，对其影像学诊断进行讨论，具有较好

的教学意义，避免误诊为“胰腺癌”而行不必要的外科手术。   

 

 
PU-0841 

磁共振 DKI-DWI 技术在评估肝细胞癌分级中的对比研究 

 
高桂花 

东平县人民医院 271500 

 

目的： 

探讨扩散峰度成像(DKI)相关参数 MD值、MK值及传统的扩散加权成像（DWI）相关参数 ADC值

与肝细胞癌（PHC）分级的相关性，并比较不同参数其相关性大小。 

材料和方法： 

  临床怀疑肝癌 60例患者，行磁共振(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检查(包括常规平

扫、强化扫描、DWI序列、DKI序列)及手术治疗并对切除的肿瘤组织行病理分级，其中选择满

足条件的患者 39例。在病理分级中，肝细胞癌危险度为Ⅰ、Ⅱ、Ⅲ、Ⅳ级，经副台软件处理

获得 DKI、DWI参数 MD、MK 值及 ADC值。利用 SPSS20.0 软件对 MD值、MK值及 ADC值与术后

肝细胞癌的病理分级进行方差分析和相关性分析。 

结果 

  最终确诊为 PHC患者有 39例，其病理分级结果：Ⅰ级 7例，Ⅱ级 15例，Ⅲ级 13例,IV级 4

例。Ⅰ级高分化组病灶 ADC、MK、MD值分别为(1.38±0.35)×10
–3
mm

2
/s、0.84±0.18、

(1.04±0.21)×10
–3
mm

2
/s；Ⅱ级中分化组分别为(1.24±0.18)×10

–3
mm

2
/s、1.05±0.10、

(0.89±0.19)×10
–3
mm

2
/s；Ⅲ级低分化组分别为(1.11±0.12)×10

–3
mm

2
/s、1.26±0.11、

(0.73±0.15)×10
–3
mm

2
/s；VI级低分化组分别为(1.01±0.06)×10

–3
mm

2
/s、1.56±0.08、

(0.59±0.09)×10
–3
mm

2
/s。MD值、MK值及 ADC值在不同 PHC病理分级中存在统计学差异

(P<0.001)，随着病理分化程度的降低，MD及 ADC值逐渐降低，MK值则逐渐增加，MD值、ADC

值、MK值与肝细胞癌病理分级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372、-0.558、0.811。 

结 论 

  MK值与 PHC病理分级相关性好，与病理分级呈正相关性，有助于术前病理分级的初步评

估。 

   

 

 

PU-0842 

乙状结肠指状树突细胞肉瘤一例报告并文献复习 

 
苏晟,朱建国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江苏省第二红十字医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

医院） 21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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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状树突细胞肉瘤（iDC）是一种罕见的恶性肿瘤，起源于树突状细胞，参与免疫反应

活性的抗原提呈细胞为 T淋巴细胞（1）；大多数 IDCS起源于淋巴结（特别是在颈

部、纵隔及腋窝）（2），1 / 3是位于结外器官如肺、皮肤、乳腺、骨、肝、脾、小

肠（3-5）；肿瘤病理显示肿瘤细胞中大梭形细胞边界不清，形成漩涡状生长模式

（6、7）；直到现在，只有 100例肿瘤在英文文献报道，早期、局部病灶手术切除是

治疗的重要手段（6）；在这边报道中，我们报道的是一个 52岁男性患者，这是第一

例发生在乙状结肠系膜的 IDCS患者，并描述其医学影像学特征；当前研究的目的是通

过文献回顾的方式来总结 IDCS的特点。   

•  

•  

PU-0843 

IgG4 肝门胆管炎一例 

 
许凡勇,夏进东 

上海市松江区中心医院 201600 

 

患者 男，55岁。皮肤巩膜黄染 1周，CT和 MRI检查发现肝内胆管扩张。 

化验检查：总胆红素：93.1umol/1↑；直接胆红素：89.1umol/1↑；碱性磷酸酶：

240IU/L↑；谷丙转氨酶：230.5IU/L↑；谷草转氨酶：98.4IU/L↑；γ-谷氨酰转肽酶：

277IU/L↑； 糖类抗原 199:201.7u/ml↑。 

CT平扫（图 1）及增强（图 2-4）：左右肝内胆管扩张、近肝门区中断，肝门区见等密度软组

织影、增强后轻度强化；胰腺形态、密度未见异常。 

MRI平扫（图像 5-8）、MRCP（图像 9）及增强（图 10-12）：肝内外胆管扩张、于肝门区中

断；肝门区见软组织结节影、约 16mm，T1WI稍低或等信号、T2WI等信号，DWI呈高信号，增

强后延迟强化；冠状位 T2WI 见胆囊壁较均匀增厚。 

术中所见 左右肝汇合处可见直径约 2cm占位，侵犯左侧二级胆管，肿瘤局部压迫右肝动脉，

第 8、12组淋巴结肿大，直径 1cm，质地尚软；余腹部（肝、脾、结肠、小肠、盆腔）探查未

见明显异常，术中出血约 500ml。  

病理 “胆管肿瘤”镜下纤维肌纤维母细胞增生，间质大量淋巴细胞、浆细胞浸润（IgG4 阳性

的浆细胞局部约 40个/HPF），少量嗜酸性粒细胞，淋巴滤泡形成；“左半肝”汇管区纤维组

织增生，小胆管增生，伴大量淋巴细胞、浆细胞浸润，部分小胆管管壁纤维组织增生，伴淋

巴、浆细胞浸润；慢性胆囊炎，胆囊颈纤维组织增生伴较多淋巴细胞浆细胞浸润，部分淋巴滤

泡增生。综合形态及免疫化结果，符合 IgG4相关硬化性胆管炎。 

   

 

 
PU-0844 

巨淋巴细胞增生症的影像与病理诊断对照 

 
刘静,焦俊,李珀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550004 

 

目的：探讨巨淋巴结增生症（CD）的病理及影像学表现特点。 

方法：回顾分析经手术或活检病理证实的 12例 CD患者的病理和影像资料，并将 CT影像表现

与病理结果进行对照，分析其 CT表现特点。 

结果：临床分型中局限型 11例，包括胸部 4例、腹部 5 例、四肢 2例；弥漫型 1例。11例局

限型 CD病理分型均为透明血管型；其 CT表现为边缘清晰的软组织密度占位，病灶平扫 CT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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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41±7)HU，内部见条片状钙化区及低密度区；增强后病灶动脉期强化明显，CT值升高幅度

约(54±20)HU，延迟期病灶仍有强化，内部低密度灶更明显。1例弥漫型病理分型为浆细胞

型；其 CT表现为全身多发淋巴结肿大，内部密度均匀；增强后病灶明显强化，但较透明血管

型强化程度低，CT值上升幅度约(31±9)HU。 

结论：局限型 CD的 CT表现具有一定的特征，尤其是肿瘤内部的钙化及增强 CT表现有重要诊

断价值；弥漫型 CD的 CT表现缺乏特征性。  

 

 

PU-0845 

肾血管平滑肌瘤一例误诊分析 

 
王曼,邢梅,柳溪,张淑倩,陈英敏 

河北省人民医院 050000 

 

肾血管平滑肌瘤是指含脂肪少或不含脂肪的肾血管平滑肌脂肪瘤(renal angiomyolipoma，

RAML)，此瘤极易误诊，症状不明显，多因体检或破裂出血、合并泌尿系结石等才被发现。本

文将描述 1例被误诊为肾癌的血管平滑肌瘤患者，现报道如下。  

 

 
PU-0846 

DWI 在评估直肠癌侵袭性中的价值 

 
康英杰

1
,窦娅芳

1
,龚莉凤

2
,谭文莉

1
 

1.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2.上海市浦东新区中医医院 

 

目的：探讨 DWI及其量化指标表观弥散系数（ADC值）与直肠癌分化程度及影响直肠癌预后各

因素之间的关系。 

方法：选择经手术病理证实的直肠肿瘤共 32例，均进行 MRI常规序列、DWI序列及动态增强

检查。对肿瘤的形态、大小进行描述，并测量 ADC值。 

结果：直肠良性肿瘤与恶性肿瘤的平均 ADC值分别为 1.378±0.098×10
-3
mm

2
/s和

0.938±0.151×10
-3
mm

2
/s，P<0.01。直肠腺癌高、中、低分化组平均 ADC值分别为

1.153±0.077×10-3mm2/s、0.966±0.09×10
-3
mm

2
/s、0.774±0.038×10

-3
mm

2
/s，P<0.01。DWI

判断环周切缘 CRM侵犯的敏感性、特异性、准确性、阳性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值分别为 76.9%、

80%、78.5%、76.9%和 80%。CRM（+）患者平均 ADC值为 0.876±0.112×10
-3
mm

2
/s，CRM（-）

患者平均 ADC值为 0.992±0.163×10
-3
mm

2
/s，P=0.042。 

结论：DWI与 ADC值可以判断直肠癌 T分期以及评估环周切缘浸润情况，对于判断直肠癌侵袭

性及预测患者预后有一定意义。  

 

 
PU-0847 

320 排 CT 一站式灌注成像在评估进展期胃癌术前分化程度中

的价值 

 
刘洋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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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通过不同测量方法探讨不同分化程度的胃癌的灌注参数特点及差异。方法：搜集胃镜证

实为胃癌经同意后行灌注扫描，后经手术治疗和病理证实的 80例胃癌患者，对 80例病变按照

强化程度进行分层，分为两层，将强化明显的一层定义为第一层，其下面一层定为第二层，分

别测量两层及全层的最大面积的灌注值 AF、BF、BV、CL，统计学方法分别分析不同分化程度

第一层、第二层及全层各灌注值得差异及各分化程度第一层与第二层的灌注值的差异。结果：

低分化腺癌 46例，第一层的 AF、BF、CL值均高于第二层，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值分别

为 0.000、0.024、0.010），BV值无明显差异（p=0.204）；中高分化腺癌 34例，AF、BV、BF

值均高于第二层，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分别为 0.001、0.001、0.000），两层 CL 值无差

异（p=0.145）；中高、低分化腺癌组间的第一层、第二层及病变全层的灌注值均无差异（p

均大于 0.05）。结论：不同分化程度的胃癌组织中血管分布具有一定的差异，即具有不一致

的灌注参数。  

 

 

PU-0848 

肉瘤样肝细胞癌的影像学表现 

 
令潇

1
,马雪英

1
,梁丰丽

2
,李海宁

1
,张明

1
,牛晨

1
 

1.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2.甘肃省人民医院 

 

目的：分析肉瘤样肝细胞癌的 CT表现及其临床特点，旨在提高对该肿瘤的影像诊断水平。方

法：回顾性纳入我院经活检或手术病理证实为 SHC的患者 3例，结合文献对该病的影像学表现

及临床特点进行总结分析，患者均为男性，中位年龄 55岁，其中 2例以上腹部不适就诊，1

例以肺部痰中带血就诊，腹部无明显不适症状。结果：3 例 SHC（4个病灶），位于肝左叶 1

个，位于肝右叶 3个。3个病灶呈类圆形，边界尚清；1个病灶形态不规则，边界欠清。肿瘤

最大径 3.7~9.2 cm，中位数为 7.2 cm。3个较大病灶（最大径范围为 7.0-9.2cm），CT平扫

表现为类圆形或不规则形低密度肿块，密度不均，液化坏死成分为主，其内可见片絮状实性分

隔（病例 1），增强扫描其内分隔与肿瘤边缘实质呈弱强化，肿块内液化坏死部分未见明显强

化。此外，病例 3显示肿瘤边缘及中心可见条状高密度影，术后经病理证实为骨化区。病例 2

显示患者肝脏病灶较小（最大径 3.7cm），CT平扫所示肿瘤边界清晰，其内液化坏死不明显，

增强扫描动脉期病灶呈明显强化，而静脉期强化迅速退出。所有患者血清学检查中 AFP为阴

性。结论：肉瘤样癌（sarcomatoid carcinoma, SC）组织学上具有上皮及肉瘤样间质两种成

分，其本质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癌，可发生在几乎任何一个能够发生癌的器官
[1]
，发生于肺、食

管、乳腺等脏器的相对较多见，发生于肝脏者极为少见，该病常与肝脏癌肉瘤相混淆。2010

年 WHO
[2]
将肝脏癌肉瘤列为肝脏间叶源性肿瘤的一种，并定义其为包含了癌样成分（肝细胞源

性或胆管细胞源性）和肉瘤样成分的一种混合性恶性肿瘤，其肉瘤样成分为非梭形细胞肉瘤如

肌源性、软骨及骨等真性异源性肉瘤成分，而 SC仅为形态学上类似梭形细胞肉瘤而实质为癌

的一类肿瘤。肉瘤样肝细胞癌好发于老年男性，是一种少见的肝脏原发肿瘤，具有肝细胞癌和

肝肉瘤双重表现，仔细与其他肿瘤鉴别，可提高该病的诊断正确率。  

 

 

PU-0849 

肾上腺成熟畸胎瘤恶变一例 

 
牛淼,刘爱连,赵莹,冯璐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6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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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报道了一例发生在中国的 36岁女性的右侧肾上腺的罕见的肾上成熟腺畸胎瘤恶变的病

例。患者没有任何症状直到体检被发现。腹部平扫 CT显示：在右侧肾上腺区有一个巨大的混

合密度肿块，其内含有囊性、脂肪、钙化和分隔。重要的是，在增强 CT上可以看见囊壁和分

隔明显强化，另外还有强化的壁结节。除此之外，患者还有四项异常的实验室指标，包括：皮

质醇 773.58 mol/L↑（参考范围 118.6至 618μmol／L）、促肾上腺皮质激素 70.980 

pg/mL↑（参考范围为 7.2至 63.3皮克/毫升）、 醛固酮 317.84↑（参考范围 卧位：49.3-

175pg/ml；站位：34.7-275pg/ml；24h 尿 2.84-33.99ug/天、香草基杏仁酸↑22.38 mg / 24 

h (参考范围 0-13.6 mg / 24 h)，这些激素从来没有被其他成熟囊性畸胎瘤的文献报道过。

放射学医师诊断为右侧肾上腺错构瘤。但是最终的病理证实为右侧肾上腺成熟畸胎瘤恶变。肾

上成熟腺畸胎瘤恶变是极为罕见的，到目前为止，只有两篇文献报道过此病。腹腔镜切除术通

常是肾上腺畸胎瘤的治疗方式，我们报道的病例也不除外。  

 

 

PU-0850 

64 排螺旋 CT 三维重组技术在中肠旋转不良诊断中的价值 

 
石林平,黎雪琴,胡冬冬,李忠,罗红亮,王培君 

武警湖北省总队医院 430061 

 

目的 探讨 64排 CT三维重组技术对成人先天性中肠旋转不良的诊断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 9

例手术证实为中肠旋转不良患者的 CT平扫和增强扫描资料，利用多排螺旋 CT图像后处理技术

对 CT原始数据进行三维重组，分析其 CT表现特点。结果 肠系膜根部团块影 7例，肠系膜血

管及十二指肠“旋涡”征 7例，肠系膜上动脉和肠系膜上静脉“换位”征 7例，VR像十二指

肠“飘带”征 7例，十二指肠空肠结合部位于腹中线右侧 9例，空肠位于右侧腹腔而回肠位于

左侧腹腔 5例，回盲部及阑尾异位 4例，“鸟喙”征 1 例，横结肠穿行于腹主动脉与肠系膜

上动脉之间 1例。结论 64 排 CT三维重组技术能更直观地显示血管走形及肠管的分布，横断

面图像结合后处理图像可以明确该病诊断，并对及时采取治疗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PU-0851 

左侧门静脉高压症的 MDCT 诊断 

 
黎雪琴,石林平,杨帆 

武警湖北总队医院 430061 

 

目的 探讨左侧门静脉高压症（LSPH）的 MDCT表现及对该病的诊断价值。方法 收集 2010年-

2015年在我院就诊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LSPH患者 29例，其中男 21例，女 8例，年龄 32-69

岁。所有患者均行上腹部 CT平扫及动脉期、门静脉期、实质期增强扫描。使用美国 GE 64 排

Lightspeed VCT，扫描及重建层厚与层间距均为 0.625mm，对比剂为碘氟醇（320mg/ml），高

压注射器（Stellant D，Medred）经肘正中静脉注射，速率 3.5-4ml/秒，总量 80-100 ml，对

比剂注射完毕后注射 30ml生理盐水冲刷。扫描所获原始数据在工作站进行后处理，处理方式

包括最大密度投影（MIP）、多平面重组（MPR）、容积再现(VR)等。结果 1，原发病。胰腺体

尾部肿瘤 14例（胰腺癌 9例，囊腺癌 4例，转移瘤 1例），慢性胰腺炎 13例（其中 9 例伴胰

腺体尾部假性囊肿），胰腺体部囊肿伴感染 1例，不明原因脾静脉狭窄 1例（原发病为十二指

肠乳头慢性炎症伴梗阻性黄疸）。2，CTA表现：（1）脾静脉狭窄或闭塞，29例均发现。14

例胰腺体尾部肿瘤、1例胰腺囊肿伴感染为直接侵蚀或包绕脾动脉，6例胰腺体尾部假性囊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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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压迫、侵犯脾静脉。（2）侧支循环，29例均出现。经胃短静脉、胃底静脉网、胃冠状静

脉汇入门静脉 27例，经胃短静脉、胃网膜静脉、胃结肠干、肠系膜上静脉汇入门静脉 16例,

二者同时出现 12例。表现为脾门、胃周区迂曲扩张静脉，门静脉期对比剂显影，其中 15例出

现胃底静脉曲张，2例伴有脾-肾静脉分流。（3）12例肿瘤、1例假性囊肿出现脾动脉受侵、

狭窄。（4）肝门静脉形态正常。3，23例脾肿大。结论  MDCT可确诊 LSPH，可清楚显示 LSPH

的原发病及与邻近结构的关系、侧支循环状况等，为临床治疗提供重要信息。 

   

 

 
PU-0852 

Pancreatic Tuberculosis: A Computed Tomography 

Imaging Review of 13 Cases 

 
Liang zonghui,Xi Luling,Dou Yafang 

Shanghai Jing'an District Centre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Huashan Hospital Jing'an Branch) 

200040 

 

Background Pancreatic tuberculosis (PT) is an enigma for doctors as it mimics 

other disorders of the pancreas, most importantly Pancreatic Malignancy. Every 

effort should be made for the earliest diagnosis of this condition as TB is a 

treatable condition and it avoids unnecessary management of pancreatic carcinoma. 

The widespread use of computed tomography (CT) allows non-invasive investigation 

for PT. Recognition of the common and uncommon CT findings of PT can assist in its 

earlier diagnosis.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review the spectrum of CT 

appearances of PT so that the radiologist can, in the appropriate setting, ensure 

a timely diagnosis to facilitate optimal treatment. 

Methods W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the database of all patients diagnosed with PT 

at our unit over the last 14 years. Their clinical and imaging findings, with 

emphasis placed on CT were retrieved. CT findings were evaluated with reference to 

10 features including size, location, component (cystic/solid), calcification, 

enhancement features, pancreatic duct and biliary system, vascular invasion of 

abdominal vessels, abdominal lymphadenopathy and other organs involvement. 

Results The pancreatic head is involved in highest frequency. PT can appear as one 

or more heterogeneous hypoattenuating masses of variable sizes that show multiple 

enhancing walls or septum, or rarely, as a diffusely enlarged pancreas. The main 

pancreatic duct (MPD) was normal in size in the majority of cases or was mildly 

dilated. Biliary system dilatation and parenchymal calcification were not present 

in any of the cases. Centrally necrotic peripancreatic nodes, vascular invasion 

were not uncommonly found. 

Conclusion The diagnosis of PT is challenging as a result of the vague clinical 

symptoms and misleading imaging findings. The presence of lymphadenopathy, 

pancreas duct dilataion and vascular invasion, which were previously considered 

discriminating features, are now leading to diagnostic confusion with other 

neoplastic processes common to the region, most importantly pancreas malignancies. 

Recognition of the wide spectrum of CT findings of PT (such as absence of biliary 

system dilatation and parenchymal calcification), especially when a combina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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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dings present, are highly suggestive of the diagnosis in the appropriate 

clinical setting. 

   

 

 
PU-0853 

感染性休克患者的肾上腺“掏空征”：CT 表现、发生率及与

预后的关系 

 
谢秋霞,关键,郭燕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510080 

 

目的：回顾性分析感染性休克患者 CT上肾上腺 “掏空征”的发生率及与预后的关系。 

方法：纳入 2014年 9月~2017 年 5月我院 ICU诊断重症感染感染性休克且在 1个月内有上腹

部 CT平扫及双期/多期增强扫描资料的 152名连续患者，平均年龄 60.6岁（范围：19~89

岁），男 95例；女 57例。肾上腺“掏空征”定义为双侧肾上腺体积弥漫性增大，增强扫描动

脉期肾上腺中央区域强化减低，肾上腺边缘强化，呈掏空样改变；静脉期掏空区强化程度增

加，与周边肾上腺强化相仿。分析全部病例的 CT表现及临床资料。探讨肾上腺 “掏空征”在

感染性休克患者中的发生率，采用单因素分析该征象与预后的关系。 

结果：本研究中 152例感染性休克患者 CT上均可见肾上腺不同程度弥漫性增大。52例

（52/152）出现肾上腺“掏空征”（阳性组），100例未出现该征象（阴性组），在感染性休

克患者中肾上腺“掏空征”的出现率约 34.2%。阳性组中 43病例最终死亡（82.7%，

43/52）；阴性组中 50例患者最终死亡（50.0%，50/102）。组间比较阳性组和阴性组在死亡

率上差异有显著统计学差异(P<0.01)，单因素分析 CT上出现肾上腺 “掏空征”是预示患者预

后不佳（死亡）的重要因素。 

结论：肾上腺 “掏空征”在感染性休克患者中有发生率较高，该征象的出现提示患者预后不

良。 

   

 

 
PU-0854 

子宫妊娠组织物残留 MRI 诊断及价值 

 
刘明娟,关键,张小玲,郭燕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510080 

 

目的:探讨子宫妊娠组织物残留患者 MRI表现及临床价值，提高 MRI诊断水平。 

方法：回顾性分析 7例手术病理证实子宫妊娠组织物残留患者的 MRI及临床表现并复习文献。

患者均做 MRI平扫加增强，同时均检测血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 Bβ-hCG) 水平。 

结果：年龄 24~40 岁, 平均年龄 32 岁。人流清宫术后、引产后、剖宫产后 9天到 4个月，超

声复查发现宫腔包块 2例，无阴道流血或其它不适，5例超声宫腔结节伴阴道流血。MRI 表

现：7例子宫均不同程度增大，均宫腔增大，4例位于宫体腔，3例位于子宫下段，其中 2例

瘢痕妊娠位于前壁，1例于后壁。平扫 T2WI-FS均为混杂信号，其中 5例以等或稍高（与子宫

结合带外侧肌层比较）信号为主，混有小片状高信号及少许低信号，T1WI稍高信号为主，混

有等高信号，增强后无强化，其中 1例边缘小结节强化；2例大片状高信号、条状低信号为

主，杂有等信号，T1WI稍高信号为主，混有等、条状低信号、明显高信号，增强后部分部分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3038 

 

见片状、条状明显强化，部分未见强化。病灶与肌层均分界欠清楚，结合带信号增高，3例肌

层轻度-明显变薄，强化与邻近肌层相似。病理：血凝块、绒毛、凝固性坏死、纤维素。 

结论：MRI可以明确子宫妊娠组织物残留，可确定病变范围、大小及其与周围结构的关系，为

临床选择手术提供依据；此外 MRI可清楚显示肌层有无畸形血管，及其与宫腔残留组织物的关

系，指导临床是否能刮宫及刮宫时如何避开血管。  

 

 
PU-0855 

腹部急诊影像诊断关注点与 CTA 诊断价值探讨 

 
黄求理 

宁波市第一医院 315010 

 

目 的 探讨放射科腹部急诊影像诊断方法学，避免误诊漏诊，以提高腹部急诊影像诊断水平。 

材料与方法 回顾性分析腹部急诊临床病史体征与影像诊断相关性。利用肺窗技术发现早期胃

肠破裂腹腔内微小积气征。当病人症状体征明显但 CT平扫为阴性时，要及时利用增强 CT或

CTA检查发现早期腹部血管相关性疾病。 

结 果 实际工作中腹部急诊与症状相关的疾病有：⑴单纯腹痛：腹膜炎、肝癌破裂、胰腺炎、

阑尾炎、憩室炎、淋巴结炎、宫外孕、医源性并发症；⑵腹痛与腹胀：腹膜炎、肠系膜动脉栓

塞、门静脉血栓形成；⑶腹痛与呕吐：急性胃肠炎、胃肠穿孔、肠梗阻（有可能为肠郁张、不

全性肠梗阻、完全性肠梗阻、绞杂性肠梗阻）、其它脏器扭转（如卵巢肿瘤系膜扭转）；⑷腹

部外伤：实质性脏器破裂、胃肠破裂、血管损伤、软组织损伤和骨折。腹部急诊网络阅片首先

用肺窗技术仔细观察能发现早期胃肠破裂的腹腔内微量积气征，如外伤性小肠穿孔、胃肠道溃

疡穿孔、胃肠内异物刺小肠等。当病人症状明显、CT平扫为阴性时，及时增强 CT或 CTA 检查

能发现血管病变或血管相关性疾病，如狭层腹主动脉瘤、动静脉血栓、血管破裂等表现。 

结 论 腹部急诊要针对病人的不同病史和体征，仔细观察 CT片做出相应的准确诊断。利用肺

窗技术可及时发现肺部病变和早期胃肠穿孔腹腔内微小积气征，有助于疾病的早期诊断。对重

症病例若平扫 CT检查阴性，要及时增强 CT或 CTA检查发现早期血管性疾病表现。 

   

 

 

PU-0856 

Comparison of CEUS and MRI in the diagnosis of 

complex cystic renal masses.——A meta-analysis 

 
Zhou Linli,Tang Lemin 

School of Medicine， Nantong University 226001 

 

Purpose: To perform a meta-analysis to compare the diagnostic efficacy of CEUS 

with that of MRI for cystic renal masses. 

Material and Methods: We searched the studies systematically to find the 

literature about the diagnostic performance of CEUS or MRI in cystic renal masses 

and twenty-one studies were included eventually. Quality assessment of diagnostic 

studies (QUADAS)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quality of these studies. We calculated 

the pooled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positive likelihood ratio and negative 

likelihood ratio for CEUS and MRI, respectively. The areas under the sum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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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AUCs-SROC) curves for the two methods were also 

calculated. 

Results: twenty-one studies with 1308 lesions were included, and 2 studies were 

related to both CEUS and MRI, 12 studies were related to CEUS and 7 studies were 

related to MRI. The pooled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positive likelihood ratio and 

negative likelihood ratio for CEUS /MRI were 0.95/0.92,0.82/0.91,4.83/6.74 and 

0.09/0.13, respectively. The AUCs-SROC curves for the two methods were 95.46% and 

94.65%.The subgroup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the scanning slice thickness may 

influence the diagnostic efficacy of MRI. We found no significant publication 

bias through Deeks’ funnel plot. 

Conclusion: Both CEUS and MRI have good diagnostic performance for cystic renal 

masses and can provide the reference for clinicians. CEUS have higher sensitivity 

and lower specificity than does MRI. MRI with thinner scanning slice thickness may 

be superior to CEUS in the diagnostic efficiency.  

 

 
PU-0857 

肠黏连束带内疝的 CT 诊断 

 
阮志兵,焦俊,范光明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550004 

 

目的 探讨肠黏连束带内疝的临床与 CT表现特点，提高术前早期诊断水平。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0年 1月～2017年 3月我院 21例经手术、病理证实为肠黏连束带内疝患者的临床及 CT资

料，3例行多期增强 CT检查，15例行腹部平片。两位腹部放射学副主任医师在飞利浦影像工

作站双盲法评价图像。结果 21例患者术前均有不同程度的腹痛腹胀或肠梗阻症状，术前 CT

诊断均提示小肠梗阻，提示肠黏连束带内疝 3例，肠管绞窄 3例。所有患者均行剖腹探查，手

术证实所有患者均有小肠梗阻，肠管绞窄 6例，11例合并肠扭转，1例合并腹茧症。与其它腹

内疝相比，临床特点包括发病时间长且明显反复、症状与体征相对轻、与饮食关系密切等。肠

粘连束带疝特征 CT征象为局部明显粘连伴束带形成，无疝囊征象，其它主要 CT征象包块肠管

异位（100%）、局限性肠梗阻（100%）、占位征象/周围脏器移位（100%）、缆绳征/漩涡征

（n=17,80.95%）、鸟嘴征（n=13,61.90%），肠壁增厚伴肠周明显渗出 15例(71.43％)。肠黏

连束带内疝 CT表现与手术结果存在相关性。结论 肠黏连束带内疝的 CT表现具有一定特点，

缺乏认识与相关知识是漏误诊的主要原因，腹腔手术与腹腔感染可能是独立重要的危险因素。  

 

 
PU-0858 

肝脏遗传性出血性毛细血管扩张症的 CT 表现 

 
阮志兵,焦俊,范光明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550004 

 

目的 探讨肝脏遗传性出血性毛细血管扩张症（HHTT）的临床及 CT表现特点。方法 回顾性分

析 2005年 9月 12日-2017 年 3月 27日经临床证实的 19例 HHTT患者（男 8例，女 11例，平

均年龄 52岁）的临床与 CT 影像学资料，2位高级职称放射诊断医师独立分析读片。 结果 CT

平扫所有病人肝实质密度未见异常。CT多期增强特征征象为动脉期肝内弥漫性血管异常，包

括：①肝动静脉畸形 15例(78.95%)，表现为动脉期肝实质染色明显不均，内弥漫分布点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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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节及小斑片状明显强化灶，肝动脉增粗、纡曲，肝静脉提前显影；②肝动脉-肝静脉瘘 8例

(42.11%)，表现为动脉期肝动脉增粗、纡曲，肝静脉增粗并提前显影，肝实质内弥漫分布点

状、结节状明显强化灶；③肝动脉-门静脉瘘 13例(68.42%)，肝动脉增粗纡曲，门静脉提前显

影，12例（92.3）伴有门静脉扩张（平均直径约 14.92mm）；④混合型动静脉瘘 6例

(31.58%)，影像表现兼有肝动脉-肝静脉瘘与肝动脉-门静脉瘘的特点；⑤门静脉-肝静脉瘘 2

例(10.53%)，表现为门静脉期门静脉及其分支增粗伴肝静脉汇合支早显；⑥毛细血管扩张 14

例(73.68%)，表现为动脉期肝实质内少量或弥漫性分布的小结节状明显强化灶，门静脉期、延

迟期呈等密度。16例（84.21%）肝总动脉直径＞5mm，平均直径约 7.37mm，范围从

5.1~13.5mm。17例（89.47%）显示门静脉扩张。另外肝局灶性病变 13例（68.42%），表现为

动脉期肝实质少量或弥漫性分布的斑片状明显强化灶，边界模糊，静脉期 4例呈稍高密度、9

例呈等密度，延迟期均呈等密度。结论 肝脏遗传性出血性毛细血管扩张症 CT动态增强扫描表

现具有特征性，提高认识并熟知其影像特点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PU-0859 

钙化与囊性征象在胰头部肿块型慢性胰腺炎与胰头癌鉴别诊

断中的价值 

 
阮志兵,焦俊,范光明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550004 

 

目的 探讨钙化与囊性 CT征象在胰头部肿块型慢性胰腺炎与胰头癌鉴别诊断中的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临床手术病理证实的 24例胰头部肿块型慢性胰腺炎与 30例胰头癌患者的临床及

CT资料，两位腹部放射医学高级职称医师在飞利浦影像工作站双盲法评价图像。采用两独立

样本 t检验或χ2
检验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1)肿块钙化：肿块型慢性胰腺炎与胰头

癌钙化出现率分别为 58.33％与 10％，差异有明显统计学意义（P<0.001)，其中斑片状钙化、

结节状钙化及混合型钙化出现率分别为 28.57%、14.29及 57.14％与 0%、66.67%及 33.33%，

肿块型慢性胰腺炎以混合型钙化为主，分布呈弥漫型且于病灶边缘分布为著，胰头癌钙化少见

或以病灶中心区分别的少许结节状钙化为主；(2)囊性灶：肿块型慢性胰腺炎与胰头癌坏死囊

变出现率分别为 29.17％与 60％，具统计学差异（P<0.05)，胰头癌囊变坏死区多单发、囊较

小，囊壁厚薄明显不均；两组假性囊肿出现率分别为 58.33％与 10％，存在明显差异

（P<0.001)，MFCP囊性灶多饱满，具有张力，囊壁可见钙化，囊内壁光整但不连续，较大、

多发及具有张力的蜂窝状囊仅见于肿块型慢性胰腺炎。另外，11例（45.83%）肿块型慢性胰

腺炎病灶内可见残存的正常胰腺组织。结论 钙化与囊性 CT征象对胰头部肿块型慢性胰腺炎与

胰头癌具有一定的鉴别诊断价值。  

 

 
PU-0860 

多模态影像学在胰头部肿块型慢性胰腺炎与胰头癌鉴别诊断

中的价值 

 
阮志兵,焦俊,范光明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550004 

 

目的 探讨胰头部肿块型慢性胰腺炎与胰头癌的多模态影像学特点及其鉴别诊断价值。方法 回

顾性分析经临床手术病理证实的 24例胰头部肿块型慢性胰腺炎与 30例胰头癌患者的临床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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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态影像学（包括 CT、MRI 及 PET/CT）资料，两位腹部放射医学高级职称医师在飞利浦影像

工作站双盲法评价图像。采用两独立样本 t检验或χ2
检验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1)大小及边界：MFCP 组与胰头癌组病灶最大径分别为 5.44cm±1.27cm 与

3.34cm±1.23cm，右侧肾周筋膜增厚出现率分别为 83.33％与 13.33％，差异有明显统计学意

义（均 P<0.001)；(2)分叶征：MFCP与胰头 Ca出现率分别为 12.5％与 83.33％，具有明显统

计学差异（P<0.001)；(3)密度/信号：两组坏死囊变出现率分别为 29.17％与 60％，具统计学

差异（P<0.05)；钙化出现率分别为 58.33％与 10％，差异有明显统计学意义（P<0.001)，
MFCP以混合型钙化为主(n=8，57.14％)，分布呈弥漫型且于病灶边缘分布为著；另外，本组

结果显示 MFCP病灶内可见残存的正常胰腺组织；(4)囊性病变或假性囊肿形成：两组出现率分

别为 58.33％与 10％，存在明显差异（P<0.001)，具有张力的蜂窝状囊仅见于 MFCP；(5)胰腺

体尾部萎缩：两者出现率分别为 41.67％与 36.67％，无明显差异（p=0.708）；(6)胆管、胰

管扩张：MFCP组与胰头癌组的“胆胰管穿通征”分别为 79.17％与 16.67％，“胆胰管不相交

征”分别为 8.33％与 70％，差异均具有明显统计学意义(均 P<0.001)；“双管征”两组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20）。(7)强化特点：MFCP动脉期与门静脉期强化程度均高于胰头 Ca

组，强化净增 CT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值分别为 P<0.001 与 P=0.008)；(8)胰周血管受侵：

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胰头癌组多表现为受侵犯血管被肿块包绕且形态失常，MFCP组表现

为受侵胰周血管受压移位为主、血管形态多规则光整；(9)胰周及腹膜后淋巴结肿大：两组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MFCP组多表现为淋巴结稍大（平均直径约 11mm），轻度均匀强化为主；而

胰头 Ca组多表现为明显增大（平均直径约 15mm），部分可见融合，呈明显均匀强化或环形强

化为主；(10)扩散加权成像（DWI）表现：肿块扩散受限高信号两者分别为 28.57％与 89.47

％，ADC值高于胰头 Ca组，差异均具有明显统计学意义(均 P<0.001)；(11)SUVmax值：MFCP

组与胰头癌组早期与延迟期 SUV值分别为 2.51±0.42 与 7.13±3.04、2.10±0.31 与

9.20±3.56，差异均具有明显统计学意义(均 P<0.001)，随着时间延迟 SUV值胰头 Ca组增

高，而 MFCP组变化不大或降低。但两者的单一影像学特点存在部分重叠。结论 多模态影像学

在胰头部肿块型慢性胰腺炎与胰头癌的早期诊断与鉴别诊断中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  

 

 
PU-0861 

The clinical value of multi-modality imaging in 

differentiating pancreatic carcinoma from the mass-

forming chronic pancreatitis of the pancreatic head 

 
ruan zhibing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uizhou medical university 550004 

 

Objective To study the characteristic findings and clinical values of multi-

modality imaging in differential diagnosis between Pancreatic Carcinoma and the 

Mass-forming Chronic Pancreatitis of the Pancreatic head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early precise diagnosis of this challenging condition in clinic. Materials and 

Methods The data of clinic and images (including CT, MRI and PET/CT )of 30 cases 

（19 males and 11 females with the average age of 59.5±8.95）with pancreatic 

carcinoma and 24 cases （22 males and 2 females with the average age of 

51.92±6.7） with mass-forming chronic pancreatitis of the pancreatic head 

confirmed by surgery and pathology between January 2012 and May 2017 were analyzed 

retrospectively . All cases underwent multidetector computed tomography (MDCT) 

scan, including multiphase dynamic contrast-enhanced CT scan (n=24) in addition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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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dominal plain film (n=13) ,MRI (n=5) and PET/CT (n=16). The images were reviewed 

independently by two expert radiologists with double-blind method. Independent 

sample t test and chi-square test were used to compare the data of imaging 
findings between two groups. Results The results revealed that the history of 

biliary tract diseases，chronic pancreatitis were found in 20 (83.33%) and 18 (75%) 

patients with MFCP，and 5 (16.67%) and 3 （10%）patients with pancreatic cancer, 

respectively，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wo groups (all P values<0.001). 

Compared to the pancreatic carcinoma group , the following findings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in patients with MFCP，included the mean diameter of mass 

（5.44cm±1.27cm and 3.34cm±1.23cm，respectively）,lobular sign (12.5％ and 83.33

％,respectively) ,significant exudation around lesion (83.33％ and 13.33％ ，

respectively) ,calcification (58.33％ and 10％, respectively) ,necrosis cyst 

(29.17％ and 60％, respectively) ,pseudocyst occurred (58.33％and 10％, 

respectively),dilated pancreatic ducts passed through the lesions areas (79.17％

and 16.67％, respectively),dilated pancreatic ducts interrupt in the lesions area 

(8.33％ and 70％, respectively) , pancreatic duct stones (54.17% and 16.67％, 

respectively), enhancement degree at arterial phase (24.42±9.81 and 13.92±5.50, 

respectively) and portal vein phase (45.41±14.56 and 35.83±10.19, 

respectively) ,thickening of the right renal fascia (83.33％ and 13.33％, 

respectively) , SUVmax values of lesion at early phase (2.51±0.42 and 7.13±3.04, 

respectively)and delay phase (2.10±0.31 and 9.20±3.56, respectively). Dilation 

of the pancreatic duct and bile ducts , the enlargement of the lymph nodes and 

invaded peripancreatic vessels withou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both groups. 

However, there remained considerable overlapping in clinical presentations and 

conventional single imaging findings between both diseases . Conclusion Multi-

modality imaging with certain characteristic findings is of significant clinical 

value in the early diagnosis and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pancreatic carcinoma 

and mass-forming chronic pancreatitis of the pancreatic headas there is an overlap 

in clinical presentations and conventional single imagingwhich can cause 

unnecessary operative procedures.  

 

 
PU-0862 

胰头部肿块型慢性胰腺炎的 CT 误诊分析 

 
阮志兵,焦俊,范光明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550004 

 

 

目的 探讨胰头部肿块型慢性胰腺炎的 CT误诊原因及其多模态影像学特点。方法 回顾性分析

经临床手术病理证实的 24例肿块型慢性胰腺炎患者的临床资料，并将影像学资料与病理结果

进行对比分析，寻找肿块型慢性胰腺炎的 CT误诊原因及其影像学特征。结果 CT诊断肿块型

慢性胰腺炎 18例，诊断符合率为 75%，6例（25%）误诊为胰腺 Ca/恶性占位。MFCP主要影像

学表现包括：①病灶平均直径为 5.44cm±1.27cm，周围渗出明显（n=20），3例（12.5％）出

现分叶征；②14 例（58.33％）肿块内出现钙化，其中 8 例(57.14％)混合型钙化（钙化分布

呈弥漫型且于病灶边缘分布为著）；③14 例(58.33％)出现假性囊肿，囊肿有张力且呈蜂窝状

囊改变；④16例(66.67％)出现胰管扩张，其中串珠样扩张 14例(87.5％)，均匀性扩张 2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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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19例（79.17％)出现“胆胰管穿通征”，“胆胰管不相交征”2例（8.33％)，胆

管扩张 17例(70.83％)，7 例(29.17％)出现 “双管征”，13例（54.17%）伴有胰管结石；⑤ 

18例（75%）强化时间密度曲线为缓升缓降型；⑥ 11 例(45.83％)出现胰周及腹膜后淋巴结增

大（平均直径约 11mm），呈轻度均匀强化；⑦ 17 例(70.83％)胰周血管呈受压移位改变，血

管形态多规则光整；⑧ 20 例(83.33％)伴有右侧肾周筋膜增厚；⑨ MFCP 早期与延迟期 SUV值

分别为 2.51±0.42 与 2.10±0.31，随着时间延迟 SUV值变化不大或降低。 结论 多模态影像

学对鉴别胰头部肿块型慢性胰腺炎与胰腺癌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认识不足与影像学检查方法

不当是漏诊与误诊的主要原因。  

 

 

PU-0863 

超声、MSCT 与 MR 在胆道梗阻性疾病中的诊断价值 

 
王术生 

安徽省池州市人民医院 247100 

 

 目的：探讨超声、MSCT和 MR检查在胆道梗阻性疾病中的诊断价值，比较三种检查方法的优

势和不足，探讨其在临床诊断应用中的实际意义。 

 方法：采用回顾性对照研究方法。搜集 2011年 9月至 2017年 1月间经手术、病理或 ERCP

证实的 264例胆道梗阻病例。264例均经超声检查，其中 189例经 MSCT检查、216例经高场

MRI检查。CT检查均行平扫及三期（动脉期、静脉期、平衡期）增强扫描，薄层重建后运用多

平面重组法（MPR）对胆道进行重建，肿瘤病例加用最大密度投影（MIP）、容积重现（VR）方

法进行血管重建。MR行平扫、增强及 MR水成像检查，运用最大强度投影法（MIP）对胆道进

行重建，形成 3D MRCP图像。每种检查都要求对病变的大小、胆管扩张程度、梗阻的部位等影

像特征进行描述，并作出定位、定性诊断。按照检查方法将影像资料分为三组，分别为超声

组、CT组、MR组。统计各组的正确定位、定性的病例数，计算各组的定位、定性准确率。采

用配对资料卡方检验方法对各组的定位、定性准确率进行相互比较。  

 结果： 

良性病变总的定位准确率 MR（94.8%）要优于超声（77.9%）和 CT（85.8%），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17）；恶性肿瘤的诊断定位准确率 MR（96.8%）和 CT（100%）均优于超声

（78.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7）。 

良性病变总的定性准确率 MR（93.46%）优于 CT（73.33%）和超声（64.64%），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17）；其恶性肿瘤的诊断定性准确率 MR（90.48%）和 CT（94.20%）均优于超声

（68.6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7）。 

结论：对良性病变引起的胆道梗阻，MR较超声及 MSCT的诊断更加准确，对恶性肿瘤引起的梗

阻，MSCT及 MR有很高的定位、定性准确率，较超声有优势。对于疑难病例建议临床采用综合

的检查方法。   

 

 

   

 

 
PU-0864 

肝细胞癌不同组织学亚型的影像及病理学特征表现 

 
张翔 

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 300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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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回顾性分析近 5年经病理证实的不同亚型肝细胞癌病例的 CT和 MR表现，并对比病理组

织学征象，总结各类型肝细胞癌的特征性表现。 

方法：收集近 5年来经过组织病理学证实的不同肝细胞癌亚型病例 22例，其中硬癌型肝癌 1

例，纤维板层样肝癌 7例，肝细胞-胆管细胞混合癌 11例，透明细胞型肝癌 3例。分析各类型

肝癌的 CT、MR表现和组织病理学表现。 

结果：硬癌型肝癌位于肝包膜下区，影像学特征类似于肝内胆管细胞癌， CT扫描动脉期边

缘强化，静脉期肿瘤中心出现延迟强化；其病理表现为无包膜，镜下除具有丰富的纤维基质

外，还表现为无纤维包膜、无坏死出血、无瘤内门静脉分支、无淋巴细胞浸润；免疫组化 Hep 

Par1和 polyclonal CEA表现阴性，Glypican-3和 arginase-1阳性，CK7、CK19和 MOC-31阳

性。纤维板层样肝癌发生于无肝硬化及慢性肝病的肝脏上，肿物多较大，有中央瘢痕，组织学

表现包括板层样纤维化、嗜酸性颗粒的胞浆、增大的细胞核仁。肝细胞-胆管细胞混合癌中 7

例表现为类似于典型肝细胞癌影像表现，即对比剂快进快出，4例另出现胆管细胞癌表现特

征，如延迟增强；病理上具有 HCC和 CC病变区域时，表面有中间型形态的局灶，肝癌成分有

不同的分化程度，有典型的小梁结构，Hep Par1和 arginase1阳性，胆管癌成分由分散的腺

体形成和/或粘液素组成；3例透明细胞型肝癌与丙肝病毒感染有关，未出现血管侵犯，影像

表现类似多发小结节，类似于肝硬化结节；肝细胞标记物 Hep Par1,polyclonal CEA和

arginase-1为阳性。 

结论：WHO承认的肝细胞癌亚型包括硬癌型 HCC、纤维板层样肝癌、混合癌、肉瘤样癌、未分

化肝癌和淋巴上皮瘤样肝癌，但有些亚型包括透明细胞型肝癌也不被 WHO仍可，熟悉这些亚型

的肝癌病理学特征，有利于影像科医生的诊断和鉴别诊断。 

   

 

 
PU-0865 

磁共振弥散张量成像对前列腺癌诊断价值的 Meta 分析 

 
蒋小凤,杜勇 

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637000 

 

目的 系统评价磁共振弥散张量成像（DTI）对前列腺癌（PCa）的诊断价值。方法 计算机检索

The Cochrane Library、PubMed、EBSCO、EMbase、Ovid、CBM、VIP、WanFang和 CNKI 数据

库，搜集关于 DTI诊断 PCa 的诊断性试验，检索时限均为从建库至 2017年 6月 31日。由两位

评价员按照纳入与排除标准独立筛选文献、提取资料，并采用 QUADAS-2工具评价纳入研究的

方法学质量后，统计分析由 Stata14.0软件进行，计算合并的敏感度（Sen）、特异度

（Spe）、阳性似然比（+LR）、阴性似然比（-LR）、以及诊断比值比（DOR），绘制总受试者

工作特征曲线（SROC）并计算曲线下面积（AUC）。结果 最终纳入 6篇文献 6项研究，包括

1606个区带。Meta分析结果显示，DTI诊断 PCa的 Sen 合并=0.88［95%CI（0.75，0.95）］、

Spe 合并=0.87［95%CI（0.83，0.90 ）］、+LR 合并=6.8［95%CI（4.8，9.5）］、－LR 合并=0.14

［95%CI（0.06，0.30）］、DOR 合并=49［95%CI（18，135）］，AUC 合并=0.92［95%CI（0.89，

0.94）］。亚组分析提示高 b值（b=1000）DTI对 PCa的诊断效能高于低 b值（500~700）。

DTI对外周带 PCa的诊断效能高于中央带。结论 较高 b 值的磁共振 DTI技术对外周带 PCa具

有较高的诊断价值，可作为 PCa重要的诊断方法之一。但受纳入研究数量和质量所限，上述结

论尚需开展更多高质量研究予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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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866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of cavernosography with 320-

row dynamic volume CT versus conventional 

cavernosography for the treatment of erectile 

dysfunction caused by venous leakage 

 
Xu Chengcheng 

cheng cheng xu 315010 

 

 

Abstract 

Objective: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diagnostic and prognostic value of 

cavernosography with 320-row dynamic volume computed tomography (DVCT) versus 

conventional cavernosography in men with erectile dysfunction (ED) caused by 

venous leakage. 

Methods: A total of 174 patients diagnosed with ED were enrolled and received DVCT 

cavernosography (n = 93) and conventional cavernosography (n = 81), respectively. 

The diagnosis, complications and prognosis of patients receiving DVCT 

cavernosography and conventional cavernosography were evaluated. 

Results: Compared with conventional cavernosography, DVCT cavernosography provided 

higher-solution images with less time for processing and testing, and less doses 

of radiation and of contrast agent. With DVCT cavernosography, 93 patients were 
seen ED and 89 of them with different types of venous leakage, of which there were 

21 cases with deep dorsal venous leakage, 18 cases with crural venous leakage, 9 

cases with superficial dorsal venous leakage, 3 case with venous leakage between 

the penis and urethra cavernosum, 6 cases with cavernous venous leakage and 36 

cases with mixed venous leakage. With conventional cavernosography, 74 out of 81 

patients with ED were seen venous leakage, including 11 cases in type 1 

(superficial venous leakage), 26 cases in type 2 (middle venous leakage), 14 cases 

in type 3 (profundal venous leakage) and 23 cases in type 4 (mixed leakage). 

Adverse reactions were cured after treatment. In the DVCT cavernosography group, 

postoperatively erectile function improved in 2 males, erectile function largely 

recovered to normal in 6 males. In the follow-up of the conventional 

cavernosography group, no penile fibrosis or erectile pain were observed. 

Conclusion: The results from this study indicates that DVCT cavernosography is a 

reliable system to diagnose ED caused by venous leakage, which can accurately 

affirm types of venous leakage and guide clinical treatment.   

 

 
PU-0867 

MRI Texture Analysis Value in Prediction Response to 

Neoadjuvant Chemoradiotherapy in Patients with 

Locally Advanced Rectal Cancer: A Preliminary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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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g Yankai,Zhang Hongmei,Zhao Xinming,Zhou Cunwu 

Cancer Hospital，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Chines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100021 

 

To evaluate the importance of MRI texture analysis in prediction and early 

assessment of treatment response before and early neoadjuvant chemoradiotherapy in 

patients with locally advanced rectal cancer (LARC). This retrospective study 

comprised of 59 patients. The tumoral texture parameters were compared between 

pre- and early nCRT. Area Under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Curves 

[AUCs] were used to compare the diagnostic performance of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arameters and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predicted 

probabilities for discriminating responders and nonresponders. The SD, kurtosis 

and uniformity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ly difference between pre- and early 

CRT (p=0.0012, 0.0001, and <0.0001, respectively). In pCR group, pre-uniformity 
and pre-Energy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nonresponders (p=0.03 and p 
<0.01, respectively), while the pre-entropy in nonresponder was reverse (p=0.01). 
The diagnostic performance of pre-kurtosis and pre-Energy were higher in TRG and 

pCR group (AUC=0.67, 0.73, respectively).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diagnostic performance for prediction responder and nonresponder did not 

significantly improve compared with to pre-uniformity, energy and entropy in pCR 

group (AUC=0.76, p=0.2794, 0.4222 and 0.3512, respectively). Texture parameters as 
imaging biomarkers have the potential to prediction and early assessment of 

tumoral treatment response to neoadjuvant chemoradiotherapy in patients with LARC.  

 

 
PU-0868 

CT 及 MRI 对来源不明确的盆腔肿块的诊断价值 

 
刘玉 

安徽省立医院 230001 

 

目的 探讨 CT及 MRI对定位或定性困难的盆腔肿块的诊断价值，并分析其影像学表现。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112例（MRI 50例，CT 62例）来源不明确或定性困难的盆腔肿块的 CT或

MRI表现，并将诊断结果与病理结果比较，评价 CT及 MRI对盆腔肿块良恶性诊断的准确性、

特异性及敏感性。病例纳入标准：①原发性盆腔占位性病变；②来源不明确或定性困难；③单

发病灶；④有病理结果；排除标准：①来源明确的病变；②曾有盆腔肿瘤病史，复发或转移的

病变。结果 良性病变 74例（MRI 34例，CT 40例），恶性病变 38例（MRI 16例，CT 22

例）。肿块平均直径 5.5cm。MRI诊断的准确性、特异性及敏感性分别为 88.0%，87.5%，

88.2%，CT诊断的准确性、特异性及敏感性分别为 83.8%,77.3%及 87.5%。MRI诊断结果与病理

比较的 Kappa系数（K=0.733）高于 CT（K=0.648）。15例肿块虽良恶性诊断正确，其定位诊

断错误。对于实性肿块，MRI 能较好的显示病变的组织学特性，畸胎瘤、子宫浆膜下或阔韧带

平滑肌瘤、卵巢纤维瘤等在 MRI上信号具有特征性改变。CT对实性肿块的诊断具有一定的困

难，对钙化的显示优于 MRI。两者对囊性肿块的诊断准确性相似，对囊实性肿块 CT显示细微

结构不如 MRI。结论 当肿块表现不典型或较大肿块，有时分不清组织来源，清楚显示肿块内

部结构、边缘征象及与周围组织的关系对诊断至关重要，MRI及 CT对定位或定性困难的盆腔

肿块仍具有较高的诊断价值，且 MRI诊断效率高于 CT，但二者在区分肿瘤细胞类型上难度较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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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869 

胰腺实性假乳头状瘤的 CT、MRI 表现及其病理基础 

 
陈华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563003 

 

摘要：目的 分析胰腺实性假乳头状瘤的 CT、MRI影像特点，与病理结果对照，提高其 CT、

MRI诊断的准确性。方法 回顾性分析 33例共 35个病灶，经手术病理证实为胰腺实性假乳头

状瘤的临床、CT及 MRI资料，总结胰腺实性假乳头状瘤的 CT、MRI影像表现特点。结果 胰

腺实性假乳头状瘤共 33例，其中女性 30例，男性 3例，年龄 6-54岁，中位年龄 25.58 岁；

33例 35个病灶中胰头部 18 个，胰颈部 2个，胰体部 1个，胰尾部 6个，胰头+颈部 2个，胰

颈+体部 3个，胰体+尾部 3个，其中 2例胰腺头部、尾部各一个病灶。囊性 5个，实性 15

个，囊实性 15个。肿瘤伴出血 9例，伴钙化 10例，1例呈边缘蛋壳样钙化，9例均为不规则

钙化；肝转移 2例。肿瘤以远主胰管扩张 5例。行 CT平扫及增强 31例，MRI平扫及增强 13

例，MRI平扫 3例，12例均行 CT及 MRI扫描。结论 胰腺实性假乳头状瘤的 CT、MRI 表现具

有一定的特点，认识其特征性表现，有助于提高 CT、MRI影像诊断的准确性。  

 

 

PU-0870 

黄色肉芽肿性肾盂肾炎与肾盂鳞状细胞癌的 CT 鉴别诊断 

 
黄晶晶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510282 

 

目的 探讨黄色肉芽肿性肾盂肾炎（XGP）与肾盂鳞状细胞癌（SCC）的 CT表现与影像学差异，

旨在提高二者早期诊断及鉴别诊断的准确率。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8例 XGP和

10例 SCC的 CT表现，对 XGP 和 SCC的部分 CT征象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8例 XGP及 10例

SCC均为单侧发病，全肾或者局部形成多囊实性肿块。8例 XGP最厚分隔为 9.4±4.9mm，Dmax

（最厚分隔最厚处与最薄处之差）为 2.7±1.8mm，△Dmin（最薄分隔最厚处与最薄处之差）为

0.6±0.5mm，分隔大多均匀强化、光滑、不迂曲、无中断，XGP淋巴结短径为 9.7±2.3、均匀

强化，肾盂壁厚度均匀、无肾静脉充盈缺损，大多病灶囊腔与肾盂不相通且伴肾盂结石。10

例 SCC最厚分隔为 16.8±6.8mm，△Dmax为 7.3±3.7mm，△Dmin为 2.9±2.4mm，分隔多不光滑、

强化不均匀，4例分隔迂曲，3例分隔中断；淋巴结短径为 17.4±8.7mm 且半数病例不均匀强

化，6例肾盂壁厚度不均匀，9例病灶囊腔与肾盂相通，仅 1例出现肾盂结石，6例出现肾静

脉充盈缺损。XGP和 SCC在病灶的 Dmax、ΔDmax、ΔDmin、淋巴结短径存在统计学差异

（P<0.05）。另外，XGP和 SCC在分隔强化是否均匀、分隔边缘、结石分布、囊腔是否与肾盂

相沟通、肾静脉充盈缺损、肾盂壁厚度是否均匀及淋巴结的强化亦存在统计学差异

（P<0.05）。 结论 XGP与 SCC存在一些相似的 CT表现，但仍可通过分析二者不同的 CT特

征，SCC的最大分隔厚度更大，最大分隔及最小分隔同一条分隔内的厚度差异更大，SCC 的分

隔边缘毛糙、强化不均。另外，出现淋巴结强化不均匀、不伴肾盂结石、囊腔与肾盂相沟通、

肾静脉充盈缺损及肾盂壁厚度不均匀征象，同时合并结石手术史、长期肾结石病史伴近期肉眼

血尿多提示 SCC。反之，则多提示 X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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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共振扩散峰度成像在糖尿病肾病的应用价值研究 

 
吕杰财 

广西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530000 

 

目的：利用磁共振扩散峰度成像( DKI)技术，对糖尿病肾病患者及健康志愿者进行肾脏磁共振

扩散峰度成像检查，获得平均峰度（MK）、径向峰度（K⊥）、轴向峰度（K∥）的值以及相应

伪彩图，探讨不同时期糖尿病肾病患者肾脏皮髓质 MK值、K⊥值、K∥值的改变，分析其与肾

功能指标的相关性，以期对糖尿病肾病的诊断提供有效的影像学依据。方法：选择临床确诊的

糖尿病肾病患者 12例为观察组，根据尿白蛋白排泄率（UAER ）的结果分为 DN早期组 7例，

DN晚期组 5例，选择健康志愿者 11例为对照组，所有观察对象均进行 DKI检查，扩散梯度因

子（b值）为（0 1000s/mm
2 
2000s/mm

2 
），产生 MK、K⊥、K∥的图，对于每个受试者，在左肾

和右肾各 12个感兴趣的区域，取其平均值，比较左肾及右肾皮质、髓质的 DKI参数值的差

异，并比较对照组与不同分期糖尿病肾病患者之间的皮髓质的 DKI参数值有何不同；绘制 ROC

曲线，分析皮质 MK值在对照组与 DN早期组、DN早期组与 DN晚期组的诊断灵敏度与特异度，

分析各测量值与 24小时尿白蛋白之间的相关性。结果：随着疾病的进展，皮质与髓质的 MK、

K∥、K⊥值逐渐升高，且皮质测量值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相邻两组间比较，对照组皮质的

MK、K∥、K⊥值均低于 DN早期组（p＜0.05），DN早期组的 MK、K⊥值低于 DN晚期组（p＜

0.05），相邻两组之间髓质的测量值未观察到明显差异；皮质的 MK值在对照组与 DN早期组、

DN早期组与 DN晚期组的诊断中准确性较高（AUC＞0.8）；皮质的 MK、K∥、K⊥值与 UAER 呈

正相关。结论：（1）DKI技术在糖尿病肾病检查具有可行性。（2）DKI的皮质的 MK值可以发

现糖尿病肾病的早期损害，对于糖尿病肾病的分期具有一定参考意义。（3）糖尿病肾病患者

皮质的 MK、K∥、K⊥值与 UAER具有显著相关性，可以监测糖尿病肾病的进展情况。  

 

 
PU-0872 

256 层螺旋 CT 低剂量小肠造影在小肠间质瘤诊断中的应用 

 
耿丽莉 

吉林市人民医院 132001 

 

目的：探讨 256层螺旋 CT低剂量小肠造影对小肠间质瘤的诊断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经手

术病理证实的小肠间质瘤病例 13例。所有病例均作低剂量 CT小肠造影（口服足量等渗甘露醇

水对比剂充盈肠管后行多期增强扫描）。采用多平方面重组（MPR）、最大密度投影（MIP）及

血管生成（AVA）后处理技术显示肿瘤及其周围组织结构，供血动脉及门静脉侧枝循环、动静

脉瘘等影像表现。结果：MPR、MIP及 AVA后处理技术成像质量在低剂量扫描时几乎不受影

响，肿瘤被清晰显示：发生于十二指肠 2例，空肠 7例，回肠 4例。良性 4例，潜在恶性 6

例，恶性 3例。CT表现：腔外型 4例，腔内型 3例，腔内外型 6例。多为类圆形或分叶状肿

块，直径 2-8cm。平扫通常密度均匀，也可不均匀，大者可有中心或偏侧坏死区。增强动脉期

明显不均匀强化，静脉期持续明显强化，肿瘤供血动脉均得以显示，5例见门静脉侧枝循环，

2例出现动静脉瘘。结论：256层螺旋 CT低剂量小肠造影结合后处理重建功能对小肠间质瘤的

定位，定性及肿瘤术前分期具有重要临床价值，且 X线辐射剂量明显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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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WI 联合常规磁共振成像在原发性肝癌治疗后随访中应用研究 

 
冯静 

重庆市第七人民医院 400054 

 

目的：探析 DWI联合常规磁共振成像在原发性肝癌治疗后随访中的应用价值。方法：选择我院

2012年 1月-2015年 1月期间收治 60例原发性肝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分别于术前、术后 1

周及术后 1年对患者进行 DWI联合常规磁共振成像检查，记录术前、术后 1周及术后 1年不同

b值所对应 ADC值并进行比较，总结原发性肝癌患者术后 MR-DWI信号特点，计算肿瘤复发灶

检出率。结果：60例原发性肝癌术前 MR-DWI均示肿瘤呈高信号，术后 1周，DWI示碘油沉积

区及肿瘤坏死区为低信号，结合常规 T2WI上肿瘤坏死区为高信号，未沉积碘油肿瘤实质部分

则为高信号。术后 1年，50 个复发病灶共检测到 48个，复发灶检出率为 96.0%。26个新发病

灶表现为高信号。患者术后 1周时不同 b值所对应的 ADC值有所降低，均低于术后 1周 ADC，

但依然高于术前，前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DWI联合常规磁共振成像操作

简单、成像快、无射线损伤，可敏感显示肝癌病灶，在原发性肝癌随访中的应用具有较高复发

灶检出率，利于术后随访期间复发情况的评估，应用价值高。  

 

 
PU-0874 

肿块型直肠炎与直肠癌的磁共振鉴别诊断 

 
李又成,黎金林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25000 

 

目的：回顾性分析 3例肿块型直肠炎的 MR表现，探讨肿块型直肠炎与直肠肿瘤的鉴别诊断。 

材料与方法：女性 2 例，男性 1例，年龄 35-67岁，临床表现为里急后重感、便血。所有 3例

均行直肠 MR平扫与增强检查，所用设备为 3.0T GE MR机，扫描序列包括 T1WI、T2WI、DWI及

动态增强 T1WI序列。分析 3例直肠病变的形态、分布位置、大小及信号改变，并与 10 例直肠

肿瘤（直肠腺癌）作对比分析。 

结果：3例肿块型直肠炎中，2例经临床治疗追踪诊断证实，1例经直肠内镜下穿刺活检证

实。3例在 MR上均表现为直肠壁节段性增厚，以粘膜下及肌层增厚为主，T1WI等低信号、

T2WI高信号、DWI稍高信号，信号较均匀，边界不清，增强明显较均匀强化，直肠粘膜光滑，

直肠周围脂肪间隙血管影增多。对照组中 10例直肠腺癌表现为直肠壁或突入直肠腔内肿块，

DWI明显高信号，直肠粘膜不光整。3例肿块型直肠炎保守治疗后 MR复查，直肠壁肿块消失，

表现为直肠壁内线样 T2WI低信号影。 

结论：肿块性直肠炎在 MR上有较为特征性影像表现，提高对肿块型直肠炎的影像表现的认

识，有助于与直肠肿瘤相鉴别。  

 

 
PU-0875 

肝门部胆管癌合并胆管结石的影像学特征分析 

 
曾焕忠

1
,毛家骥

2
,段小慧

2
,沈君

2
 

1.东莞市厚街医院 

2.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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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肝门部胆管癌合并胆管结石的影像学特征及差异，分析肝门部胆管癌的影像预后指

标。方法 收集经手术或活检病理证实的 54例肝门部胆管癌，男性 34例，女性 20例，年龄

28~86岁，中位年龄 61岁。MRI或 CT图像上分析 54例肝门部胆管癌的影像大体分型、

Bismuth-Corlette分型、门静脉及肝实质侵犯和淋巴结转移、肝叶萎缩等特征。以 MRI或 CT

上有无合并胆管结石分为两组，合并胆管结石 11例（A组），无胆管结石 43例（B组）。分

析并比较两组的各影像学特征及手术后复发情况。依据手术复发情况，将 54例分为复发组

（10例）与无复发组（44例），对比二组的各影像学特征。结果 54例肝门部胆管癌患者

中，大体分型：A组浸润型 3例、肿块型 5例、息肉型 3例；B组浸润型 32例、肿块型 8例、

息肉型 3例，两组肿瘤大体分型的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5）。 Bismuth-Corlette分

型：A组 I型 2例、II型 1例、IIIa型 4例、IIIb型 2 例、IV型 2例；B组 I型 3例、II型

14例、IIIa型 6例、IIIb 型 10例、IV型 10例，两组 Bismuth-Corlette分型无统计学差异

（P>0.05）。两组门静脉及肝实质侵犯和淋巴结转移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复

发：A组 2例（18.2%），B组 8例（18.6%）；浸润型 7 例，肿块型 3例，息肉型无复发，术

后复发与大体分型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5）。肝叶萎缩：A组 4例，B组 15例，两组

肝叶萎缩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肝门部胆管癌有无合并胆管结石在 Bismuth-

Corlette分型、肝叶萎缩及表现相似，但在影像大体分型上有差异，肝门部胆管癌合并胆管

结石更多表现为肿块型和息肉型。息肉型肝门部胆管癌预后好于肿块型和浸润型肝门部胆管

癌，有无合并胆管结石肝门部胆管癌总体术后复发率无差异。  

 

 

PU-0876 

CT 表现对胃异位胰腺的诊断价值 

 
张阳,张欢 

上海市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200025 

 

 

目的：分析胃异位胰腺的 CT特征表现，以提高临床医生对发生于胃部肿瘤样异位胰腺的认识

和 CT诊断率。 

方法：对经手术病理或内镜活检证实的 8例胃异位胰腺患者的 CT影像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其中 6例进行了增强 CT扫描，观察病变位置、大小、形态及强化方式，分析总结其 CT特征表

现。 

结果：8例均为单发病灶,病灶位于胃窦部 7例，胃体部 1例；病灶长径 1.6～3.0cm，短径

0.9～2.5cm，均与胃壁呈广基底相连，病灶长径与胃壁长轴平行；其中 6例病灶呈卵圆形，1

例呈浅分叶状，1例呈长椭圆形；CT平扫示病灶密度较均匀，无囊变及坏死，6例动态增强扫

描中病灶均呈明显持续性强化，类似正常胰腺的强化方式，1例中央见导管征；术前诊断正确

4例，误诊 4例，其中 3例术前误诊为胃间质瘤（GIST），1例误诊为脉管瘤。 

结论：胃异位胰腺的发生部位具有特征性，以胃窦部较多见，形态以卵圆形多见，CT表现为

胃粘膜下良性病变，平扫示大多数病灶密度较均匀，肿块与胃壁呈宽基底相连，增强扫描多数

有明显强化，与正常的胰腺组织强化相似，胃周未见异常肿大淋巴结影。总之，胃异位胰腺的

CT特征表现对诊断异位胰腺有重要价值。   

 

 

PU-0877 

原始数据迭代重建算法在胃癌术前分期诊断中的应用价值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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杲霄源,谭晶文,潘自来,石博文,朱兰,张欢 

上海市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200025 

 

目的：比较原始数据迭代重建算法（sinogram affirmed iterative reconstruction 

algorithm，SAFIRE）与传统滤波反投影(filtered back projection，FBP)重建算法在胃癌术

前 CT 分期中的图像质量。 

方法：选取 40 例经手术病理证实为进展期胃癌的患者， 所有患者术前均行 128 层双源炫速 

CT 扫描并分期。 将原始数据通过 SAFIRE 的 1~5 级及 FBP 算法分别进行重建，获得 5 mm 

层厚的 CT 图像。 测量并比较所得图像的胃壁病灶、肝脏、右侧竖脊肌、皮下脂肪及腹主动

脉的噪声和 CT 值、病灶的对比噪声比（contrast-to-noise ratio, CNR）和信噪比

（signal-to-noise ratio, SNR）及腹主动脉 SNR，并对胃癌术前分期的图像质量进行主观评

分。 

结果：FBP 重建算法与 SAFIRE（1~5 级）间各部位所测得的平均 CT 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FBP 重建图像中病灶的平均噪声最高，而在 SAFIRE 图像中，随着 1~ 5 等级

的增高，噪声逐渐降低，CNR 及 SNR 也随之降低。 主观评分中，FBP 重建图像的评分最高，

而 SAFIRE 图像随等级的升高，评分逐渐降低；其中，FBP 重建算法与 SAFIRE S1、SAFIRE 

S2 与 S3 的主观评分结果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SAFIRE 技术应用于胃癌术前分期检查中，虽能降低图像噪声，提高图像的 CNR、SNR，

但相比常规 FBP 重建算法并不能提高进展期胃癌术前分期的准确率。 在相同扫描条件下， 

更推荐应用 FBP 重建算法或 SAFIRE 的 S1 图像来对进展期胃癌进行分期诊断。 

   

 

 

PU-0878 

阑尾炎的多层螺旋 CT 诊断与鉴别诊断（附 50 例分析） 

 
王瑞芳

1,2
,张晓光

1
 

1.中国人民武警部队辽宁省总队医院 

2.武警辽宁总队朝阳支队卫生队 

 

【摘要】目的 研究阑尾炎的 CT表现。方法 收集 50例经手术病理证实的阑尾炎病例，回顾分

析其表现特征。 结果 阑尾炎 38例，盲肠憩室 2例，诊断胆囊炎 2例，诊断盆腔炎 1 例，诊

断输尿管结石 1例，诊断肠系膜脂膜炎 1例。结论 CT诊断阑尾炎具有明显特异征象，可诊断

阑尾炎及鉴别诊断急腹症其他病症，对于临床具有较高应用价值。  

 

 

PU-0879 

多层螺旋 CT 仿真内镜技术在胃肠道疾病检查诊断中的应用探

讨 

 
王瑞芳

1,2
,宋宇

1,2
 

1.中国人民武警部队辽宁省总队医院 

2.中国人民武警部队辽宁省总队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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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多层螺旋 CT仿真内镜（CTVE）对胃肠道诊断价值。方法 选择 33 例有临

床症状的患者检查。结果 正常 6例，胃炎 12例，胃癌 5 例，胃溃疡 5例，胃内息肉 1 例，结

直肠癌 4例。结论 多层螺旋 CT仿真内镜可以旋转任意角度、近两端观察病变形态特征，并能

确定病变与邻近结构的关系，是一种以纤维电子内镜相辅相成。很有实用价值的检查方法。  

 

 

PU-0880 

腹膜后纤维化的多层螺旋 CT 诊断价值 

 
王瑞芳 

1.中国人民武警部队辽宁省总队医院 

2.中国人民武警部队辽宁省总队医院 

 

【摘要】 目的 分析腹膜后纤维化的影像学表现，提高诊断水平。方法 回顾性分析、总结我

院 2015年 1月-2016年 12 月 6例经病理证实的腹膜后纤维化(RPF)病例，其中男性 4例，女

性 2例，平均年龄 50岁，全部行 CT扫描及增强扫描。结果 6例中病变均位于腹膜后，肿块

型 1例，弥漫性 5例。CT平扫腹膜后密度腹膜后密度弥漫性或均匀或不均匀软组织肿块影，

增强显示不同程度强化。结论 CT检查是发现病变和诊断腹膜后纤维化的重要手段，通过 CT

表现，结合病史，对疾病分期及治疗效果提供帮助。 

   

 

 
PU-0881 

肾占位性病变的 CT 诊断分析 

 
韩波 

四平市中心医院 136000 

 

目的:分析肾占位性病变的 CT表现,探讨 CT对肾占位行病变的鉴别诊断价值。方法:回顾性分

析经对手术证实的 50例肾占位性病变的影像表现，所有病例均行 CT平扫和增强扫描。结果:

肾透明细胞癌 24例，乳头状肾癌 6例，嫌色细胞癌 4例，肾血管平滑肌脂肪瘤 12例，嗜酸细

胞腺瘤 2例，纤维肉瘤 1例，肾炎性假瘤合并化脓性炎症 1例。不同肾占位病变 CT表现不

同。结论:CT平扫及增强扫描对典型的肾脏占位性病变具有重要诊断及鉴别诊断价值。 

   

 

 
PU-0882 

多层螺旋 CT 增强扫描对泌尿系畸形的诊断价值 

 
赵祖琦 

长治医学院附属和济医院 046011 

 

目的：探讨多层螺旋 CT增强扫描及后处理对肾盂输尿管畸形的诊断及应用价值。 

方法:患者行碘过敏试验后静脉注入造影剂（碘帕醇 90ml、 3.5ml/s）后，利用东芝 64排

128层螺旋 CT对患者进行平扫及多期增强扫描后(层厚 1.0、重建间隔 0.5mm)通过多种图像后

处理后(MIP VR MPR)获得的图像与排泄性静脉肾盂造型进行对比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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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本组 12例病历中，男性 4例，女性 8例。其中 7例有肾盂输尿管积水，5例仅输尿管积

水。双肾盂双输尿管畸形 9例，其中有 5例双侧输尿管开口于膀胱，3例双输尿管于中段汇集

成单输尿管进入膀胱，1例 IVP显示单肾盂输尿管，经过 MSCT二、三维重建显示双输尿管畸

形，其中一条输尿管略扩张，起始于肾上极，输尿管下端开口于膀胱盲端，而 IVP示该上极肾

盂及输尿管均不显影。3例单肾盂双输尿管开口于膀胱同一部位或不同部位。输尿管起始部呈

一盲端。 

结论：多数肾盂、输尿管畸形经 IVP能明确诊断，但 IVP检查不能显示肾实质及区分皮髓质，

亦不能显示无功能的重复肾及输尿管，故临床实际中很多畸形 IVP不能显示或显示不清。多层

螺旋 CT增强扫描及后处理可以清晰全面显示肾盂及输尿管及膀胱的起始部、走行及开口情

况。对临床诊断和治疗疾病提供了有力的诊断依据，目前已经成为泌尿系先天性疾病检查的重

要方法。  

 

 
PU-0883 

孤立性纤维瘤多样性及肿瘤异质性的的影像学及病理学研究 

 
马占龙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10029 

 

孤立性纤维瘤（solitary fibrous tumors，SFT），是临床少见的肿瘤。其病理学基础是交界

性肿瘤，是一种少见的梭形细胞间叶肿瘤，可能来源于纤维母细胞，常表现明显的血管外皮瘤

样结构。多年临床研究发现其形态多种多样，发病部位分布广泛，缺乏特异性，可发生在身体

的任何部位，这给临床术前影像学诊断带来了困难。 

本课件就多年来收集的、经手术病理学证实的 SFT病例，进行系统影像学及病理学分析对比研

究，就其发生部位、病变特点及肿瘤的多样性及异质性进行研究，并就结合文献资料进行归

纳、总结。旨在提高放射科医师对 SFT的认识，提高临床诊断水平。  

    

 

 
PU-0884 

Value of CT in the preoperative diagnosis of 

gallstone ileus: diagnostic optimal way 

 
Liang Xinmei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Shanghai Tenth People’s Hospital 200072 

 

[Abstract] Object: To evaluate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CT in diagnosing 

gallstone ileus, and to enhance clinician’s recognition and awareness to 

gallstone ileus. Methods: The preoperative CT findings of 29 patients (9 male and 

20 female, age range 22-91 years old; mean age 74.26 years old) with surgically 

proven gallstone ileus were analyzed retrospectively. 

Results: CT scanning disclosed pneumobilia(89.65%), cholecystitis and/or 

pericholecystitis(89.65%), bilio-enteral fistula(20.69%), ectopic stones(93.10%), 

and mechanical intestinal obstruction(100%). The Rigler’s, that is pneumobilia, 

bowel mechanical obstruction and ectopic stone, was found clearly and easily in 

the CT findings, and if 2 of 3 signs present, the diagnosis is considere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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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operative diagnosis based on CT scanning were proved accurate for all the 29 

patients(100%). 

Conclusion: Gallstone ileus was considered when ectopic stone and intestinal 

obstruction were found, and the appearance of pneumobilia, cholecystitis and/or 

pericholecystitis provided a reliable diagnosis. CT scanning is an optimal way to 

diagnose gallstone ileus in preoperative diagnosis and could be suggested as a 

prior examination for suspected patients. 

   

 

 

PU-0885 

Renalase Protects against Contrast-Induced 

Nephropathy in Sprague-Dawley Rats 

 
Zhao Binghui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Shanghai Tenth People’s Hospital 200072 

 

Background：Contrast-induced nephropathy (CIN) is the third leading cause of 

hospital-acquired acute renal failure. Oxidative stress, apoptosis and 

inflammation play crucial roles in CIN. Renalase is a newly discovered monoamine 

oxidase from the kidney. We hypothesize that renalase could protect against CIN 

through anti-oxidation, anti-inflammation and anti-apoptosis pathways. Methods We 

tested our hypothesis in vivo with a rat model of Ioversol-induced CIN and in 

vitro. Sprague- Dawley rats were divided into 4 groups (n = 6 per group): control 

group, Ioversol group (rats subjected to Ioversol-induced CIN), Ioversol plus 

vehicle group (CIN rats pretreated with vehicle) and Ioversol plus renalase group 

(CIN rats pretreated with 2 mg/kg recombinant renalase). HK2 cells were treated 

with Ioversol or H2O2. Resul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pretreatment with renalase 

attenuated the deterioration of renal function, tubular necrosis, oxidative stress, 

apoptosis and inflammation (P<0.05). Furthermore, renalase protected HK2 cells 

against the cytotoxicity of Ioversol and suppressed Caspase-3 activity, oxidative 

stress and apoptosis induced by H2O2. Conclusion Recombinant renalase protected 

CIN in rats through anti-oxidation, anti-apoptosis and antiinflammation mechanisms. 

  

   
PU-0886 

成人 Xp11.2/TFE3 异位基因融合相关性肾癌的影像学表现 

 
黄景峰

1
,黄少宇

2
,周天宇

3
,黄求理

1
 

1.宁波市第一医院 

2.宁波市李惠利医院 

3.宁波市奉化区中医院 

 

目的 分析成人 Xp11.2/TFE3 基因融合相关性肾癌（TFE3 RCC）的临床表现及影像学特征。 

方法 系统性回顾经病理证实的 19例 TFE3 RCC患者的临床及影像学资料。包括多层螺旋 CT

增强扫描 16例和 MRI增强扫描 9例。 结果 19例 TFE3 RCC 患者中，其中男性 12例，女性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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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患者年龄 19-66岁，平均年龄 49岁，45岁以上者 12 例（63.16%）。病程 1天-半年不

等，12例患者以腹痛伴肉眼血尿就诊，7例患者无明显不适，因体检而发现。查体腹部包块者

6例，所有患者均无恶性肿瘤家族史。肿瘤均为单发，其中位于左肾者 9例，右肾者 10 例。

肿瘤长径 1.6cm-8.0cm不等，平均直径 3.3cm。16例 CT增强检查中，CT平扫示肿瘤呈实性者

14例，完全囊性者 2例。实性 CT者呈软组织密度，约为 40Hu，6例瘤内可见钙化，呈点状、

簇状钙化。增强后 14例实性肿瘤均呈轻中度渐进式延迟强化，2例完全囊性者分隔强化，囊

性区域无明显强化。“假包膜征”者 5例。累及肾盂 2例，肾静脉内癌栓形成 1例，淋巴结转

移 3例，侵犯肾周包膜 1例，远处转移（肝脏肾上腺）2例。8例 MRI增强扫描中，T1WI 呈等

或稍低信号者 6例，其中 2例呈高低混杂信号。2例肿瘤内可见小片状高信号，提示出血。与

正相位比较，8例病例中，反相位信号均下降不明显，提示未见明显脂质成分。T2WI呈稍高信

号者 4例，等低信号者 4例，2例肿瘤内可见小圆形显著高信号，提示囊变。1例瘤内可见不

规则坏死区。8例肿瘤 DWI 均呈高或稍高信号。动态增强扫描示例肿瘤皮质期不均匀轻度强

化，皮髓质期持续轻度强化，延迟期强化程度减低。8例肿瘤各期强化程度均低于正常。4例

肿瘤延迟期见假包膜征象。 结论 掌握 TFE3 RCC的影像学表现对此病的临床诊疗有一定价

值。 

   

 

 

PU-0887 

64 层容积 CT 尿路造影对泌尿系统先天畸形的评价 

 
唐翠松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200072 

 

 

目的：探讨 64层容积 CT尿路造影(VCTU) 诊断泌尿系统先天畸形临床应用价值。方法：71例

经手术、输尿管镜或临床证实的泌尿系统先天畸形患者行 VCTU检查，在图像工作站行容积再

现(VR)、最大密度投影(MIP)、多平面重建(MPR) 及曲面重组（CPR）等后处理,获得尿路重建

图像。结果: 71例中，肾盂输尿管重复畸形 32例，马蹄肾 7例，肾旋转不良 6例，肾盏憩

室、多囊肾、先天性肾盂输尿管连接处狭窄各 5例，先天性巨输尿管、输尿管开口异位、腔静

脉后输尿管各 1例，输尿管囊肿 3例，膀胱憩室 7例。VCTU图像清晰、立体感强，可多角度

观察尿路，诊断正确率达 100%。结论：VCTU 通过 VR、MIP、MPR、CPR图像能准确显示泌尿系

统先天畸形及其伴发病变，提高了病变检出率和诊断正确率，可作为诊断泌尿系统先天畸形的

首选方法。   

 

 
PU-0888 

胃间质瘤 CT 征象与病理危险度的相关性分析 

 
阎岚 

江西省肿瘤医院/江西省第二人民医院 330029 

 

目的：总结胃间质瘤的 CT征象，分析其影像表现与病理学危险度之间的相关性。方法：回归

性分析 2015年 1月至 2017 年 5月江西省肿瘤医院经手术及病理证实的胃肠道间质瘤患者共

32例，所有患者均采用螺旋 CT进行平扫及增强扫描获得其影像学资料；手术取得的肿瘤标

本，通过对其组织学形态观察和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检测进行病理学诊断。根据其病理结果将患

者分为三组（极低及低危险度间质瘤作为较低危险组，中等危险度间质瘤作为中危险组，高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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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度间质瘤作为高危险组），观察和分析各组患者 CT征象（部位、形态、生长方式、直径、

边界、密度、强化程度、周围血管情况及腹水等）特点，从而进一步分析 CT征象与不同侵袭

危险度的相关性。结果：32 胃间质瘤患者中较低危险组 4例，中危险组 11例，高危险组 17

例，肿瘤的直径、生长方式、边界、囊变坏死及溃疡情况、周围是否有粗大血管在各组间有统

计学差异(P <0.05)，患者年龄、性别、肿瘤发生部位、形态及强化程度在各组间无统计学差

异(P>0.05)。结论：胃间质瘤具有特征性影像学表现，其中直径、生长方式、边界、囊变坏

死、溃疡及周围血管情况等指标能够协助术前肿瘤危险度的评估。 

   

 

 

PU-0889 

The Optimization of Cystography and Dose Related 

Research 

 
zijun xu 

Affiliated Tenth people’s hospital of TongJi University 200072 

 

PURPOSE: 

To compare the related radiation dose in adults who underwent the optimization of 

cystography with the routine group and to find out the clinical significance.  

METHODS: 

Our work was composed by clinical examination and anthropomorphic phantom 

examination . All the potisions which performed in cystography were Simulated on 

DR in 30 adults(17 women,13men; age range, 20 years to 85 years, 

average ,50.13±13.72) and anthropomorphic phantom. High kV radiography and 

routine technique were performed in the examination of the anthropomorphic phantom. 

The collected images data were provided to and then diagnozed by senior 

radiologists; The SNR and CNR results which calculated by DR were used as the 

objective standard to evaluate the difference of image’s Quality between routine 

and The Optimization of Cystography. The thermoluminescence dose tablets (TLD) 

were put in different depths of anthropomorphic phantom in a line to detect 

absorbed dose. 

Results: 

High kV exposure group has higher or approximate SNR and CNR than the routine 

group ;The adsorbed doses was significant reduction than the routine group in 

different depths of anthropomorphic phantom in a line (surface,1204µGy/258µGy;3 cm 

depth, 667.4µGy/176.4µGy;9cm depth, 353.5µGy/107.4µGy;12cm depth, 

255.9µGy/95.8µGy;18cm depth, 135.6µGy/55.37µGy;The back surface, 55.5µGy/39.7µGy ); 

The Quality of the images underwent The Optimization of Cystography were met 

requirements of the clinician and radiologists. 

CONCLUSION: 

The optimization of cystography can reduce radiation doses and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clinical exa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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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890 

The study of clear-cell renal cell carcinoma 

with diffusion kurtosis tensor MR Imaging and 

its histopathologic correlation 

 
Zhang Shan 

Renji Hospital Affiliated to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00127 

 

 

Purpose 

To test the feasibility of diffusion kurtosis tensor (DKT) imaging in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clear-cell renal cell carcinoma (ccRCC) and correlations with 

tumour histopathologic result. 

Materials and methods 

Ninety-one patients diagnosed with ccRCC who underwent DKT imaging were 

included, and the fractional anisotropy (FA), mean diffusivity (MD), radial 

diffusivity (Drad), axial diffusivity (Dax), mean kurtosis (MK), radial kurtosis 

(Krad) and axial kurtosis (Kax) data were produced. Tumour cytoarchitecture was 

characterized by the nuclear-to-cytoplasm (N/C) ratio, cell-nuclei-count (CNC) 

and cell-volume-fraction (CVF). 

Results 

All the metrics except the Kax and FA could be used to discriminate G1 vs. G3, 

G1 vs. G4, G2 vs. G3 and G2 vs. G4, while the MK and Kax could be used to 

discriminate G3 vs. G4 (P<0.05). Moreover, the MK and Krad exhibited better 

performance in differentiating G2 from G3 (P<0.04 compared with the other 

metrics). The N/C ratio was found to have a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MK, 

Krad, and Kax (P<0.001) and a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MD, Drad, and 

Dax (P<0.001), while the CVF and CNC were not found to have a correlation with 

any metric. 

Conclusion 

The kurtosis metrics were superior to the diffusion metrics in grading ccRCC.   

 

 
PU-0891 

脾脏窦岸细胞血管瘤:影像学表现与病理对照 

 
刘丹 

四川省人民医院 610071 

 

目的：探讨脾脏窦岸细胞血管瘤的影像特征，提高诊断医师对其影像学认识。材料和方法：回

顾性分析 11例经病理证实的脾窦岸细胞血管瘤的影像学资料，结合病理表现和文献复习对其

影像特征进行讨论。结果：11例病人均行超声检查，1例表现正常，3例表现为脾肿大，实质

回声欠均匀，未见结节，5 例表现为脾散在多发、大小不一结节状稍强回声，绝大多数病灶直

径<2cm， 2例表现为单发结节，最大者约 8.1cm×8.3cm，多数结节边界清楚，血流丰富。9

例病人行腹部 CT平扫及增强检查， 9例脾脏均增大，平扫绝大多数病灶与正常脾脏密度差异

较小，病灶显示不清，7例表现为脾脏多发、大小不一低密度结节影，2例表现为单发结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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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者约 7.8cm×9.4cm×8.4cm，动脉期、门脉期病灶数量较平扫明显增多，显示更清楚，6

例表现为延迟强化，密度与正常脾脏相似，2例表现不均匀强化，1例表现为不强化，其中 1

例同时合并乳腺癌。1例行腹部 MRI平扫及增强检查，表现为多发长 T1稍长、短 T2信号结

节，增强病灶中心不强化，边缘延迟强化，1例行 MRI腹部平扫，表现为多发大小不一等 T1

长 T2信号结节。肿瘤病理: 肿瘤由类似于脾窦吻合的血管腔组成, 部分区域呈囊状扩张, 内

衬单排立方或柱状内皮上皮, 细胞无异型或核分裂, 可见吞噬含铁血黄素。免疫组织化学同时

表达内皮细胞和组织细胞。 

结论:动脉期、门脉期病灶较平扫明显增多，显示更清楚，病灶延迟强化填充，M RI TW l 

/T2WI低信号的特征, 有助于对脾脏窦岸细胞血管瘤进行诊断和鉴别诊断。 

   

 

 
PU-0892 

Value of CT perfusion parameters for diagnosing 

lipid-poor adrenal adenoma 

 
Zhao Ying,Liu Ailian,Liu Jinghong,Liu Yijun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Dalian Medical University 116011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value of CT perfusion(CTP) parameters for 

diagnosing lipid-poor adrenal adenoma.  

Methods Eleven patients, underwent CTP examination and pathologically 

confirmed as lipid-poor adrenal adenoma(CT≥20HU, d=1.5~2.9cm) were 

retrospectively included in this study. CTP was performed on the Revolution CT 

scanner with 16cm detector, using z-axis coverage mode, ASIR-V% 50%. As for 

the perfusion range, all cases were 8cm. Tube voltage and tube current were 

set according to patient’s BMI. The CTP data acquisition was performed 6s after 

the injection of contrast, the anterior 28s were collected continuously, then the 

samples were collected at 39s, 43s, 47s, 51s, 63s, 83s, 113s, 153s, 213s, 

353s and 593s respectively. The protocol for CTP contained 26 consecutive 

volume acquisitions lasting 593s with 2s of each collection. The 

arterial, venous and delayed phase images were obtained at the time of 22s, 51s 

and 153s by increasing tube current. Nonenhanced and enhanced CT value, 

BF, BV, MTT, TP and PS of lipid-poor adrenal adenoma(group A) and 

contralateral normal adrenal body(group B) were measured. When both groups had 

normally distributed data, comparisons were made by the paired-samples t test, 

whereas comparisons were conducted by Nonparametric Wilcoxon test. ROC curves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diagnostic efficacy of CT perfusion parameters for 

differentiating group A and B. The radiation dose was calculated. 

Results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of nonenhanced and enhanced CT 

valu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S value(ml/100g/min) of group 

A[0.10(0.004,0.19) ] was less than that of group B[3.71(0.18,7.52)], and there 

was statistical difference.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of the BF, BV, 

MTT and TP between the two groups. The area under ROC curve of PS was 0.827. 

Th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of the diagnosis of lipid-poor adenoma were 100% 

and 71.4% when the threshold of PS was 1.29 ml/100g/min. The radiation dos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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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 plain and CTP(including three-phase enhanced 

images) were (3.56±0.60)mSv and (10.42±0.004)mSv.  

Conclusion It is difficult to identify lipid-poor adrenal adenoma and normal 

adrenal body with conventional CT, but adrenal Revolution CT perfusion 

imaging provides an effective quantitative approach for diagnosing lipid-poor 

adrenal adenoma, PS value is an effective parameter.  

 

 

 
PU-0893 

Potential for radiation dose saving in CT 

enterography for clinical follow-up of young patients 

with ileocolonic Crohn’s disease 

 
Qi Feng,Yan Yunqi,Peng Jiangchen,Gong Xuhua,Zhu Jiong 

Ren Ji Hospital，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200127 

 

Objectiv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valuate the utility of low-dose CT 

enterography (CTE) in clinical follow-up of young patients with ileocolonic 

Crohn’s disease regarding radiation dose reduction and image quality. 

Methods Fifty-five patients with ileocolonic Crohn’s disease were enrolled. 

Patients underwent CT scanning with simultaneous use of automatic tube current 

modulation (ATCM) and automatic tube voltage selection (ATVS).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CT findings were evaluated and measured. Radiation dose was recorded 

and calculated.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80 kVp group and 100 kVp group 

about CTE qualitative findings. The effective dose was less than 6 mSv and size-

specific dose estimate was no more than 9 mGy. The diagnostic accuracy,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was 87.42%, 88.71% and 86.56%. And there was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qualitative CT findings and ileocolonoscopy. 

Conclusions The combination of ATCM and ATVS enables low-dose CTE follow up young 

patients with ileocolonic Crohn’s disease successfully.  

 

 
PU-0894 

胆囊良恶性病变超声造影与增强 CT 的对比研究 

 
刘利平,张秀秀,赵育芳,张扬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030001 

 

目的：比较超声造影及增强 CT两种检查方法对胆囊良恶性病变的诊断效能及一致性。方法：

对来我院进行常规超声检查疑为胆囊占位性病变的患者，行超声造影及增强 CT检查，比较分

析两种方法对胆囊良恶性病变的增强特点、诊断效能及一致性。结果：48例经术后病理证

实，其中胆囊癌 19例，包括胆囊腺癌 17例和腺瘤癌变 2 例；胆囊良性病变 29例，其中胆囊

息肉 10例，胆囊腺瘤 3例，胆囊腺肌症 8例，胆泥/结石 8例。8例常规超声未明确定性的胆

囊病变（胆泥/结石）超声造影及增强 CT均未见增强,超声造影及增强 CT诊断检出率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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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40例胆囊占位性病变恶性组与良性组比较，超声造影增强晚期低增强、胆囊壁连续

性、病灶基底情况、合并胆泥/结石均有统计学差异（P＜0.05）；增强 CT病灶增强晚期低增

强、增强模式、基底情况以及囊壁连续性中断均有统计学差异（P＜0.05）。超声造影与增强

CT对胆囊良恶性病变图像特征分析比较，增强水平（早期高增强，晚期低增强）、增强模

式、基底情况、胆壁完整性、合并胆泥/结石、合并局部浸润及合并远处转移均无统计学差异

（P＞0.05）。超声造影诊断胆囊良恶性病变的敏感性、特异性、准确性、阳性及阴性预测值

分别为 94.71%、90.48%、92.50%、90.00%、95.0%；增强 CT分别为 92.31%、94.87%、

94.23%、94.44%、90.91%。两种方法对胆囊良恶性病变鉴别诊断的的敏感性、特异性、准确

性、阳性预测值及阴性预测值经配对卡方检验无统计学差异。与术后病理诊断一致性比较，超

声造影的 Kappa值为 0.850，增强 CT的 Kappa值为 0.849，说明超声造影及增强 CT与术后病

理诊断结果一致性均较好。结论：超声造影与增强 CT对胆囊良恶性病变增强特点对比分析一

致性良好，二者对胆囊良恶性病变均具有较高诊断效能，均为胆囊癌的 TNM分期及临床治疗提

供有价值的影像学资料。  

 

 
PU-0895 

直径≥7cm 肾透明细胞癌的 CT 特征与 Fuhrman 

分级的相关性研究 

 
舒俊

1
,孟小丽

2
,张瑜

1
,张广文

1
,张劲松

1
 

1.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2.陕西中医药大学医学技术学院 

 

摘要：目的 探讨直径≥7cm 的肾透明细胞癌（CCRCC）的 CT特征与在预测 Fuhrman分级中的

应用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CCRCC共 53例，低级别组（I级与 II级）共

19例，高级别组（III级与 IV级）共 34例，分析两组的 CT特征包括坏死、肾窦受累、形

态、癌栓、淋巴结肿大、假包膜、瘤周血管、瘤体-肾周脂肪囊边界，用卡方检验或 Fisher确

切概率法分析各 CT征象在低级别与高级别组间的差异。结果 高级别组瘤体-肾周脂肪囊分界

模糊的发生率高于低级别组（χ
2
=6.129，P=0.013），余各项 CT征象在高/低级别组之间的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用瘤体-肾周脂肪囊边界模糊来预测高级别 CCRCC，敏感度为

61.8%，特异度为 73.7%，准确度为 66.0%。结论 当瘤体直径≥7cm 时，仅瘤体-肾周脂肪囊

边界模糊在预测高级别 CCRCC 中有一定价值。 

   

 

 
PU-0896 

 PIRADS V2 联合 PSA 相关指标在临床显著性 

前列腺癌中的诊断 

 
刘晓敏

1,2
,牛翔科

2
 

1.遵义医学院 

2.成都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探讨第二版前列腺影像报告与数据系统(the Prostate Imaging Reporting and Data 

System Version 2，PI-RADS v2)联合前列腺相关指标在临床显著性癌中的诊断价值。 方

法：回顾性分析我成都大学附属医院 2014年 1月至 2017 年 7月共 205例经病理证实的前列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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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患者的资料，搜集前列腺相关生物指标及 Gleason评分。采用单因素及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筛选潜在的预测指标以建立模型，通过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or 

curve,ROC）曲线评估所建立模型的诊断效能。 结果 ：205例患者中 75例（36.6%）最终诊

断为临床显著性 PCa，130例（63.4%）非临床显著性 PCa及前列腺良性病变。多变量分析结果

显示仅年龄、PIRADS v2及 f/tPSA是前列腺癌的独立预测因子。Logistic回归模型的 AUC为

0.94，高于 PI-RADS v2及前列腺相关生物指标单独运用。结论 利用 Logistic回归建立预测

模型有助于预测前列腺显著性癌，且具有较高的诊断效能。 

   

 

 

PU-0897 

肝脓肿的 CT 表现及鉴别诊断 

 
张安君,陆孟莹,杨辰瑶,王辉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200021 

 

目的：复习肝脓肿的 CT表现，着重讨论肝脓肿与肝癌的影像特点，提高对肝脓肿的诊断和签

别诊断。 

 资料与方法：回顾性分析经临床证实的 18例细菌性肝脓肿的 CT征象，其中男 11例，女 7

例，年龄 21～78岁，平均 54.6岁，1例继发于肝挫裂伤后感染， 18例中有 6例经皮肝穿刺

抽出脓液，手术证实 1例，余患者经抗感染治疗后复查 B超和 CT，病灶明显好转或消失，临

床症状也明显改善。 

CT扫描机型为 Philips Brilliance iCT及 GE LIGHT SPEED VCT。所有病例均行 CT平扫和肝

脏三期增强动态扫描。增强扫描经肘前静脉快速注入碘对比剂 90～100ml，扫描层厚层距 5～

7.5mm，扫描范围自膈顶至肝下缘。 

结果：18例肝脓肿中，单发 7例，5例位于肝右叶，2例位于肝左叶；多发病灶 11例，病灶

为 2～7个不等，位于右叶 5例，同时侵犯左右二叶 6例，病灶最大层面直径 1.0～11.5cm，

平均 4.8cm。 

结论：肝脓肿在病理上有其发展的规律，具有中央均匀坏死区加边缘“靶征”或“双靶征”是

肝脓肿的典型 CT表现，绝大多数病例凭此特征加临床表现都可明确诊断。本组 42个病灶中，

仅 7个具有典型肝脓肿的 CT表现，这可能与抗生素的广泛应用及患者及时治疗有关。  

 

 

PU-0898 

卵巢囊性病变的 MRI 诊断价值 

 
朱琼,黄学菁,张敏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201203 

 

目的：评价 MRI对卵巢囊性病变的诊断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了 37例手术、病理证实的卵

巢囊性病变的 MR影像资料及超声检查情况。观察卵巢囊性病变的 MR信号、形态、大小及增强

特点，并与手术病理结果相对照，探讨 MRI诊断的定位、定性的准确率。结果：卵巢囊肿 12

例、卵巢畸胎瘤 5例，卵巢囊腺瘤 10例，交界性囊腺瘤 3例，囊腺癌 4例，子宫内膜样癌 1

例，透明细胞癌 1例，输卵管积水 1例。由于 MRI良好的软组织对比分辨率，任意方位成像，

使 MRI能较好的显示卵巢囊性病变，对卵巢囊性病变的检出率为 100%，诊断准确率为 91.3%。

对巧克力囊肿和卵巢囊性畸胎瘤通过脂肪抑脂序列可作出明确诊断，较 B超优势明显。对浆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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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囊腺瘤和粘液性囊腺瘤的鉴别，MR具有一定的特异性。MRI有助于卵巢良恶性的肿瘤的鉴

别。结论：MRI检查对卵巢囊性病变的诊断和鉴别诊断具有重要价值。  

 

 

PU-0899 

肾嫌色细胞癌的影像诊断 

 
黄学菁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200021 

 

目的:探讨肾嫌色细胞癌(chromophobe renal cell carcinoma,CRCC)的 CT和 MRI表现,提高对

该疾病的影像学表现认识。方法:回顾性分析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26例嫌色细胞肾癌的 CT和

MRI影像学资料。其中 18CT 检查，8例 MRI检查，均行平扫及皮髓质期、实质期双期增强扫

描，分析病灶的形态、CT平扫及增强扫描表现、MRI信号特征及动态增强表现。结果:18 例行

CT检查,表现:椭圆形或不规则软组织肿块,边缘清晰，平扫 14例呈均匀等密度，4例密度欠均

匀，其中 2例病灶可见小囊状低密度，2例见不规则裂隙状略低密度，平扫病灶 CT值 23~48 

HU;与平扫相比,皮髓质期 CT值均有明显强化,平均增加 34 HU，但其密度明显低于肾脏皮质,

而与肾脏髓质接近；实质期变化不大,低于肾实质,边界更加清楚；分泌期较前略有下降,呈"快

进慢出"表现。8 例行 MR 检查,表现:T1 等信号,信号均匀,T2 稍低信号,内可见小囊状高信号灶;

强化方式与 CT相仿,延迟期可见强化趋于均质化。结论:肾脏嫌色细胞癌 CT增强表现具有特征

性,MR可以提供更多信息,对肾脏嫌色细胞癌的诊断提供更多有价值的信息。  

  

 

 
PU-0900 

MSCT 及 MRI 动态增强扫描在肝脏局灶性结节增生中的应用 

 
李丰章,胡含明,万红 

江西省萍乡市人民医院 337055 

 

摘要：目的 探讨 CT及 MRI 动态增强扫描对肝脏局灶性结节增生（focal nodular 

hyperplasia,FNH）的诊断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 9经病理证实的 FNH结节，分析其 CT及

MRI影像资料。结果 9例 FNH经手术或穿刺病理证实，共有 10个病灶，其中肝右叶 6 枚，跨

左右叶 2枚，肝左叶 2枚。5例患者 CT及 MRI资料完整，1例仅行 MRI检查。CT表现：8例

FNH平扫表现为等密度或稍低密度影，5例病灶中央可见裂隙状、星芒状低密度瘢痕影。增强

扫描 8例 9枚病灶均为动脉期明显强化，门静脉期及延迟期强化稍退出，呈相对高和等密度，

强化特点呈“快进慢出”模式。所有病灶中心瘢痕均表现延迟强化；4例病灶肝门侧可见增粗

迂曲血管影。MRI表现：6名患者检出 7枚病灶，T1W加权示 5枚病灶呈稍低信号；T2W加权示

7枚病灶均呈稍高信号，DWI 受限呈稍高信号。增强扫描 7枚病灶强化模式均类似 CT扫描，呈

“快进慢出”模式。病灶中央瘢痕组织在 T1WI上呈低信号，T2WI呈高信号，均表现为延迟强

化。结论 FNH多见于中青年患者，CT和 MRI平扫及动态增强扫描能全面、准确评价 FNH的血

供特点。病灶高强化及裂隙状纤维瘢痕延迟性强化是其特征性影像表现，二者结合检查可提高

FNH的诊断准确性及特异性。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3063 

 

PU-0901 

胰腺实性假乳头状瘤的影像表现 

 
郭若汨,王劲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510630 

 

目的 探讨胰腺实性假乳头状瘤（solid pseudopapillary tumor of the pancreas, SPTP)的

CT及 MRI表现特点，从而提高对该病的诊断正确率。 

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手术及病理证实的 34例 SPTP患者，均行 CT检查，其中 5例行 MRI 检查。 

结果 （1）34例患者，1例男性，33例女性。（2）14例肿瘤位于胰头部，胰腺颈部及体部各

有 4例，胰尾部 12例。（3）9例交界性，24例低度恶性，1例恶性。（4）21例囊实性，7

例囊性为主，6例实性为主。增强扫描，动脉期实性成分轻度强化或不强化，静脉期及平衡期

实性成分强化程度增加，与不强化的囊性成分对比明显。5例行 MRI检查，T1WI及 T2WI 上信

号混杂，4例 T1以低信号为主，1例瘤内亚急性出血呈片状短 T1信号，T2WI以高信号为主。

增强扫描，呈不均匀延迟强化，与 CT强化方式基本一致。（5）2例中心见点片状钙化，6例

边缘呈环状钙化，且均为囊性成分为主型。（6）2例胰管不同程度扩张，与病变所在位置无

明显关系。（7）3例十二指肠等相邻结构受压，2例左肾受压，4例脾大伴脾静脉受压。 

结论 SPTP具有一定的 CT及 MRI影像特征性，结合发病年龄、性别及其他临床特征，可提高

影像工作者对 SPTP术前诊断正确性。  

 

 
PU-0902 

腹膜后 Castleman 病的影像学表现 

 
肖晓怡,曾献军,李丹,刘海萍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30006 

 

 

目的：通过分析腹膜后 Castleman 病的影像学表现特点,以提高对这种少见病的认识。 

方法：回顾性分析 6例经病理证实的腹膜后 Castleman病的临床及影像学特点。本组患者年龄

30～67岁,平均 43岁，均为女性。1例既有 CT也有 MRI 检查,5例仅有 CT检查。将影像学结

果与临床和病理结果进行对照分析。 

结果：以头晕症状就诊 1例，其余 5例均为无任何症状于体检发现。术前影像误诊为异位嗜铬

细胞瘤 1例，孤立性纤维瘤 1例，其余 4例均诊断正确。6例病理诊断均为透明血管型,肿块

直径为 5～9cm，表现为单发肿块 2例,单发肿块周围伴有小的子灶 4例。CT平扫与肌肉相比呈

等密度，2例伴有中央区分支状或簇状钙化，动态增强扫描多数病变在动脉期和延迟扫描均持

续高度强化,强化程度接近大动脉，4例表现为增强早期肿块内有星芒状或裂隙状不强化区，

延迟扫描不强化区范围缩小或消失，病理证实为增生的小血管透明样变和纤维化。MRI平扫与

肌肉相比 T1WI呈低信号或等信号,T2WI呈高信号,动态增强扫描病灶的强化方式与 CT一致。 

结论：腹膜后 Castleman病的影像学具有特征性表现，局限透明血管型 Castleman病的特点是

孤立肿块或单发肿块伴有小的子灶,可伴有中央区分支状或簇状钙化，肿块内强化密度与信号

接近大动脉,较大肿块内增强后可出现星芒状或裂隙状 CT低密度和 MRI低信号区，延迟扫描范

围缩小或消失。最终确诊仍需依赖病理，手术完整切除可治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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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903 

多层螺旋 CT 小肠成像诊断小肠病变的临床应用价值 

 
马跃虎,张卫东,彭明洋,陈慧铀,张丹凤,智婷婷,王丽萍,卢铃铨,殷信道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南京医院（南京市第一医院） 210006 

 

目的 分析小肠病变的多层螺旋 CT小肠成像（CTE）影像征象，评价 CTE在诊断小肠疾病时，

对不同小肠疾病患者诊断的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 年 1月～2017年 2月于我院消化内

科住院治疗，怀疑肠道病变行 CT小肠造影的患者 150例，两位医生采用盲法分别对患者的

CTE检查表现进行分析诊断。结果 150例患者中，炎症性肠病 62例，肠道一般炎症 38例，病

毒性肠炎 3例，急性胃肠炎 12例，肠道肿瘤 15例，息肉 7例，憩室 2例，肠系膜血管病变 6

例，肠道功能紊乱 5例；两位阅片者间的诊断一致性很好（K>0.75）；两位医生诊断小肠病变

的准确度分别为 89.3％和 92.7%；CTE能有效发现炎症性肠病、肠道一般炎症、肿瘤、憩室、

肠系膜血管病变（两位阅片者 P<0.05），而 CTE对小肠息肉的诊断无明显优势（P 甲=0.076，P

乙=0.076）。结论 CTE检查操作简便、易于被患者接受，能够显示小肠病变的累及部位及范

围，可作为小肠病变的重要检查方法。  

 

 
PU-0904 

急性缺血性肠病的 MDCT 诊断：肠系膜动脉性缺血与肠系膜静

脉性缺血的影像表现对照及手术肠管切除的相关的影像特点 

 
言伟强

1,2
,全显跃

2
,成官迅

1
,黄嵘

1
,石桥

1
,单慧明

1
,朱熠

1
 

1.北京大学深圳医院 

2.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目的：探讨急性缺血性肠病的 MDCT的表现，关注肠系膜动脉性缺血(mesenteric arterial 

ischemia，MAI)和肠系膜静脉性缺血(mesenteric venous ischemia，MVI)的影像对照，并分

析需手术肠管切除(surgical bowel resection，SBR)的相关影像表现。材料与方法：由 2位

资深放射医师分别回顾性分析 56例 AMI的 MDCT的影像表现，比较 MAI与 MVI两组及手术患

者和非手术患者的 CT影像，确定能区分 MAI与 MVI的 CT表现及与手术肠管切除的相关 CT征

象。定性资料采用单因素分析，有意义的参数列入多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以确定需手术肠

管切除的独立相关因素。结果：单因素分析提示肠壁增厚、靶环征、肠管扩张、薄纸样肠壁、

腹水和肠系膜脂肪混浊等征象在 MAI 与 MVI两组比较中有显著性差异(p < 0.05)，而肠壁积

气、门静脉积气、腹腔游离气体和肠壁不强化等无明显统计学差异(p > 0.05)。肠腔扩张和薄

纸样肠壁与 MAI密切相关，而肠壁增厚、靶环征、腹水和肠系膜脂肪混浊等与 MVI相关。肠腔

扩张、薄纸样肠壁、肠壁积气和肠壁无强化等征象在手术患者中出现的频率明显高于非手术患

者(p < 0.05)；而肠壁增厚和靶环征在手术和非手术两组中出现的机率无统计学差异(p > 

0.05)。多因素 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显示肠壁积气和肠壁不强化是手术肠管切除的独立相关

因素，肠壁积气和肠壁不强化在手术肠管切除患者中的敏感性分别为 58.3% 和 66.7%,特异性

均为 100%。结论：MAI和 MVI之间存在不同的 MDCT影像学特点，这些特点能为 AMI的病因诊

断提供重要依据；肠壁积气和肠壁不强化是手术肠管切除的独立相关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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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905 

胆管导管内乳头状肿瘤的形态学类型 

 
应世红,肖文波,陈峰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310009 

 

目的 探讨胆管导管内乳头状肿瘤（intraductal papillary neoplasm of the bile duct , 

IPNB）的形态学分型及其临床价值，以及不分泌粘液的 IPNB(IPNB without mucin 

secretion , IPNB-NM)与分泌粘液的 IPNB(IPNB with mucin secretion , IPMN-B)的形态差

异。 

方法 回顾性分析 81例病理证实的 IPNB（13例 IPNB-NM和 68例 IPMN-B）患者的影像及临床

资料。影像检查包括 CT平扫+增强扫描、Gd-DTPA增强 MRI、Gd-EOB-DTPA增强 MRI及 PET-

CT。结合文献及我们的病例，依据肿瘤的形态及胆管扩张范围等，将 IPNB分为 7种类型：Ⅰ 

上游胆管扩张型，Ⅱ 典型类型，Ⅲ 肿瘤匐行生长型，Ⅳ 肿块不可见型，Ⅴ 肝内囊性型，Ⅵ 

肝外囊性型，Ⅶ 明显浸润型。 

结果 13例 IPNB-NM包括Ⅰ型 11例，Ⅱ型 1例，Ⅲ型 1例。68例 IPMN-B包括Ⅰ型 2例，Ⅱ型

30例，Ⅲ型 6例，Ⅳ型 6例，Ⅴ型 13例，Ⅵ型 2例，Ⅶ型 4例。其中后 4种类型均为 IPMN-

B。IPMN-B的胆管扩张较 IPNB-NM更严重。PET-CT清晰显示了 2例明显浸润型 IPMN-B 肿瘤的

范围。Gd-EOB-DTPA增强 MRI 肝胆期图像显示 2例 IPMN-B肿瘤分泌的粘液导致的充盈缺损，

一例明显浸润型 IPMN-B显示了肿瘤、炎症反应、正常肝实质三者之间清晰的分界。 

结论 IPNB可以分为 7种不同的形态学类型。IPNB-NM与 IPMN-B的形态学分类有差异。Gd-

EOB-DTPA增强 MRI和 PET-CT有助于肿瘤侵犯范围的准确显示。  

 

 
PU-0906 

CT findings of adrenal neurofibroma 

 
刘玉建,仲建全,冯浩 

自贡市第一人民医院 643000 

 

摘要: 目的 探讨肾上腺神经纤维瘤 CT表现。方法 回顾性总结分析我院自 2001年至 2016

年肾上腺纤维瘤有手术及病理结果患者 18例，并结合近年文献总结。结果 本组 18例患者，

其中男性 8例，女性 10例，年龄＜20岁 2例，年龄 20—40岁 11例，年龄＞40岁 5例；病灶

部位右侧 8例，左侧 6例；肿瘤最小约 3.0㎝，最大约 10.0㎝，平均 5.88㎝；CT平扫表现

为等或稍低密度，其中 2例较大者可见液化坏死； 5例见斑点状、小片状钙化，占 27.8%；肿

瘤最大约 10㎝者表现为低密度并可见分层；CT增强扫描表现为无强化、轻度强化或随着时间

延迟强化密度持续或稍高；16例肿瘤与邻近组织结构清楚，占 88.9%，其中 2例较大者与右肾

上级及下腔静脉有粘连，占 11.1%；18例患者均未发现肿瘤周围及腹腔内肿大淋巴结。随访患

者 10例，均无复发。结论 肾上腺神经纤维瘤 CT影像表现有一定特征性，结合其临床表现对

少见肿瘤能够做出提示性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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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907 

肾上腺节细胞神经瘤的 CT 表现及误诊原因分析 

 
王翅鹏

1
,吴艳

2
 

1.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 

2.武汉市中心医院 

 

目的 

肾上腺节细胞神经瘤因无明显临床症状，多为体检偶然发现。笔者回顾性分析本院 14例经手

术病理证实的肾上腺节细胞神经瘤的 CT资料，探讨其 CT表现，分析误诊原因，期望能提高该

肿瘤的术前诊断准确率。 

材料与方法 

搜集 2004年 1月至 2013年 12月本院经手术病理证实的肾上腺节细胞神经瘤 14例，其中男 8

例，女 6例，年龄为 13~52 岁，中位年龄 38岁。 

采用日本 TOSHIBA公司 Aquilion16排螺旋 CT扫描仪，层厚 5mm，层间距 5mm，扫描范围自膈

顶以上 2cm至双肾下极水平。全部患者均行 CT平扫及增强扫描，其中有 4例患者行延迟期扫

描。 

结果 

14例肾上腺节细胞神经瘤，边界清晰，病灶呈圆形 3例、椭圆形 6例，5例肿瘤边缘被邻近结

构压迫变形并可见伪足样尖角形成。 

14例肿瘤密度均低于同层面竖脊肌，其中 10例近似于囊性。平扫肿瘤 CT值为 14.8～

28.6HU，平均 21.4HU。增强扫描 12例动脉期无明显强化呈类似囊肿表现，静脉期 7例可见环

形、细线样轻度强化。行延迟期扫描的 4例肿瘤内均可见斑片、云雾状轻～中度强化，具有一

定特征性。 

讨论 

一、肾上腺节细胞瘤的 CT表现 

（1）一般呈类圆形或卵圆形，嵌入式生长并形成伪足样改变为其特征性生长方式；（2）CT

平扫肿块呈低或稍低密度；（3）肿瘤内均可见斑片、云雾状延迟强化特点。 

二、误诊原因分析  本组 14例节细胞神经瘤术前误诊 5 例，有 2例误诊为肾上腺囊肿，2例

误诊为肾上腺皮质腺瘤,1例误诊为嗜铬细胞瘤囊变。回顾性分析其误诊原因，由于当时对本

病缺乏认识，5例误诊病例均未行延迟期扫描，增强扫描动脉期、静脉期无明显强化或轻度环

形强化表现导致笔者将肾上腺节细胞神经瘤与肾上腺囊肿、富含脂质的肾上腺皮质腺瘤及囊变

的嗜铬细胞瘤混淆。本组病例中有 4例行延迟期扫描，术前均诊断正确，所以笔者认为 CT延

迟期扫描对于诊断肾上腺节细胞瘤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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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908 

脾脏硬化性血管瘤样结节性转化的 CT 与 MRI 表现：附二例报

告及文献复习 

 
王翅鹏

1
,吴艳

2
 

1.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 

2.武汉市中心医院 

 

目的 

本文回顾性分析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2例 SANT患者的 CT与 MRI表现，以提高对 SANT的影像诊

断水平。 

方法 

收集 2009年 6月至 2015年 11月，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经手术病理证实且临床资料完整的 2

例 SANT患者资料，其中 1例突发左中上腹痛 1天，1例体检发现脾脏占位性病变，无任何临

床症状。2例体格检查均无异常。2例实验室检查均无阳性发现。2例均行 MRI平扫检查，其

中 1例行 CT平扫及增强检查。 

结果 

2例 SANT均为单发病灶，呈类圆形或浅分叶状。2例边界均欠清。病灶最大径分别为 2.5cm、

6.7cm。（1）CT表现：平扫 1例病灶为均匀稍低密度，边界欠清。增强扫描 1例动脉期边缘

轻度强化，门脉期及平衡期持续不均匀强化并逐渐向中央填充，其中心部可见小斑片状持续无

强化区。（2）MR表现：T1WI呈不均匀稍低信号，其中 1 例中心部见星芒状等信号，同相位较

反相位信号明显不均匀减低；T2WI 呈混杂低信号影，1例中间可见放射状稍高信号影。 

讨论 

1. CT表现 SANT多为单发，CT表现为脾脏实质内类圆形稍低密度肿块，病变较大时可呈浅

分叶状。CT平扫大部分病灶呈稍低密度，少部分呈等密度，边界不清。增强扫描动脉早期病

灶边缘可见弧形、斑点及小斑片状明显强化影，随后门脉期、静脉期对比剂逐渐向中央充填，

延时期病灶中央见不规则小斑片、斑点状持续无强化区，部分病例增强扫描强化过程中可见特

征性“辐轮状”强化。但当病灶较小时在动脉早期即表现为明显均匀强化，延迟期病灶中央持

续无强化区可不出现。 

2.MRI表现 病灶边界不清，无包膜。T1WI为稍低、等或稍高信号，信号均匀或不均，T1WI同

相位较反相位信号不均匀减低；T2WI为不均匀混杂低信号。增强扫描后强化方式与 CT相似：

动脉早期周边增强并逐渐向中心充填，延迟期中心部见持续无强化区。  

 

 

PU-0909 

肾脏乏脂肪血管平滑肌脂肪瘤与肾癌的 MRI 诊断价值分析 

 
章锦伟 

池州市人民医院 247000 

 

【摘要】 目的：探讨乏脂肪肾脏血管平滑肌脂肪瘤与肾癌的 MRI表现，提高对肾脏肿瘤的诊

断及鉴别诊断水平。 

方法：回顾性分析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11例肾脏乏脂肪血管平滑肌脂肪瘤与 62例肾细胞癌的

MRI资料。通过病灶的 T2WI 信号特征、正反相位表现、扩散加权成像（DWI）信号特点以及动

态增强表现并测量各病灶表面扩散系数（ADC值），分析病灶是否存在脂质、出血、坏死或囊

变、假包膜、血管流空，与肾实质交界是否成角及其 ADC值大小，并对两组肿瘤进行统计学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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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结果：病灶 T2WI信号强度、与肾皮质交角、假包膜、坏死或囊性变发生率、ADC值在两

组中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两组肿瘤的增强表现有差异。结论：MRI对乏脂肪肾脏血管平滑肌

脂肪瘤及肾癌的鉴别诊断具有重要意义，仔细分析其信号特征及 ADC值有助于做出准确的术前

诊断。 

   

 

 
PU-0910 

全迭代重组 IMR 技术应用于低剂量肝脏增强 CT 的优势 

 
钱懿,樊荣荣,张天然,陈如潭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200003 

 

目的 讨论低剂量条件下应用全迭代重组 IMR技术对于改善肝脏增强 CT图像质量的应用价值。

方法 将 40例患者的肝脏增强 CT延迟期图像分别采用常规剂量下 FBP重组并标记为 A 组；低

剂量下 IMR重组并标记为 B组。对两组图像进行主观评价、客观评价及辐射剂量比较。两组图

像主观评价指标的比较采用 wilcoxon符号秩和检验；两组图像客观指标及辐射剂量的比较采

用配对样本 t检验。结果 B组对于 A组主观评价中低对比分辨率（LCD）有统计学差异（Z=-

5.196
b
 P<0.001）、图像失真度（ID）有统计学差异（Z=-5.925

c
 p〈0.001）、诊断信心

（DC）有统计学差异（Z=-2.673
b
 p=0.008）；B组噪声、信噪比、对比噪声比分别为

（11.67±1.85HU）、（21.43±4.20）、（10.32±3.18），A组噪声、信噪比、对比噪声比

分别为（25.38±3.16HU）、（8.36±1.60）、（3.87±1.30），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值

分别为 29.06、15.53、22.06，P值均<0.001）；B组对于 A组容积 CT剂量指数、有效剂量均

降低 75%以上。结论 低剂量条件下应用全迭代重组 IMR技术对比常规剂量扫描应用滤波反投

影法 FBP重组可以在明显降低剂量的基础上改善肝脏增强 CT的图像质量。  

 

 
PU-0911 

原发性肾脏少见良性肿瘤的 CT 表现与临床病理分析 

 
刘海萍,曾献军,龚洪翰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30006 

 

摘要：目的 分析和探讨肾脏少见良性肿瘤的 CT表现及临床病理分析，提高肾脏少见良性肿

瘤的诊断准确性。方法 回顾性分析本院 23例经手术及病理证实的肾脏少见良性肿瘤的临床

资料及影像学资料，分析其影像学特点及病理特征。结果 入组病例分为嗜酸细胞腺瘤 14例，

后肾腺瘤 6例，平滑肌瘤 2例，血管母细胞瘤 1例。发病部位：均为单发病灶，右肾 12 例，

左肾 11例。瘤体大小：最长径约 1.5~13.1cm，平均 4.5cm。形态：类圆形（n=20）、浅分叶

状（n=3）。嗜酸细胞腺瘤，CT平扫多数病灶密度欠均或不均，以等或稍高密度为主，边界较

清，部分病灶内可见中心瘢痕、囊变坏死、出血及钙化；增强扫描皮髓期及实质期呈中度-明

显强化，肾盂期强化程度有所下降，中心瘢痕可见延迟强化。后肾腺瘤，CT平扫以均匀等密

度为主，少数病灶内见少许出血及囊变坏死，边界清晰；增强扫描皮髓期及实质期呈轻-中度

强化，肾盂期部分强化程度下降，部分强化程度增加。平滑肌瘤，CT平扫以较均匀等密度为

主，边界清晰；增强扫描 1例呈明显延迟强化，1例呈“快进慢出”强化。血管母细胞瘤，CT

平扫呈稍低密度，边界不清，可见囊变坏死；增强扫描皮髓期及实质期呈明显强化，肾盂期强

化程度下降。结论 肾脏少见良性肿瘤具有一定的 CT表现特点，结合其临床病理特点，可以提

高肾脏少见肿瘤的诊断及鉴别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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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912 

原发肾脏少见恶性肿瘤的 CT 诊断 

 
刘海萍,曾献军,龚洪翰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30006 

 

摘要：目的 分析几种肾脏少见恶性肿瘤的 CT表现，探讨其 CT诊断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

院经手术及病理证实的 17例肾脏少见肿瘤的 CT表现，观察瘤体的位置、大小、密度、边界及

强化等情况，对比分析其影像学特点。结果 肾脏恶性纤维组织细胞瘤 7例，肉瘤样肾细胞

癌、类癌及成人肾母细胞瘤各 2例，神经内分泌癌、透明细胞乳头状肾细胞癌、肾管状囊性

癌、上皮样血管平滑肌脂肪瘤及滑膜肉瘤各 1例。左肾 12例，右肾 5例；最长径大小约

3.2~17.1cm，平均约 7.8cm；14例呈不均匀等或稍低密度，1例类癌呈不均匀稍高密度，1例

透明细胞乳头状肾细胞癌呈均匀等密度，1例上皮样血管平滑肌脂肪瘤呈均匀稍高密度；透明

细胞乳头状肾细胞癌及上皮样血管平滑肌脂肪瘤内无囊变坏死，肉瘤样肾细胞癌、类癌、管状

囊性肾癌及恶性纤维组织细胞瘤内可见钙化，成人肾母、滑膜肉瘤及恶性纤维组织细胞瘤内可

见出血；1例管状囊性癌边界较清，余边界模糊。增强扫描示 1例恶性纤维组织细胞瘤、2例

肉瘤样肾细胞癌、2例类癌及 1例滑膜肉瘤均呈持续性轻-中度强化；1例神经内分泌癌、1例

管状囊性癌、2例成人肾母细胞瘤及 6例恶性纤维组织细胞瘤于皮髓期呈轻-中度强化，实质

期强化程度进一步增加，肾盂期强化程度轻度下降；1例透明细胞乳头状肾细胞癌于皮髓期呈

明显强化，实质期强化程度轻度增加，肾盂期强化程度下降；1例上皮样血管平滑肌脂肪瘤呈

明显“快进快出”强化。肉瘤样肾细胞癌、类癌及滑膜肉瘤可见淋巴转移及侵犯邻近组织结

构，恶性纤维组织细胞瘤可穿透肾包膜与周围组织粘连及静脉癌栓形成。结论 肾脏少见原发

恶性肿瘤术前极易误诊，结合临床资料、发病率及影像表现可以提高诊断准确率，确诊仍需依

靠病理检查。 

   

 

 
PU-0913 

外周血 miR-122 检测联合 MRI 扩散加权成像 

评价肝癌射频治疗的疗效 

 
何伯圣,龚沈初,尹剑兵,石伟湘 

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南通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226001 

 

目的 探讨外周血 miR-122检测联合 MRI扩散加权成像（DWI）评价肝细胞癌（HCC）射频消融

术（RFA）疗效的可行性。方法 检查正常健康者（n=15）、乙肝携带者(n=15)、肝硬化患者

（n=15）、HCC患者（n=28）外周血中 miR-122和 AFP表达水平；同时，对 HCC患者 RFA前后

行 MRI增强和 DWI检查。观察不同人群之间及 HCC患者 RFA前后（术前一周内、术后 3-4天、

术后四周）miR-122和 AFP 表达水平以及表观弥散系数（a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ADC）值变化，比较 miR122 和 ADC值与 AFP在评价 RFA疗效上差异。结果 RFA后有 4例肿瘤

残余。HCC和肝硬化患者的 miR-122、AFP含量与正常组相比均都有明显差异（P＜0.05）。

HCC患者 RFA术后 4天的 miR-122和 AFP含量较术前没有明显变化，不具有统计学意义；但术

后四周的 miR-122和 AFP较术前均有显著变化，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术前相比，

RFA治疗后 4天和四周的 ADC 值均具有显著差异（P＜0.05）。miR-122和 ADC诊断 HCC-RFA残

留能力与金标准（原发性肝癌诊断标准，中国抗癌协会肝癌委员会 2001年修订）具有一致

性，其中以 miR-122诊断效能最高，且与 ADC值具有相关性。结论 miR-122和 DWI在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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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C-RFA疗效能力上比 AFP 准确性更高，且没有 MRI增强的药物毒性；二者联合运用可以进一

步提高 HCC诊断和评估水平。 

 

 

PU-0914 

2D MRI 和 3D MRI 序列对直肠癌术前分期诊断的价值研究 

 
谭晶文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200025 

 

目的：评估磁共振二维 T2加权自旋回波成像序列（2D-T2WI TSE）与三维 T2加权自旋回波成

像序列（3D-T2WI TSE，VISTA）两种成像方法在直肠癌术前分期的准确性。方法：采用飞利浦

3.0T MR机扫描，由两位放射科医师独立评估，回顾性分析从 2016年 1月至 2016年 4 月间经

病理确诊的 33例直肠癌患者的 2D-MRI序列及 3D VISTA 扫描序列图像。运用 SPSS统计软件分

别分析 2D序列及 3D VISTA 序列对直肠癌术前 T、N分期的准确性，并检验诊断结果的一致

性。结果：33例病例，医师 1与医师 2其常规 2D和 3D VISTA 检查序列 T分期的准确性分别

为 70％和 85％（P=0.274）及 73％和 82％（P=0.454），Kappa分别为 0.576和 0.790 及

0.618和 0.746，3D VISTA 序列评估 T分期与病理结果的一致性优于 2D序列；其 N分期的准

确性分别为 58％和 70％（P=0.182）及 58％和 67％（P=0.218），Kappa分别为 0.252 和

0.407及 0.267和 0.376，N分期 2D及 3D VISTA分期与病理结果的一致性较差。 结论：2D与

3D VISTA序列对直肠癌 TN 分期的准确性无统计学差异，但是 3D VISTA较 2D序列在鉴别 T2

与早期 T3及 N分期方面有一定潜在优势。 

   

 

 
PU-0915 

具有血管生成拟态的荷人肝癌动物模型的建立 

 
曹蓉,李若坤,强金伟 

复旦大学附属金山医院 200540 

 

目的 构建具有血管生成拟态(VM)的荷人肝癌裸鼠皮下移植瘤模型，定量评估其动态变化规

律。 

材料与方法 将人肝癌 MHCC97-H细胞悬液分为低细胞浓度组（1×10
7
个/ml）和高细胞浓度组

（2×10
7
个/ml），同时接种于两组裸鼠腰背部皮下；将低细胞浓度的细胞悬液，同时接种于

裸鼠的左侧腹股沟、腰背部及腋下部位的皮下，接种剂量均为 0.2ml/鼠，观察接种后 5周裸

鼠瘤体体积及裸鼠体重。以低细胞浓度的细胞悬液，接种于裸鼠左侧腹股沟皮下，分别于种瘤

后第 2、3、4、5周随机取 10只造模成功的荷瘤鼠，取瘤行病理 HE和免疫组化染色。 

结果 接种后第 5周，低浓度组和高浓度组肿瘤体积分别为 90.34±22.91mm
3
和

154.32±83.44mm
3
，裸鼠体重分别为 28.10±1.17g 和 26.38±2.39g，均无统计学意义。腹股

沟组和腰背部体积分别为 125.66±30.58mm
3
和 75.75±22.94mm

3
，两组显著性差异

(P=0.010)。三组裸鼠体重分别为 26.03±1.21g、23.67±1.95g和 25.57±1.74g，均无统计

学意义。微血管面积（MVA）值第 2周较第 3周增高[28795.5±3412.7 (μm
2
) vs 13720.8 

±2375.6 (μm
2
)，P=0.013]。第 3周较第 4周降低[13720.8±2375.6 (μm

2
) vs 

29221.3±3958.5 (μm
2
)，P=0.025]。不同时间点肝癌血管生成拟态（VM）百分比第 2周较第

4周低[50.1±7.2 (%) vs 84.2±15.4 (%)，P= 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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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采用 MHCC97-H细胞株、1×10
7
个/ml/浓度、裸鼠腹股沟皮下种植，可以成功建立具有

VM的荷人肝癌动物模型。早期 VM与内皮依赖性血管共存，后期 VM是肝癌主要血液供应来

源。 

   

 

 

PU-0916 

Clear cell myomelanocytic tumor of the falciform 

ligament/ligamentum teres 

 
Tan Yan,Zhang Hui,Wang Xiaochun 

The first hospital of Shanxi medical university 030001 

 

Clear cell myomelanocytic tumors (CCMTs) of the falciform 

ligament/ligamentum teres are extremely rare. CCMTs are a variant of perivascular 

epithelioid cell tumors. We present a case of hepatic CCMT in a 54-year-old woman 

with abdominal pain. The patient had an 8.8 cm well-demarcated tumor in 

the right lobe of the liver. Contrast-enhanced computed tomography showed 

a heterogeneous mass that enhanced significantly in the arterial and portal 

venous phases, and was less enhanced in the delayed phase. The patient underwent 

a right hemihepatectomy and cholecystectomy. The tumor cells had clear to 

slightly eosinophilic cytoplasm, vesicular nuclei, and were positive for HMB-45 

and smooth muscle actin. The patient had no recurrence after 36 months follow-

up.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identified 10 hepatic CCMTs. Hepatic CCMTs 

are usually benign tumors of young women that present as large masses located in 

the right lobe of the liver. 

   

 

 
PU-0917 

Hepatic perivascular epithelioid cell tumor: dynamic 

CT, MRI, ultrasonography, and pathologic features 

 
Tan Yan,Zhang Hui,Wang XIaochun 

The first hospital of Shanxi medical university 030001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dynamic CT, MRI, ultrasonography, and pathologic 

features of hepatic perivascular epithelioid cell tumor (PEComa), improving 

the understanding and diagnosis of the tumor. 

Methods: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CT, MRI, ultrasonography, and pathologic 

features of 7 hepatic PEComas diagnosed by pathology during 1st January 2005 to 

1st September 2011 in our hospital.  

Results: The performance of dynamic CT, MRI, and ultrasonography revealed that 

lesions were regular masses with well-defined borders, the maximum 

diameters were 2.5–8.5 cm (mean = 4 cm), density was homogeneous, contrast-

enhanced CT and MRI showed the lesions were significantly and heterogeneous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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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hanced on arterial phase, less enhanced on portal venous phase, and slightly 

hypodense on delayed phase. One patient had multiple hepatic lesions and had 

delayed enhancement. There were no backgrounds of hepatitis and 

cirrhosis, enlarged lymph nodes, or distant metastases. Pathology showed the 

gross appearance of the tumor was smooth. Tumor cells were round or polygonal, 

with clear boundaries and clear membranes, and had abundant 

translucent cytoplasm. Nuclei were round, with medium size. Tumor cells were 

epithelial-like cells and arranged in dense sheets. Immunohistochemistry showed 

that most of them were positive in HMB45 and MelanA, S-100, SMA, while negative 

in CgA, Syn, CK, CD117, CD10, and CD34. 

Conclusions: Dynamic CT, MRI, ultrasonography, and pathology of PEComa had some 

characteristics of benign tumor’s performance. Enhanced scan showed 

PEComa quickly enhanced on arterial phase and enhanced less on portal venous 

phase. Knowing these characteristics could help to improve the understanding and 

diagnosis of hepatic PEComa. 

 

   

 

 
PU-0918 

Peripheral primitive neuroectodermal tumor: imaging 

and clinicopat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Tan Yan,Zhang Hui,Wang XIaochun 

The first hospital of Shanxi medical university 030001 

 

Background: The peripheral primitive neuroectodermal tumor (pPNET) is a rare 

malignant tumor originating from neuroectoderm. The accurate diagnosis is 

essential for the treatment of pPNET. 

Methods: we performed the largest cases of retrospective analysis thus far to 

review the unique computed tomography (CT),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and 

clinicopathological features of pPNET. The tumor location, morphological features, 

signal intensity, contrast enhancement characteristics, and involvement of local 

soft tissues of 36 pPNETs were assessed. 

Results: Our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more men (25/36) than women pPNETs 

patients. Unenhanced MRI (16 cases) showed that 14 cases were isointense and 2 

cases were hypointense on T1WI. Nine cases were isointense and 7 were hyperintense 

on T2WI. Most pPNETs had heterogeneous signal intensity with small necrosis (CT: 

31/36; MRI: 14/16) as well as heterogeneous enhancement (CT: 34/30; MRI: 15/16). 

The tumors usually had ill-defined borders and irregular shapes (CT: 30/36; MRI: 

15/16). Pathologic exam showed small areas of necrosis in all tumors. 

Conclusions: The diagnosis of pPNET should be suggested in young men when the 

imaging depicts a single large ill-defined solid mass with small area of necrosis, 

especially for those whose images show iso-intense on T1WI and T2WI and have 

heterogeneous enhanc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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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919 

Rare hepatic malignant tumors: imaging and 

clinicopathologic features 

 
Tan Yan,Zhang Hui,Wang XIaochun 

The first hospital of Shanxi medical university 030001 

 

Aim: To evaluate the dynamic CT, MRI, and clinicopathologic characteristics of 

rare hepatic malignant tumors (HRMTs), improving the understanding and diagnosis 

of the tumors. 

Methods: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54 cases of HRMTs diagnosed by pathology in 

our hospital during January 1, 2005 to September 1, 2011. 

Results: The types of tumors included hepatic sarcoma (n = 8), malignant lymphoma 

(n = 4), malignant fibrous histiocytoma (MFH, n = 7), malignant melanoma (MM,n = 

4),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SCC, n = 5), primary clear cell carcinoma of the 

liver (PCCCL, n = 7), stromal tumors (ST n = 4), hepatoblastoma (HB, n = 8), 

carcinoid (n = 6), primary primitive neuroectodermal tumor (pPNET, n = 1). Age of 

the patients ranged from 1 to 79 years (mean = 46.7 years). There were more men in 

this group (34/54). Symptoms of HRMTs show no specificity. Except PCCCL and HB, 

the serum AFP of most HRMTs was negative. 43 patients had a single hepatic mass, 

and 11 patients had multiple hepatic masses. Diameters ranged from 2 to 15 cm 

(mean = 7.7 cm). Precontrast CT revealed that most masses had uneven density (n = 

46) and ill-demarcated margin (n = 37). Enhanced CT showed most lesions unevenly 

enhanced (n = 49), of which PCCCL had a prompt enhancement in the arterial phase 

and rapid wash-out on the portal venous phase and delayed phase; malignant 

lymphoma and ST had slight enhancement, MFH and undifferentiated embryonal sarcoma 

had gradual delayed enhancement. Most masses had low-signal on T1WI and high-

signal on T2WI, while MM had high-signal on T1WI and lowsignal on T2WI. 

Conclusions: Although there is frequent overlap in the CT, MRI, and 

clinicopathologic appearances between the rare malignant tumors, some HRMTs have 

characteristic imaging features that can suggest a specific diagnosis. 

   

 

 

PU-0920 

多层螺旋 CT 对阑尾低级别黏液性肿瘤的诊断价值 

 
吴树剑 

弋矶山医院 241000 

 

【摘要】 目的：探讨阑尾低级别黏液性肿瘤多层螺旋 CT（multidetector，MDCT）的特征性

表现。阑尾原发性肿瘤比较罕见，不到胃肠道肿瘤的 1%，而黏液性肿瘤约为 0.2%~0.3%，由于

本病临床缺乏特异性，很容易误诊为炎症，术前确诊者极少。阑尾黏液性肿瘤起源于阑尾的腺

上皮细胞，病理上分为良性、低度恶性及恶性，本病很少见，国内外相关文献少有报道。 

材料与方法：搜集皖南医学院附属弋矶山医院 2012年 6 月至 2016年 10月间经手术病理证实

的 19例阑尾低级别黏液性肿瘤患者的影像资料，其中男性 11例，女性 8例，年龄 41~73，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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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年龄 61，平均年龄 58；临床表现：4例右下腹痛，14例无任何症状，1例因下消化道出血

就诊，5例可触及包块。回顾性分析其 MDCT影像学特点。 

结果：19例均为单发，病变位于右下腹盲肠内侧，近端与盲肠相通，远端为盲端，冠状位重

建可更好地显示盲肠内侧圆形、椭圆形或长茄子形囊性或囊实性占位；阑尾低度恶性黏液性肿

瘤大小范围变化较大，本组病例长径 3-43cm、短径 1-23cm，10例病灶呈椭圆形或长茄子状单

房改变，6例呈多房分隔样改变，3例影像学表现为阴性，仅在手术时偶然发现；囊壁厚薄不

均，囊壁厚 3-15mm，5例壁可见条形或蛋壳样钙化，1例伴腹盆腔假性黏液瘤形成，4例病灶

周围有炎症反应，囊内组织 CT值为 11-33HU。增强扫描囊壁、实性部分及囊内分隔呈轻中度

强化，囊内组织未见明显强化。图像分析：由两名具有丰富经验的影像诊断医师共同阅片，意

见不一致时再由一名主任医师参与达成一致意见。观察内容包括病灶的位置、大小、形态、边

界、囊壁、周围组织情况及强化特点。根据增强较平扫净增 CT值分强化程度，<20HU为轻度

强化；20-40HU为中度强化；>40HU为明显强化。 

结论：阑尾低级别黏液性肿瘤在 MDCT上有一定的特征性。 

【关键词】低度恶性黏液性肿瘤；多层螺旋 CT；特征性 

 

 

 
PU-0921 

肝脏原发性恶性纤维组织细胞瘤 CT-病理对照研究 

 
谭艳,张辉*,王效春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030001 

 

目的 研究肝脏原发性恶性纤维组织细胞瘤(Malignant fibrous histiocytoma, MFH)动态 CT

表现及其病理基础。 

资料与方法 回顾性分析 5例经病理证实的肝脏 MFH 的动态增强 CT 表现及病理学表现。 

结果 CT显示肝脏 MFH呈不规则的囊实性肿块,直径 4-15cm,平扫密度不均,内见更低密度影, 

边界欠清晰, 增强扫描肿块呈渐进性不均匀强化, 延迟扫描轻度强化, 1例术前肺部、肝内转

移, 1 例术后肝内、肺部转移,1 例术后肝脏肿块复发; 病理示瘤细胞多为梭形, 细胞核较肥胖,

形态不规则,部分可见瘤巨细胞,瘤细胞呈束状、漩涡状排列, 间质少,可见炎细胞浸润。免疫

组织化学检查示：V im、CD68 阳性, CK、AFP、S100阴性。 

结论 动态 CT 扫描能较好地显示肝脏原发 MFH 肿瘤内部结构。 

   

 

 

PU-0922 

原发性肝脏肉瘤 CT 诊断价值研究 

 
谭艳,张辉*,王效春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030001 

 

目的 研究原发性肝脏肉瘤 CT 表现及其病理基础，探讨 CT 诊断原发性肝脏肉瘤的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8 例原发性肝脏肉瘤患者 CT 表现及病理表现。 

结果 8 例原发性肝脏肉瘤患者中平滑肌肉瘤 2 例，癌肉瘤 2 例，血管肉瘤 2 例，纤维肉瘤 

1 例，未分化肉瘤 1 例。患者间断性右上腹不适或疼痛 6 例，乏力、纳差 1 例，无明显症

状 1 例。所有患者均无乙肝及肝硬化病史，肿瘤标志物甲胎蛋白均为阴性。CT 平扫示 8 例

患者均为单发肿块或肿块伴有子灶( 肝右叶 7 例，肝左叶 1 例) ，直径 5 ～ 15 cm( 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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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5 cm) ，密度不均、边界不清 4 例; CT 增强扫描示 6 例肿块呈不均匀强化，2 例肿块

强化不明显，其中 1 例未分化肉 

瘤、2 例癌肉瘤、1 例纤维肉瘤及 1 例血管肉瘤呈不均匀渐进性强化，延迟扫描实性部分强

化呈等密度，1 例平滑肌肉瘤呈持续性明显强化，1 例平滑肌肉瘤及 1 例血管肉瘤未见明显

强化。 

结论 动态 CT扫描能较好地显示原发性。肝脏肉瘤内部结构及邻近结构侵犯。结合病史、实

验室检查及 CT 表现，能鉴别原发性肝脏肉瘤与典型的原发性肝细胞癌、胆管细胞癌，但具体

病理类型需依靠病理检查确诊。 

   

 

 
PU-0923 

胃神经鞘瘤多层螺旋 CT 表现及误诊原因分析 

 
侯刚强,沈比先,高德宏 

深圳市南山区人民医院 518052 

 

 

目的 探讨胃神经鞘瘤多层螺旋 CT征象、诊断价值及误诊原因。资料与方法 回顾分析经手术

病理证实的 9例胃神经鞘瘤 CT 图像、病理及临床资料。观察病灶位置、大小、轮廓、边界、

生长方式、增强模式、出血、坏死、钙化及胃周淋巴结等指标。结果 本组病例均表现为单

发、边界清楚的圆形或类圆形肿块，其中 6例位于胃体（胃大弯 4 例，胃小弯 2 例），2 例位

于胃窦，1 例位于胃底。病灶最大径约 2.5 cm～7.4cm，平均 3.2cm。2 例腔外生长，2 例腔内

生长，5例腔内、外生长。平扫病灶表现为均匀低密度，均未见囊变、坏死区及钙化灶。2例

可见溃疡面形成。2例胃周可见肿大淋巴结，病理证实为反应性增生。增强扫描动脉期 4例病

灶轻度均匀强化，5例未见明显强化；静脉期均呈中度均匀强化。其中 4例延迟期进一步强

化。结论 胃神经鞘瘤 CT常表现为边界清楚，密度略低的软组织肿块，无出血坏死和囊变灶，

应考虑胃神经鞘瘤的可能。CT 检查有助于胃神经鞘瘤的定位、定性以及观察肿瘤与周围组织

结构的关系。 

    

 

 
PU-0924 

磁共振动态增强灌注成像评价肝癌血管生成 

拟态及病理对照研究 

 
曹蓉,李若坤,强金伟 

复旦大学附属金山医院 200540 

 

目的 利用磁共振动态增强灌注成像（DCE-PWI）评价血管生成拟态(VM)的变化。 

材料与方法 细胞浓度为 1×10
7
个/ml的 MHCC97-H细胞株悬液 0.2ml/鼠接种于 40只裸鼠的左

侧腹股沟皮下，种瘤后第 2、3、4、5周随机取 10只荷瘤鼠行 DCE-PWI扫描，获得时间信号曲

线（TIC），测量灌注参数 Ktrans，Kep，Ve和 IAUC，统计比较灌注参数与微血管面积

(MVA)、微血管密度(MVD)和血管生成拟态(VM)计数之间的相关性。 

结果 肿瘤 TIC分为三种类型：I型(10/23，43.5%)，缓升型；II型(4/23，17.4%)，速升平台

型；III型(9/23，39.1%)，廓清型，三型间无统计学差异。Ktrans值呈升高趋势，第 5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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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trans值显著高于第 3周[0.141±0.053 (min
-1
) vs 0.077±0.006 (min

-1
)，P<0.001]和第 4

周[0.141±0.053 (min
-1
) vs 0.105±0.006 (min

-1
)，P=0.031]。Kep值呈降低趋势，第 4周

Kep值显著低于第 3周[0.174±0.008 (min
-1
) vs 0.325±0.023 (min

-1
)，P=0.048]。Ve值呈

升高趋势，第 4周 Ve值显著高于第 3周[0.640±0.011 vs 0.416±0.027，P=0.001]；第 5周

Ve值显著高于第 3周[0.633±0.009 vs 0.416±0.027，P=0.005]。IAUC值呈降低趋势，第 3

周的 IAUC值显著低于第 2周 [4.039±0.446(mmol·min/L) vs 7.136±0.614 

(mmol·min/L)，P=0.018]。Ktrans值与 MVD呈正相关（r = 0.338，P=0.029）。 

结论 DCE-PWI可以定量评价肝癌 VM动态变化，定量参数 Ktrans可在微循环水平反应肝癌不

同生长期内皮依赖性血管的变化。 

   

 

 
PU-0925 

对比单指数模型与体素内不相干运动弥散加权成像在子宫体

恶性肿瘤组织学鉴别中的应用价值 

 
刘竞艳,王植 

天津医院 300211 

 

目的：对比单指数模型与体素内不相干运动弥散加权成像（IVIM-DWI）在子宫体恶性肿瘤组织

学鉴别中的应用价值。 

材料和方法：回顾分析 2015.10~2017.5间病理证实、术前行 3T MRI扫描的 83例子宫体恶性

肿瘤的影像资料。分 2组：组 1为 52例 Grade I-II内膜样腺癌；组 2包括 9例 Grade III内

膜样腺癌及 22例少见组织学类型子宫恶性肿瘤。术前均行 13个 b值(0~3,000 s/mm
2
)IVIM-

DWI，应用双指数模型衍生灌注参数（灌注分数 f，假弥散系数 D*及二者乘积 D*•f）与弥散参

数 D，并计算单指数 ADC值。应用 ROC曲线分析上述参数在两组间差异、评价诊断效能。所有

测量数据均计算 ICC。 

结果：D,D*及 f的 ICC分别为 0.989，0.999及 0.993，提示 IVIM数据测量可重复性高。组 1

的 D(0.495±0.104×10
-3
 mm

2
/s)明显高于组 2 (0.399±0.122 ×10

-3
 mm

2
/s) (p＜0.05)。组 1

的 D* (14.132±9.740 ×10
-3
 mm

2
/s)、f (36.08±10.33%) ，D*•f（5.088±3.509×10

-3
 

mm
2
/s）及 ADC (0.471±0.072×10

-3
 mm

2
/s)均显著低于组 2 (D*、 f ，D*•f及 ADC分别为

37.923±30.960×10
-3
 mm

2
/s；46.81±13.55%；17.753±14.481×10

-3
 mm

2
/s；

0.558±0.161×10
-3
 mm

2
/s) ( p≤0.001)。ADC，D， D*，f 及 D*•f鉴别两组肿瘤的 ROC曲线

下面积（AUC）分别为 0.799，0.787，0.958，0.843及 0.901，提示灌注参数诊断效能强于弥

散参数，其中 D*具最强诊断效能。 

结论：不同组织学子宫体恶性肿瘤的 ADC及 IVIM参数不同，IVIM-DWI对肿瘤组织学鉴别具有

较大潜力，特别是灌注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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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926 

含脂肪成分肾细胞癌的影像诊断 

 
韦学 

广西南宁市第二人民医院 530031 

 

目的：回顾性分析含脂肪成分肾细胞癌的影像学表现，以提高术前影像诊断准确率。方法：回

顾性分析我院手术经病理证实的 4例含脂肪成分的肾细胞癌， 1例行磁共振平扫及增强扫

描、DWI及 CS。3例行 CT平扫及增强扫描。结果：4例术前影像诊断均误诊为错构瘤；1例术

后病理为透明细胞性肾细胞癌，伴梭形细胞肉瘤样改变；肿瘤分级（核分级）4级；累及肾被

膜外脂肪组织；肿瘤周围肾盏、肾盂以及肾血管、输尿管等组织未见浸润、残留。肾脏外周脂

肪组织未见转移性结节，未找到肿大淋巴结。3例为透明细胞性肾细胞癌，肿瘤分级（核分

级）2级。4例均单侧发病，右侧 3例，左侧 1例，肿块位于肾中极及中上极实质内并突入肾

周间隙内和肾窦内，其中 1例肿块较大，同时突入肾窦内；2例肿块均可见不完整的假包膜；

肿块密度及信号混杂，其内可见低密度的脂肪组织（CT值约—34HU）和 T1WI可见高信号及

T2WI稍高信号脂肪组织，脂肪抑制序列呈明显低信号，肿瘤实质部分等密度和呈稍长 T1稍长

T2信号，DWI肿块实质部分呈弥散受限高信号表现；而脂肪成分未见弥散受限；增强扫描实质

部分 3例呈快进快出的强化方式，另一例伴梭形细胞肉瘤样变为中度不均匀强化，强化峰值位

于实质期（可能与肉瘤样变有关）。4例肿块内脂肪成分无强化，且均位于肿块边缘。结论：

含脂肪成分的肾透明细胞癌有一定的影像学特征，结合肿块向周围结构侵犯、强化方式、假包

膜及肿块内脂肪成分的位置等进行综合分析，可有效提高术前影像诊断准确率。  

 

 
PU-0927 

右后纵膈占位-异位乳糜池一例 

 
张敏,徐凯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221003 

 

患者，男，55岁，因“体检发现右后纵膈囊性肿块”入院。体格检查：患者心前区无隆起，

心尖搏动正常，腹部平坦，未见异常搏动，触诊腹肌软，无压痛反跳痛，肝脾肋下未触及，肝

-颈静脉回流征阴性，T 36.3℃，P 78次/分，R 19次/分，Bp 120/90mmHg。 CT胸椎平扫+

增强示：T10、T11椎体右前方与腹主动脉后方见形态不规则的低密度影，密度均匀，边界清

楚，最大横截面约 43mm×41mm，囊壁薄。增强扫描未示明显强化，平扫 CT值约 8.3 HU（图

1），动脉期 CT值约 8.9 HU，静脉期 CT值约 8.6 HU（图 2、3）。膈肌角、肋间血管受压推

移，未见明显侵犯（图 4）。腹主动脉未见明显受压，胸椎椎体未见明显侵犯。（图 5）。手

术及病理 在胸腔镜下行右后纵膈囊性病灶切除术，术中见右胸腔后下纵膈旁一囊性占位，直

径约 4 cm，形态欠规则，包膜完整，与胸主动脉、奇静脉、迷走神经有部分粘连。切出后肉

眼所见为一堆黄灰红组织。最后病理诊断：（右后纵膈）异位乳糜池。 

讨论：乳糜池为胸导管的起始部位，正常情况下位于第 11胸椎至第 2腰椎之间，平均长度为

3cm，由左、右腰干和肠干汇合而成。据统计，乳糜池的显示率为 71%，均位于腹膜后隙内。

乳糜池的形态变异较大，多数呈粗细不等的管形，其次是倒”V”形和梭形，部分为结节状，

少数呈点状或腊肠状。由于其形态的多样性，在影像及临床上很容易被误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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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928 

Evaluation on the feasibility and accuracy of using 

spectral imaging and material separation method to 

quantify fat content. 

 
Chen Cen,Li Xin,Liu Hongran,Wang Miao,Han Ping,Zhang Yu 

Union hospital， TongJi medical college of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430022 

 

Objectives: Our first goal was to build in vitro fat-water model and liver-fat 
model in order to provide a tool for fat content quantification in clinical 

applications. The second goal was to evaluate the feasibility and accuracy of 

using spectral imaging and material decomposition techniques to measure fat 

density. 

Materials and methods: Fat-water suspension samples and liver-fat mixture samples 

were prepared as described. For the fat-water model (Model A), a series of various 

concentrations containing homogeneous mixed fat and water were prepared. For the 

liver-fat model (Model B), eleven homogeneous liver-fat mixed samples with various 

fat weight content. All samples from two models were scanned using a GE Discovery 

HD750 CT scanner following standard protocol. The scanning was set as spectral 

imaging mode with rapid tube voltage change between 80-140 kVp. 101 sets of 5mm 

monochromatic images were regenerated with energies from 40KeV to 140KeV. CT 

scanning images were reconstructed for material separ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Material separation technique (water-fat bases) was applied to measure the fat 

density. Each sample was tested at three different regions for average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A linear regression was performed using SPSS16.0 software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easured fat concentration and the actual fat 

concentration. P value less than 0.05 was considered to indicate a linear 

correlation. 

Results: (1) We have developed two models for in vitro fat content quantification. 
In model A, with the designed concentration series, the gradient range covered 

clinical fat content in different body regions. Model B provided a novel way to 

investigate in vitro fat content. Compared to the conventional fat-water model, it 
utilized animal fat instead of plant oil. The preserved cellular content also 

better mimicked the human body environment. (2) Both model showed good 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easured fat concentration and actual concentration. 

Model A revealed a linear correlation equation of y = 19.506x - 28.335, R² = 

0.9935, P<0.001, F=1695.783. In model B, the linear correlation equation was y = 

17.315x - 3.8068, R² = 0.994, P<0.001, F=1657.395. 

Conclusions: Spectral imaging and material separation techniques were demonstrated 

to provide accurate and reliable measurement of fat content for both water-fat and 

liver-fat model, which will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clinical fat content 

quantification ass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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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929 

 体素内不一致运动成像在贲门癌中的初步应用 

 
邵楠楠 

河南省肿瘤医院 450000 

 

目的 分析贲门癌体素内不一致运动（introvoxel incoherent motion，IVIM）磁共振成像与

正常贲门间 IVIM各参数的差异，初步探讨 IVIM成像在贲门癌诊断中的应用。方法 回顾性分

析 30例贲门癌患者与 30例贲门正常患者 MRI资料，所有患者行 MR常规扫描和双指数模型

IVIM扫描，测量两组患者的 IVIM参数：标准 ADC、D、D*和 f值，进行两组独立样本 t 检验分

析。结果 贲门癌组 ADC、D、D*和 f分别为（1.18±0.35）×10
-3
mm

2
 /s、（0.63±0.67）

×10
-3
mm

2
 /s、（21.29±18.83）×10

-3
mm

2
 /s、0.37±0.37，贲门正常患者 ADC、D、D*和 f值

分别为（1.56±0.38）×10
-3
mm

2
 /s、（1.32±1.06）×10

-3
mm

2
 /s、（8.59±3.98）×10

-3
mm

2
 

/s、0.70±0.22，贲门癌组 ADC、D、f值低于正常组，D*值高于正常组。两组参数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t值分别为 2.920、2.473、2.325、2.923；P=0.006、0.027、0.019、0.006 

<0.05) 。结论 贲门癌组 ADC和 D值较低，D*较高具有一定特征性，有助于贲门癌的诊断。 

   

 

 
PU-0930 

胃间质瘤 64 例 CT 检查影像学分析 

 
马少君,周理乾,樊国锋 

陕西省人民医院 710068 

 

目 的：探讨 64例胃间质瘤的 CT表现。 方 法：收集经病理组织学检查和免疫组化检测证实

为胃间质瘤 64例患者进行 CT检查，观察影像学表现， 依照病变位置、 大小、形态、边缘、

生长方式、静脉对比增强方式、增强强度、邻近器官的侵犯、 溃疡、 瘘管、 钙化、 肠系膜

脂肪浸润、 淋巴结肿大及远处转移的存在，进行统计学分析，探讨特征性表现。 结 果：肿

瘤病变位置多位于胃体(P =0.024)；病变生长方式存在统计学意义(P =0.049)，较多表现为外

生性生长（46%）；多表现为中度增强(P =0.000)，较少出现邻近器官的侵犯、钙化、 肠系膜

脂肪浸润、 淋巴结肿大及远处转移 (P =0.000，P =0.000，P =0.000，P =0.000，P 

=0.000)；肿瘤大小和生长方式，肿瘤大小和增强方式无统计学关联(P = 0.933，P =0.859)。 

结 论：胃间质瘤具有特征性的 CT影像学特征及临床特征，掌握其特征对于肿瘤的诊断、治

疗、及预后评价具有重要意义。  

 

 

PU-0931 

先天性阴道发育异常的 MRI 诊断 

 
徐生芳,杨来虎,朱大林,钱吉芳,杨爱萍,赵丽,李芸芝 

甘肃省妇幼保健院 730050 

 

目的:探讨先天性阴道发育异常的 MRI 影像表现, 分析其影像特征，提高对该病的认识。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宫腹腔镜及手术证实的 40例先天性阴道发育异常患者的 MRI资料，依据 AFS女

性生殖道畸形分类系统中阴道发育异常分类对各种发育异常进行影像学诊断及分型。结果: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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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先天性阴道发育异常分类以结合临床术前 MRI检查及术后诊断，先天性无阴道 15例，阴道

斜隔综合征 7例,阴道闭锁 7例,阴道横隔 2例,阴道纵隔 6例,处女膜闭锁 3例。结论:先天性

阴道发育异常的 MRI影像表现有一定特征，MRI能更准确地评估阴道发育不良的类型及相关并

发症以及做出客观的评价和诊断，可作为术前影像评估的最佳有效的检查方法。  

 

 

PU-0932 

卵巢透明细胞癌的 MRI 表现 

 
徐生芳

1
,杨爱萍

1
,杨来虎

1
,朱大林

1
,钱吉芳

1
,赵丽

1
,李芸芝

1
,钱吉芳

1
,赵丽

1
,李芸芝

1
 

1.甘肃省妇幼保健院 

 

目的 探讨卵巢透明细胞癌的 MRI特征。方法 回顾性分析 11例经手术病理证实的卵巢透明细

胞癌的 MRI表现。结果 11 例均为单侧病变，肿块较大， 11例为囊实性，囊实性肿块 10例以

囊性成分为主伴多发结节。结论 卵巢透明细胞癌 MRI表现有一定特征，有助于临床上进行诊

断及鉴别诊断。  

 

 
PU-0933 

多排螺旋 CT 诊断腹腔脓肿的临床意义 

 
刘海燕 

亳州市人民医院 236800 

 

目的：探讨腹腔脓肿的多排螺旋 CT影像学表现及临床意义。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 21例经手

术、穿刺证实的腹腔脓肿患者的影像资料，观察腹腔不同部位脓肿的分布特点、邻近脂肪间隙

渗出情况、腹腔积液分布特点及其周围组织的 CT征象。结果：结合多排螺旋 CT多平面重建

（MPR），21例腹腔脓肿 CT 定位正确诊断率达 100.0% ，位于回盲部 11例，结肠旁沟 2例，

肝胃间隙 2例，十二指肠旁 3例，盆腔内 2例，小网膜囊、大网膜、乙状结肠旁各 1例。定性

诊断正确率 95.2%（20/21），1例十二指肠旁脓肿误诊为消化道间质瘤。其中阑尾炎 11 例，

胆囊结石、胆囊炎穿孔 1例，消化道穿孔 6例，异物包裹脓肿 2例。21例形成脓肿包块、周

围脂肪间隙模糊，9例脓肿含气液平面，5例合并腹腔积气。结论：多排螺旋 CT 平扫及增强

扫描结合 MPR不仅早期发现腹腔脓肿，分析腹腔脓肿原因，还可以通过脓肿壁强化特点，进行

脓肿分期，为临 

床治疗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 

   

 

 
PU-0934 

DTI 定量参数对子宫肉瘤和变性子宫肌瘤的鉴别诊断价值初探 

 
牛淼,刘爱连,田士峰,徐明哲,张钦和,李烨,赵莹,陈安良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6011 

 

目的 初探弥散张量成像（DTI）定量参数对子宫肉瘤和变性子宫肌瘤的鉴别诊断价值。方

法 回顾性分析本院 2008年 9月至 2017年 2月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14例子宫肉瘤（US）和 30

例透明变及粘液样变的变性子宫肌瘤（DH）患者的临床资料，二者年龄及平均年龄分别是 49-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3081 

 

85岁和 67.4±9.6 岁、28-62岁和 44.8±8.0 岁，均行 1.5TMR 检查，扫描序列：T1WI、T2WI、

DWI、DTI、LAVA。在 ADW4.6 工作站上应用 Functool软件对 DTI和弥散加权成像（DWI）序列

的图像进行后处理，由两名观察者分别测量病灶实质区 DTI的表观弥散系数 ADC（ADC
T
）值和

各向异性分数（FA）值，以及 DWI的 ADC值。将所测得的上述值进行组内相关系数（ICC）检

验，如一致性良好，则采用两位观察者测量的平均值进行比较。使用独立样本 t检验比较 ADC
T

值、ADC值和非参数检验比较 FA值在 US与 DH之间的差异。应用 ROC曲线分析 ADC
T
值、FA值

和 ADC值鉴别 US与 DH的诊断效能。结果 两位观察者所测量的各参数一致性良好（ICC 值均

>0.75）。US的 ADC
T
值、FA 值和 ADC值均小于 DH，分别为 1.108±0.200vs1.624±0.225

（×e
-9
mm

2
/s）、0.168（0.125,0.180）vs0.254（0.207，0.318）、

1.118±0.240vs1.700±0.096（mm
2
/s），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ADC

T
值

≤1.322×e
-9
mm

2
/s、FA值≤0.192、ADC值≤1.297mm

2
/s 为诊断 US的界值，对应的敏感度和特

异度分别为 96.7%和 92.9%、86.7%和 85.7%、78.6%和 90%，AUC分别为 0.974、0.831、

0.888。 

结论 DTI定量参数能有效鉴别 US与 DH，其中 DTI的 ADC
T
值较 DWI的 ADC值具有更好的诊断

效能。 

   

 

 

PU-0935 

同层 2D 动态 MRCP 对不明原因胆总管扩张的诊断价值 

 
徐俊,谢雪平,武刚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青浦分院 201700 

 

目的：探讨同层 2D动态 MRCP 对不明原因胆总管扩张的诊断价值。 

方法：选择 2014-2015年间不明原因胆总管扩张患者行动态 MRCP检查。采用 GE SignaHDe 

1.5T磁共振，先做常规 2D-MRCP检查，以胆总管下端为中心放射状定位，间隔 15度角，选择

一个能良好显示胆管、胰管括约肌段汇入十二指肠的角度，连续屏气扫描，采集 18帧图像，

采集持续时间约 5分钟。扫描参数：层厚 50-60mm，FOV为 30cm，矩阵 320×288，TR6000ms，

TE900ms。由两名医师共同探讨方式进行诊断，结果与 ERCP、手术和病理及临床随访结果进行

比较，用 Stat11软件进行统计。 

结果：共有 69例病例入选，所有病例均完成检查且成像质量符合诊断要求，检查所需时间约

为 5~7分钟。动态 MRCP检查 Oddi括约肌舒张次数为 0-15 次，平均 5.4次。发现 9例乳头

癌，4例胆总管下端癌，1例胰头癌， 27例胆总管远端小结石，5例泥沙样结石，6例乳头旁

憩室，17例原因不明。与随访结果比较，动态 MRCP诊断总的敏感性为 78.3%，特异性为

73.3%。根据血清总胆红素水平将病例分为梗阻性黄疸组 24例和非梗阻性黄疸组 45例，梗阻

性黄疸病例舒张的平均次数为 4.2次，少于非梗阻性黄疸组的 5.8次（t检验，

P=0.016<0.05）。根据随访结果分为恶性扩张组 13例和良性扩张组 43例，恶性组平均舒张次

数为 4.2次，良性组为 4.9 次，两组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t检验，P=0.58>0.05）。 

结论：动态 MRCP能显著提高胆总管下端小结石、十二指肠乳头旁憩室、胆总管下端癌及十二

指肠乳头癌的检出率。梗阻性黄疸患者，动态 MRCP检查胆总管 Oddi括约肌舒张次数减少。大

多数壶腹部表现为 Oddi括约肌舒张次数明显减少，但也有少数尤其是十二指肠乳头癌表现为

Oddi括约肌的持续舒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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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936 

MRCP 在诊断小儿胆道闭锁中的应用 

 
蔡静怡,张旭 

哈尔滨市儿童医院 150010 

 

目的：探讨 MRCP 在小儿胆道闭锁（胆汁淤积）中的应用。病例均经手术病理证实, 年龄在 0-

-2月，症状主要为巩膜黄染，在生理性黄疸消退期黄疸未退，粪便颜色变浅。胆道闭锁分

型：Ⅰ型胆总管闭锁，肝管已形成，胆总管部分或全部缺如或闭锁，因此肝外胆管成一盲袋，

内有胆汁，有的亦有含胆汁的正常胆囊；Ⅱ型肝管闭锁，少数病例肝管闭锁，但胆囊胆总管未

闭与十二指肠相通；III型：肝门部闭锁，不论肝外胆道有无腔隙，因肝门内部胆管闭锁无法

与肠道做吻合，亦称“不能吻合型”。 

方法：搜集 2016-2017年间本组病例 11例，均行胰胆管水成像（MRCP）检查，序列包括

TRAT2WI、T1WI，CORT2WI，2DMRCP，3DMRCP，并经手术病理证实。其中包括胆道闭锁 9例，胆

汁淤积 2例，9例胆道闭锁中Ⅰ型 8例，III型 1例。 

结果：磁共振胰胆管造影（ MRCP）是利用重 T2加权脉冲序列来显示具有非常长 T2弛豫时间

组织结构的技术。由于流空现象在影像上表现为信号缺失，只有静止或相对静止的液体表现为

高信号。而胆管系统内的胆汁属于相对静止的液体，因此 MRCP可清晰显示胆管系统的形态结

构。本组病例 MRCP所见胆囊干瘪或不显影，肝内外胆管显示不清，与手术中所见基本一致。 

结论：胆道闭锁(biliary atresia，BA)是新生儿期一种少见的严重黄疸性疾病，但却是新生

儿梗阻性黄疸时需要外科处理的主要问题。胆道闭锁的早期诊断仍十分困难，所使用的诊断方

法形式繁多，手段各异，胰胆管水成像（MRCP）技术由于成像清晰、无创及无辐射等优点逐渐

被外科所认可，作为继实验室及超声等另一种较为重要的辅助诊断方法之一。 

   

 

 

PU-0937 

基于磁共振表观扩散系数（ADC）图的纹理分析为鉴别肝细胞

癌（HCC）和肝血管瘤（HHA）的可行性研究 

 
鞠烨,刘爱连,李烨,赵莹,牛淼,宋清伟,徐斌,魏强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6011 

 

目的 探讨基于磁共振表观扩散系数 ADC图纹理分析技术在鉴别肝细胞癌和血管瘤中的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本院行肝脏 MRI检查患者 56例（男 29例，女 27例，平均年龄 59岁），其

中经过手术病理及临床诊断肝细胞癌 31例；经临床及影像诊断肝血管瘤 24例。两组患者均行

美国 GE公司 1.5T MRI常规 T1WI、T2WI扫描、DWI（b=0,600 s/mm
2
）序列扫描，MRI图像均

由笔者及一名具有五年以上腹部影像诊断工作的影像科医师进行独立阅片分析和测量。将

DICOM 格式的 ADC图像导入 Omni-kinetics (OK)软件进行纹理及直方图分析得到未经滤过的

原始细纹理图像。纹理分析主要参数包括能量值、熵值、偏度值和峰度值。对照 T1WI、T2WI

及 DWI图像，选取病灶信号较均匀层面进行测量，记录能量值、熵值、偏度值和峰度值。采用

SPSS17.0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应用组内相关系数检验（ICC）对两名测量者测量

结果的一致性进行检验；比较两组病灶各模型参数值采用两独立样本 t检验。并对有统计学意

义的纹理参数进行 ROC曲线分析, P< 0.05认为有统计意义。结果 两组病例各参数值（能量

值、熵值、偏度值和峰度值）两名观察者测得 ICC值均高于 0.75。HCC组的能量值

（0.02±0.03）明显低于 HHA（0.12±0.27）(P<0.05)。而熵值、偏度值和峰度值两组之间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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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明显的统计学差异（P>0.05）。ROC 曲线分析显示，以能量值 0.06 为鉴别 HCC与 HHA的阈

值，其 ROC 曲线下面积、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0.733、71.3%和 70.0%。结论 磁共振 ADC图

的纹理分析技术对鉴别肝细胞癌和血管瘤有一定帮助。  

 

 
PU-0938 

胃低分化神经内分泌癌与低分化腺癌的 CT 表现及对照研究 

 
刘畅,韩冬,张海龙,孙娜娜,张玉东,刘希胜 

江苏省人民医院 210029 

 

目的：探讨胃低分化神经内分泌癌(Poor-differentiated gastric neuroendocrine 

carcinomas, PD-NECs)和胃低分化腺癌(poor-differentiated gastric adenocarcinomas, 

PD-ADCs)的 CT表现，并对两者进行比较，以提高诊断准确率。 

材料和方法：搜集经病理证实为 PD-NECs的 29例及 PD-ADCs的 29例患者，回顾性分析其临床

资料及 CT表现，并采用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对两者进行比较。 

结果：在单因素分析中，PD-NECs较 PD-ADCs病灶最大长径更小（P=0.002），边界更清楚

（P<0.001），病灶表面有完整的黏膜覆盖（P<0.001）且动脉期病灶与正常胃黏膜的 CT值之

比更高（P=0.004）。多因素分析显示病灶表面完整的黏膜覆盖（OR=0.028，95%可信区间为

0.001-0.863，P=0.041）及动脉期病灶与正常胃黏膜 CT值之比（OR=0.015，95%可信区间为

0.000-0.495，P=0.019）是影响 PD-NECs和 PD-ADCs两者鉴别诊断的独立因素。受试者工作特

征（ROC）分析表明，肿瘤最大长径及动脉期病灶与正常胃黏膜 CT值之比对两者鉴别均具有中

等价值（AUC分别为 0.74和 0.72）。 

结论：在 CT表现上，PD-NECs 较 PD-ADCs病灶偏小，边界更清，病灶表面有完整黏膜覆盖的

几率更高且动脉期病灶强化更明显。 

 

   

 

 
PU-0939 

Intravoxel incoherent motion (IVIM) imaging for 

differential diagnosing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hepatic hemangioma (HH) and hepatic metastasis 

(HM) 

 
Ju Ye,Ailian Liu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Dalian Medical University 116011 

 

OBJECTIVE To compare the pure molecular diffusion, D, perfusion-relateddiffusion, 

D
*
, and perfusion fraction, f of the intravoxel incoherent motion(IVIM) theory in 

differentiating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s (HCCs),hepatic hemangiomas (HHs) and 

hepatic metastasis (HMs),forproviding a valuable method for the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these three parenchyma tumors of liver. 

SUBJECTS AND METHODS This retrospective study was approved by our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and written informed consent was waived. Seventy-one patients (40 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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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s. 31 women, mean age62 years old) with 33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s (HCCs), 24 

hepatic hemangiomas (HHs) and 14hepatic metastasis (HMs were enrolled in this 

study and inspected conventional MR and IVIM-MR examination with 1.5-T MR imager 

from January 2015 to October 2015.MRI protocol containing the routine T1WI, T2WI 

and 19 b values (0, 10, 30, 50, 80, 100, 120, 150, 180, 200, 300, 500, 800, 1000, 

1200, 1500, 2000, 2500 and 3000 s/mm
2
) were used to evaluate diffusion and 

perfusion characteristics of IVIM.IVIM parameters (ADC, D, D
*
, and f) of HCC, sHHs 

and HMs were measured by using the FuncTool on GE AW4.6 workstation.The MR images 

were blindly reviewed and analyzed by two observers who have 3 and 10 years’ 

experience of MR diagnosis respectively. The SPSS17.0 statistical software has 

been used for the data analysis, pvalue less than 0.05 was considere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ICC) test was 

applied to test the consistency of two observers; compared the ADC, D, D
*
, and f 

of the three groups by Mann-Whitney test, respectively. 

RESULTS The ICC values of the IVIM parameters (ADC, D, D
*
, and fwere all greater 

than 0.75 in the three groups, exhibiting an amenable consistency; The ADC, D and 

f of the HH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p < 0.05) than the HMs. But the D
*
 did not 

show any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HHs and the HMs (p > 

0.05); The ADC, D and f of HH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p < 0.05) than HCCs, 

while the D
*
 of HH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p < 0.05) than HCCs;TheADC, D, D

*
, 

and fdid not show any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HCC and the 

HMs (p > 0.05). 

CONCLUSION According to our study, the HHs, HCCs and HMs showed different IVIM 

parameters (ADC, D, D
*
, and fvalues). D and f wa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in 

malignant tumors. The reduction inD* reflects tumorsdecreased perfusion in 

HCCs.IVIM imaging facilitates understanding of tumor tissue characteristics of 

perfusion and diffusion, and it may provide more useful information to distinguish 

hemangiomas from other two malignant tumors.  

 

 
PU-0940 

Intravoxel incoherent motion (IVIM) and diffusion 

kurtosis imaging (DKI) for differential diagnosing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from hepatic 

hemangioma (HHA) 

 
Ju Ye,Ailian Liu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Dalian Medical University 116011 

 

Purpose  

MRI is widely used for the evaluation of patients with liver diseases because of 

its excellence in the depiction of soft tissue by means of various physiologic and 

functional imaging sequences. In particular, Intravoxel incoherent motion (IVIM) 

and diffusion kurtosis imaging (DKI) been adopted to neuroimaging, prostate and 

soft tissue tumors.
[2-5]

Our study was to assess the IVIM and DKI parameters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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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tial diagnosing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and hepatic hemangioma 

(HHA). 

Methods 

Thirty-eight consecutive patients (25 men: 13 women, mean age, 59 years) with 21 

HCCs, 17 HHAs were enrolled in this study and inspected conventional MR and IVIM-

MR and DKI-MR examination with 1.5-T MR imager from January 2015 to October 2015. 

MRI was performed using a 1.5-T MR imager (GE-Signa HDXT) in a protocol containing 

the routine T1WI, T2WI, IVIM (b= 0, 10, 30, 50, 80, 100, 120, 150, 180, 200, 300, 

500, 800, 1000, 1200, 1500, 2000, 2500 and 3000 s/mm2) and DKI (b =0, 1000 and 

2000 s/mm2, in 15 directions). IVIM parameters (ADCstandard, ADCslow, ADCfast, and 

f) and DKI parameters (MD, Da, Dr, MK, Ka, Kr) of HCC and HHA were measured by 

using the FuncTool on GE AW 4.6 workstation. The SPSS17.0 statistical software has 

been used for the data analysis, P value less than 0.05 was considere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Compared these parameters of the HCC and HHA by Mann-

Whitney test. The ROC curves of all the parameters were drew and analyzed. ICC 

test was performed to examine the consistency of the measurements between the two 

observers, ICC≥ 0.75 was defined as good, 0.75 > ICC ≥ 0.40 was as defined as 

general, ICC<0.4 was defined as bad. 

Results and Discussion 

The ICC values of the IVIM and DKI parameters were all greater than 0.75 in the 

three groups, exhibiting an amenable consistency. The ADCstandard, ADCslow and f 

of HHA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p < 0.05) than HCC, while the ADCfast of HHA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p < 0.05) than HCC. The MK, Ka, Kr of HCC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p < 0.01) than that of HHA, while the mean MD, Da, Dr of HCC 

was found to be significantly lower (p < 0.01) than the HHA. The area under the 

ROC curve of all parameters were 81.7%(ADCstandard), 70.8%(ADCslow), 

66.0%( ADCfast), 76.6%(f)，89.4%(MD), 85.3%(Da), 87.1%(Dr), 89.6%(MK), 84.0%(Ka), 

83.8%(Kr).The ROC analyses showed that there was a greater AUC of MK than other 

parameters. When MK value ≥0.584 , th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were 76.2%. 

and 100%. 

Conclusion 

According to our study, the HCC and HHA showed different IVIM parameters (ADCstandard, 

ADCslow, ADCfast and f values) and DKI parameters (MD, Da, Dr, MK, Ka, Kr). IVIM and 

DKI can supply many meritorious parameters, combining with the IVIM and DKI may 

help in increasing th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of antidiastole. 

   

 

 
PU-0941 

皮下注射肝素钙后血肿形成一例 

 
成海雁,兰红琳,周大庆 

晋城市人民医院 048000 

 

患者, 女，60岁，于 2周前因头晕头痛不适就诊于当地医院，预防性使用肝素药物，后患者

出现右下腹包块，伴有腹胀不适，就诊于上级医院，完善相关检查后考虑腹腔包块，性质待

定，经消炎、补液、输血等治疗后腹部包块无明显变化，随后转入我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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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检查：本院 MRI检查示下腹部巨大异常囊性包块影，T1W显示包块呈明显高信号，其内可

见斑片状不均匀低信号（图 1），T2W-SPAIR显示包块内以高信号为主，混杂斑片状低、稍低

信号（图 2），DWI显示包块内呈高低混杂信号（图 3），动态增强扫描延迟期包块边缘可见

环形强化（图 4），肿块与腹壁肌肉关系密切，MRI诊断考虑血肿可能性大。 

   

 

 
PU-0942 

Diagnostic value of MRI and CT in anorectal malignant 

melanoma 

 
Li peng 

Tianjin Union Medical Centre 300121 

 

Abstract: 

Here we reports 12 cases of anorectal malignant melanoma (ARMM) which is very rare 

in incidence. Patients who visited our clinic and were diagnosed as ARMM between 

Jan 2015 until Dec 2015 were included (n=12). All cases were confirmed by 

pathological reportsPatients were examined by either CT or MRI or CT combined with 

MRI before they underwent remission operation. Due to the paramagnetic 

contribution from melanin, the short T1 and short T2 signal in MRI were specific 

to melanoma. MRI is reliable in the early diagnosis of ARMM which is confirmed by 

pathological report. Therefore, we advocate the application of radiological screen 

using MRT for those patients with mole in anorectal region and abnormal 

Colonoscopy findings.  

 

 
PU-0943 

MiT 家族易位性肾细胞癌：15 例患者影像学特征探究 

 
刘伟

1,2
,周良平

1
 

1.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2.上海市医学影像研究所 

 

目的 分析 MiT家族易位性肾细胞癌的影像学表现，结合临床病理，提高对该类罕见肿瘤的认

识。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手术病理证实的 15例 MiT家族易位性肾癌（14例 Xp11.2 RCC 及

1例 t（6;11）RCC）患者，观察其位置、大小、边缘、出血、囊变、钙化、密度、信号、强

化等特点，并与临床病理对照。 结果 14例 Xp11.2 RCC 患者（男 4例，女 10例），年龄

14-42岁，平均年龄 26 岁，位于肾髓质者 12例，最大径<4cm 者 3 例、≥4cm者 11 例，11 例

边缘清晰，出血 8 例，均有坏死囊变；CT平扫中 4/8 例出现钙化，肿瘤实质部分密度较肾皮质

高；MR上以混杂信号为主，与肾皮质相比，肿瘤主体信号在 T1WI稍高（7/9）、T2WI 稍低

（6/9）；增强呈持续性轻中度强化。1例年轻男性 t（6;11）RCC 患者，29岁，最大径约

14cm，边缘清晰，内见出血，主体位于肾实质。MRI平扫与肾皮质相比呈 T1WI稍高、T2WI 稍

低信号，增强呈不均匀持续性中度强化，未见淋巴结和远处转移。 结论 肾脏肿瘤患者，若

病灶主体部分位于髓质，界清，明显不均质，增强呈持续轻中度强化，尤为重要的是年纪轻，

http://www.iciba.com/paramagnetic_contribution
http://www.iciba.com/paramagnetic_con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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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应考虑到 MiT家族易位性肾癌。但影像学无法完全区分 Xp11.2 RCC与 t（6;11）RCC，也

许肿块较大提示 t（6;11）RCC 的可能性大。  

 

 

PU-0944 

小儿腹膜后交感神经源性肿瘤的影像学表现 

 
李兴华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710004 

 

目的：探讨小儿腹膜后交感神经源性肿瘤的影像学表现，以提高术前诊断准确性。 

方法：经手术病理证实的小儿腹膜后交感神经源性肿瘤 22例，所有患儿术前均行影像学检

查，其中 12例行 CT平扫和（或）增强扫描，12例行 MRI平扫。复习 CT及 MRI扫描结果并和

手术病理作回顾性对照，结合文献进行分析、总结腹膜后交感神经源性肿瘤的影像学特点。 

结果：22病例中，男 10例,女 12例,年龄 1～10岁,平均年龄 4.9岁。其中神经节细胞瘤 8

例；神经节神经母细胞瘤 1例；神经母细胞瘤 13例。神经节细胞瘤属于良性肿瘤，主要表现

为类圆形或卵圆形软组织肿块，边界清晰，局部沿器官间隙呈嵌入生长，周围组织受推挤，无

侵犯；CT平扫肿瘤为接近于水的低密度，其中 1例可见点状及小结节样钙化；CT增强表现为

肿块内条片状渐进性中等程度不均匀强化；MRI平扫 T1WI 为低信号，与肾髓质信号相似，

T2WI以稍高信号为主的混杂信号，肿块内可见条索状低信号分隔，其中 2个病例中肿块包绕

临近动脉血管，血管管腔无狭窄。神经节神经母细胞瘤属于交界性肿瘤，MRI平扫 T1WI 表现

为以低信号为主的混杂信号，T2WI表现为稍高信号为主的混杂信号，病灶内可见出血信号，

肿块轮廓光整，边界尚清晰，无跨越中线及沿器官间隙嵌入生长趋势。神经母细胞瘤属于恶性

肿瘤，表现为不规则形软组织肿块，边缘呈分叶状并呈侵袭性生长，边界不清晰，CT增强扫

描表现为中等程度不均匀强化，肿块内可见大片坏死，并可见点状及块状钙化，MRI平扫 T1WI

表现为混杂低信号，与肾髓质信号相似，T2WI表现为稍高信号为的混杂信号，肿块跨越中线

生长，临近血管被包绕并管腔狭窄，其中一例腹膜后可见淋巴结转移。 

结论：不同交感神经源性肿瘤的影像表现既有相似之处又存在区别，结合肿瘤的病理基础，突

出其根本征象并与其他征象结合，有 助于提高诊断的准确性。  

 

 

PU-0945 

原发性透明细胞型肝癌的 CT 表现与病理对照观察 

 
王夏婉 

河南大学淮河医院 475000 

 

目的：探讨原发性透明细胞型肝癌（PCCCL）的 CT表现及病理特征。 

方法：回顾性分析 12例经病理证实的 PCCCL的 CT图像特点，并与病理结果对照，分析总结该

病的 CT表现及病理基础。 

结果：12例患者中，11例为单发病灶，1例为肝左右叶同时累及的多发病灶并同时伴有肝内

及肺内多发转移。病灶最大径 1.3cm～15.8cm，其中直径<4 cm者 7例，直径>10cm者 5例。

平扫 11例呈低或等密度，其中 9例密度不均，5例内可见 CT值约—10~—30 HU的脂肪密度

影，且均出现在直径>10cm 的病灶中。增强扫描，8例动脉期轻度强化，门脉期持续轻度强

化，病理证实透明细胞比例较高；4例动脉期明显强化，密度高于正常肝组织，门脉期呈相对

低密度，病理证实透明细胞比例相对略低。5例肿瘤内见结节状强化的软组织密度影。6例可

见环形的包膜样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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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PCCCL的影像表现相对不典型，病灶大小不一，强化方式多种多样，但又有其自身特

点，比如瘤内明显强化的结节影及较大的肿瘤更易出现瘤内脂肪成分等。由于肿瘤细胞富含糖

原和脂质成分，其强化方式与透明细胞比例密切相关，当透明细胞比例较高时，肿瘤分化较

好，呈“慢进慢出”的强化方式，当透明细胞比例较低时，呈“快进快出”的表现。CT 检查

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其病理特点，但最终诊断仍需结合病理。  

 

 
PU-0946 

肾上腺节细胞神经瘤 CT 及临床特征研究 

 
常丽阳,岳松伟,高剑波,王会霞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探讨肾上腺节细胞神经瘤的 CT表现特点及临床特征，提高肾上腺节细胞神经瘤的诊断

准确性。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2~2016年 23例经手术病理证实的肾上腺节细胞神经瘤患

者的临床及影像资料。所有患者均行 CT平扫加增强扫描。结果：23例均为单侧发生，其中 6

例位于左侧，17例位于右侧。病灶最小者约 2.6cm×1.3cm，最大者约 6.7cm×10.8cm，呈圆

形、椭圆形或不规则形，23 例均边界清晰，CT平扫 20例呈密度均匀的稍低密度肿块，3例呈

囊实性混杂密度肿块，其中 6例伴有点状或碎屑状钙化。增强扫描病灶多数动脉期强化不明显

或轻微强化，静脉期呈轻度渐进性强化。18例推压周围组织，并其中 1例包绕下腔静脉。15

例具有桃尖征。结论：肾上腺节细胞神经瘤具有一定的 CT特征，CT动态增强扫描结合临床资

料，对其诊断具有重要价值，便于临床制定治疗方案。  

 

 
PU-0947 

彩超及 MSCT 诊断胡桃夹综合征的效率分析 

 
邓亚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九医院 661600 

 

的：探讨多层螺旋 CT（MSCT）及断层超声显像（TUI）对胡桃夹综合征（NCS）的诊断价值。

方法：回顾性分析经血管造影（DSA）证实的 50例血尿患者的 TUI 及 MSCT检查资料，对比分

析 TUI、MSCT的诊断效率。结果：TUI、MSCT对 NCS的敏感度分别为 95.1%、100%，特异度分

别为 88.9%、100% ，总符合率分别为 93.5%、96.3%。 

结论：TUI初步筛选胡桃夹征，MSCT显示 LRV周围解剖结构更清晰  

 

 

PU-0948 

双能量 CT 诊断痛风石沉积的价值 

 
张云平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九医院 661600 

 

目的 探讨双能 CT(dualenergycomPutedtomograPhy，DECT)对痛风石沉积的诊断价值。 方法 

搜集我院从 2010年 1月至 2017年 3月以来经证实的痛风石患者 15例（男性 10例，女性 5

例），平均年龄 40岁。将 15例患者在双源 CT进行了双手或双足的 DECT扫描，并利用痛风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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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进行分析，以蓝色色伪彩色显示；然后通过观察软件上的颜色变化是否能显示痛风石及其

分布情况。15例患者均在我科柯达魔戒 DR直接数字化 X 线摄影机上摄取双手和双足的标准正

斜位片。 结果  15例患者双手或双足均能看到骨内或骨外红色伪彩色，颜色以指间关节及其

周围软组织最显著。 结论 DECT能以伪彩色的形式显示痛风石及其分布情况，对痛风石的临

床分析有很高的应用价值，不仅能早期诊断痛风石，并且能在 X线及普通 CT平扫之前发现病

灶。  

 

 

PU-0949 

腹壁血管外皮细胞瘤 1 例影像表现及文献复习 

 
王艳微 

厦门市医学院附属医院厦门市第二医院 361000 

 

目的  报道 1例腹壁血管外皮细胞瘤并探讨其临床特点及影像学表现。方法 回顾性分析 1例

腹壁血管外皮细胞瘤的临床资料及其影像表现，并查阅相关文献对其影像学特点进行总结。结

果 左下腹壁软组织肿块影，边缘模糊，平扫 CT值约 17－52HU，大小约 5.7cm×6.5cm，增强

扫描动脉期病灶明显强化，CT值约为 147Hu，瘤内见粗大迂曲血管影，左髂外动脉延伸腹壁动

脉并向灶内走行，静脉及延迟期强化范围增大，程度略减退，部分低密度区无强化，邻近组织

受压推移。手术与病理：患者行肿物切除术，术中腹壁肿物大小约 9cm×6cm×5cm，包膜完

整，表面附少许脂肪组织，切面灰白，局灶灰红，质韧硬。光镜下见局灶细胞有轻度异型性，

可见奇异核细胞，但核分裂罕见，无坏死。免疫组织化学染色：Vimentin(+)、CD34(+++)、

STAT-6(+-)、CD99(+++)、BCL-2(+)、S-100(-)、ki67(+,<5%)，病理诊断：左下腹壁孤立性纤

维性肿瘤（SFT；所谓的血管外皮瘤，hemangiopericytoma，HPC）。结论 HPC为一类起病隐

匿，临床症状不典型的血管性肿瘤。CT增强对于鉴别 HPC与其它富含血管的肿瘤有一定价

值。现阶段主要以手术治疗为主，放化疗效果尚不明确，因此早期发现及诊断极为重要。最终

确诊仍需依靠病理免疫组化。  

 

 
PU-0950 

局灶性自身免疫性胰腺炎和胰腺癌的鉴别诊断： 

基于 CT 及 MR 征象的 Logistic 回归分析 

 
张茜

1
,廖文彬

1
,张禹

1
,朱友志

1
,许实成

2
,刘梦秋

2
 

1.解放军第 105 医院 

2.安徽省立医院 

 

目的 探讨 CT及 MR征象在鉴别诊断局灶性自身免疫性胰腺炎（AIP）和胰腺癌中的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病理或临床证实的 7例 AIP及 30例具有病理结果的胰腺癌的 CT、MR征象。观察

的影像征象包括：①病灶大小（取病灶最大径）。②病灶的长轴与胰腺走形的关系（平行、不

平行）。③是否突出于胰腺轮廓外。④平扫密度是否均匀。⑤三期增强各期 CT值。⑥表观弥

散系数（ADC）。⑦胰管及胆管表现（通畅、仅狭窄、截断）。⑧有无胰周结构侵犯及肿大淋

巴结。应用 t检验及χ²检验进行组间分析，从中找出具有鉴别诊断价值的影像学征象，并对

其进行 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1) 密度不均匀、胰管截断、动脉期及延迟期 CT值较低，

以及胰周浸润和胰周淋巴结肿大征象在胰腺癌的出现率均高于局灶性 AIP，其差别具有统计学

意义（P值分别约 0.000，0.003，0.000，0.000，0.003 和 0.002），而病灶大小、是否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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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胰腺轮廓外、病灶长轴与胰腺走形的关系、胆管表现、ADC值及静脉期 CT值对鉴别 AIP与

胰腺癌无统计学意义（P值分别约 0.623，0.521，0.658，0.760，0.220和 0.125）。

(2)Logistic回归分析最终进入回归方程的为胰管表现及延迟期 CT值，结果显示是否有延迟

期强化及胰管表现是鉴别 AIP与胰腺癌的风险因素。结果中延迟期期 CT值与 AIP成正相关，

即延迟强化是局灶性 AIP的重要鉴别诊断因素。而胰管表现与 AIP成负相关（统计数据录入中

1表示通畅，2表示仅狭窄，3表示截断），即局灶性 AIP通常胰管通畅或者狭窄，很少引起

截断。结论 是否有延迟期强化及胰管表现在 AIP和胰腺癌的鉴别诊断中具有的重要价值，即

胰管通畅且具有延迟期强化的影像学征象是提示病灶为 AIP的重要因素。  

 

 

PU-0951 

肾母细胞瘤术后胸腔转移 1 例 

 
陈旭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646000 

 

  肾母细胞瘤是儿童肾脏最常见恶性肿瘤，在儿童原发腹腔恶性肿瘤中居第二位，所有儿童恶

性肿瘤中居第五位，占儿童肾脏肿瘤的 95%，肿瘤的恶性度高，生长速度较快，发生转移较

早。儿童肾母细胞瘤发生血行远处转移的常见器官是肺、肝、骨骼等，其它部位的转移少见但

仍有报道，如心脏、睾丸、椎管内、十二指肠等。肾母细胞瘤胸腔转移罕见，目前国内外暂未

见文献报道。本例患者因“右肾母细胞瘤术后 7+年，发现左侧胸腔占位 2+月入院”，入院胸

腹部增强 CT示：左侧胸腔巨大（8.5×7.6×12cm）软组织占位，考虑恶性肿瘤可能性大。患

者行左侧胸腔肿瘤穿刺活检术，病理结果支持“肾母细胞瘤胸腔转移”，免疫组化结果：Vim

（+），NSE（-），Desmin（-），AE1/AE3（PCK）（+），Ki-67（+，50%），患者于我院肿瘤

科予以长春新碱+放线菌素 D行 5周期放化疗，期间以胸部 CT监测化疗效果，发现病灶范围明

显缩小，患者于 2017-06-16日行左侧胸腔占位切除术，术后病检示：肾母细胞瘤胸腔转移。 

   肾母细胞瘤发生胸腔转移罕见，暂未见文献报道。影像学检查在肾母细胞瘤术后随访复

查、转移灶的发现和放化疗效果评估中具有重要意义。  

 

 
PU-0952 

胃血管球瘤的 MDCT 特征 

 
王娴,胡曙东,倪恩珍,王亚非 

江苏大学附属人民医院 212002 

 

【摘要】目的 总结胃血管球瘤的多层螺旋 CT(multi-detector computed tomography, MDCT) 

征象，提高对该病的认识和诊断正确率。方法 收集行 MDCT 检查，经手术和病理确诊的胃血管

球瘤患者 8例，回顾性分析胃血管球瘤的 MDCT特征性表现，着重分析病变的位置、大小、形

态、边界、密度、强化特点。结果 本组男性 3例，女性 5例，平均年龄 50.8岁（25-67

岁）。所有病灶位于胃窦部，边界清晰。病灶平均大小为 2.4 cm（1.3-3.5 cm）。病灶增强

动脉期明显强化，门脉期、延迟期进一步强化。结论 胃血管球瘤具有特征性的 MDCT影像表

现，对于胃窦部粘膜下较小病灶，其多期扫描进行性强化的病变，应考虑血管球瘤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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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953 

男性与女性胰腺实性假乳头状瘤临床表现和多层 

螺旋计算机断层扫描特征比较 

 
胡曙东,倪恩珍,谌业荣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江苏大学附属人民医院） 212002 

 

【摘要】 目的 回顾性分析男性胰腺实性假乳头状瘤(solid pseudopapillary tumor, SPT)的

临床和多层螺旋 CT(multidetector computed tomography, MDCT)表现，并和女性 SPT 患者进

行对照研究。方法 收集 2000 年 11月至 2012年 10月行 MDCT检查且病理最终确诊为 SPT的

18例男性和 94例女性，共 112例患者。分析男性与女性 SPT的临床特征和 MDCT表现，包括

病变部位、大小、形态、包膜、钙化、内部组成、密度、CT强化模式。采用 Wilcoxon秩和检

验和χ
2
检验对上述结果进行统计学处理。结果 男性患者平均年龄明显大于女性患者(39.0 

岁与 27.5 岁，p=0.005)，男、女 SPT患者间临床表现、肿瘤部位和良恶性构成比之间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MDCT表现中，男性 SPT患者中肿瘤平均最大径明显小于女性患者(5.1 cm与 7.9 

cm，p=0.002)；实性肿瘤较女性多见 (9/18; 50% 比 5/94; 5.3%; P<0.001)。结论 男性 SPT

影像学特征不同于女性患者。对于男性胰腺病变，MDCT表现为实性成分较多，病灶较小，具

有典型 SPT的强化模式，应考虑 SPT的可能。  

 

 
PU-0954 

能谱 CT 评估 125I 粒子组织间植入治疗胰腺癌 

早期疗效的动物实验研究 

 
胡曙东,谌业荣,倪恩珍,王娴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江苏大学附属人民医院） 212002 

 

【摘要】目的：探讨能谱 CT对于
125
I粒子组织间植入治疗胰腺癌疗效进行早期评价的应用价

值。方法：人胰腺癌 BxPC-3细胞株接种于 BABL/c裸鼠四肢偏背侧皮下，成瘤 10-15mm。共 16

只分别植入
125
I粒子（实验组，8只）和空载粒子（对照组，8只）。粒子植入后 2周行能谱

CT平扫及多期增强扫描（10 s，25 s，60 s），获得多期的能谱系列图像。测量病灶对比噪

声比(contrast-to-noise ratio, CNR)和碘浓度(iodine concentration,IC)，并将肿瘤的 IC

除以同期肌肉组织的 IC，得到肿瘤标准化碘浓度（normalized IC, nIC）。瘤体进行免疫组

化染色，分析肿瘤组织内微血管密度(micro vessel density,MVD)表达，分析 nIC和 MVD 相关

性。结果：实验组各期瘤体 nIC低于对照组，nIC具有统计学意义差异（P＜0.05）。实验组

MVD表达低于对照组，差别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增强扫描各期相 nIC和 MVD均存在

正线性相关（分别 r = 0.63, p < 0.0001; r = 0.51, p = 0.002; r = 0.48, p=0.0017 注

入后 10 s、25 s和 60 s）。结论：能谱 CT是监测
125
I粒子组织间植入治疗胰腺癌疗效的有效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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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955 

儿童胰腺实性假乳头状瘤临床和 MDCT 特征 

 
胡曙东,倪恩珍,贾颖军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江苏大学附属人民医院） 212002 

 

【摘要】 目的 回顾性分析儿童胰腺实性假乳头状瘤(solid pseudopapillary tumor, SPT)的

多层螺旋 CT(multidetector computed tomography, MDCT) 影像学表现，并和成人 SPTs患者

进行对照研究。材料和方法 收集 2000年至 2012年行 MDCT 检查且病理最终确诊为 SPTs的

102例患者。分析所有 SPTs 的病变部位、大小、形态、包膜、钙化、内部组成、密度、强化

模式。对上述结果进行统计学处理，采用χ
2 
和 t 检验。结果 本组共收集儿童患者 18例

（≤18 岁），成人 84例（>18岁）。儿童患者平均年龄 15.1岁，腹痛不适（9/18, 50%）为

儿童最主要的临床表现；儿童病变平均直径明显大于成人患者(9.1 vs. 5.9 cm; P=0.0003)；

除肿瘤大小外，儿童和成人的临床和影像学特点 SPT没有明显统计学差异。结论 对于十多岁

的女性儿童，胰腺较大的占位，具有典型 SPT影像学表现，应考虑 SPTs的可能。 

 

 

 
PU-0956 

早期 2 型糖尿病肾病 DWI 与 T1mapping 成像的初步研究 

 
杨茹 

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610500 

 

 

目的：探讨 DWI和 T1mapping 成像在早期 2型糖尿病肾病诊断中的价值。 

方法：对 16例早期 2型糖尿病肾病患者（病例组）和 14名健康志愿者（对照组）行肾脏 DWI

和 T1mapping成像。分别测量肾皮质和肾髓质的 ADC值和 T1值。采用 t检验比较病例组和对

照组肾脏皮、髓质间各定量参数值的差异。 

结果：病例组和对照组内部皮髓质间 ADC值和 T1值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除髓

质 ADC值外，病例组皮、髓质各参数值和对照组间皮、髓质参数值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DWI和 T1mapping成像可能有助于早期诊断 2型糖尿病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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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957 

Diagnostic Lymphangiography (DLG) and CT 

lymphangiography (CTL) in Idiopathic Chyluria: A 

Retrospective Study 

 
dong jian,Xin Jianfeng,Shen Wenbin,Wen Tingguo,Chen Xiaobai,Wang Rengui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affiliated Beijing Shijitan Hospital 100038 

 

Purpos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value of diagnostic lymphography (DLG) with CT 

lymphangiography (CTL) in idiopathic chyluria. 

Materials and Methods 

36 patients diagnosed as idiopathic chyluria were performed with DLG and CTL. For 

DLG, subjective indexes were (1) abnormal opacification in urinary system and 

other area, (2) lymphaurinary leakages, (3) retrograde flow. While for CTL, the 

abnormal distribution of contrast media and the retrograde flow in lymphatic 

circulation were marked. CTL staging was compared with clinical classification.  

Results 

Compared with CTL, DLG demonstrated unique capability in detecting 3 lymphaurinary 

leakages directly, but 3 abnormal distribution in bilateral kidneys, 5 in chest, 2 

in neck area and 3 retrograde flow were missed. For CTL, 47.2% patients 

demonstrated lymph fluid retrograde flow, and the consistency of staging in 

chyluria between CTL and clinical classification is fair (kappa = 0.455). Surgical 

therapy effect is superior to conservative management (P = 0.02). 
 Conclusion 

DLG and CTL demonstrates feasibility in guidance of preoperative assessment and 

therapeutic management selections.  

 

 
PU-0958 

原发性小肠淋巴管扩张症的 CT 淋巴管成像 

与小肠内镜的比较研究 

 
董健,信建峰,沈文彬,温廷国,陈孝柏,王仁贵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 100038 

 

目的 通过比较 CT淋巴管成像（CT lymphangiographic CT, CTL）与小肠内镜在原发性小肠淋

巴管扩张症（Primary intestinal lymphangiectasia, PIL）的应用，探讨 CTL在 PIL 中的应

用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0年 1月至 2016年 12月确诊为 PIL的患者共 25例，所有患者

均行内镜和 CTL检查。两名放射科医师采用盲法分析图像。CTL评价内容包括：（1）小肠肠

壁增厚；（2）水肿样病变及其范围；（3）小肠壁与肠系膜异常扩张淋巴管的分布与范围；

（4）返流；（5）体部其它部位异常扩张淋巴管的分布和范围；（6）颈部异常对比剂分布；

按 CTL中小肠壁与肠系膜是否有异常扩张的淋巴管分为两组，进行比较及统计学分析，取 P＜

0.05有统计学意义。结果 肠壁增厚 23例，水肿样改变 15例，其中 7例仅腹腔积液，8例胸

腹腔积液；肠壁与肠系膜异常对比剂分布 13例，10出现对比剂返流至盆腔。腹腔内其它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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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张淋巴管包括：4例分布于腰大肌及椎旁区域，1例分布于双肾盂，2例分布于骶骨前缘及

直肠周围； 21例颈部胸导管出口旁大片对比剂分布，其中 3例出现于左侧腋下，4例位于双

侧颈部。按对比剂是否分布于小肠及肠系膜将 PIL分两组，阴性组的平均年龄、返流及腹膜后

其它部位异常淋巴管扩张均明显小于阳性组（18.7岁 Vs 23.6 岁）（18.2% Vs 61.5%）

（18.2% Vs 38.5%）（P＜0.05）。结论小肠壁及肠系膜内对比剂的分布是 PIL的特异征象，

提示异常扩张淋巴管的分布和范围，对 PIL治疗方式的选择和术前评价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PU-0959 

Added value of time-intensity curves of dynamic 

contrast-enhance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or 

characterizing lymph nodes in primary rectal 

carcinoma 

 
Zou haihua,Dai Xin,Yu Jing,Xu Qing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210029 

 

Purpose To evaluate the added value of time-intensity curve (TICs) of dynamic 

contrast-enhance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DCE-MRI) for distinguishing between 

metastatic and benign lymph nodes (LNs) in patients with primary rectal cancer 

(PRC). 

Methods 247 LNs (histologically proven 76 metastatic and 171 benign) detected in 

81 patients with PRC were included in study. The morphological features of each 

LN were recorded due to T2 weighted imaging. Their TICs drawn from DCE-MRI were 

categorized into persistent enhancement, plateau, and washout curve. Student's t 

test, Chi-Square test and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were performed. 

Results Persistent enhancement curves in metastatic LNs and washout type curves in 

benign LNs were significantly in the statistical sense. The specificity and 

accuracy of the diagnosis in LNs increased after adding TIC to T2WI for both 

observers (specificity: from 70.8% to 84.2% and from 63.7% to 80.1% respectively; 

accuracy: from 64.8% to 79.8% and from 59.1% to 74.9%, P<0.05). 

Conclusion The addition of TIC to DCE-MRI in morphological features improved 

differentiating metastatic LNs from benign.   

 

 
PU-0960 

肾上腺嗜铬细胞瘤的 CT 诊断及良恶性鉴别 

 
陈小勇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北院 201800 

 

目的 分析嗜铬细胞瘤的多层螺旋 CT(multi-slice spiral computed tomography，MSCT)

表现，探讨不同征象对其良恶性鉴别的意义，综合评价多层螺旋 CT对肾上腺嗜铬细胞瘤的诊

断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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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收集 80例经手术病理证实的嗜铬细胞瘤，其中 55例为良性，25例为恶性。所有患者均

先行 CT平扫，然后经外周静脉高速团注含碘对比剂，注射速率 2.5～4.0ml/s，常规注射后 28

～35s动脉期扫描，70～80s 门脉期扫描。病灶定位较难或诊断困难时将原始数据传输到 GE工

作站（GE Workstation AW4.4）行多平面重建，并对病灶局部及感兴趣区进行薄层重建，重建

层厚 1.25mm。回顾性分析嗜铬细胞瘤 MSCT的表现，并与病理结果对照，对所得结果行

Pearson χ
2
检验。 

结果 本组共有完整影像资料及手术后病理结果的病例 80例，MSCT定位诊断的敏感性为

100%(80/80)，MSCT对恶性嗜铬细胞瘤定性诊断特异性为 40%(10/25)；当病灶形态不规则、最

大径≥5cm、病灶数≥2个、病灶内伴有钙化成分时，嗜铬细胞瘤为恶性的可能性大，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增强后病灶的强化程度及坏死囊变，二者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MSCT对肾上腺嗜铬细胞瘤的定位诊断敏感性高，在其良恶性鉴别时应当综合分析 MSCT

各征象。 

 

   

 

 
PU-0961 

胰腺实性假乳头状瘤的 CT、MRI 诊断 

 
金开元,李邦国,王 梦,张雪梅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563003 

 

目的：探讨胰腺实性假乳头状瘤（solid pseudopapill ary tumor,SPTP）的 CT和 MRI表现，

增强对本病影像学表现的认识，提高术前诊断率。 

方法：回顾性分析经手术病理证实并有相关影像学资料的 10例 SPTP的 CT表现，其中 3例行

MRI平扫+增强检查。 

结果：5例肿块位于胰腺头区，2 例位于胰腺头颈交界区，3例位于胰腺尾部，所有病例均未

见胆胰管梗阻表现。肿块直径 2.0 cm-18 cm，多数呈圆形或类圆形肿块，其中 7例呈实性肿

块，3例呈囊实性肿块。8例表现为突出胰腺轮廓之外，与胰腺分界清晰，2例分界不清。10

例中 3例伴有钙化，2例表现为斑点状钙化，1例表现为边缘多发条状、结节状钙化灶。10例

中 CT发现 2例伴出血，表现为斑片状高密度影， 3例 MRI检查中均发现短 T1信号出血灶及

多发长 T2信号囊变区。增强扫描实性部分动脉期轻度强化，静脉、延迟期呈中度强化，强化

程度低于胰腺实性部分。 

结论：SPTP的 CT、MRI表现具有一定的特征性，结合其发病的临床特点术前可以做出诊断和

鉴别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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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962 

直肠上静脉和肠系膜下静脉直径与直肠癌淋巴结转移的相关

性 

 
宋晨宇,贾应梅,黄梦琪,冯仕庭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510080 

 

【目的】：在 CT上测量直肠上静脉及肠系膜下静脉的直径，分析其与直肠癌（rectal 

carcinoma）淋巴转移的相关性，探讨利用直肠上静脉预测直肠癌淋巴结转移的可行性。 

【方法】：回顾性分析 105 例直肠癌患者的 CT及病理资料，在 CT上测量直肠上静脉和肠系膜

下静脉直径，并分析其与脉管癌栓、印戒细胞、淋巴结转移以及远处转移、性别差异的相关

性，采用 ROC曲线分析利用直肠上静脉直径预测直肠癌淋巴结转移的准确性。【结果】：伴淋

巴结转移的直肠癌组（D=4.34mm）和无淋巴结转移组（D=3.56mm）直肠上静脉的直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P<0.001)；伴淋巴结转移组（D=5.00mm）与无淋巴结转移组（D=4.81mm）肠系膜下

静脉的直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23)；存在微血管癌栓组与不存在微血管癌栓组以及存在

印戒细胞组与不存在印戒细胞组，直肠上静脉直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值分别为 0.019，

0.044)。但存在微血管癌栓组与不存在微血管癌栓组以及存在印戒细胞组与不存在印戒细胞

组，肠系膜下静脉的直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值分别为 0.605,0.663）；伴远处转移组与不

伴远处转移组，直肠上静脉与肠系膜下静脉的直径差异均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以直

肠上静脉直径 3.75mm为分界值，预测淋巴结转移的灵敏度 90.9%，特异度 82.0%，曲线下面积

为 0.878。 

【结论】：利用 CT测量直肠上静脉的直径预测直肠癌的淋巴结转移是完全可行的，具有很高

的敏感度、准确性和较高的特异度。 

   

 

 
PU-0963 

肝脏增强灌注异常的 MSCT 表现及在肝肿瘤诊断中的意义 

 
张欣,吴静 

郑州大学附属郑州市中心医院 450007 

 

目的 ：探讨肿瘤相关性肝脏增强灌注异常的 MSCT表现及临床意义；方法： 回顾性分析 71例

与肿瘤相关的肝脏增强灌注异常患者上腹部 CT多期增强表现，并结合临床资料分析；结果 ：

71例中原发性肝癌 34例、肝转移瘤 7例、肝血管瘤 5例、肝门胆管癌 2例、胰腺癌 7例、胆

囊癌 5例、胃癌 8例、胃肠道间质瘤 3例。HPD表现：13 例为弥漫性分布（>3处），24 例呈

楔形，其中 3例为肝恶性肿瘤（肝癌 1例、肝转移瘤 2例），另 1例为胰十二指肠切除术后；

9例呈不规则形。54例为局限性分布（≤3处），46例为 1处，6例为 2处，2例为 3 处。48

处（75％）呈楔形或扇形，其中原发性肝癌 16处（33.3％），肝转移瘤 6处（12.5％），门

脉癌栓 6处（12.5％）；结论 肝脏灌注异常反映了肝脏血流动力学改变的重要信息，熟悉其

常见病因、产生机制及其 CT表现，可以最大限度地消除其给于 CT阅片、诊断所带来的困惑，

有助于准确判断部分疾病如原发性肝癌的病情和预后，于临床有重要意义。 

   

 

 

 

http://www.39kf.com/treatment/subject/gb/ga/
http://www.wiki8.com/zhuanyi_104069/
http://www.wiki8.com/ganxueguanliu_20361/
http://www.wiki8.com/danguanai_21862/
http://www.wiki8.com/xianai_21838/
http://www.wiki8.com/dannang_104102/
http://www.wiki8.com/dannang_104102/
http://www.wiki8.com/canweiai_21860/
http://www.wiki8.com/ganai_37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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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964 

Contribution of mono-exponential, bi-exponential and 

stretched exponential model-based diffusion-weighted 

MR imaging in the diagnosis of prostate cancer 

 
Wu Hui,Niu Guang-ming 

The Affiliated HospitalInner of Inner Mongolia Medical University 010050 

 

Abstract  

Purpose: To investigate the potential of various diffusion parameters obtained 

from monoexponential, biexponential and stretched exponential 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 (DWI) models in differentiating prostate cancer (PC) and 

prostate hyperplasia(PH).  

Materials and Methods: Seventy two patients with puncture biopsy confirmed PC (n 

39) or PH(n 33) underwent multi-b value DWI (13 b values : 0,10,25,50,75,100,150 

200 ,400, 800,1200 ,1500 ,2000 s/mm
2
) imaging MRI examinations were performed on 

a 3.0 T pelvic scan (Discovery 750, GE Healthcare, US). An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ADC) was calculated from monoexponential model. A pure 

diffusion (D), pseudo-diffusion(D
*
),and perfusion fraction (f) were calculated 

from biexponential model. A water molecular diffusion heterogeneity index (a) and 

distributed diffusion coefficient (DDC) were calculated from stretched 

exponential model. All parameters were compared between PC and PH by using 

independent t-test.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to differentiate the 

diagnostic efficacy an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analysis were used for 

statistical evaluations.  

Results:1. ADC, D,DDC and a value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in the PC group than 

in the PH group (all P < 0.001). D
* 
valu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PC group than in the PH group (P < 0.001); however,f value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507); 2. D, DDC, α, ADC have higher diagnostic 

performance, the area under the curve (AUC) values were 0.998, 0.994, 0.986, 

0.985 respectively; the diagnostic threshold were 0.000765, 0.000978, 0.564, 

0.000874; 3.ADC, D, DDC have good correlation both in PC group and SH group .  

Conclusion: DDC, α and D may provide additional information and could lead to 

improved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PC and PH compared with conventional ADC . 

   

 

 

PU-0965 

肾肉瘤样癌的 CT 特征分析 

 
张莹莹,罗娅红,于韬 

辽宁省肿瘤医院 110042 

 

【摘 要】 目的：肾肉瘤样癌(sarcomatoid renal cell carcinoma，sRCC)是肾细胞癌(renal 

cell carcinoma， RCC)亚型的一种变异，它可以发生在任何肾细胞癌亚型，具有恶性程度

高、浸润性强、预后差的特点。本文回顾性分析 4例肾肉瘤样癌患者的 CT图像，并复习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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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探讨肾肉瘤样癌的 CT特征。方法：收集病理证实为肾肉瘤样癌患者 4例术前 CT检查资

料，分析其 CT表现。 结果：4例病灶位于左肾 3例，右肾 1例。4例均为囊实性病灶，密度

不均，形状不规则，边界不清。4例均未见到钙化及出血改变。病灶直径 32mm～117mm，平均

81.5±39.03mm。多期增强扫描病灶不均匀强化，强化程度低于肾皮质。2例肾周筋膜增厚并

见肾周积液；1例肾周见多发结节；2例腹膜后淋巴结转移；2例肺转移。结论：肾肉瘤样癌

的 CT表现有一定特征性，正确认识肾肉瘤样癌的 CT特征性表现，将为临床制定治疗计划和判

断预后提供更可靠的参考依据。   

 

 
PU-0966 

MR diagnosis of retained products of conception in 

different trimester 

 
zhang heng,Qu Haibo,Ning Gang,Bao Li 

West China Second University Hospital， Sichuan University 610041 

 

MR diagnosis of retained products of conception in different trimester 

purpose to assess the role of MRI in diagnosing retained products of conception 

(RPOC) in different trimester and its clinical relevance. 

Method Forty patients with clinically and/or pathologically proven RPOC were 

include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3 groups based on their gestational age at 

termination of pregnancy: first, second and third trimester group. MR images were 

reviewed and analyzed, including lesion size, signal intensity (compared with 

myometrium), enhancement patterns (dynamic enhancement if available), myometrium 

change, as well as vascularity. MR findings were also correlated with ultrasound 

and clinical data. 

Results There were 8 cases of RPOC in first trimester, 9 in second trimester, and 

13 in third trimester. All cases in the first trimester group were confirmed RPOC 

by pathology; based on clinical findings and available pathology, 19 out of the 32 

(59.4%) patients in the second and third trimester group were diagnosed as 

placenta accreta, and 13 (40.6%) as placenta increta. On MR images, all cases were 

presented as intrauterine mass with heterogeneous signal intensity. The average 

size was 3.8cm, 6.1cm, 5.9cm in each group respectively. Three cases (37.5%) in 

first trimester group, fifteen (78.9%) in second, and ten (76.9%) in third 

trimester group showed isointensity on T1-weighted image and heterogeneously 

hyperintensity on T2-weighted image. 

A total of 34 patients received contrast agent, 26 of which had dynamic 

enhancement. There were 3 patterns of dynamic enhancement: early enhancement (3, 

11 and 7 cases respectively in each group), no enhancement (2, 1, and 2 cases 

respectively in each group), and delayed enhancement (3 and 1 case respectively in 

the second and third group). On post-contrast images, myometruim invasion was not 

found in all cases of the first trimester group, but was detected in a total of 11 

cases of the second and third trimester group; the MR diagnosis of placenta 

increta was made based on this finding, which was consistent with the final 

diagnosis. MR diagnosis of the rest 2 cases of placenta increta was indetermin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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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ious degrees of myometrial thinning at the attachment site and obliteration of 

adjacent myometrium were found in all patients. Hypervascularity was detected in 

18 cases; among them, arteriovenous malformation (AVM) was suspected by ultrasound 

in 8 cases, 5 of which were also suspected by MR imaging. Uterine artery 

embolization was given to all the 8 cases of suspected AVM, and none of them had 

the diagnosis confirmed by angiography. Of the 13 cases of placenta increta, 

marked hypervascularity was found in six (46.2%). 

Conclusion MR imaging is useful in diagnosing RPOC of different trimester. Post-

contrast images, especially dynamic enhancement image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detecting postpartum placenta increta. 

   

 

 
PU-0967 

小肠印戒细胞癌 1 例 

 
张烽,杜伟 

大理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671000 

 

印戒细胞癌(SRCC)是一种组织学分型,具有特征性组织学特点,镜下显示肿瘤细胞胞质丰富、充

满黏液,核被挤压于胞质一侧呈“印戒”样,因而得名,是一种特殊类型的黏液分泌型腺癌,常发

生于胃题道、乳腺、膀胱及前列腺等部分。小肠戒细胞瘟是发展快预后差,由于临床十分罕

见，国内外宗综合报道甚少，因缺乏典型的临床表现及影像学表现易误诊。本文报道一例经手

术病理证实的小肠印戒细胞癌。病例介绍：患者,男性,38岁。临床表现:腹痛、腹胀 9 天,病

理组织结果为印戒细胞庭癌;影像学表现:腹盆腔巨大软组织肿块,其内密度不均,增强明显强化,

病灶中央见无强化低密度区,与小肠关系紧密。结合其临床影像学表现及有关资料文献,进一步

增强对本病的系统认识,特别是对其影像学特点的认识。临床上印戒细胞癌对化疗多不敏感,目

前手术治疗仍为首选。但也只能针对没有扩散的病例,尽量做到早期诊断,早期手术,才能达到

一定的治疗效果。晚期印戒癌多不主张手术治疗,而采用内科为主的综合治疗。  

 

 

PU-0968 

Diffusion weighte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ight 

predict high-risk human papilloma virus infection in 

cervic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patients 

 
Zhou Guoxing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Shanghai East Hospital， Tongji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00120 

 

Objective: To predict high-risk human papilloma virus (HR-HPV) infection in 

cervic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CSCC) patients using diffusion-weighte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aterials and Methods: 315 patients with histologically proven CSCC and underwent 

pretreatment MRI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s 

(ADCS) on the primary tumor were calculated.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curves was employed to determine the cut off values of ADCmean and accurac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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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diction. Pearson correlation and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s were 

adopted to show the association of HR-HPV infection with clinical and imaging 

variables. 

Results: ADCmean for HR-HPV
+
 CSCC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for HR-HPV

-
 CSCC. 

The area under the curve was 0.805 for predicting HR-HPV
+
 infection using mean ADCS. 

A linear relationship was observed between the ADC value and HR-HPV status 

(χ
2
=68.335, p<0.001). A cut-off value of 0.885×10

-3
 mm

2
/s for mean ADCS could 

distinguish HR-HPV 
+ 
from HR-HPV

-
 CSCC with 83.3% sensitivity, 73.9% specificity 

and 80.8% accuracy. Regression analysis revealed that the HR-HPV infection was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tumor ADC value (OR=5.588, 95%CI 3.371-9.262), FIGO stage 

(OR=2.789, 95%CI 1.631-4.769) and histological grade (OR=2.333, 95%CI 1.676-3.247).  

 

 
PU-0969 

基线 mrEMVI——局部进展期直肠癌新辅助放化疗患者的独立

预后因素：建议纳入风险分层 

 
王帅,张晓燕,李晓婷,孙应实 

北京肿瘤医院 100036 

 

 

目的：明确基线 mrEMVI 状态对于新辅助治疗后局部进展期直肠癌患者长期预后的

影响，并基于此提出基线 mrEMVI状态可用于局部进展期直肠癌风险分层。 

材料和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自 2008年 8月至 2014年 12 月间接受新辅助放化疗的 517例连

续的局部进展期直肠癌患者。纳入标准（1）活检证实为原发性直肠腺癌，（2）基线 MRI确诊

为局部进展期（T3-4Nx和 T1-2N +），（3）完成新辅助放化疗，（4）在新辅助放化疗后接受

TME手术；评价标准包括新辅助治疗前/后 MR常规影像学指标、mrEMVI状态（+/-）。mrEMVI

分别由四名观察者独立评价所得（需一致性≥90%），其他 MRI常规影像学指标由一名观察者

测量。 利用 Kaplan-Meier 用单因素对数秩检验和逐步 Cox 比例风险模型进行生存分析。根据

不同风险分层生成风险曲线。  

结果：四名观察者对于新辅助治疗前（基线）mrEMVI 状态的评估一致性达到 92

％。多变量 cox分析显示，基线 mrEMVI（+）和基线 MRF（+）是无转移生存

（DMFS）和总生存（OS）的独立危险因素，基线 mrEMVI（+）是无复发生存

（LRFS）的唯一独立危险因素。基线 mrEMVI部位是 mrEMVI（+）患者 DMFS 的唯一

独立危险因素，中低位 EMVI的 HR值分别为 0.357（95％CI，0.202〜0.67）和

0.525（95％CI，0.312〜0.879）。 EMVI(+)/MRF(+)的远处转移风险显着高于

EMVI(-)/MRF(+) 和 EMVI(-)/MRF(-)，P=0.0016 （<0.001）。EMVI(+)/MRF(+)也

显示出比 EMVI(-)/MRF(-)明显更高的死亡风险，P <0.001。 

结论：基线 mrEMVI状态能够被可靠的评价，并作为局部进展期直肠癌患者新辅助治疗后的长

期预后因素，临床应基于 mrEMVI状态考虑对局部进展期直肠癌进行风险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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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970 

门静脉瘤的 MSCT 血管成像诊断价值 

 
杨彬,斯光晏,代平,刘姝兰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 646000 

 

目的 探究 MSCT血管成像对门静脉瘤的诊断价值，以提高认识。资料与方法 回顾性分析

24 例行 MSCT血管成像检查的门静脉瘤患者的临床及影像资料，利用 MPR、MIP、VR等技术对

图像进行处理，记录患者的性别、部位、形态、门脉系统、并发症等情况，分析其相关性。结

果 24 例均为单发，其中脾静脉与肠系膜上静脉交汇处（CNF）14 例，门静脉主干（MPV）

2 例，门静脉左支（LBP）4 例，门静脉左右支分叉处（PVB）4 例；16 例呈囊状扩张，

8 例呈梭形扩张；4 例合并海绵样变性，2 例合并门静脉栓子形成，2 例合并腹主动脉

瘤；16 例合并门静脉高压。门静脉瘤不同性别的发病部位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c
2
=12.176，P<0.05），男性患者中以脾静脉与肠系膜上静脉交汇处居多（85.7%）；门静脉

瘤不同形态的并发症情况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c
2
=6.000，P<0.05），门静脉瘤合并并发症

者均为囊状扩张；门静脉瘤发病部位与门静脉高压有显著关系（c
2
=11.143，P<0.05），合并

门静脉高压者以脾静脉与肠系膜上静脉交汇处发病居多（62.5%）。而性别与形态、并发症和

门静脉高压并无显著关系，发病部位与 形态、并发症并无显著关系，形态、并发症与门静脉

高压均无显著关系，结果均为 P>0.05。结论 门静脉瘤虽少见，但其有一定特征性，MSCT血管

成像具有很好的诊价值。  

 

 

PU-0971 

胰腺实性-假乳头状瘤的 320 排 CT 征象及病理基础 

 
李忠明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5 

 

目的 分析胰腺实性-假乳头状瘤的 320排 CT表现及与病理的关系，探讨 320排 CT对其诊断和

鉴别诊断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1例经手术病理证实的胰腺实性-假乳头状瘤的 320排 CT

表现及病理结果。术前均行 320排 CT平扫与三期增强检查。 结果 (1)女性 19例，男性 2

例，中位年龄 33岁。胰腺头部 7例，尾部 7例，颈部、体部及体尾部各 2例，头颈部 1例；

圆形、椭圆形 18例，不规则形 3例；钙化 13例；出血 3 例；均有包膜，其中 5例包膜不完

整。(2) CT表现，囊实性型 17例，完全囊性型、完全实性型各 2例；所有肿块实性部分呈渐

进性持续轻中度强化，平扫、增强动脉期、实质期、静脉期 CT值分别 41.33±7.26Hu、

66.33±12.79Hu、79.57±15.97Hu、77.81±16.68Hu，各期密度与正常胰腺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术前定位准确度 100%，定性准确度 38.09%（8/21）；随访 13例，暂未见

复发征象。(3)病理表现，肿瘤实性部分由实性区、假乳头区及两者过渡区以不同比例混合而

成，囊性区由坏死、液化及出血组成；镜下示实性区由排列成实性片状细胞伴纤细血管网构

成，假乳头区由围绕在血管周围的菊形团样结构发生退变后残留的细胞组成。 结论 胰腺实性

-假乳头状瘤的 320排 CT表现有特征性，CT表现取决于肿瘤实性区、假乳头区及两者过渡区

的比例和排列方式，囊实性多见，有包膜及乳头状结构，呈渐进性持续轻中度强化， CT对胰

腺实性-假乳头状瘤的定位定性诊断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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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972 

Mp-MRI 定量分析诊断前列腺癌的价值研究 

 
冯潇,龙丽玲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530021 

 

目的：探讨 mp-MRI定量分析在诊断前列腺癌中的价值，建立综合诊断的预测模型。 

方法：对 178例因 PSA升高入院的患者行前列腺常规形态学、DWI及 DCE-MRI扫描，根据前列

腺 12分区切割模型将所得图像及数据分区评估及测量，在 T2WI图像上采用 5分制评分、在参

数图上各区取 ROI测量其 ADC、Ktrans、Kep、Ve值并获得相应的 SI-T曲线。其中 82 例在一

个月内得到病理证实，将所获的能明确前列腺具体穿刺部位的穿刺病理结果及前列腺全切手术

大体标本结果为最终有效诊断结果，纳入研究。将所测数据与病理结果对照进行 logistic回

归分析，了解各变量在综合诊断中的影响力并获得联合定量诊断的灵敏度、特异度及准确率。 

结果：82例病理证实的患者共获得 984个分区，其中 MRI上未受伪影干扰、测值准确，且与

穿刺病理及手术大体结果相对应的有效分区共 772个，其中外周带非癌区 185个，中央带非癌

区 326个，癌区共 261个，行 logistic回归分析得出，将 T2WI评分、ADC值、Kep值及 SI-T

曲线等因素逐一纳入方程，方程的改变均有显著意义（P=0.000），各变量对综合诊断结果的

影响力排序为 ADC> Kep>SI-T>T2WI，综合诊断灵敏度、特异度、准确度分别为 98.8%、

96.6%、98.1%。 

结论：前列腺 mp-MR定量分析能提高 MRI诊断前列腺癌的准确率，并获得能客观评价肿瘤良恶

性的预测方程。常规形态学扫描有利于病灶的检出；ADC值诊断前列腺癌最灵敏；DCE-MRI在

诊断中起辅助作用。 

   

 

 
PU-0973 

磁共振弥散成像及动态增强扫描成像对肝细胞癌的诊断研究 

 
梁欣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30032 

 

研究目的：分析磁共振弥散成像（DWI）及动态增强扫描成像对肝细胞癌的诊断价值。 

研究方法：回顾性分析就诊于我院并行肝脏磁共振检查（包括有 DWI机 Gd-DTPA动态增强扫

描）的 40例病理证实的肝细胞癌的影像资料，记录病灶的数量和部位并对其信号特点及检出

率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40例患者中，DWI及 Gd-DTPA动态增强扫描检查发现 57个 HCC和 10个良性病变。其中

46个 HCC在 DWI图像上表现为高信号，11个表现为等信号。在 Gd-DTPA动态增强扫描中有 42

个 HCC动脉期明显强化，在 DWI上均表现为高信号，其中 37个门静脉和延迟期表现为低信

号；其余动脉期表现为等信号，各期增强仍为等信号，9个 DWI上表现为高信号，6个表现为

等信号。 

结论：多数肝细胞癌在磁共振动态增强扫描图像中表现为动脉期明显强化，部分小肝细胞癌可

表现为等信号。Gd-DTPA动态增强扫描结合 DWI扫描可有助于提高肝细胞癌的诊断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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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974 

MRI 诊断 Herlyn-Werner-Wunderlich 综合征 

 
邝思驰

1
,沈敏

2
 

1.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2.广东省妇幼保健院 

 

目的 探讨磁共振（MRI）在诊断 Herlyn-Werner-Wunderlich综合征（HWWS）中的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0例经手术证实为 HWWS患者的 MRI平扫及增强扫描特征，并对其进行分

型。 

结果 10例患者中，Ⅰ型 4例，Ⅱ型 3例，Ⅲ型 3例。10例患者均合并斜膈侧肾脏缺如。8

例为双子宫、双宫颈，2例为完全纵隔子宫。Ⅰ型阴道斜膈完整，膈后腔和同侧宫腔积血；Ⅱ

型阴道斜膈瘘口形成，膈后腔与主阴道腔相通；Ⅲ型阴道斜膈完整，无斜膈侧宫颈壁瘘管形

成，膈后腔与主阴道腔相通。8例患者术后预后良好；1例患者术后经期腹痛明显，复查 MRI

提示右侧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1例患者术后突发下腹痛，复查 MRI提示盆腔炎症。结

论 MRI可明确诊断 HWWS并对其分型，为临床诊疗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PU-0975 

普美显动脉期乏血供及肝胆期低信号病灶诊断思路 

 
李晓明,蔡萍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400038 

 

肝脏乏血供良性病变，包括囊肿、不典型血管瘤、不典型增生结节、炎性假瘤、胆管错构瘤、

门静脉分支供血不足致肝实质缺血坏死、孤立性坏死结节。肝脏乏血供恶性病变，包括 Hcc、

ICC、转移瘤、HEH、炎性肌纤维母细胞瘤。病灶信号特点：T2液性均匀信号，边界清，有张

力，提示囊肿；T2血液信号，亮灯征，边界清，边缘持续结节状强化，提示血管瘤；T1/T2等

或低信号，SWI或 T2*低信号，提示铁沉积结节；单发病变：含扩张胆管结构，多发病变：病

灶较小，信号类似胆汁信号，增强扫描无强化或轻度强化，提示胆管错构瘤；T1高/等、T2等

信号，有肝病病史，提示不典型增生结节，普美显肝胆期对区分高、低级别不典型增生结节有

一定优势，无肝病病史，各期无强化或延迟强化，怀疑炎性假瘤；T1低信号、T2稍高信号：

原发恶性肿瘤病史，常多发，边界不清，增强扫描边缘强化，延迟期有/无中心填充，提示转

移瘤；慢性肝病病史，AFP、异常凝血酶原升高，门脉期和延迟期无强化，DWI弥散多受限，

提示 eHcc；多有黄疸，动脉期边缘强化，延迟期逐渐向病灶内部填充，远端合并扩张胆管，

常伴静脉侵犯，提示 ICC； 形态不规则，门静脉狭窄或闭塞，对应区域肝动脉代偿供血，增

强扫描无强化或轻度强化，提示缺血坏死；增强边缘持续强化，且强化程度逐渐增强（可持续

至 1-2h），提示孤立性坏死结节；病灶多发，平扫可见靶征，动脉期边缘薄环状强化，延迟

期可见“棒棒糖”征，肝胆期“靶征”，提示 HEH；增强扫描延迟强化或无强化，怀疑炎性假

瘤或炎性肌纤维母细胞瘤（影像难以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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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976 

ADC 值对前列腺增生与腺癌的鉴别及其与腺癌 Gleason 评分

相关性研究 

 
孙冰冰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201900 

 

目的：探讨磁共振 ADC值对前列腺外周带增生与腺癌的鉴别及其与腺癌 Gleason评分的相关

性。 

方法：收集 2014年 10月～2016年 2月我院临床怀疑前列腺癌的患者，以经直肠超声引导下

穿刺结果为标准，确诊为腺癌 41例，增生 43例。所有患者于穿刺术前行磁共振检查。比较腺

癌与增生 2组间 ADC值的差异，绘制 ROC曲线，探求 ADC值对于腺癌的诊断阈值，评价该 ADC

值对腺癌的诊断校能（特异性和敏感性）。根据前列腺癌的 Gleason评分又将腺癌分为低级别

（高分化）组（Gleason评分＜7分）、中级别（中分化）组（Gleason评分＝7）及高级别

（低分化）组（Gleason评分＞7），比较不同分化程度腺癌 3组间 ADC值的差异，用

Spearman相关性分析评价 ADC值与 Gleason评分的相关性。 

结果:1、 比较腺癌与增生两组间 ADC值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t=9.228，P=0.000），绘制

ROC曲线，测得 ROC曲线下面积为 0.869， ADC值阈值为 1.39×10
-3
mm

2
/s，诊断腺癌的敏感性

与特异性分别为 71.43%及 89.33%。2、比较腺癌低级别（高分化）组、中级别（中分化）组及

高级别（低分化）组 3组间 ADC值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F=35.990，P=0.000），且两两比

较，组间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1=0.000，P2=0.000，P3=0.002）。3、腺癌 ADC值与

Gleason评分呈负相关关系（r=-0.701，P=0.000）。 

结论：1、ADC值对腺癌及增生的诊断阈值为 1.39×10
-3
mm

2
/s，其特异性与敏感性分别为

89.33%与 71.43%。2、ADC值对腺癌恶性程度评估具有一定的价值。3、ADC值与腺癌 Gleason

评分呈负相关。 

   

 

 

PU-0977 

急性坏死性胰腺炎坏死部位与临床预后相关性 

 
孙欢,张小明 

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637000 

 

目的：探讨胰腺实质坏死、胰周坏死以及胰腺实质坏死合并胰周组织坏死患者的预后差异。  

方法：收集我院从 2015年 1 月至 2017 年 6 月诊断为急性坏死性胰腺炎的患者，共 184 例（男

102 例，女 82 例），行 CT（或 MRI 常规序列）平扫及增强扫描。由两位放射科医生在不知临

床评估结果的情况下进行评价，根据胰腺及胰周组织坏死部位、程度将患者分为 3 组：第 1 组

（62 例）为单纯胰腺实质坏死组；第 2 组（24 例）为单纯胰周坏死组；第 3 组（98 例）为胰

腺实质坏死合并胰周组织坏死组。依据后续感染发生率、器官衰竭发生率、持续 SIRS 天数、

总住院天数及中位重症监护天数、外科干预、病死率进行比较。 

结果：发病第一周持续 SIRS 天数三组发生率（20.4％,12.8％,49.1％；P＜0.05），后续感染发

生率（14.3％,16.7％,44.4％；P＜0.05），持续多器官功能衰竭发生率（24%,11%,33%;P＜

0.05），外科干预（16.3%,25.1%,39.8%;P＜0.05），病死率（7.4%,3.2%,10.1%;P＞0.05）；持续

多器官功能衰竭发生率与死亡率相关，1 组、2 组与 3 组在各项指标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1

组与 2 组在感染发生率、病死率的差异无明显差异，当发生感染时两组结果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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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单纯胰周组织坏死较单纯胰腺实质坏死预后好，胰腺实质坏死合并胰周组织坏死预后均

较前两者差；当发生感染时，每组均应及时进行外科干预。   

 

 

PU-0978 

Combined Hepatocellular Cholangiocarcinoma: 

Correlation between Dynamic Enhancement Pattern and 

Clinicopathological Features 

 
Li Ruokun,Qiang Jinwei 

Departmen of Radiology， Jin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201508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clinicopathological features and 

dynamic enhancement patterns on CT and MR imaging in combined hepatocellular 

cholangiocarcinomas (cHCC-CCs). 

Materials and methods: From January 2005 to December 2015, 23 patients (age, 54.7 

years ± 9.3 [range, 43-74 years]; 16 men, 7 women) with pathology-confirmed cHCC-

CCs according to the 2010 WHO new classification were included in the 

retrospective study. Two reviewers evaluated in consensus dynamic enhancement 

patterns as well as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Clinicalpathological data were 

reviewed including age, gender, viral hepatitis status, background of cirrhosis, 

HCC-like (AFP) and CC-like tumor markers (CA125, CA19-9, and CEA).  

Results: Dynamic enhancement images of cHCC-CCs were classified into three 

patterns: type Ⅰ(n=3,13.0%), intense arterial enhancement followed by 

venous/delayed washout (HCC-like pattern). One case demonstrated characteristic 

“reversal sign” —peripheral arterial enhancement following venous washout and 

delayed central enhancement. Type Ⅱ (n=10, 43.5%)，peripheral intense arterial 

enhancement with progressive enhancement on venous/delayed phase (CC-like pattern). 

Type Ⅲ (n=10, 43.5%), mild enhancement during all dynamic phases (indeterminate 

pattern). All tumors with type 1 demonstrated expansive growth pattern without 

either tumor marker elevation or extrahepatic involvement. HBV infection incidence 

was higher in type 2 (90%) than in type 1 (33.3%) and type 3 (60%) (p=0.028 and 

0.039, respectively). Infiltrative growth pattern was more frequent in type 2 (80%) 

than in type 3 (50%) (p=023). The elevation of tumor markers were less frequent in 

type 2 than in type 3 (22.2% vs 66.7% for AFP, p=0.003; 37.5% vs 62.5% for CC-like 

marker, p=0.016).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identified in lymph nodes and 

vessel involvement between type 2 (40%) and type 3 (40%) (p=1.000). At microscopic 

observation, there existed obvious sinusoid dilation in HCC components and 

abundant fibrosis stroma in CC components without fibrotic capsule for type 2. 

Conclusion cHCC-CCs commonly appeared as CC-like or indeterminate pattern on 

dynamic CT and MRI. The tumor with CC-like enhancement pattern had higher HBV 

infection incidence, lower tumor marker level, and more aggressive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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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979 

Liver Fibrosis Detection and Staging: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1ρ MR Imaging and 2D Real-time Shear-wave 

Elastography 

 
Li Ruokun

1,2
,Yan Fuhua

1
,Ren Xinping

3
 

1.Department of Radiology， Ruijin Hospital，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of Medcine 

2.Department of Radiology， Jin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3.Department of Ultrasound， Ruijin Hospital，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of Medcine 

 

 

Purpose: To comparative the value of T1ρ MR imaging and 2D real-time shear wave 

elastography (SWE) for liver fibrosis detection and staging. 

Methods: Twenty-nine rabbit models of CCl4-induced liver fibrosis were established 

and six untreated rabbits served as controls. T1ρ MR imaging and 2D real-time SWE 

examination were performed at 2, 4, 6, 8, 10, and 12 weeks. T1ρ values and liver 

stiffness (LS) values were measured. Fibrosis was staged according to the METAVIR 

scoring system. Correlation test was performed among T1ρ values, LS values, and 

fibrosis stage.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analysis was performed for 

assessing diagnostic performance of T1ρ and SWE in detection of no fibrosis (F0), 

substantial fibrosis (≥F2), severe fibrosis (≥F3), and cirrhosis (F4). 

Results: There was moderate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fibrosis stage and T1ρ 

values (r=0.566; 95% CI 0.291-0.754; P<0.0001), and LS value (r=0.726; 95% CI 

0.521-0.851; P=0.003). T1ρ values showed moderate positive correlations with LS 

values (r=0.693; 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 0.472-0.832; P<0.0001). Areas Under 

ROC (AUROCs) were 0.861 (95% CI: 0.705-0.953) for SWE and 0.856 (95% CI: 0.698-

0.950) for T1ρ (P = 0.940), 0.906 (95% CI: 0.762-0.978) for SWE and 0.849 (95% CI: 

0.691-0.946) for T1ρ (P = 0.414), 0.870 (95% CI: 0.716-0.958) for SWE and 0.799 

(95% CI: 0.632-0.913) for T1ρ (P = 0.422), and 0.846 (95% CI: 0.687-0.944) for 

SWE and 0.692 (95% CI: 0.517-0.835) for T1ρ (P = 0.137), when diagnosing liver 

fibrosis with ≥F1, ≥F2, ≥F3 and F4, respectively. There was moderate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inflammatory activity and T1ρ values (r=0.520; 95% CI 0.158-

0.807; P=0.013). 

Conclusion: T1ρ imaging has potential for liver fibrosis detection and staging 

with good diagnostic capability similar to that of ultrasonography elastography.   

 

 
PU-0980 

磁共振鉴别 IPNB 与腔内生长样胆管癌的价值探究 

 
金开璞,汪禾青,盛若凡,曾蒙苏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00032 

 

目的：评价磁共振在鉴别 IPNB与腔内生长样胆管癌（cholangiocarcinoma of intraductal 

growth type. IG-CC）中的价值。 方法：25例病理证实为 IPNB或 IG-CC的磁共振影像资料

经 2名放射科医师在不知晓具体病理的情况下审阅。凡同时满足胆管扩张、管腔内病灶且病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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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胆管内壁生长的病例诊断为 IPNB，不能满足该标准者诊断为 IG-CC。计算评判的敏感度、特

异度、准确率及阳性、阴性预测值，并对 2名审阅者的一致性进行评价。同时，对 IPNB 与

IG-CC的病灶边缘情况、病灶致密性、ADC值，及各期增强扫描的强化率与 CNR等项目进行比

较，并绘制 ROC曲线进行评价。 结果：两名审阅者正确诊断 12（85.7%）例及 11（78.6%）例

IPNB，7（63.6%）例及 8（72.7%）例 IG-CC。两名审阅者评价一致性尚可（k=0.503）。比较

IPNB与 IG-CC特点，IPNB边缘较 IG-CC模糊，主体成分更混杂稀疏；IPNB的 ADC值

(1.81±0.50)×10
-3
mm

2
/s显著高于 IG-CC(1.27±0.24)×10

-3
mm

2
/s，AUC为 0.878；后者门脉期

及延迟期强化率及 CNR明显高于前者，AUC波动于 0.870-0.955。 结论：典型的 IPNB 特征在

鉴别 IPNB与 IG-CC中效能尚可。IPNB与 IG-CC在病灶边缘情况、病灶致密性及增强晚期强化

程度上有较大差异，可以作为辅助参考项目。 

   

 

 
PU-0981 

急性坏死性胰腺炎-胰腺包裹性坏死的 CT 及 MRI 表现 

 
白玉凤,叶建军 

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 730050 

 

目的 探讨急性坏死性胰腺炎的局部并发症胰腺包裹性坏死（WON）的 CT及 MRI表现，以提高

对本病的认识。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年 1月至 2017年 6月我院经临床和/或病理证实的 55

例胰腺 WON形成患者的 CT和 MRI特点。在 PACS工作站上综合观察胰腺 WON病灶的部位、数

目、形态、大小以及囊壁、囊内容物的密度、信号特点及强化特征。结果 纳入 55例胰腺

WON患者进入研究（男 37例，女 18例，年龄 46.3±15.1 岁），共发现 WON病灶 72个，单发

者 45例（81.8%），多发 10例（18.2%）；类圆形者 64个（88.9%），不规则形 8个

（11.1%）；病灶大小为 7.6±4.3cm（1.7~20.8cm），WON灶位于胰周 50个（69.4%），胰内

18个（25.0%）；病灶囊壁 CT值约 36.1±7.6Hu（20-52Hu）、囊壁厚度为 3.1±0.91-mm

（1.6-5.0mm）。所有病灶内见非液性坏死物，MRI呈“破絮状、碎片状、条带状”， CT呈不

均匀稍低密度，且增强不强化，其中 22个（22、72，45.8%）WON病灶内包裹脂肪密度/信

号。病灶合并感染（MR/CT 发现“气泡征”、气液平）5例（9.1%）、合并消化道瘘 1例

（1.8%）。结论 胰腺包裹性坏死病灶以单发者居多，最常见于胰腺外周，CT及 MRI能为其诊

断提供影像学依据，其中最具特征性的表现是胰腺 WON病灶中含非液性的坏死物成分。 

   

 

 

PU-0982 

梗阻性无精子症：射精管口梗阻的 MR 诊断 

 
关键,王焕军,张皓钦,郭燕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510080 

 

目的：评估 MRI对射精管口水平梗阻所致梗阻性无精症病因诊断的价值。 

方法：收集 2007-2017年以无精症为主诉于我科行 MR检查的男性不育患者资料，并最终经临

床或手术确诊的 26例射精管管口梗阻导致梗阻性无精子症的病例。所有病例均行 1.5T或

3.0T MRI平扫加增强扫描，常规盆腔扫描，扫描过程中根据情况加做上腹部 MR扫描完成双肾

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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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26例射精管管口梗阻中 1例为先天性巨结肠直肠上段纤维化明显压迫精囊-射精管，MR

上表现精囊受压变形，膀胱精囊位置前移，精囊腺管塌陷。另 25例均表现为前列腺-精囊区囊

性病变，包括精囊囊肿 3例，表现为单侧精囊内的巨大单个或多个囊性病灶，并压迫射精管

口；射精管囊肿 8例（单侧 7例，双侧 1例），定位于精阜区，囊性病变的长轴与射精管走行

一致；巨大苗勒管囊肿 7例，位于前列腺后正中部、双侧精囊之间，推挤膀胱后壁正后方，矢

状面或冠状面呈倒置的水滴状；Zinner综合征（单侧肾缺如合并同侧精囊囊肿）6例，表现为

精囊卵圆形囊肿或显著不规则囊管状扩张，其中 2例囊内见液-液平，2例见残存输尿管结

构；常染色体遗传性多囊肾综合征并输精管道扩张 1例，表现为双侧精囊腺管对称性显著扩

张，呈巨精囊腺管改变，内见液平。其中 Zinner综合征和常染色体遗传性多囊肾综合征并输

精管道扩张，上腹部 MR检查均见相应的肾脏异常。 

结论：射精管口梗阻无精子症的病因多样，以前列腺-精囊区囊性病变所致压迫为主；MR成像

可作出准确检出射精管口梗阻的病因。合理进行腹盆腔 MRI检查有利于实现相关综合征的全面

诊断。  

 

 
PU-0983 

DCE-MRI 联合 ADC 值对宫颈癌同步放化疗患者疗效 

评估的临床应用研究  

 
黄君文 

江苏省人民医院 210029 

 

目的 比较宫颈癌同步放化疗前后动态增强 MRI(DCE-MRI)定量参数及 ADC值，在一定程度上评

估宫颈癌同步放化疗疗效。方法 研究对象选取 2013年 1月-2015年 12月于我院行同步放化

疗，并于治疗前及治疗完全结束后均行 DCE-MRI扫描的 26例宫颈癌患者。测量治疗前及治疗

完全结束后肿瘤的 DCE-MRI 定量参数，并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治疗完全结束后 K
trans

、Ve值

均较治疗前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Kep、Vp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完全结束后 ADC值亦较治疗前升高，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01)。结论 DCE-MRI定量

参数联合 ADC值能在一定程度上评估宫颈癌同步放化疗疗效，有助于临床实施肿瘤个体化精确

治疗。  

 

 
PU-0984 

CTA 在肠系膜上动脉夹层诊断中的价值及临床评估 

 
周孝雯,吴霜,程杰军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东院) 200127 

 

目的：明确 CTA在诊断及随访过程中的临床价值及评估方法。 

材料和方法：本次研究共收集我院 2011年 10月至 2017年 6月 CTA确诊肠系膜上动脉夹层病

例 65例 122人次，对其 CTA 图像中病变类型、病变上下缘累及平面的垂直距离、真腔最小径

及同层血管腔直径比、病变累及分支数、是否伴有分支闭塞及肠道病变进行测量及统计。 有

两次及以上 CTA随访者 28人，对这 28人的治疗方法及临床转归进行分析。 

结果：本次研究共收集 65人 122例 CTA确诊肠系膜上动脉夹层病例，其中包括 55名男性和

10名女性，年龄在 35-87岁。将 122例肠系膜上动脉夹层的 CTA分为 A型（无血栓形成、不

伴肠系膜上动脉血管狭窄）5例，B型（无血栓形成、伴肠系膜上动脉血管狭窄）41例，C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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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血栓形成、不伴肠系膜上动脉血管狭窄）16例，D型（有血栓形成并伴肠系膜上动脉血管

狭窄）58例，另有两例无法分型。122例 CTA病例中，平均病变上下缘累及平面的垂直距离为

3.60±2.82cm，平均真腔最小径及同层血管腔直径比为 0.34±0.17，病变区真腔平均累及

2.36±0.02 个分支，假腔平均累及 0.39±0.01 个分支，真假腔同时累及分支数平均为

0.35±0.01 支。122例 CTA 病例中有 16例伴分支闭塞，18例肠系膜上动脉分支侧枝增多，1

例形成侧枝循环。在这 122 例图像中共 9例伴肠道病变。65人中共 5例行介入治疗，1例行小

肠切除术。28人有两次及以上 CTA随访记录，在随访期间其中 7例肠系膜上动脉夹层病变较

前进展，11例较前好转，7例病变变化不明显。 

结论：肠系膜上动脉夹层的 CTA分型和累积分支的范围及侧枝血管是否形成与临床治疗方法的

评估具有良好的相关性，侧枝血管的建立能够改善肠系膜上动脉夹层的缺血情况，大部分患者

均可通过保守治疗及临床处理改善症状，对于出现肠道缺血及伴发进展性动脉瘤时需要手术及

介入支架进行处理  

 

 

PU-0985 

基于新亚特兰大分类： 

中度重症急性胰腺炎的 MRI 表现是什么？ 

 
肖波 

1.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2.四川省医学影像重点实验室 

 

 

目的 探讨在新亚特兰大分类下中度重症急性胰腺炎的 MRI表现和临床特征。方法 回顾性分析

从 2012年 1月至 2017年 6月间在我院住院的急性胰腺炎患者的临床资料：（1）符合 2012修

订版亚特兰大标准定义的首次发作的急性胰腺炎患者，住院期间满足新标准下中度重症急性胰

腺炎的诊断标准即出现一过性器官功能衰竭和（或）出现局部并发症；一过性器官功能衰竭是

指呼吸、循坏和肾功三项指标至少一项出现功能衰竭且从临床发病开始持续时间<48h；局部并

发症包括 APFC、PP、ANC及 WON。（2）发病后 3-10天在我院行 MRI检查者。结果 总共有 939

例有 MRI检查资料的急性胰腺炎住院患者，其中男 531例、女 408例，年龄为 50.2±15.2

岁，胆源性胰腺炎 346例（36.8%）。其中，轻度急性胰腺炎 471例（50.2%）、中度重症急性

胰腺炎 406例（43.2%），重症急性胰腺炎 62例（6.6%）。406例中度重症急性胰腺炎在首次

MRI上均可见局部并发症的出现，其中 128例（31.5%）系急性胰周液体积聚（APFC）、278例

（68.5%）系急性坏死性积聚（ANC）即合并胰周坏死。267例（65.8%）存在一过性器官功能

衰竭（Marshall评分≥ 2分，以 ARDS最常见，其次为 MOF）。与轻度急性胰腺炎相比，中度

重症急性胰腺炎在 MRI上可见胰腺和（或）胰周坏死、MRSI评分更高（P < 0.05），胰周及

胰外炎性渗出和液性积聚更剧即 EPIC评分更高（P < 0.05），胰头及十二指肠炎性改变较重

者更常见（P < 0.05），腹壁皮下水肿更常见（P < 0.05）。结论 中度重症急性胰腺炎发生

率仅次于轻度、且明显高于重症，在 MRI上最常见的局部并发症为合并胰周坏死的急性坏死性

积聚（ANC）；中度重症急性胰腺炎的 MRSI评分和 EPIC 评分比轻度更高，胰头及十二指肠炎

性改变较重者和腹壁皮下水肿者更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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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986 

云南大理地区肝脏巨片形吸虫感染的影像表现 

 
杨斌,杜伟,李正亮 

云南省大理大学附属医院 671000 

 

目的 探讨肝脏人体肝巨片形吸虫病的 CT及 MRI影像表现特点及其诊断价值。方法 回顾分析

经临床确诊 26例肝巨片吸虫病患者的临床、病理及影像学表现。26例行 CT，9例行 MR检

查，2例行肝穿刺病例检查。结果 26例 CT平扫显示为肝肿大并实质内弥漫斑片状密度减低

影，边界欠清，15例病灶相互融合呈簇状和或隧道样病灶，以包膜下肝实质内为主，其中 24

例 CT增强病灶不均匀轻度强化；19例脾脏轻度增大。9 例 MRI平扫显示为肝脏肿大并实质弥

漫性病变，病变呈稍长 T1稍长 T2，DWI上呈稍高或高信号改变；7例增强扫描呈蜂窝状稍强

化；5例 MRCP显示肝内胆管及胆总管未见扩张或梗阻。2例穿刺病理活检表现为寄生虫性肉芽

肿与坏死，周围大量单核细胞和嗜酸性粒细胞侵润。结论 熟悉人体肝巨片吸虫感染在肝脏的

CT、MRI表现特点，与血清学相结合，将有助于该病的早期诊断。 

   

 

 
PU-0987 

基于新亚特兰大分类：重症急性胰腺炎的 MRI 表现是什么？ 

 
肖波 

1.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2.四川省医学影像重点实验室 

 

 

目的 探讨在新亚特兰大分类下重症急性胰腺炎的 MRI表现和临床特征。方法 回顾性分析从

2012年 1月至 2017年 6月间在我院住院的急性胰腺炎患者的临床资料：（1）符合 2012 修订

版亚特兰大标准定义的首次发作的急性胰腺炎患者，住院期间满足新标准下重症急性胰腺炎的

诊断标准即出现持续性器官功能衰竭。持续性器官功能衰竭是指呼吸、循坏和肾功三项指标至

少一项出现功能衰竭且从临床发病开始持续时间≥48h。（2）发病后 3-10天在我院行 MRI检

查者。结果 总共有 939例有 MRI检查资料的急性胰腺炎住院患者，其中男 531例、女 408

例，年龄为 50.2±15.2 岁，其中，轻度急性胰腺炎 471 例（50.2%）、中度重症急性胰腺炎

406例（43.2%），重症急性胰腺炎 62例（6.6%）。62例重症急性胰腺炎在 MRI上均可见局部

并发症的出现，且均为急性坏死性积聚（ANC）即合并胰周坏死。62例重症急性胰腺炎均存在

持续性器官功能衰竭（Marshall评分≥ 2分，以 ARDS最常见，其次为 MOF）。其中 44例

（70.9%）在重症急性胰腺炎的病程后期形成胰腺包裹性坏死（WON）。与轻度、中度重症急性

胰腺炎相比，重症急性胰腺炎在 MRI上胰腺实质坏死范围更大、MRSI评分更高（P < 

0.05），胰周坏死及胰外炎性渗出和液性积聚更重即 EPIC 评分更高（P < 0.05），腹壁皮下

水肿更常见且程度比中度重症急性胰腺炎的腹壁皮下水肿更重（P < 0.05）。结论 新亚特兰

大分类下重症急性胰腺炎的发生率明显低于中度重症急性胰腺炎，在 MRI上最常见的早期局部

并发症为急性坏死性积聚（ANC），后期则为包裹性坏死（WON）；重症急性胰腺炎的 MRSI评

分和 EPIC评分比中度重症急性胰腺炎更高，腹壁皮下水肿更多见且程度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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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988 

肝泡状棘球蚴病磁共振特点和临床分期的关系 

 
依巴努·阿不都热合曼,任波,王健,刘文亚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830054 

 

目的 通过分析肝泡状棘球蚴病患者常规磁共振影像特点，探讨该病常规磁共振成像特点与临

床分期之间的相关关系及不同的磁共振分型在泡球蚴发生发展过程中所代表的的病理学意义。

方法 收集自 2011年 1月至 2016年 5月来我院首次就诊经手术或综合影像学诊断为肝泡状棘

球蚴病患者 54例，分析 HAE常规磁共振成像特点，比较 Kodama分型、病灶最大径、病灶周边

区域囊泡与临床 PNM分期之间的相关关系。结果 根据 Kodama分型将肝泡状棘球蚴病患者病灶

分为 5型，Kodama 1型（2.63%，2/76），Kodama 2型（18.42%，14/76），Kodama 3型

（51.32%，39/76），Kodama 4型（26.32%，20/76），Kodama 5型（1.32%，1/76）。本研究

中 22.37%（17/76）病灶为 P1期，7.89%（6/76）病灶为 P2期，60.53%（46/76）病灶为 P3

期，9.21%（7/76）病灶为 P4期；44.74%（34/76）为 N1 期；18.42%（14/76）病灶为 M1期。

30.26%（23/76）HAE病灶周围可见囊泡。Kodama分型与病灶最大径无相关性（P=0.697，
r=0.243），P分期与病灶最大径呈正相关（P＜0.000，r=0.516），N分期与病灶最大径亦呈

正相关（P＜0.000，r=0.754），M分期与病灶最大径之间没有相关性（P=0.063，
r=0.214）。HAE病变周围囊泡与临床 PNM分期无相关关系。结论 肝泡状棘球蚴病 Kodama分

型及临床 PNM分期的情况可以帮助我们从不同角度了解泡球蚴病灶的发生发展状态。 

   

 

 
PU-0989 

盆腔脂肪增多症 CT 影像诊断 

 
胡维娟 

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 300170 

 

摘要: 目的 探讨盆腔脂肪增多症( PL) 的多层螺旋 CT( MSCT) 影像学表现及临床特点。方法 

对 4例男性盆腔脂肪增多症患者行 MSCT 平扫及动态增强扫描，并行膀胱及输尿管三维重建，

分析其影像学特点。结果 4例 MSCT均表现为膀胱、直肠周围大量脂肪（ CT 值为 40 -100 

Hu）组织，无明显包膜且呈弥漫性分布，与周围正常盆腔脂肪间无明显界限，其内夹杂纤维索

条及血管影，增强后脂肪组织无明显强化表现。4例患者膀胱均有不同程度的受压、变形、上

抬。4例冠状位重建示膀胱呈倒置的梨形、倒置乒乓球拍形及水滴形，矢状位重建膀胱呈长茄

形，香蕉形，4例三维重建图像亦显示双肾盂输尿管不同程度扩张积水。1例膀胱后壁明显增

厚。4例膀胱精囊角均增大呈钝角。4例乙状结肠及直肠均受压变扁，轴位显示肠管左右径缩

小，前后径增大，矢状位重建肠管受压呈长条形。4例直肠骶椎间隙、直肠膀胱间隙均增宽。

结论 PL 的 MSCT 表现特点为膀胱及直肠周围脂肪增多，膀胱、直肠、乙状结肠不同程度受压

变形，近而造成相应临床症状。MSCT 双侧肾盂、输尿管重建可清晰显示泌尿系统梗阻全貌，

并能准确评价膀胱、输尿管及直肠受压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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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990 

小肠重复畸形 1 例 

 
樊国峰,马少君 

陕西省人民医院 710068 

 

通过分析本例肠重复畸形的临床资料、影像检查、手术治疗等情况，进一步认识肠重复畸形，

并提高诊断、治愈率，从而减少误诊、漏诊的发生。 

临床资料： 

患者男性，年龄 19岁。以间断黑便 15天为主诉收住入院。 

临床表现：患者初次进食冷饮后出现不成型柏油样便 6次共 600ml，伴明显乏力、大汗心慌、

活动后头晕及一过性黑蒙，无其他消化道特殊症状，经止血、抑酸治疗后，黑便消失。2天后

无明显诱因再次出现黑便。 

专科查体：腹部平坦，未见异常蠕动波，腹壁柔软、无压痛，反跳痛，全腹呈鼓音，移动性浊

音阴性，肠鸣音活跃，4-5 次。 

辅助检查：胃镜及上腹部 CT检查阴性，小肠造影示约 5 组小肠见一肠管样结构，末端呈盲端

样改变。 

手术及病理：术中距回盲部约 50cm处小肠见约 3×8cm 大小肠重复畸形血管，局部充血，末端

游离，提起畸形血管将重复畸形肠管与系膜一并切除，后行小肠端端吻合。术后病理诊断为小

肠重复畸形。 

讨论 

小肠重复畸形是位于小肠近系膜侧的一种球囊状或管状先天发育畸形，小儿多见，以空肠或回

肠多见，具有小肠共同的血液供应。常常出现不同的临床表现：呕吐、腹痛、腹部包块、肠梗

阻、血便、肠穿孔、肠套叠等。 

本病例患者成人，小肠气钡双重造影示右下腹部 5组小肠水平见肠管样结构及盲端样改变，提

示小肠重复畸形或麦克尔憩室；麦克尔憩室位于系膜的对侧缘，常有异位的黏膜，可通过 CT

增强发现独立的肠系膜上动脉分支供血。 

超声作为常规检查，通常表现为腹腔内囊性无回声区，壁较厚，与肠壁相似，CDFI可见血流

信号。CT肠表现为下腹部囊性低密度影，可伴有周围渗出、气液平面等其它征象。99mTC 扫描

可发现腹部异位放射性浓集区。 

小肠重复畸形临床上多以急腹症就诊，没有特异性的临床表现，通常经过腹部超声、小肠钡餐

造影以及腹部 CT检查、放射性核素扫描等可以进一步明确，但手术仍然是直接、快速准确的

诊断及治疗手段。  

 

 

PU-0991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 and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by Using Diffusion- kurtosis Imaging 

 
Chen Lihua,Liu Ailian,Song Qingwei,Ju Ye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DaLian Medical University 116011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feasibility of the typical parameters of diffusion 

kurtosis imaging (DKI), MK, Ka, Kr, FA, MD, Da, Dr, in differentiating 

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 (ICC) and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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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Sixteen patients were recruited in the study. All the patients were 

performed MRI exams on a 1.5T scanner (GE-Signa HDXT) in a protocol containing the 

routine T1WI, T2WI, and DKI (b =0, 500，1000，1500，2000s/mm
2
, in 15 directions). 

From the following histopathological examination, it was confirmed that ICC was in 

8 and HCC in 8. The MR images were blindly reviewed and analyzed by two 

experienced observers with the values of all the parameters of the focus measured 

using the Functool on GE ADW 4.4 workstation. ICC test was used to examine the 

consistency of the measurements, student’s t-test was executed to compare the 

obtained parametric values with p< 0.05 concerned statistical significant. 

Results: The ICC value of the DKI parameters (MK, Ka, Kr, FA, MD, Da, Dr) in the 

ICC group and HCC group were respectively 0.865, 0.949, 0.800, 0.947, 0.952, 0.985, 

0.894 and 0.786, 0.923, 0.913, 0.929, 0.765, 0.926, 0.901 , exhibiting an amenable 

consistency. This study was approved by the ethics committee of our hospital. The 

mean MK of ICC (0.535±0.107)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p < 0.05) than the HCC 

(0.661±0.095), the mean MD of ICC (2.108±0.698)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p < 

0.05) than the HCC (1.390±0.166), and the mean DR of ICC (1.753±0.502)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p < 0.05) than the HCC (1.148±0.109). 

Conclusion: DKI demonstrated can supply many meritorious parameters, with most 

useful in diagnostic differentiation of 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 from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PU-0992 

3.0T 磁共振 PC 法评价健康青年志愿者门静脉血流的可行性 

 
陈丽华,刘爱连,宋清伟,李烨,陈安良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6011 

 

目的 探讨 3.0T磁共振相位对比（Phase-contrast，PC）法测量并评估健康自愿者门脉血流的

可行性。方法 招募年轻健康自愿者 14名，男性 7名，女性 7名。所有自愿者均应用 3.0T MR

行肝脏 T2WI及 PC扫描。每名志愿者扫描两次，两次间隔一周。利用流速分析软件分析门脉血

流量（AF）及血流速度（PPV）。采用组内相关系数（ICC）检验两次扫描及测量数据的一致

性。应用两独立样本 t检验，比较性别对 AF、PPV值的影响；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检验不同

编码流速对 AF、PPV值的影响。P< 0.05 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果 两次不同流速编码门

脉 AF、PPV测量值一致性良好，ICC值均大于 0.75；编码流速为 30cm/s时一致性最好，此时

男性门脉 AF、PPV值（10.07±3.01 ml/beat, 20.72±3.33cm/s）均高于女性（5.38±1.04 

ml/beat, 17.07±2.38 cm/s），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不同编码流速间 AF、PPV值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 3.0T 磁共振 PC法测量门脉血流值结果稳定，健康青年志愿者男性

门脉 AF、PPV值均高于女性；不同编码流速对 AF、PPV值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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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993 

钆贝葡胺动态增强磁共振成像评价肝细胞癌血管 

生成及分化程度的初步研究 

 
梁玲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410008 

 

目的：研究肝细胞癌 Gd-BOPTA动态增强磁共振成像的影像表现与癌组织微血管密度及其相关

血管生成因子 VEGF、Ang-2表达水平的关系，研究肝细胞癌 Gd-BOPTA增强磁共振成像的影像

表现与癌组织病理分级的关系，探讨 Gd-BOPTA动态增强磁共振成像评价肝细胞癌血管生成及

分化程度的价值。 

方法：用 GE signa HDx 3.0T 超导型磁共振扫描仪对 HCC组 30例及正常对照组 6例行全肝

Gd-BOPTA动态增强磁共振扫描，获得动态期及肝胆期图像，测量肿瘤、背景肝实质感兴趣区

信号强度值及背景噪声强度值，获得时间-信号强度曲线计算 TIC半定量参数、平扫和肝胆期

癌组织/背景肝实质 CNR；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方法分别检测 HCC组织标本中 CD34、VEGF及 Ang-

2的表达水平；分析 TIC半定量参数及肝胆期癌组织/背景肝实质 CNR与癌组织 MVD、VEGF 与

Ang-2表达水平及分化程度之间的相关性。 

结果：1.肝细胞癌 MSI与分化程度呈负相关（r =-0.464，P＜0.05）；肝胆期癌组织/背景肝

实质 CNR与分化程度呈负相关（r =-0.628，P＜0.01）。2.肝细胞癌 MSI与 MVD呈正相关（r 
=0.42，P＜0.05）；HCC肝胆期癌组织/背景肝实质 CNR与 MVD呈正相关（r =0.38，P＜
0.05）；肝细胞癌 VEGF、Ang-2表达水平与 MSI呈正相关（r =0.380,P＜0.05； r =0.406,P
＜0.05）。 

结论： 

1. MSI能较好定量反映 HCC 组织微血管密度及相关血管生成因子的表达。 

2. MSI结合肝胆期癌组织/背景肝实质 CNR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HCC癌组织微血管密度及分化

程度。 

3.HCC血管生成与 VEGF、Ang-2表达上调有关。 

   

 

 
PU-0994 

脾脏海绵状淋巴管瘤的影像学表现及病理学特征 

 
李则锋,李凯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530021 

 

【摘要】目的 探讨脾脏海绵状淋巴管瘤的 CT、MRI表现及病理学特征。方法 搜集经手术和病

理证实的 6例脾脏海绵状淋巴管瘤临床和影像学资料，其中行 CT增强检查 5例，MRI增强检

查 1例。回顾性分析其 CT、MRI表现及病理学特征。结果 脾脏海绵状淋巴管瘤的影像学表

现：可为单发、多发结节或肿块，亦可弥漫累及整个脾脏，边界清楚或不清楚，有分隔及分

叶；CT平扫为低密度灶，有时病灶中心可见斑点状或结节状钙化灶，MRI平扫，T2WI呈高信

号、分隔呈等或稍低信号，T2WI压脂序列信号更高、灶内分隔显示更加清楚，T1WI以低信号

为主、灶内分隔亦呈稍低或等信号且显示较为模糊；CT和 MRI增强扫描各期囊性成分均未见

强化，动脉期囊壁及分隔轻度强化，门脉期和延迟期分隔呈“蜂窝状”或“网格状”持续强

化。病理学特征：海绵状淋巴管瘤为多发迂曲扩张的较大淋巴管形成，聚集而呈蜂窝状结构。

结论 脾脏海绵状淋巴管瘤影像学表现具有一定的特征性，有利于定性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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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995 

大鼠肝纤维化、肝硬化磁共振扩散参数 

与 Ki67、PCNA 表达相关性 

 
孟令平,王国光,胡明秀,张洪,官兵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金山分院(上海市金山区中心医院) 201500 

 

[摘要] 目的 探讨 1.5T磁共振不同 b值 ADC值和 EADC值与大鼠肝纤维化、肝硬化分型的意义

及其与 Ki67、PCNA 表达的相关性。方法 清洁级 SD 大鼠随机分为实验组(n=84)，对照组(n=16)

两组：实验组采用硫代乙酰胺(TAA)腹腔定点注射，200-240mg/Kg，3次/周，对照组同期腹腔

注射同剂量的生理盐水。建模后第 6～30周末和对照组分批次做肝脏磁共振常规及单次激发自

旋回波-回波平面成像( SE-EPI) 检查，取 b =0；300、600s/mm2 分为 2组，生成 ADC 图及

EADC图，兴趣区测量 ADC及 EADC值；病理上将鼠肝损伤分为肝纤维化早期（Ⅰ-Ⅱ期）、肝

纤维化晚期（Ⅲ-Ⅳ期）、肝硬化结节期，并与 ADC值、EADC值和免疫组化指标 Ki67、PCNA

表达作相关分析。结果 共有 69只大鼠（实验组 n=57；对照组 n=12）成功获取磁共振弥散成

像参数数据，成功率 69%（69/100）。随着实验时间延长，DWI显示肝内信号逐渐增高，高 b

值图像较明显，但图像质量较差；肝硬化大结节在 DWI图像呈等或略高信号。在不同阶段肝纤

维化、肝硬化分期中，ADC 和 EADC值数据有一定统计学差异。Ki67、PCNA表达在肝纤维化Ⅰ-

Ⅱ期不明显，肝纤维化Ⅲ-Ⅳ期和肝硬化结节期则明显表达，与对照组比较，实验组肝纤维化

Ⅲ-Ⅳ期和肝硬化期 Ki67、PCNA表达均有统计学差异（P＜0.01）。肝硬化结节期 ADC 值和

Ki67、PCNA表达之间有统计学相关性（P＜0.05）。 结论 磁共振扩散成像 ADC值与 SD大鼠

肝纤维化、肝硬化病理分级之间呈负相关，而 EADC值则为正相关；ADC值与 Ki67、PCNA表达

正相关，EADC值为负相关。 

   

 

 
PU-0996 

BOLD MRI 对糖尿病大鼠肾脏早期损伤的动态研究 

 
肖文波,过川根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310003 

 

目的：应用磁共振血氧水平成像(BOLD MRI) 对糖尿病大鼠进行肾内氧代谢评估，观察 R2*值

在糖尿病肾脏损伤过程中的动态变化过程，确定 BOLD MRI 成像对糖尿病肾脏早期损伤评价的

意义。 

材料与方法：将 80只切除左侧肾脏后的雄性 SD大鼠随机分为正常对照组(NC组)和糖尿病组

(DM组)，DM组腹腔注射链脲佐菌素建立糖尿病大鼠模型，NC组给予腹腔注射缓冲液(65 

mg/kg)。两组大鼠在造模前和造模成功后 3天、7天、14 天、21天、28天、35天、42 天、49

天、56天、63天和 70天行 MR扫描，分别测量肾脏皮质及外髓的 R2*值（CR2*，MR2*）并计

算髓皮质 R2*值比值（MCR）。测定 24小时尿白蛋白排泄量、血肌酐和尿素氮值，进行肾活检

观察肾组织的病理改变。 

结果：DM组大鼠尿白蛋白排泄量、血肌酐和尿素氮值高于 NC组，并呈持续上升。DM组 CR2*

和 MR2*值逐渐上升，在 35 天达到最高值(MR2*=43.79±1.46s
-1
,CR2*=33.95±0.34s

-1
) ；从第

42天开始有所下降，至第 70天(MR2*=41.61±0.95s
-1
,CR2*=33.17±0.69s

-1
)仍高于 NC 组

(MR2*=31.77±0.87s
-1
,CR2*=28.41±0.56s

-1
)(P<0.01)。MCR亦表现为先升后降的动态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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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组大鼠造模前为 1.12，在 42天时上升到 1.32，后有所下降，至第 70天时为 1.25。糖尿病

大鼠病理示肾小球直径增大，肾小管上皮细胞肥大，肾间质有大量淋巴细胞及单核细胞浸润。 

结论:在早期糖尿病肾病中，呈抛物线样改变的 R2*值反应了肾脏存在缺氧及缺氧状态有所改

善的动态病理生理过程。MCR 的逆转可能提示了肾脏将从功能性改变进入器质性病变。 

本研究由浙江省科技厅公益技术研究项目（2015C33138）及浙江省自然基金重点项目

（LZ16H180001）资助 

   

 

 
PU-0997 

1H MRS 在慢性血吸虫肝病诊断中的价值 

 
张洪,孟令平,李长富,胡明秀,王国光,孔鹏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金山分院(上海市金山区中心医院) 201500 

 

目的 探讨 1H-MRS在慢性血吸虫肝病中的诊断价值。方法 分别对经临床及病理证实的慢性血

吸虫肝病组和无肝病组共 68例行肝脏常规 MRI和 1H-MRS检查，采集相关代谢物[水（H2O）、

胆碱 (Cho)、脂质(Lip)]峰的峰值及峰下面积，对得到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慢性血吸虫

肝病组 30例和无肝病组 38 例得到符合标准的 MRS图像，图像主要显示为 H2O峰(4.6 ppm)、

Cho峰(3.2 ppm)和 Lip峰(1.3ppm)；慢性血吸虫肝病组 1H-MRS H2O峰、Lip峰峰值及峰下面

积均低于对照组，且有统计学意义(p<0.05)；Cho峰峰值及峰下面积与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p>0.05)。ROC曲线下 AUC从大到小依次为水峰峰值、水峰下面积、Lip峰下面积、Lip峰

值，其 AUC分别为 0．805、0.761、0.729、0.668。特异度分别为：0.600、0.733、0.670、

0.633，敏感度分别为:0.921、0.737、0.789、0.737；联合得到 MRS的 ROC曲线下面积是

0.861，特异度 0.684，敏感度 0.867。结论 1H-MRS对慢性血吸虫肝病诊断有一定价值，其中

H2O峰值及峰下面积诊断效能最高。  

 

 
PU-0998 

磁共振灌注成像在鼠肝纤维化、肝硬化病理分级中的价值 

 
王国光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金山分院(上海市金山区中心医院) 201500 

 

目的：探讨大鼠肝纤维化、肝硬化磁共振灌注（MR-PWI）成像参数，评价 PWI对肝纤维化、肝

硬化病理分级的价值。方法：清洁级 SD大鼠 100只，体重约 150～200g，雄性。将大鼠随机

分为 2组，对照组(n=16)，实验组(n=84)；实验组腹腔定点注射硫代乙酰胺(TAA)，对照组同

期腹腔注射相同剂量生理盐水。建模成功后实验组和对照组分批次进行肝脏常规磁共振扫描及

PWI扫描。依据病理结果将肝脏损伤分为 5组：肝纤维化 0期（对照组）、肝纤维化Ⅰ期

（S1），肝纤维化Ⅱ期（S2），肝纤维化Ⅲ期（S3），肝硬化结节期（S4），然后分析灌注参

数与病理分级的相关性。结果：共 69只大鼠（实验组 57只，对照组 12只）成功获取 PWI图

像并进行灌注参数测量，成功率 69％（69/100）。1. 门静脉诸灌注参数各期之间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肝实质诸灌注参数各期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2.门静脉

TTP及 WOR与肝纤维化分级之间存在相关性（P<0.001），r值分别为 0.420、-0.464；肝实质

TTP及 WIR与肝纤维化分级之间存在相关性（P<0.001），r值分别分级之间有相关性为

0.424、-0.488。结论：磁共振灌注成像参数与大鼠肝纤维化、肝硬化的分级有一定相关性，

具有一定的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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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999 

成人型环状胰腺多排螺旋 CT 及磁共振研究 

 
周永霞

1
,刘荣波

2
,杨全

1
,胡良波

1
,刘芳

1
 

1.重庆医科大学附属永川医院 

2.华西医院 

 

目的 探讨成人型环状胰腺多层螺旋 CT及磁共振的影像学特征及最佳影像显示序列。方法 回

顾性分析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及重庆医科大学附属永川医院 24例成人型环状胰腺的 CT及 MRI资

料，观察环状胰腺影像表现特征及其合并症，并对 CT、MRI 平扫及增强各序列环状胰腺的显示

情况评分。结果 ①24 例病例均表现为胰头与十二指肠间脂肪间隙消失，完全型环状胰腺 11

例（45.8%），表现为环形、三角形、三明治征。不完全型环状胰腺 13例（54.2%），表现为

鳄鱼口征，胰头从前外侧及后内侧包绕十二指肠，环状部胰腺组织环绕十二指肠的周径均

≥1/2 周。胰头包绕十二指肠降段 22例（91.7%）、球部 2例（8.3%）。显示环状部胰管 7

例，合并胰腺分裂 6例（25%）。②CT 及 MRI均能清楚显示环状胰腺。CT各序列评分：动脉期

＞静脉期＞平扫，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58.21，P<0.05）。磁共振 VIBE序列增强评分动脉

期＞门静脉期＞静脉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8.98，P<0.05）。结论 完全型与不完全型

环状胰腺影像表现不同，胰腺与十二指肠间脂肪间隙消失，胰腺组织围绕十二指肠壁超过半周

时强烈提示不完全型环状胰腺。多排螺旋 CT同 MRI都能显示环状胰腺，动脉期可以作为诊断

环状胰腺的优势序列。  

 

 
PU-1000 

慢性血吸虫肝病扩散加权成像的应用价值 

 
张洪,孔鹏,胡明秀,王国光,洪玉萍,孟令平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金山分院(上海市金山区中心医院) 201599 

 

目的 探讨磁共振扩散加权成像（DWI）不同 b值的表观扩散系数(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ADC)值、指数化表观扩散系数(exponential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eADC)值、灌注 ADC值、灌注 eADC值在慢性血吸虫肝病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对经临床及病理证实的慢性血吸虫肝组 35例和无肝病组 38例行常规肝脏 MR检查后，进行

DWI扫描，设 b值为 0，50、600s/mm2，测量肝 ROI得到 ADC值和 eADC值，计算出灌注 ADC值

和灌注 eADC值，将其参数及病理结果对照分析。结果 慢性血吸虫肝病组的 ADC值及灌注 ADC

值较无肝病组低，而 eADC值较无肝病组高，二者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慢性血吸虫肝病

组灌注 eADC值与无肝病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慢性血吸虫肝病组病理表现为不同

程度的肝纤维组织增生和假小叶形成，均可见虫卵纤维化及钙化结节。结论 与对照组相比，

慢性血吸虫肝病组 ADC值及灌注 ADC值降低和 eADC值升高，对判断慢性血吸虫肝病有一定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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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01 

肾脏少见原发肿瘤的影像诊断 

 
高亚枫,胡粟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15006 

 

 

目的 分析几种肾脏少见原发肿瘤的影像学表现，以提高认识。 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病理证

实的 13例肾脏少见原发肿瘤的 CT或 MRI表现，观察瘤体的发生部位、数目、大小、形态、边

缘、密度或信号、内部特征（钙化、囊变坏死、出血等）及强化方式等。 结果 原发性肾脏

淋巴瘤 4例，表现为肾门区肿块累及肾脏 3例，增强扫描呈轻度均匀强化；双肾多发结节 1

例，呈中等度强化。血管周细胞瘤 3例，呈类圆形，位于肾实质内 1例，突出于肾皮质 2例，

增强扫描呈明显强化，其中 2例于肿瘤内部见小血管影。炎性肌纤维母细胞瘤 2例，位于肾窦

内及同时累及肾窦、肾实质各 1例，呈稍低密度，增强扫描轻度强化。成人型肾母细胞瘤 1

例，MRI上表现为混杂信号，可见出血信号，增强扫描实质部分强化。神经内分泌肿瘤 1例，

位于肾实质内，增强后轻度强化，伴有同侧肾上腺及局部淋巴结转移。后肾腺瘤 1例，表现为

肾实质内混杂密度肿块，增强后轻度强化。成人型中胚层肾瘤 1例，表现为突出于肾皮质的软

组织肿块，密度不均匀，增强后呈持续性强化。 结论 肾脏少见原发肿瘤影像学表现多样，

需仔细分析其特征，以提高诊断准确性。   

 

 
PU-1002 

磁敏感加权成像 在肝脏良恶性病变临床应用价值 

 
李丽娜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030001 

 

目的：探讨 SWI在肝脏常见占位性病变的影像学表现、诊断价值及临床应用价值。 

材料与方法：搜集经临床及病理证实肝脏占位性病变 36例，其中肝细胞癌 10例、肝转移瘤 8

例、肝海绵状血管瘤 12例、肝囊肿 6例，所有病例行常规 MRI检查及 SWI检查，其中 15例行

动态增强扫描。对 SWI及常规 MRI图像进行分析。观察分析内容包括：肝脏病变的边界、信号

特点、病变静脉血管结构及出血情况，并对肝脏占位性病变的静脉数、微小出血数及非微小性

出血面积进行比较。 

结果：本组 10例肝癌均为实性，SWI上肿瘤实质以等信号为主,6例边界显示清楚，4例边界

不清；转移瘤 SWI上呈等或高信号，4例边界显示清晰，4例边界显示不清；12例肝海绵状血

管瘤 SWI表现为边界清晰，均匀高信号；6例肝囊肿 SWI表现为边界清楚，均匀高信号。肝细

胞癌、肝转移瘤多可以显示静脉，肝血管瘤及肝囊肿不显示静脉结构，肝癌、肝转移瘤的静脉

血管数分别为 7.0±1.63、2.83±0.75，肝癌与转移瘤之间静脉血管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肝细胞癌、肝转移瘤可伴出血，肝血管瘤、肝囊肿不伴出血，肝癌、肝转移瘤的

微小性出血数分别为 13.1±2.42、 7.25±1.67，肝癌、肝转移瘤之间微小性出血数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1）；肝细胞癌、肝转移瘤非微小性出血面积差异无统计学意义（Z=-1.732，

P>0.05）。 

结论：（1）不同肝脏占位性病变在 SWI上的实质信号特点、肿瘤静脉及肿瘤出血情况各异；

（2）对肝脏占位性病变的静脉血管及微小出血灶进行计数，有助于肝脏占位性病变的影像学

诊断，对临床诊断及治疗方案的选择提供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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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03 

外伤性肾上腺出血的多层螺旋 CT 征象及临床特点 

 
曹开明 

上海市东方医院 200120 

 

目的 探讨外伤性肾上腺出血的多层螺旋 CT影像学特点及其临床特征。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2例外伤性肾上腺出血的 MSCT影像表现及随访情况。其中 7例患者行增强

扫描。测量双侧肾上腺病变平扫及增强 CT值，并观察其随访 CT值变化情况。 

结果 12例肾上腺出血患者均有外伤病史，10例患者多发骨折，1例患者仅有脾破裂，1例患

者无骨折及内脏损伤。所有出血发生于右侧 10，左侧 1例，双侧 1例，均为肿块型。CT 表现

为血肿表现为梭形高密度肿块，密度均匀，7例增强示 1例中度强化，2例轻度不均匀强化，4

例血肿无强化，血肿边缘环形强化。复查过程中血肿逐渐缩小，密度逐渐减低。 

结论 外伤性肾上腺出血具有特征性 CT平扫及增强影像特征，CT扫描能对肾上腺出血做出准

确诊断；随访复查有助于肾上腺出血的鉴别诊断及疗效观察。 

   

 

 
PU-1004 

不典型肝内胆管细胞癌合并脓肿的 CT 与 MRI 影像诊断 

 
胡维娟 

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 300170 

 

摘要: 目的 探讨不典型肝内胆管细胞癌合并肝脓肿的影像（CT与 MRI）表现特征。方法 回顾

性分析 3例经手术病理证实为肝内胆管细胞癌合并肝脓肿患者的临床资料、影像表现特征并进

行相关文献复习。结果 CT 平扫均显示巨大不规则肿物，其中两例位于肝右叶，肿物呈分叶

状，边界不清，其内即肿物远端可见扩张肝内胆管，邻近血管无受侵犯表现；一例同时累及肝

左叶及部分右前叶，肿物呈分叶状，内部密度不均，邻近血管无受侵、肝包膜无凹陷征；增强

CT检查动脉期均显示肿物呈多结节融合状，病灶边缘及内部各结节呈明显环形强化，病灶中

央无强化，门静脉期及平衡期肿物均强化仍较明显。肝脏 MRI平扫肿物均呈不规则形稍长 T1

稍长 T2信号影，于 DWI序列上显示不均匀较明显高信号区， T2WI上可见肿物远端及肿物内

肝内胆管轻度扩张，增强扫描表现类似于增强 CT表现，另于 MRI增强扫描门静脉期及平衡期

可见肿物内局部区域呈分房状表现，增强程度更明显。结论 不典型肝内胆管细胞癌合并肝脓

肿兼具两种病变的影像表现特征，若作出正确诊断需结合临床症状、化验检查及超声表现，并

注重影像学表现的细节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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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05 

肝脏 CT 双低扫描价值的探讨 

 
陈前丽,代顺,戴工华 

东方医院 200120 

 

目的：探讨在迭代重建、低 kVp条件下及低造影剂剂量下行腹部 CT增强在肝脏肿瘤检查中临

床应用价值。材料和方法：选择肝脏肿瘤患者 100例肝脏双低增强 CT扫描，分别分为 A组

80kVp（18＜BMI≤24）50例；B组 100kVp（24＜BMI≤28）30例及 C组 120kVp（28＜

BMI≤35）20例，并与常规剂量扫描的肝脏增强进行对比研究，定量计算 4组图像噪声及对比

噪声比(CNR)。对 4组图像的诊断信息(肿瘤锐利度、肿瘤与正常肝脏组织对比度、图像主观噪

声、图像总体质量)按 1-4分(1分最差，4分最优)予以评分。辐射剂量采用 CT剂量指数

(CTDI)，CT剂量长度乘积(DLP)及有效辐射剂量(ED)来评价。记录扫描过程中 CTDI及 DLP

值。采用公式：ED=DLP*k计算患者有效辐射剂量(k=0.015 mSv／mGy·cm)。采用完全随机设

计的方差分析及秩和检验(Kmskal Wallis)对结果进行比较。结果：客观评估中，低剂量下肝

脏肿瘤增强的 A、B、C、D组图像噪声及 CNR均低于常规剂量扫描的腹部增强组(P<0．01)。主

观评估中，低剂量下肝脏肿瘤增强的 A、B、C、D组与常规剂量扫描的腹部增强组的肿瘤与正

常肝脏组织对比度、主观噪声、肿瘤锐利度及图像总体质量评估无差异(P>0．01)。CT剂量指

数(CTDI)低剂量组为 10.7mGy，而常规剂量组为 21.5 mGy。结论：迭代重建下的低剂量肝脏肿

瘤 CT增强的辐射剂量比常规肝脏 CT增强减少了大约 50%，而图像的诊断质量无明显下降。 

   

 

 
PU-1006 

瘢痕子宫胎盘植入的 MRI 征象分析 

 
雷颖,张辉,王效春,谭艳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30001 

 

目的 探讨瘢痕子宫胎盘植入的 MRI征象，EADC在胎盘植入中的作用。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3年 4月至 2016年 6月期间。收集经手术病理或临床诊断证实的 60例瘢

痕子宫胎盘植入患者，患者均行 MR检查；分析患者子宫异常隆凸、胎盘信号不均匀、T1wl低

信号条带、胎盘内出血、胎盘下血管增多、胎盘下肌层变薄或消失情况，并采用 EADC对胎盘

植入处胎盘子宫内膜接触面进行精确分析。 

结果 60例瘢痕子宫胎盘植人组患者中，子宫局部异常隆凸 39例，胎盘信号不均匀 32例，胎

盘内 T2WI低信号条带 29例，T1WI胎盘下血管增多 26例。胎盘植人患者中，胎盘植入处胎盘

子宫内膜接触面 EADC值 0.995±0.03（P≤0305）高于正常胎盘子宫内膜接触面 EADC值

0.332±0.03（P≤0305）。 

结论 瘢痕子宫胎盘植入的 MR征象主要包括子宫局部异常隆凸、胎盘信号不均匀、T2WI 胎盘

内低信号条带、胎盘下血管增多等，同时 EADC在瘢痕子宫胎盘植入鉴别有较好的鉴别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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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07 

胃肠道外间质瘤的影像诊断 

 
诸静其,张蕾,席芊 

上海市东方医院 200120 

 

目的 探讨胃肠道外间质瘤的 CT和 MRI的特点并分析影像学发现与病理学特征之间的关系。 

方法 回顾性审阅 24例 EGIST患者的 CT和 MRI图像，记录患者的临床资料以及肿瘤特点。

高、低级别 EGIST间的影像学特征比较采用卡方检验或 Fisher’s精确检验。 

结果 患者出现症状时的平均年龄为 53岁，共发现 24个 EGIST，分别起源于网膜（n=4），

肠系膜（n=19）以及后腹膜（n=1）。EGIST绝大部分为梭形细胞型（87.5%；21/24），大部

分 EGIST表现为巨大（>10cm；70.8%；17/24）、圆形或卵圆形（66.7%；16/24）、囊实性

（87.5%；21/24）以及边界不清（66.7%；16/24）的软组织肿块。EGIST在 CT上呈低

（69.6%；16/23）或等密度（30.4%；7/23），在 T1加权像（T1-weighted images, T1WI）上

呈低（50%；3/6）、等（33.3%；2/6）或高信号（16.7%；1/6），在 T2WI以及弥散加权成像

（diffusion-WI, DWI）上均呈高信号（100%；6/6）。54.2%（13/24）的 EGIST出现肿瘤血

管，95.8%（23/24）的肿瘤呈明显强化，87.5%（21/24）呈不均匀强化。EGIST中钙化、出

血、腹水和淋巴结肿大少见，10例（41.7%）患者出现远处转移。肿瘤大小、边缘、肿瘤血管

和远处转移与高级别 EGIST（>5个有丝分裂像/50高倍视野）相关（P<0.05）。 

结论 老龄、肿瘤巨大、含囊实性成分、淋巴结肿大少见、不均匀强化以及肝转移可能有助于

诊断 EGIST。肿瘤如出现大小超过 10cm、边界不清、出现肿瘤血管以及远处转移的影像学特征

可能会为判断 EGIST存在恶性生物学行为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PU-1008 

多种 MRI 技术联合应用对胰腺癌的诊断价值 

 
徐峻,周国兴 

上海市东方医院 200120 

 

目的：研究不同胰腺疾病在不同 MRI技术中的特征，明确特征性表现及多种 MRI技术联合应用

对胰腺癌诊断价值。 

材料和方法：对 46例临床怀疑胰腺癌的患者进行 MRI检查。MRI扫描序列包括：(1)MRCP；

(2)MRI平扫：横断位 T1W及 T2W，冠状位 T2W；(3)动态增强扫描：横断位 T1W，将扫描序列设

计为重复 4次的连续扫描，第 1次为平扫，第 2次(增强后第 1次)扫描开始时间根据 D=TV-

A+1/4TA+5确定，第 3次(增强后第 2次)在第 2次扫描后延迟 10s扫描，第 4次扫描(增强后第

3次)在第 3次扫描后延迟 20s再扫描。病灶形态特征分析，测量平扫和动态增强序列胰腺与

病灶的信号强度，计算胰腺/病灶的 CNR，评估多种 MRI序列对胰腺癌 MRI表现的显示能力。 

结果：(1)病灶形态特征分析：46例胰腺癌有 37例出现胰管改变，其中 33例表现为胰管平滑

扩张伴截断，29例出现双管征，29例出现胆管扩张伴截断。 46例胰腺癌中 30例病灶位于

胰头部，9例病灶位于胰颈部，7例病灶位于胰体尾部，直径从 1.5-5.6cm不等，平均

3.5cm。46例胰腺癌中 18例出现血管侵犯，12例出现肝脏转移，1例出现胸椎转移，5例出现

腹膜后淋巴转移。 (2) 胰腺癌的 CNR：3D 动态增强扫描的胰腺实质期的胰腺/病灶 CNR 值最

高，为 12.71±2.91，明显高于其他期的 CNR值(p<0.01)。 (3)多种 MRI技术对胰腺癌 MRI表

现的估价：MRCP对胰、胆管改变最为敏感性为 96.2%。3D FLASH 动态增强在估价胰周血管受

侵，邻近器官受侵及转移灶等方面的敏感性均为 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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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在多种 MRI技术中，胰腺癌有其相对应的特征，联合应用多种 MRI技术能够显示胰腺癌

的细微特征，有助于胰腺癌诊断。 

   

 

 
PU-1009 

儿童朗格汉斯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肝脏受累的影像学表现 

 
姜涛 

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 300170 

 

目的 探讨儿童朗格汉斯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 LCH) 肝脏受累的 CT及 MRI 表现特点。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9例经临床、实验室检查和病理检查确诊为 LCH 肝脏受累的患儿资料，其

中男 12 例，女 7 例，年龄 9个月 ～10 岁，平均( 3.6 ± 2.3) 岁，临床病程 5 天 ～ 4 

年，平均( 6.7 ± 8.3) 个月。11 例患儿均行肝脏 CT 平扫及双期增强扫描。6 例行 MRI 平

扫及增强。 

结果 本组病例男性患儿多于女性，主要的影像学表现有： ( 1) 肝大；( 2) 肝实质内弥漫性

分布小结节灶，直径约 0.5 ～ 1.7 cm，CT 平扫为低密度灶，增强后动脉期及门静脉期轻度

或中度环状强化。MRI 显示为长 T1、长 T2信号，增强后轻微环状强化；沿门静脉分布的树

枝状异常密度灶，CT 平扫为低密度，增强后轻微强化，MRI 为长 T1、长 T2信号； ( 3) 肝

内外胆管不规则扩张； ( 4) 肝硬化； ( 5) 肝门区和/或腹膜后肿大淋巴结。 

结论 肝脏 LCH 影像学表现具有一定的特点，CT 及 MRI 有助于评估肝内病变的分期、程度以

及预后判断。 

   

 

 

PU-1010 

不同 DWI 序列肝脏表观扩散系数可重复性的研究 

 
谢斯敏,裴贻刚,李文政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410008 

 

目的：比较不同 DWI技术：呼吸触发(RT-SS-EPI)、膈肌导航(NT-SS-EPI)、膈肌导航

RESOLVE (NT-RS-EPI）、自由呼吸 (FB-SS-EPI)的 ADC值测量可重复性。材料与方法：20

名志愿者在 3.0T Prisma MRI（Siemens healthcare）以门脉右支水平为中心层面行两次全

肝 DWI检查，包括 RT、NT、RESOLVE及 FB，b值为 0、300、600s/mm
2
。肝左叶因受心跳呼吸

伪影过大，不予评估。以门脉右支水平为中心层面，向上、下各 6层共 3个层面，每个层面勾

划 3个 ROI，测 ADC值。一名医师负责图像质量评分及第一次扫描图像的 ADC值, 另一名医师

测两次扫描的 ADC值及 B=600s/mm
2
的信噪比。计算组内和组间相关系数 ICCs来评估测量者自

身和测量者之间的一致性。使用 Bland-Altman法，比较两次扫描所得参数的平均绝对差值和

平均差值的 95%可信区间 LOAs。结果：两次扫描图像质量评分的 ICC范围分别为 NT：0.82-

0.96，RT：0.77-0.87，FB：0.65-0.79，RESOLVE:0.71-0.83。NT图像质量评分最高，FB最

低；四种序列 ADC值的 LOAs 分别为 RT:（0.012-0.221）×10
-3
mm

2
/s,NT:（0.044-0.240）

×10
-3
mm

2
/s,FB:（0.065-0.334）×10

-3
mm

2
/s,RESOLVE:（0.097-0.438）×10

-3
mm

2
/s;NT 可重复

性最好，RESOLVE最差；SNR 最高的序列为 RESOLVE，平均为 110.67-707.68，最小的为 FB，

平均为 12.73-36.82。结论：NT获得的图像质量最高，可重复性好，RESOLVE序列 SNR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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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ADC值测量的可重复性不佳；FB序列所得图像质量最差，SNR最低，不推荐为临床肝脏 DWI

扫描。  

 

 

PU-1011 

纹理特征分析在胰腺浆液性囊腺瘤及黏液性囊腺瘤磁共振成

像鉴别诊断中的价值 

 
王波涛

1
,何蕾

1
,刘刚

2
,刘梦琦

1,2
,陈志晔

1,2
 

1.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分院 

2.解放军总医院 

 

目的 比较胰腺浆液性囊腺瘤及黏液性囊腺瘤在磁共振成像（MRI）常规 T1加权(T1WI)及 T2加

权(T2WI)序列图像纹理特征差异。方法 选取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分院 24例胰腺浆液性囊腺瘤和

20例黏液性囊腺瘤，分别对 MRI常规 T1WI及 T2WI轴位图像进行纹理特征分析（选取能量、

对比度、自相关、逆差距、熵 5个纹理特征参数），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及 Aspin-Welch 检验

各组之间的纹理特征差异。结果 T1WI图像纹理特征参数中的对比度、逆差距及 T2WI图像纹

理特征参数中的对比度、自相关、逆差距在两组之间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受试者工作

特征曲线下面积为 0.746～0.846。二元 Logistic回归分析提示 T1WI及 T2WI图像的纹理特征

参数对比度可以作为鉴别二者的变量。结论 MRI 常规 T1WI、T2WI图像的纹理特征分析可以作

为鉴别胰腺浆液性囊腺瘤及黏液性囊腺瘤的工具。  

 

 
PU-1012 

盆腔肿块的影像诊断思路 

 
彭屹峰 

上海市普陀区中心医院 200062 

 

目的：女性盆腔疾病种类繁多，除生殖系统外还包含了部分的胃肠道与泌尿道，这些器官都可

能出现先天性、炎症性以及肿瘤性病变。CT在辨别、区分该类病变上有其特有的优势，本文

旨在通过对卵巢病变的 CT影像分析提高该方面的认识。方法：收集近 1年在我科进行相关检

查的病人，分别采用我院放射科美国 GE公司 VCT（64排）和德国西门子公司的双源炫速 CT进

行扫描。分析 45例中经病理或临床证实的盆腔附件恶性包块 35个( 25例) 、良性 30个包块 

(20例) 的 CT征象，根据患者的年龄、包块的大小、形态及强化特征进行分析诊断。 结果：

在 30个良性肿块中，分别看到（1）包块＜4cm（25个），（2）包块囊性 26个（薄壁 20

个，环形增厚壁 4个），（3）腔内含气 1个。在 35个卵巢恶性包块中，分别看到( 1) 包块> 

4cm( 33个)， ( 2)包块囊实性( 34个) ，( 3)包块囊内分隔厚度> 3mm( 17个)， ( 4)包块

菜花状或结节状突起( 24个) ，( 5)包块坏死( 14个)；增强扫描后，包块可表现为实质性均

匀强化（20个）、实质性不均匀强化（17个）、实质不强化而包膜强化（25个）和实质及包

膜都不强化（3个）等四种表现。辅助征象包括: ( 1)肿块侵犯周围脏器或盆壁( 20个) ， 

( 2)腹腔、肠系膜或大网膜种植( 20个) , ( 3) 腹水( 29个)，( 4) 淋巴结肿大( 13 个)。

结论：CT 是诊断卵巢恶性肿块较好的影像学方法,根据肿块的大小、形态和肿块的成分能很好

明确肿块的性质，为临床治疗和预后提供可靠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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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13 

T2-3D SPACE MRI 及经阴道超声评估剖宫产 

后一年瘢痕及子宫形态 

 
戚亚菲

1
,丁宁

1
,张一休

1
,何泳蓝

1
,马良坤

1
,薛华丹

1
,金征宇

1
,钱天翼

2
 

1.北京协和医院 

2.德国西门子北京公司 

 

目的：通过 T2-3D SPACE MR 序列和经阴道超声（Transvaginal ultrasonography, TVUS）评

估产后一年瘢痕及子宫形态，探索相关临床因素对瘢痕及子宫形态的影响。 

方法：招募 20-45岁剖宫产后 1年±1月志愿者，在围排卵期进行盆腔磁共振（MRI）检查，

在前后 2日内进行经阴道超声（TVUS）检查。盆腔扫描使用德国西门子公司的 3.0T Skyra扫

描仪，于子宫正中矢状位进行测量子宫瘢痕高度、厚度、前壁正常肌层厚度、瘢痕相对厚度、

子宫长径、前后径，于瘢痕水平轴位测量瘢痕横径、于子宫双侧宫角的冠状位测量子宫左右

径。瘢痕相对厚度由瘢痕厚度/子宫前壁肌层厚度得到。变量符合正太分布，统计方法选用方

差分析、配对样本 T检验，独立样本 T检验。 

结果：入组 50位，出组 4人，平均年龄 33.5岁（26-43 岁）。T2-3D SPACE MRI测量子宫瘢

痕厚度、子宫前壁肌层厚度、瘢痕相对厚度、小于 TVUS测量值（p<0.05），T2-3D SPACE MRI

测量瘢痕高度、瘢痕横径、子宫三径均大于 TVUS测量值（p<0.05）。T2-3D SPACE MRI子宫

瘢痕检出率 48.9%，TUVS子宫瘢痕检出率 21.3%。一次剖宫产后 T2-3D SPACE MRI及 TVUS测

量子宫瘢痕厚度及相对厚度大于两次剖宫产组（p <0.05）。产后一年月经恢复者 MRI 测量子

宫瘢痕厚度大于产后一年月经未恢复者（P=0.002），急诊剖宫产手术后一年 TVUS测量瘢痕相

对厚度小于择期剖宫产手术后一年（p=0.023）。产后一年月经恢复者 TVUS子宫长径、左右

径，T2-3D SPACE MRI子宫三径均大于产后一年月经未恢复者（P值均<0.05）。 

结论：T2 3D SPACEC MRI与 TVUS对剖宫产后瘢痕及子宫三径的评价存在差异，对于厚度的评

价相关性较好，影响瘢痕厚度的因素有剖宫产次数与手术方式，影响子宫大小的因素为月经是

否恢复。 

   

 

 

PU-1014 

3.0T MR 多 b 值在腹部的应用价值研究 

 
郭志 

上海市普陀区中心医院 200062 

 

目的：探讨 3.0T磁共振多 b 值弥散加权成像技术在腹部的应用价值。材料与方法：选取经

DSA或磁共振典型的影像学表现、临床随访结果以及手术病理确诊性质的腹部病例 111例，其

中肝癌 10例，肝血管瘤 13 例，肝囊肿 15例，肝硬化再生结节 2例，胆管细胞癌 2例，胰腺

癌 4例，脾脏血管瘤 2例，肾癌 4例，肾错构瘤 6例，肾囊肿 6例，膀胱癌 1例，宫颈癌 6

例，子宫肌瘤 12例，子宫附件囊肿 8例，前列腺癌 5例，前列腺增生 11例，直肠癌 4 例。上

述患者均采用 GE Discovery 750w 3.0T MRI进行多 b值（0、200、400、600、800、1000、

1200、1400、1600、1800、2000s/mm²）弥散加权成像以及常规平扫加增强扫描。数据分析，

首先主观评价的 DWI图和 ADC图，对 11种 b值条件下的 DWI图像的信噪比和对比噪声比以及

ADC进行统计学分析。并对 11种 b值条件下 ADC鉴别病变良恶性病变的阈值进行预测，且计

算其敏感性、特异性、阳性、阴性预测值，所有分析均设定 P<0.05具有统计学差异。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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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 b值增加，DWI图像信噪比、对比噪声比均逐渐降低；不同性质病灶的 DWI信号强度随 b值

增加而呈不同程度的衰减，衰减程度由大到小的顺序为囊肿、血管瘤、硬化结节、肿瘤。囊

肿、血管瘤、硬化结节、肿瘤平均 ADC值-b值拟合均呈良好的线性关系并呈显著负相关，恶

性病变组线性拟合斜率绝对值明显低于良性病变组。结论：多 b值弥散加权成像结合 ADC 值的

分析对腹部各脏器的病变具有较高的鉴别诊断价值，并且还能对一些早期的微小病变起到很好

的筛查作用，在腹部检查中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PU-1015 

肠壁病变的 CT 诊断思路 

 
彭屹峰 

上海市普陀区中心医院 200062 

 

目的: 分析探讨肠壁病变的 CT影像表现。方法: 分析 45例中经病理或临床证实的肠壁病灶

60个( 53例)的 CT征象。 结果：在 60个肠壁病变，分别看到以下影像改变：肠壁增厚 27

例、肠壁局限性肿块 17例、肠壁囊袋状改变 10例。辅助征象包括：( 1)病灶的分布规律，弥

漫性分布和局部分布对病灶的诊断有较大意义。 ( 2)病变的强化特征和周围组织的侵犯、累

及。具体分析有以下疾病：（1）炎症病灶（25个），其中包括：克隆氏病变 12例、憩室 9

例、溃疡性结肠炎 3例、肠结核 1例、嗜酸性肉芽肿 1例。（2）肿瘤性病灶 33个，其中间质

瘤 12例、肠癌 7例、肠道息肉 5例、腺瘤 3例、淋巴瘤 2例。（3）异位胰腺、子宫内膜异位

症各 1例。结论：在肠道准备充分的情况下，CT 是诊断肠道病变较好的影像学方法，结合患

者的年龄、家族史，根据病变的大小、形态和分布以及强化特征的成分能很好明确病变的性

质，为临床治疗和预后提供可靠的依据。 

   

 

 
PU-1016 

磁共振 MRS 与 DWI 在前列腺癌诊断中的价值比较 

 
彭屹峰 

上海市普陀区中心医院 200062 

 

目的 MRI弥散加权成像（DWI）分别是一种可描述体内水分子自由运动状态和程度的成像技

术，在超急性期脑梗死诊断中的价值已得到公认，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其在临床的应用也日

益广泛，包括在前列腺癌的诊断中。MRI波谱成像（MRS）检查通过局部组织的代谢物变化，

反应前列腺癌的病变程度与侵袭范围，具有较高的敏感性和特异性。本研究结合这两种检查方

法，旨在探讨 DWI和 MRS在前列腺癌诊断中的价值。 方法： 经穿刺活检及手术组织病理证实

前列腺癌患 35 例，于活检或手术前行 MR检查，分别采用 GE-TWINSPEED1.5T和 GE-750W3.0T

设备，先行常规检查（包括平扫和 MR增强扫描），然后行 DWI检查，分析和表观弥散系数，

测量前列腺癌病灶及中央腺体非癌灶区，前列腺增生外周带及中央腺体区增生结节的值并进行

比较。而测量 MRS时，采用
1
H-MRS首先在高清晰解剖图像上进行适当的空间定位，扫描结束

后基于各个体素内不同代谢物的化学位移，生成信号强度对进动频率的谱线图。 结果： 前列

腺癌在 DWI图上表现为局限性高信号， 在 ADC图上表现为低信号，相反，前列腺增生在 DWI

和 ADC 图上外周带信号均较均匀，中央腺体信号欠均匀；前列腺癌病灶 ADC值低于前列腺增

生外周带及中央腺体区增生结节。 而 MRS检查显示，前列腺癌病灶的波谱特点为 Cho 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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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Cit降低，两者部分（16/35）同时出现。结论 DWI在前列腺疾病诊断中 DWI与 ADC 是必要

的检查手段，总的说来，ADC 值与其细胞密度和恶性程度对前列腺癌的诊断有重要价值。

Cho+Cit与 Cit之比（CC/Cit）是评价前列腺癌的重要指标。T2WI、DWI、动态增强扫描及 MRS

是检测前列腺癌灶的有效影像学检查手段，各种技术具有相互补充的作用，常规 MRI诊断前列

腺癌主要依靠 T2WI，即在高信号的周围带中出现低信号结节。  

 

 
PU-1017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Diffusion-tensor Imaging 

in discriminating Ovarian Tumor from Subserosal 

Leiomyoma 

 
Deng Xijia,Liu Ailian,Chen Lihua,Liu Jinghong,Sun Meiyu,Chen Anliang,Zhu Jiaojiao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Dalian Medical University 116011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value of diffusion tensor imaging (DTI) in 

discriminating ovarian tumor from subserosal leiomyoma. 

Materials and Methods: 78 patients with the imaging diagnosis of solid or cystic-

solid intrapelvic and para-uterine masses were recruited in the study. All lesions 

were confirmed ovaian tumors or leiomyomas by the following histopathological 

examination.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histopathological examination and T2WI 

signal performance of solid components of the lesions, all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four groups. A1 group: 12 cases with ovaian tumors which showed low 

signal on T2WI; A2 group: 24 cases with ovaian tumors which showed high signal on 

T2WI; B1 group: 22 cases with subserosal leiomyoma which showed low signal on T2WI; 

B2 group: 20 cases with subserosal leiomyoma which showed high signal on T2WI. All 

the patients, with written informed consent obtained, were performed MRI exams on 

a 1.5T scanner (GE-Signa HDXT) in a protocol containing the routine T1WI, T2WI, 

contrast-enhanced MRI, DWI (b=0, 600s/mm
2
) and DTI (b =0, 600 s/mm

2
, in 6 

directions). MR images were reviewed and analyzed using a dedicated software in 

Functool on GE ADW4.4 workstation by two experienced radiologists who were blinded 

to the histopathological results. Observe the locations, components, DWI features 

of the lesions, and measure the size of the lesions. Two radiologists dependently 

measured the mean values of the parameters of DWI (ADC) and DTI (D, FA). Define 

the solid component of the lesions by T2WI and enhanced scanning sequences, and 

put three regions of interest (ROIs) on the solid component of the tumor, avoiding 

visible vasculars, necrosis and cystic areas. Each ROI ranged from 50 to 800 mm
2
. 

Then the average values were used in statistics. The inter-group differences of 

lesion size and DWI signal feature were compared with independent-sample t test 

and Mann-Whitney U test. The interobserver variation was estimated by 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ICC) test. If the consistency was good, the measurement 

results with lower standard deviation were selected for statistical analysis. 

Independent-sample t test was executed to compare the ADC, D and FA values between 

A1 and B1 groups, A2 and B2 groups, with p<0.05 considered statistical significant. 

The ROC curves of parameters with statistical difference were drew and analy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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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of the mean diameter of lesions 

between A1 and B1 groups (4.68±2.43cm，5.74±1.86cm; p>0.05), A2 and B2 groups 

(8.60±3.00cm，9.45±4.17cm; p>0.05). DWI signal features had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difference between A1 and B1 groups, A2 and B2 groups (p>0.05). The 

ICC values of ADC, D and FA values in all groups exhibited an amenable consistency. 

No significant statistical difference was observed of ADC, D and FA values between 

A1 and B1 groups (p>0.05). The mean ADC, D and FA of A2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B2 group (p<0.05). The area under the ROC curve of ADC and D of A2 and 

B2 groups were 0.814 and 0.831. The diagnostic efficacy of FA was good. When the 

cut-off value for FA was 0.226, th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were 85.0% and 

91.7%, respectively. The area under the ROC curve was 0.925. 

Conclusion: DWI and DTI may have limited value in discriminating solid or cystic-

solid ovarian tumor showing low T2WI signal from subserosal leiomyoma. However, 

DWI and DTI have great value of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pelvic masses showing 

high T2WI signal. The FA of DTI showed a stronger capability than ADC and D values, 

which had best diagnostic efficacy.  

 

 

PU-1018 

Gd-EOB-DTPA-MRI T1mapping 在原发性肝癌分级 

及预测复发的价值 

 
覃夏丽,阳腾飞,黄仲奎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530021 

 

目的：探讨 Gd-EOB-DTPA-MRI T1mapping在肝癌分级及预测复发的价值。 

方法：回顾性研究 44例 HCC 患者，其均在术前进行 Gd-EOB-DTPA增强磁共振 T1mapping检查,

其中 8例经影像学或再次手术证实复发。将 44例 HCC分为 I级（n=7），II级（n=27），III

级（n=10），复发组（n=8）、未复发组（n=36）。分别测量平扫、增强后 5min、10min、

20min病灶和非瘤肝实质（病灶边缘 2cm以外肝实质）的 T1值。计算病灶相对非瘤肝实质 T1

值增加率（T1（L-H）/H(%)），增强后每个时间段病灶和非瘤肝实质 T1减少的绝对值（T1dL 和 

T1dH）。用 Spearman或 Pearson相关、方差分析、t检验分析以上参数与 HCC分级、复发的关

系。 

结果：肝胆期 20minI、II、III相对应的 T1（L-H）/H(%) 分别为：1.605±0.631，

2.462±0.800，3.275±1.097，组间比较均有统计学差异（p<0.05），与 HCC分级呈中等相关

(r=0.515,P< 0.05) 。增强后 5min、10min、20min复发组与未复发组的 T1dH (ms)分别为：

209.32±93.66、306.67±85.58，237.06±80.80、330.53±100.95，255.63±67.64、

345.35±104.01，均有统计学差异（p < 0.05）。 

结论：Gd-EOB-DTPA增强磁共振 T1mapping的 T1（L-H）/H(%) 和 T1dH (ms)能够为 HCC分级和预测

HCC复发提供一些有价值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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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19 

18F-FDG PET/CT 显像胰腺癌原发灶 MTV、SUVmax 及分期之间

的关系 

 
敬方园,舒健,李玉伟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646000 

 

目的 探讨
18
F-FDG PET/CT显像胰腺癌原发灶 MTV、SUVmax及分期之间的相关性。方法 回顾性

分析 2011年 1月至 2016年 12月于我院行 18F-FDG PET/CT 显像后诊断为胰腺癌的患者 79

例，以肿瘤原发灶 SUVmax的 40%为阈值来确定肿瘤边缘，由工作站自动算出肿瘤原发灶的

MTV、SUVmax，将胰腺癌重新分期为Ⅰ期（Ⅰa、Ⅰb期合并）、Ⅱa期、Ⅱb期、Ⅲ期、Ⅳ

期，用 Spearman检验分析 MTV、SUVmax以及分期的之间相关性。结果 MTV与胰腺癌分期、

SUVmax有相关性（r=0.396、0.450），SUVmax与胰腺癌分期无明显相关性（r=0.195）。单因

素方差分析不同分期的 MTV 有统计学差异（P＝0.01）。非参数假设检验独立样本 Kruskal-

Wallis检验分析，不同分期的 SUVmax无统计学差异（P＞0.05）。结论 胰腺癌原发灶 MTV与

其分期、SUVmax有一定的相关性，与 SUVmax显著相关。胰腺癌患者早期行 PET/CT检查测得

肿瘤原发灶 MTV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胰腺癌的临床分期。 

   

 

 
PU-1020 

基于 IVIM-DWI 对肝脏肿瘤性病变的诊断价值探讨 

 
王茸,黄刚,马娅琼,许华新,王小博 

甘肃省人民医院 730000 

 

目的 探讨体素内不相干运动扩散加权成像（IVIM-DWI）对肝脏原发性肝细胞肝癌、胆管细胞

癌及上皮样血管内皮瘤的诊断价值。 

方法 以手术结果为金标准，回顾性分析 2015年 12月到 2016年 12月来我院术前行德国

SIEMENS Skyra 3.0 T MRI 常规序列及 IVIM-DWI序列扫描（选取 10个 b值，b=0，50，100，

150，200，300，400，600，800，1000s /mm2）的原发性肝癌患者 12例（14个病灶），胆管

细胞癌患者 6例（8个病灶），上皮样血管瘤的患者 2例（13个病灶）的临床及影像资料。测

量计算 IVIM-DWI 成像参数，包括灌注分数( f) 值、真性扩散系数( D) 值和假性扩散系数

( D
* 
) 值。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结果 肝细胞肝癌的 f值、D值、D
*
值分别为（18.6±5.89）%、（1.01±0.09）×10

-3
mm

2
/s、

（39.63±40.09）×10
-3
mm

2
/s；胆管细胞癌的 f值、D值、D

*
值分别为（6.39±4.61）%、

（1.57±0.08）×10
-3
mm

2
/s、（126.62±53.44）×10

-3
mm

2
/s；上皮样血管内皮瘤的 f值、D

值、D
*
值分别为（33.18±10.46）%、（1.27±0.12）×10

-3
mm

2
/s、（15.01±2.92）×10

-

3
mm

2
/s。三组比较时 f 值、D值、D

*
值均有统计学差异（P 均<0.05）；组间两两比较时，除了

肝细胞肝癌和上皮样血管内皮瘤的 D*值无统计学差异外，其余各组间均有统计学差异。 

结论 IVIM-DWI 成像参数可提高肝脏肿瘤性病变诊断及鉴别诊断的能力，在术前评估中具有重

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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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21 

超声、CT 及 MRI 在肝癌介入综合治疗术后 

肿瘤活性评估中的对比价值研究 

 
徐民 

丽水市中心医院 323000 

 

目的 探讨超声（US）、CT、MRI在评估肝癌介入综合治疗术后肿瘤活性的价值。方法 回顾性

分析本院 2011年 2月—2014 年 10月 63例 75个病灶经病理或临床治疗确诊的肝癌患者介入

综合治疗后 3~5周后的 US、CT及 MRI的影像资料，并与再次肝动脉造影（DSA）结合临床随访

结果进行对照、分析。结果 63例 75个病灶均行介入综合治疗，在治疗后 3~5周后均行了

US、CT及 MRI检查，经过再次肝动脉造影（DSA）结合临床随访，共 75个病灶，活性病灶 25

个；US病灶检出 74个（98.7%），活性病灶检出 12个（48%）；CT增强病灶检出 75个

（100%），活性病灶检出 18个（72%）；MRI病灶检出率 75个（100%），活性病灶检出率 22

（88%）；US、CT、MRI三者联合，病灶检出 74个，活性病灶检出 24（96%）。结论 MRI 在肝

癌介入综合治疗术后肿瘤活性评估中的价值明显优于 US、CT。三者联合可以互补，可以帮助

更多的了解关于病灶的信息，有助于后续治疗方案的制定及疗效的评估。 

   

 

 
PU-1022 

基于 PI-RADS v2 建立预测前列腺高级别肿瘤的列线图模型 

 
牛翔科 

成都大学附属医院 610081 

 

目的：探索基于 PI-RADS v2 联合前列腺癌相关生物指标建立预测前列腺高级别肿瘤的列线图

模型。方法：回顾性分析 2014年 1月－2016年 8月笔者医院接受前列腺多参数磁共振成像检

查的患者资料，根据 PI-RADS v2 标准对前列腺主要病灶进行评分，纳入患者年龄、PI-RADS 

v2、tPSA、fPSA、前列腺体积、PSAD，f/t比值等相关指标进行多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

病理采用超声引导穿刺活检或前列腺切除作为金标准。各指标在前列腺高级别肿瘤中的诊断价

值采用 ROC曲线分析。筛选出的预测因子通过 R软件建立 nomogram模型，最后采用留一交叉

验证评估模型判别能力。结果: 共 111位患者纳入研究，ROC曲线分析显示 PSAD在诊断前列

腺高级别肿瘤中曲线下面积最大(AUC=0.84,95%CI:0.77,0.90)；多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显

示患者年龄(OR=1.10,95%CI:1.01,1.20,P =0.023)、PI-RADS v2评分(OR=3.05,95% 

CI:1.70,5.49,P =0.001)、前列腺体积(OR=0.96,95%CI:0.93,0.99,P =0.020)为高级别肿瘤的

独立预测因素，拟合 ROC曲线下面积达 0.92(95% CI：0.87,0.97)。留一交叉验证该模型对

82%的病例进行了准确分类。结论：基于患者年龄、PI-RADS v2、前列腺体积建立的前列腺高

级别肿瘤预测模型诊断准确性明显提高，值得推广运用。 

 

 

 

 

 

 

 

http://epub.cnki.net/kns/detail/detail.aspx?QueryID=6&CurRec=3&recid=&FileName=1013103171.nh&DbName=CDFD1214&DbCode=CDFD&pr=
http://epub.cnki.net/kns/detail/detail.aspx?QueryID=6&CurRec=3&recid=&FileName=1013103171.nh&DbName=CDFD1214&DbCode=CDFD&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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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23 

Evaluation of gemstone spectral imaging in HCC 

patients after TACE 

 
Jiang Qiqi,Han Ping 

Wuhan union hospital of tongji medical college of HUST 430022 

 

Purpose To investigate the assessment of gemstone spectral imaging (GSI) i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patients after transcatheter 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 (TACE). 

Methods Thirty-five HCC patients after TACE were collected from our hospital, all 

patients were performed by GSI and clinical biochemical examinations and diagnosed 

by pathology or DSA. We performed plain scan and three-phase enhanced scans 

for these patients using GSI scan mode of gemstone spectral CT (GE, Discovery750, 

HD). Followed by the above scans, DSA examinations were performed within 1-5days. 

All obtained images were imported into the ADW4.6 workstation, and the post-

processing was performed basing on monochromatic energy images and material 

separation technology (iodine-based images).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DSA, we 

measured the iodine concentration (IC), spectral HU curve(SHC) and monochromatic 

CT value of tumors, adjacent normal liver parenchyma and necrotic tissues in each 

phase, then calculated the iodine concentration difference (ICD, ICD=IC arterial 

phase – IC unenhanced phase) , arterial iodine fraction (AIF, AIF=IC arterial phase /IC venous phase), 

the slope of SHC (s-SHC, s-SHC= (arterial CT value 40KeV –arterial CT value 70KeV ) 

/30 ) and enhanced CT value( enhanced CT value = arterial CT value 70KeV- unenhanced 

CT value 70KeV). The parameters of three different tissues were performed by Kruskal-
Wallis and correlation test. And the ROC curves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value of 
each parameter in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the tumor and adjacent liver 

parenchyma of HCC patients after TACE treatment. 

Results In all the patients, the region of interests（ROIs）included tumors(n=58) , 

adjacent liver parenchyma(n=58) and necrotic tissues(n=24). It showed that the s-

SHC of tumor tissues was 1.93±0.69, which is significantly greater than the 

normal liver parenchyma (0.85±0.34) and necrotic tissues (0.53±0.32), and the 

difference showe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Similarly, ICD and 

enhanced CT value of tumors were greater than the normal liver parenchyma and 

necrosis. The ICDs of three different tissues were 7.12±3.47 (×10
2
µg/cm³)、

2.54±2.05 (×10
2
µg/cm³)、1.03±0.95 (×10

2
µg/cm³) and enhanced CT values are 

20.64±8.40HU、7.59±4.34HU、3.27±3.33HU, respectively，of which show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P < 0.05). The AIF of necrotic tissue was 0.80±0.20, 

greater than that in tumor tissue (0.61±0.17) and normal liver parenchyma 

(0.29±0.12),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hree groups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all the parameters in the 

three different tissues a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of which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ICD and CT enhancement value is magnificent (R=0.865, P<0.001). ROC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GSI parameters, which include s-SHC, CT enhancement value 

and ICD, are of high efficiency in the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tumor and nor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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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r parenchyma, the area under the curve（AUC） were 0.960、0.941、0.919 and the 

cut-off values were 1.16、11.02HU 、3.28(×10
2
µg/cm³)，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GSI has obvious advantages compared with conventional CT. The multiple 

parameters of GSI play a key role in the assessment of HCC patients after TACE 

treatment. 

   

 

 

PU-1024 

双源 CT 双能技术与显微红外光谱法对胆囊结石 

成分分析的对比研究 

 
米利晓

1,2
,大庆油田总医院

2
 

1.牡丹江医学院 

2.大庆油田总医院 

 

目的：探讨双源 CT双能技术对胆囊结石成分分析的应用价值。资料与方法：选取大庆油田总

医院 2016年 10月至 2017年 4月经临床证实为胆囊结石且要进行胆囊切除术者 87例术前全部

行西门子炫速双源 CT双能量扫描（80kV∕Sn140 kV），其中男 30例，女 57例，年龄 31-74

岁，平均年龄 52岁。由高年资放射科医师分别对 80kV图像、Sn140 kV图像进行判读，对多

发结石者选择最大结石进行研究，勾画结石的感兴趣区，记录结石在不能能量状态下的 CT

值，并计算 CT值差值（Hu80KV-Hu140KV）。对术中取出的结石标本经生理盐水冲洗干净，自然晾

干后对结石标本进行显微红外光谱分析，通过观察波峰的波数与强度来确定胆囊结石的化学成

分，并以此方法为金标准，来对比观察双源 CT双能技术对判别胆囊结石成分的价值。结果：

经显微红外光谱分析胆固醇类结石 47枚，胆色素钙类石 32枚，蛋白质类结石 4枚，羟基碳酸

磷灰石 2例，碳酸钙类石 2枚，因蛋白质类石、羟基碳酸磷灰石及碳酸钙类石样本量小，与胆

色素钙类石统称为非胆固醇类石。通过对结石进行双能分析，发现 47枚胆固醇类石的 CT值差

值均小于 0（-15到-44），40枚非胆固醇结石的 CT值差值均大于 0（11到 495），经统计学

分析胆固醇类石的 CT值差值均值（-30）与非胆固醇结石的 CT值差值均值（107）具有显著差

异性，P＜0.00。结论：以显微红外光谱分析结果为金标准，双源 CT双能量技术可以准确鉴别

胆固醇类胆囊结石，其中 CT值差值小于 0可作为判别胆固醇类结石的参考标准。  

 

 
PU-1025 

大肠癌原发灶标准化碘浓度在大肠癌伴同期远处 

转移预测中的应用价值 

 
李琦洋,尚乃舰 

哈医大附属肿瘤医院 150001 

 

目的：探讨双源 CT双能量扫描中原发灶碘浓度(iodine concentration，IC)与标准化碘浓度

（normalized iodine concentration， NIC)与大肠癌是否伴同期处转移的关系，用以预测

大肠癌是否伴同期远处转移并判断预后。 

方法：回顾性分析 2016年 7月至 2016年 11月在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行双源 CT双能

量扫描及三维重建的病例，所有病例均为术前未行放化疗并于检查后两周内手术且术后病理证

实为结直肠癌的病例资料，其中影像学诊断为同期远处转移者 15例为实验组，随机选取无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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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转移者 30例为对照组。分别测量每组动脉期病灶 IC及 NIC与静脉期病灶 IC与 NIC。采用

SPS19.0 软件行统计学分析，独立样本 t检验验证其是否有统计学意义，进行 Pearson相关性

分析，并绘制 ROC曲线。 

结果：所有结果中，实验组静脉期病灶 NIC为 0.618±0.129，对照组静脉期病灶 NIC为

0.707±0.13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Pearson相关性分析显示，静脉期 NIC与大

肠癌是否伴同期远处转移呈负相关。ROC曲线下面积为 0.67。约登指数最大值为 0.361，当静

脉期 NIC=0.583时诊断效能最佳，敏感性为 0.533，特异性为 0.172。 

结论：动脉期病灶碘浓度、标准化碘浓度及静脉期碘浓度无统计学意义。静脉期标准化碘浓度

有统计学意义，与转移存在相关性。双源 CT双能量扫描静脉期标准化碘浓度可以辅助预测大

肠癌是否同期远处转移，为临床制定个体化治疗方案提供帮助。 

   

 

 
PU-1026 

腹腔内及腹膜后原发性平滑肌肉瘤的 CT 表现分析 

 
黄仁军,李勇刚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15006 

 

目的：探讨分析腹腔内及腹膜后原发性平滑肌肉瘤（Primary leiomyosarcoma，PLS）的影像

学表现特点，为以提高对该病的认识，为临床诊断、治疗提供依据。资料与方法：回顾性分析

10例经病理证实的 MN患者的影像学资料，分别从病灶大小、形态、密度、边缘、境界及强化

方式这 5个方面进行分析。结果：10例 PLS中，1例位于腹膜后，9例位于腹腔，腹腔内灶

中，有一例起源于胃，一例起源于结肠，另有一例起源于回盲部，余均为器官外软组织起源。

除结肠及回盲部病灶外，其余病灶最大径均≥9CM，其中胃部病变及腹腔内 1例病变为较大病

灶伴有多发转移；边缘光整（6例）或欠光整（4例），境界清晰（6例）或欠清晰（4例）；

形态均为欠规则；密度多为不均匀（9例），其中以囊实性病变为主（8例），实性部分呈等

或稍低密度；增强后病变动脉期为轻中度强化，静脉期进一步明显强化，其中 4例病灶内可见

血管穿行。结论：PLS多表现为体积较大、形态不规则软组织肿块，边缘可光整或欠光整，境

界可清晰或欠清晰，多呈囊实性改变，增强后多为渐进性明显强化；CT能够为我们对病变的

特征、与周围结构的邻近关系及鉴别诊断提供有价值的信息，但是最终确诊需要依靠病理。 

   

 

 
PU-1027 

磁共振扩散峰度成像应用于宫颈癌检查的可重现性研究 

 
郑祥

1
,陈韵彬

1
,曹喜生

1
,陈文娟

1
,徐沁

1
,陈伟波

1,2
 

1.福建省肿瘤医院 

2.飞利浦公司 

 

目的：评估磁共振扩散峰度成像(DKI)应用于宫颈癌检查的可重现性。材料与方法：10名宫颈

癌患者和 10名健康志愿者于相隔 24小时至 14天内利用体线圈进行 2次轴位 DKI扫描（荷

兰，飞利浦公司，Achieva 3.0T TX磁共振扫描仪），其中 b值取 0, 500, 1000, 1500, and 

2000 sec/mm²，扩散方向取 3个。扫描参数图包含有峰度参数 DK（K）以及校正的扩散参数 D

（D）。两位有经验的放射科医生采取双盲法测量 D值和 K值，并用 SPSS19.0版本进行统计学

分析。结果：总受试者、志愿者和宫颈癌患者参数 D的组内变异系数（ICC）分别为 0.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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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35和 0.828；参数 K的 ICC分别为 0.870、0.871和 0.877。总受试者、志愿者和宫颈癌患

者参数 D的变异系数分别为 17.23%、16.43%和 16.51%；参数 K的变异系数分别为 17.85% 、

20.16%和 12.28%。宫颈癌患者组参数 D均值为(1.319±0.239)×10
-3
 mm

2
/sec，低于志愿者组

的 (1.804±0.283)×10
-3 
mm

2
/sec（P<0.001）；参数 K值约为 1.063±0.127，高于志愿者组

的 0.947±0.129（P<0.001）。结论：DKI序列在检测宫颈组织水分子非高斯扩散方面具有较

好的可重现性，并且可以提供较多有价值的信息。此外，宫颈癌患者以及志愿者之间，DKI的

参数值存在着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差异。  

 

 
PU-1028 

无功能性胰岛细胞瘤的 CT 影像分析 

 
刘志佳,董晓琳,赵杨,回天奇 

哈尔滨市第五医院 150040 

 

目的:分析无功能性胰岛细胞瘤的 CT影像特点,提高诊断的准确率。 

方法:收集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11例无功能性胰岛细胞瘤的临床资料,对 CT影像进行分析。 

结果:肿瘤位于胰腺尾部、胰腺体尾各 5例,胰头部 1例。肿瘤多呈圆或椭圆形,直径平均

6.8cm,为等或稍低密度,可伴囊变、出血、坏死、钙化等。增强扫描动脉期 CT净增值平均

24~82Hu,门脉期 CT净增值平均 11~55Hu,坏死囊变区无血管增强 。手术及病理证实良性生长

5例,具有侵袭性生长行为 6例。 

结论:无功能性胰岛细胞瘤的 CT影像较有特征性,尤以动脉期及门脉期明显强化为主,易与胰腺

癌鉴别,但仅凭 CT影像不足以鉴别肿瘤的良恶性。 

   

 

 

PU-1029 

钆塞酸二钠增强 MRI 对肝脏局灶性病变的诊断价值 

 
孙侠,靳二虎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100050 

 

目的 探讨肝胆特异性对比剂 Gd-EOB-DTPA增强 MRI（EOB-MRI）对肝脏局灶性病变诊断价值。

材料与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3年 11月至 2017年 2月期间因肝脏局灶性病变进行肝脏 MRI平

扫和 EOB-MRI检查的 33例患者，用两种方法分析 MR图像：方法 A，对平扫、动态增强 MRI进

行分析；方法 B，对平扫、动态增强及肝胆期 MRI进行分析。最后诊断以手术或穿刺病理结

果、介入血管造影、典型的影像表现或 6月以上随诊观察为准。采用卡方检验比较两种方法诊

断的敏感度及特异度。结果 33例患者共发现 63个肝脏结节，其中包括 24个肝细胞癌

（HCC），8个局灶性结节增生（FNH），5个血管瘤，3个肝细胞腺瘤（HCA），2个胆管细胞

癌（ICC），20个转移瘤，1个肝脏血管平滑肌脂肪瘤（AML）。方法一和方法二各正确诊断肝

脏结节 40个、54枚，敏感度分别为 63.5%、85.7%，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

种方法在诊断血管瘤及胆管细胞癌时，敏感度及特异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 MRI 平扫及

EOB-MRI动态增强结合肝胆期图像有助于提高肝脏局灶性病变的诊断敏感性及特异性，尤其对

于肝细胞癌的诊断；而在胆管细胞癌及血管瘤的诊断中，EOB-MRI肝胆期图像的作用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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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30 

DCE-MRI 定量参数联合 ADC 值和血清 PSA 对前列腺 

中央区腺体癌的诊断价值 

 
陈钇地,龙莉玲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530021 

 

目的 探讨 DCE-MRI定量参数联合 ADC值和血清 PSA对前列腺中央区腺体癌的诊断价值。 

方法 128例行前列腺 DCE-MRI检查表现为前列腺中央区病变的患者，所有患者均获得病理结

果，分析病灶 K
trans

、Kep、Ve及 ADC值，同时记录患者的血清 PSA。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正态

分布）或者 Mann-Whitney U 检验（非正态分布）比较良恶性病变组上述指标的差异；用 ROC

曲线评价上述各指标独立诊断及联合诊断对良恶性病变的诊断效能。 

结果 中央区腺体癌和良性前列腺增生的 K
trans

、Kep、ADC 值及血清 tPSA、fPSA均有统计学差异

（P＜0.05），Ve值没有统计学差异（P＝0.615）。K
trans

、Kep、ADC值具有较高的诊断效能，

AUC分别为 0.809、0.803、0.944（P＜0.05）；单独用血清 PSA诊断的敏感性较低，但是联合

定量参数可以显著提高敏感性和诊断效能；Ve值无诊断效能（P＝0.958）。 

结论 K
trans

、Kep及 ADC值对于中央区腺体癌有重要的诊断价值，而血清 PSA联合定量参数则可

以明显提高敏感性及诊断效能。  

 

 
PU-1031 

腹部囊性淋巴管瘤的 CT 及 MRI 诊断分析 

 
刘志佳,李志奎,李宏 

哈尔滨市第五医院 150040 

 

目的:探讨腹部囊性淋巴管瘤的 CT及 MRI表现及诊断价值。 

方法:回顾性分析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17例腹部囊性淋巴管瘤的 CT及 MRI表现。 

结果:17例患者中 2例位于大网膜囊,8例位于肠系膜,6例位于后腹膜,1例位于两侧肾上腺;在

CT和 MRI图像中主要表现为单房或多房的囊性薄壁肿块,较大病灶形态欠规则,沿组织间隙呈

爬行性生长;囊内呈水样密度,囊壁和间隔轻度增强,囊内不强化,在 MRI图像中呈稍长 T1长 T2

信号;位于肾上腺内病灶囊壁及间隔可见明显钙化。 

结论:CT及 MRI检查可清楚显示腹部囊性淋巴管瘤部位、范围、内部特征,可指导临床治

疗。 更多还原 

   

 

 
PU-1032 

ADC 值与 eADC 值对于高、低级别前列腺癌的鉴别诊断价值  

 
吴雪元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221003 

 

目的 探讨表观扩散系数(ADC)值与指数表观扩散系数（eADC）值对于高、低级别前列腺癌的鉴

别诊断价值。资料与方法 回顾性分析 50例经病理证实为前列腺癌的患者资料，均行前列腺

DWI检查，生成 ADC图及 eADC 图，测量病灶 ADC值及 eADC 值，以前列腺癌病理 Gleason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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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患者分为高级别前列腺癌（Gleason评分≥7分）和低级别前列腺癌（Gleason＜7分）两

组。采用两独立样本 t检验分别比较两组患者前列腺癌灶 ADC值及 eADC值的差异，采用 ROC

曲线分析前列腺癌灶 ADC值及 eADC值鉴别高、低级别前列腺癌的效能。结果 高级别前列腺

癌 29例，低级别前列腺癌 21例，高、低级别前列腺癌 ADC 值分别为（0.754±0.167）×10
-

3
mm

2
/s、（0.895±0.153）×10

-3
mm

2
/s，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319，p＜0.05）；eADC

值分别为（0.479±0.072）×10
-3
mm

2
/s、（0.417±0.063）×10

-3
mm

2
/s，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t＝-2.522，p＜0.05）。ADC值及 eADC值区分高、低级别前列腺癌的 ROC曲线下面积分

别为 0.765和 0.760，以 ADC＝0.793×10
-3
mm

2
/s及 eADC＝0.460×10

-3
mm

2
/s为界值时，诊断的

敏感度和特异度均为 80.0%和 73.1%。结论 ADC值及 eADC 值对前列腺癌均有较高的诊断价

值，两者数值高低可初步判定高、低级别前列腺癌。 

   

 

 
PU-1033 

IDEAL-IQ 评估身高体重指数(BMI）与胰腺脂肪 

定量相关性的研究 

 
张钦和,刘爱连,郭维亚,李烨,牛淼,赵莹,陶奉明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6011 

 

目的 探讨应用 IDEAL-IQ评估 BMI与胰腺脂肪定量相关性的可行性。方法 回顾性收集行上腹

部 1.5TMRI扫描的检查者 32例。检查者按 BMI大小分两组：A组(18.5kg/m
2
<BMI<24kg/m

2
，男 

5例，女 9例，平均年龄 53±16 岁），B组(BMI≥24kg/m
2
，男 12例，女 6例，平均年龄

61±13 岁)。应用 IDEAL Research 软件进行图像自动重建，获得脂肪分数、R2*弛豫率、水

相、脂相、同相位及反相位共六幅图像。将脂肪分数图像传至 AW4.6工作站，经 compare 软件

进行测量。由两位诊断经验为 3年的放射科医师采用双盲法对图像进行测量。采用组内相关系

数检验两位观察者所测数据的一致性。两组之间胰腺平均脂肪分数值以及各部位脂肪分数值的

比较，采用非参数 Mann-Whitney U检验；胰腺脂肪定量与 BMI相关程度，采用 Spearman 相关

分析。同组内胰腺各部位脂肪分数值比较，采用非参数 Kruskal Wallis检验。两组间年龄的

差异采用非参数 Mann-Whitney U 检验，性别的差异采用卡方检验。结果 两位观察者所测量的

数据一致性良好(ICC值均>0.75）。BMI与胰腺平均脂肪定量以及胰腺各部位的脂肪定量的差

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BMI 与胰腺钩突部脂肪定量间具有弱相关性；BMI与胰腺头颈部、体部

以及尾部脂肪定量间具有中等相关性。A组内胰腺钩突部、头颈部、体部以及尾部脂肪定量间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B组内胰腺钩突部、头颈部、体部以及尾部脂肪定量间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胰腺体部和尾部的脂肪定量大于胰腺钩突部和头颈部。两组间年龄、性别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结论 IDEAL-IQ用于胰腺脂肪定量是可行的。胰腺脂肪定量随着 BMI的增长而增加并且

脂肪分布由均匀变为不均匀，胰腺体部和尾部是胰腺脂肪浸润的好发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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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34 

左肾静脉走行异常 3 例 

 
赵滨 

天津市儿童医院 300134 

 

目的 探讨左肾静脉走行异常 3例患者的影像学表现。材料和方法 收集我院 2012-2016年诊治

的左肾静脉走行异常患者 3例。男 2例，女 1例。平均年龄 1.5岁。3例患者均因血尿入院，

无发热、尿频、尿急等症状。3例患者均行 CT平扫及增强检查。采用飞利浦 256 iCT扫描，

扫描范围膈肌至耻骨联合水平。不合作患者采用检查前口服水合氯醛镇静，剂量 0.8ml/kg。

增强检查采用静脉团注欧乃派克后重复扫描。扫描图像分别进入工作站进行后处理，使用

MPR、VR等方法重建血管图像。结果 增强 CT显示 3例患者左肾静脉未走行于肠系膜上动脉夹

角处，而是穿行于腹主动脉与脊柱之间。左肾静脉管腔无明显狭窄。结论 左肾静脉正常横行

于腹主动脉及肠系膜上动脉之间。人体的左肾静脉平均长度是右肾静脉的三倍，与右肾静脉出

肾后迅速汇入下腔静脉不同，左肾静脉在汇入下腔静脉前要穿过腹主动脉与肠系膜上动脉起始

部之间的间隙，此间隙内填充有肠系膜脂肪、淋巴结、腹膜等组织，左肾静脉血液回流容易受

此间隙大小的影响。推测胡桃夹综合征是由于各种原因，如青春期身体增长过快，脊柱过度伸

展或淋巴结肿大以及肿瘤压迫等，导致腹主动脉与肠系膜上动脉之间间隙过小，左肾静脉在穿

行时受到钳夹，使得血液回流受阻，左肾静脉远心端扩张、压力增高，形成左肾淤血，淤血的

静脉系统与尿收集系统间发生异常交通，或因肾盏穹窿部静脉窦壁变薄破裂，临床上出现血

尿、蛋白尿等症状。无论有无胡桃夹综合征，左肾静脉走行在肠系膜上动脉夹角处这一解剖位

置比较恒定。左肾静脉走行变异并胡桃夹现象极其罕见。本组 3例患者腹主动脉及肠系膜上动

脉之间未见左肾静脉穿过, 而于腹主动脉与脊柱之间可见一条横向走行的静脉, 其左端起始于

左肾门, 右端与下腔静脉相连。因腹主动脉与脊柱间没有肠系膜脂肪、淋巴结组织及腹膜等充

填, 此种位置关系,左肾静脉较其正常走行更易受到挤压, 临床症状亦较严重, 胡桃夹现象的

发生率亦较高。 

   

 

 
PU-1035 

肾纤维化影像学诊断现状及进展 

 
冒炜,周建军,曾蒙苏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00032 

 

目的：研究 MRI功能成像诊断肾纤维化的价值。肾纤维化是各种不同病因的慢性肾病进展到终

末期肾病的共同病变过程，肾纤维化程度与肾功能减退密切相关。临床上根据病理将肾纤维化

分为炎症反应期、纤维化形成期和瘢痕形成期，其中前两期属于可逆期，如能在此期对肾纤维

化做出诊断和干预，则不但可以延缓甚至可以逆转纤维化病变，因此肾纤维化的早期诊断意义

重大。目前，肾纤维化的临床诊断方法主要是肾功能血生化检查和肾组织活检，但血生化检查

只能评估双肾的总功能情况，对于分肾功能以及肾纤维化的评价价值有限，而肾组织活检的有

创性则限制了其在临床的广泛使用。因此，无创、敏感度及特异度高的检查方法已经成为慢性

肾病肾纤维化诊断的发展趋势，MRI具有较好的软组织分辨率，动态扫描能力以及组织特异

性，MR功能成像（fMRI）更是可以在不使用对比剂的条件下分析肾脏解剖和功能，使得早

期、无创评价肾纤维化成为可能。 

方法：搜集有关 MRI功能成像诊断肾纤维化的国内外文献 

结果：MRI功能成像可用于肾纤维化的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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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MRI功能成像对肾纤维化的诊断有一定的价值 

   

 

 

PU-1036 

Liver magnetic resonance diffusion kurtosis imaging 

for quantitativly evaluation of liver fibrosis: an 

experimental study 

 
li jie

1,2
,Chen Tian-wu

2
,Ming Bing

1
 

1.Peoples' Hospital of Deyang 

2.Affiliated Hospital of North Sichuan Medical College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associations of liver magnetic 

resonance diffusion kurtosis imaging (DKI) related parameters with histological 

stage of liver fibrosis in rabbit model. 

Methods: Sixty-four healthy New Zealand white rabbits (56 rabbits in 

experimental group, 8 rabbits in control group) were enrolled in this study. 

Rabbit model of hepatic fibrosis was created by intraperitoneal injection of 

carbon tetrachloride. MR DKI was performed at the 6th, 8th, 10th and 12th week 

after beginning of modeling liver fibrosis. Liver mean kurtosis (MK), fractional 

anisotropy (FA) and mean diffusion (MD) were obtained on DKI. Liver biopsy was 

performed and pathological specimens were scored using METAVIR classification 

system. Statistical analysis was performed to evaluate the association of 

DKI related parameters with histological stage of liver fibrosis. 

Results: (1) With increasing stage of fibrosis, FA and MK values increased and 

MD values decreased (r = 0.512, 0.567 and -0.574, respectively; all P < 0.05). 

FA, MD and MK values could distinguish F0 from F4, F0 from F3 and F1 from F4; FA 

value could distinguish F0 from F2 and F2 from F4; MD value could distinguish F0 

from F2 and F1 from F3; MK value could distinguish F1 from F3 and F2 from F4 (all 

P < 0.05). MK values could distinguish F0 from F4 and F1 from F4 with areas 

under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AUCs) of 0.95 and 0.95, 

sensitivity of 87.5% and 75%, and specificity of 80% and 80%, respectively; MD 

value could distinguish F0 from F2 with AUC of 0.813, sensitivity of 80% and 

specificity of 87.5%. 

Conclusions: Liver FA, MD and MK values in DKI might be indicators to 

discriminate the stage of liver fibrosis. Among these parameters, MD value 

could be the best indicator for diagnosis early stage of liver fibrosis; while 

the MK value could be the best indicator for predicting advanced liver fibr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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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37 

宽体探测器联合全模型实时迭代重建技术在 

大体重患者上腹部扫描中的应用价值 

 
赵慧萍,吕培杰,李莹,李伟然,王会霞,喻波涛,高剑波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 探讨相对于常规探测器联合自适应统计迭代重建技术（ASIR），宽体探测器联合全模型

实时迭代重建技术（ASIR-V）在大体重患者上腹部扫描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第一步:根据体

模实验，研究前置和后置 ASIR-V 对图像质量和辐射剂量的影响，寻找出腹部扫描（NI 为 10HU,

管电压为 120kVp）最佳的前置及后置 ASIR-V比例；第二步:在体模实验基础上，前瞻性收集

因病情需要行上腹部 CT平扫和双期增强扫描的 100例大体重患者（体质量指数 body mass 

index，BMI≥29kg/m
2
），采用电脑随机数字法将研究对象随机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每组均

50例。试验组采用宽体探测器 CT(80mm)联合前置 40%ASIR-V行上腹部双期增强扫描

（120kVp），获得 A1组图像（默认后置 40%ASIR-V），再采用扫描原始图像联合 60%后置

ASIR-V技术重建获得 A2组图像。对照组采用常规探测器 CT（40mm）行腹部双期增强扫描，采

用 ASIR技术重建获得 B组（重组百分比为 40%）。记录试验组及对照组的辐射剂量，对 3组

图像质量进行客观评价[图像噪声及肝脏、胰腺、腹主动脉和门静脉的对比噪声比（CNR）]和

主观评分。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Kruskal-WallisH检验及独立样本 t检验进行统计分析。结

果 试验组的有效辐射计量（5.2±1.0）mGy小于对照组（9.5±2.1）mGy。A2组 CNR除动脉

期肝脏与 A1及 B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静脉期肝脏大于 A1组且与 B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外，

其余双期各部位 CNR均大于 A1及 B组。双期图像噪声低于 A1及 B组。双期总体图像评分高于

A1、B组。结论 大体重患者采用宽体探测器联合前置 40%ASIR-V技术，可比常规探测器扫描

减少约 45%的辐射剂量；联合后置 ASIR-V技术重组技术，可在保持或提高图像 CNR的同时优

化总体图像质量。 

   

 

 

PU-1038 

基于纹理特征的肾透明细胞癌 Fuhrman 病理 

分级术前 CT 预测分析 

 
冯湛

1
,胡征宇

2
,过川根

1
,陈峰

1
 

1.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2.杭州市余杭区第二人民医院 

 

目的：肾透明细胞癌是最常见的成人肾脏恶性肿瘤，现有研究表明 Fuhrman病理级别的高低与

肿瘤的生长率及患者的预后密切相关[1、2]，纹理分析是一种评估医学图像中肿瘤异质性的定

量分析方法，本研究尝试以 CT纹理分析来探索肾透明细胞癌的纹理特征与临床病理的相关

性，并构建 Fuhrman病理分级术前 CT预测模型。 

方法：回顾性分析本院经术后病理或者穿刺证实的的肾透明细胞癌患者 74例，其中低级别组

（I-II级）40例，高级别组（III-IV级）34例。导出肿瘤 CT在皮髓质期和实质期图像数

据，逐层手动勾勒病灶的边界，然后通过拉普拉斯高斯滤波对 CT图像进行卷积，分别计算未

滤波图像、细纹理滤波图像、中纹理滤波图像、粗纹理滤波图像中肿瘤的纹理参数[3]。所有

纹理参数随后进行相关性去冗余，最后将剩余变量进行基于随机森林的机器学习算法的数据建

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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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随机森林算法提示以下 CT纹理参数对肾透明细胞癌 Fuhrman病理级别的有重要性意

义：实质期峰度（粗纹理）、皮髓质期峰度（粗纹理）、皮髓质期偏度（细纹理）、实质期方

差（细纹理）、实质期熵（细纹理）。随机森林对低/高级别的肾透明细胞癌的分类效能十分

优秀，ROC曲线下面积为 0.899。 

结论：异质性是恶性肿瘤的重要特征，微血管的数量与强化相关，肿瘤内部的坏死与高级别肿

瘤和不良预后密切相关。本研究避免了既往基于主观经验的定性或半定量分析研究的缺陷，通

过基于 CT纹理的数据挖掘揭示了纹理异质性表征与肿瘤内在病理及生物学行为的相关性，CT

纹理分析术前无创性预测 Fuhrman病理分级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有望成为客观量化肾透明细

胞癌影像纹理及预测其 Fuhrman病理级别的生物学标记技术，进而实现个体化的精准治疗。 

   

 

 
PU-1039 

基于第二版前列腺影像报告和数据系统研究多参数 MRI 诊断

早期前列腺癌的价值 

 
张永胜,崔凤 

杭州市中医院 310006 

 

目的 基于第二版前列腺影像报告和数据系统（PI-RADS）研究多参数 MRI对早期前列腺癌

（PCa）的诊断价值。 方法 回顾性纳入 27例行 MRI检查（T2WI、DWI、动态增强（DCE））的

早期 PCa患者，两位放射科医师在不提供任何临床资料的情况下参照第二版 PI-RADS标准分析

T2WI、DWI和 DCE图像，按十二分区法对前列腺各个分区出现癌的可能性进行评分。共组成四

种方案：方案 1：T2WI；方案 2：T2WI+DWI；方案 3：T2WI+DCE；方案 4：T2WI+DWI+DCE。根据影

像评分和病理结果对照，计算 4种方案对早期 PCa癌区和非癌区的平均 PI-RADS评分并采用独

立样本 t检验比较，绘制 ROC曲线并采用 Z检验比较曲线下面积的差异，取约登指数最大值所

对应的 PI-RADS评分为界值，统计 4种方案的敏感度、特异度及准确度。 结果 27例早期 PCa

患者共纳入 324区，119个癌区和 205个非癌区，其中 64 个外周带癌区，55个移行区癌区。

在方案 1～4中，早期 PCa癌区、非癌区的 PI-RADS评分在每种方案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各方案诊断早期 PCa的 ROC曲线下面积从大到小依次为：方案 4（0.819）、方案 2

（0.810）、方案 3（0.772）、方案 1（0.765），各方案间的曲线下面积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方案 1～4均以 PI-RADS评分≥4分为临界值，诊断的敏感度分别为 45.40%、

56.30%、59.70%、61.34%；特异度分别为 95.10%、96.10%、89.80%、96.60%；准确度分别为

76.85%、81.48%、78.70%、83.65%。结论 多参数 MRI有助于提高早期 PCa的检出及诊断准确

度，其中以 T2WI+DWI+DCE的诊断价值最高。第二版 PI-RADS 是一种评价早期 PCa较好的半定

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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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40 

多参数 MRI 影像特征诊断前列腺移行区癌的影响因素分析 

 
张永胜,崔凤 

杭州市中医院 310006 

 

目的探讨多参数 MRI（T2WI、DWI、动态增强）影像特征诊断前列腺移行区良恶性病变的影响

因素。方法回顾性 

分析经病理证实的移行区前列腺癌（PCa）48 例、前列腺增生（BPH）83例患者的临床资料，

纳入 T2WI 病灶形态、信号均匀度、边界、包 

膜、患侧移行区体积、患侧移行区与外周带的分界、前列腺包膜、DWI 信号强度、ADC 值及动

态增强的曲线类型等 10 种影像特征，分析 

影响前列腺移行区良恶性病变的因素。结果 48 例移行区 PCa 纳入 81 个癌灶，83 例 BPH 筛

选出 142 个结节；移行区 PCa 的 

ADC 值为（0.938±0.223）×10-3mm2/s，明显低于移行区 BPH的（1.195±0.194）×10-

3mm2/s，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单因素 

分析显示，患侧移行区体积与移行区 PCa 诊断未见相关（P ＞0.05），其余 9 种影像特征均

与移行区 PCa 诊断明显相关（均 P＜0.05）。 

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 9种影像特征纳入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共筛选出 T2WI 病灶形

态、信号均匀度、边界、患侧移行区与外周带 

分界、DWI 的信号强度及 ADC 值与移行区 PCa 诊断均呈明显相关性（均 P＜0.05），其中 ADC 

值与移行区 PCa诊断呈负相关，其余 

影像特征与移行区 PCa诊断均呈正相关。结论多参数 MRI 上，T2WI 病灶形态、信号均匀度、

边界、患侧移行区与外周带分界、DWI 

信号及 ADC 值是影响移行区 PCa诊断的危险因素。  

 

 
PU-1041 

前列腺移行区癌 T2WI 影像特征的多因素分析 

 
张永胜,崔凤 

杭州市中医院 310006 

 

目的 探讨 T2WI影像特征对前列腺移行区癌的诊断价值并筛选诊断价值较高的影像征象。 方

法 回顾性分析经过病理证实的 43例移行区前列腺癌的 T2WI图像，另选取 91例前列腺增生患

者作为对照组，采用多因素 Logistic回归筛选影像征象，将筛选出的影像征象联合，计算联

合诊断的敏感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及准确度。 结果 T2WI上 7种影像征象

中，多因素 Logistic回归筛选出病灶形态、前列腺包膜、患侧移行区与外周带分界。联合诊

断中，形态+前列腺包膜的特异度、阳性预测值、准确度最高，分别为 88.5%、67.8%、

83.41%，形态+患侧移行区与外周带分界的敏感度、阴性预测值最高，分别为 82.8%、93%。 

结论 T2WI上病灶形态、前列腺包膜、患侧移行区与外周带分界是诊断移行区前列腺癌的独立

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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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42 

腹膜后炎性肌纤维母细胞瘤 1 例并文献复习 

 
武文杰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030001 

 

患者、男、75岁，2017年 1月因发热就诊当地医院，入院后行抗炎等对症治疗后出院。2017

年 3月患者为进一步治疗入住我院，CT扫描：左肾下极前方类圆形等密度肿块影，大小约为

6.0cm*6.5cm，CT值约为 37HU，增强扫描持续强化（动脉期 57HU、静脉期 93HU、延迟期

95HU），病灶与肾脏关系密切。CT诊断：左肾下极旁占位，考虑腹膜后间质来源肿瘤可能，

不除外肾脏来源。MRI扫描：左肾下极前方类圆形等长 T1、长 T2信号影，信号尚均匀，边界

清，增强扫描呈渐进性强化。MRI诊断：左肾下极旁占位 1)、肾细胞癌可能，2）腹膜后肉瘤

待除外。患者行后腹腔镜腹膜后肿物切除术后送病理。免疫组化：ALK-1（+）、CD34(+)、

CD38（+）、ki-67(+)、SMA(-)、Vimentin(+)、CD138（+）。病理诊断：（后腹膜）炎性肌纤

维母细胞瘤；（左肾）单纯性囊肿。 

炎性肌纤维母细胞瘤（IMT）是一种少见的间叶组织肿瘤，WHO软组织肿瘤分类定义为“由分

化的肌纤维母细胞性梭形细胞组成，常伴大量浆细胞和/或淋巴细胞的一种肿瘤”，并将其归

为纤维母细胞/肌纤维母细胞肿瘤、中间性、少数可转移类。腹膜后 IMT主要以腹部肿块伴腹

部不适为主，由于腹膜后空间范围较大、位置深，当发现病灶后，病灶体积较大，另外病人可

伴有发热、贫血、血小板增多等症状。IMT病因目前仍不确切。腹膜后 IMT影像学文献报道较

少，缺乏特异性，表现为腹膜后规则或不规则软组织肿块，边界清或不清，病灶较小时密度信

号均匀，增大可伴有囊变、坏死，增强扫描呈轻至中重度强化。IMT影像表现缺乏特异性，这

与肿瘤内肿瘤细胞、炎性细胞、纤维基质成分比例相关。通过影像检查能为临床提供诸多信

息，如肿块的解剖部位、范围及与邻近组织关系。IMT诊断有赖于病理检查，免疫组织化学可

表现为 vimentin、SMA、MSA、Desmin阳性。 

   

 

 
PU-1043 

全瘤 CT 纹理分析：预测肝细胞肝癌的术后早期复发 

 
商晓莎,王文涛,倪婷,曾蒙苏,饶圣祥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00032 

 

 

目的：检验基于增强 CT 的全瘤纹理分析是否可以预测肝细胞肝癌术后的早期复发。 

方法：本研究为回顾性研究。共纳入 178例手术病理证实为肝细胞肝癌的病例，研究对象均进

行过肝部分切除术，术前术后均未进行过其他辅助治疗。随访终点为 2年内复发，否则随访时

间至少为 2年。基于患者术前 1个月内进行腹部增强 CT扫描所获得的 3期（平扫期、动脉

期、门脉期）图像的整个肿瘤病灶提取出纹理分析的模型（放射学征象），然后通过随机森林

分类器计算出该模型对于肝细胞肝癌术后早期复发预测的准确性及 AUC值。 

结果：从 5种不同滤波参数（ = 0, 1.0, 1.5, 2, 2.5）处理过的图像中共提取出包含 3795

种特征的大数据集，使用全部特征集的模型分类性能较弱，准确性为 0.53，AUC：0.60；利用

训练组患者（n=128）的数据对全部数据集进行优化可筛选出 21维特征，使用随机森林方法做

分类，准确性达 0.74，AUC 值可达到 0.815。最终以 21维特征建立了纹理分析模型，用此模

型去评估测试组（n=50），准确性为 0.70，AUC：0.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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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全瘤纹理分析以增强 CT扫描所获得的三期图像为基础所建立的模型（21维特征）可以

很大程度上预测肝细胞肝癌术后的早期复发（术后 2年内），从而指导临床医生为易早期复发

的患者选择个体化治疗方案，提高患者的整体生存率。   

 

 
PU-1044 

伪膜性肠炎的 CT 表现 

 
刘乐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710004 

 

摘要 目的 报道临床确诊为伪膜性肠炎病例，描述伪膜性肠炎的 CT征象，加深本病的影像认

识，提高本病诊断水平。方法 分析本院 2016年 12月确诊的 1例伪膜性肠炎患者的腹部、盆

腔 CT表现。结果 升结肠、横结肠、降结肠上段、乙状结肠、直肠肠壁弥漫性增厚，厚度约

10-18mm，粘膜下层可见线状低密度影，浆膜外可见絮状稍低密度影，肠腔变窄；增强后肠壁

呈不均匀分层强化，粘膜明显强化呈高密度，粘膜下层为稍低密度，肌层变薄呈稍高密度，垂

直于结肠肠管长轴截面呈“靶征”，乙状结肠及直肠水肿横行肠壁形成“手风琴征”。结论 

CT检查能直观的显示伪膜性肠炎的范围、程度以及并发症影像表现，对诊断伪膜性肠炎具有

重要意义。 

 

   

 

 
PU-1045 

DSCT 双能量技术在直肠癌放射靶向治疗疗效评估中的应用 

 
雷静,邓亚敏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650032 

 

目的：研 究 双 源 双 能 量 C T 碘 值 测 量 对 于直肠癌 患者放射靶向治疗术前评估及

疗效评价的应用价值。方法： 收集 2012年 10月-2016 年 10月间临床病理证实为直肠癌的患

者 86例，其中高分化 18例，中高分化组 26例，中分化 28例，低分化 14例。接受放射靶向

治疗，包括术前辅助放疗及非手术病例放疗。放疗前后均行双源双能量 CT增强扫描,测量治疗

前后病灶碘值及径线,分析治疗前不同病理分型碘值差异，治疗前后总体碘值变化差异，不同

分化程度肿瘤治疗前后碘值差异及与肿瘤大小评价疗效的关系。结果:治疗前低分化组与中分

化、中高分化、高分化组静脉期碘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 .05 )；治疗前后总体标准碘值

下降，径线缩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不同病理分型病例治疗前后碘值及径线有统计学差异，

但碘值变化与径线变化比较无相关性；低分化组与中分化、中高分化、高分化组不同病理类型

治疗后碘值之间有统计学差异。结论：DSCT碘值测量可有效评估直肠癌放射靶向治疗疗效。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3143 

 

PU-1046 

肝泡型包虫的钙化分型及活性的相关研究 

 
叶帅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830054 

 

目的：对肝脏泡型包虫的钙化进行分型，探讨钙化与活性之间的相关性。材料及方法：回顾性

分析 60例肝泡型包虫患者的 CT和 PET-CT资料，根据影像学表现对钙化分型，以 PET-CT作为

金标准，比较不同的钙化分型与活性之间的差异。结果：60例肝泡型包虫患者的钙化特征主

要表现为三种类型：A型表现为病灶内可见形似羽毛状或分散的小斑点状钙化，一共 20 例；B

型表现为病灶内可见弥漫分布的各种形态的钙化，一共 20例；C型表现为病灶边缘钙化，病

灶内亦可见各种形态的钙化，一共 20例。钙化的分型与活性之间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肝泡型包虫的患者，B 和 C 型 suv值摄取较高，其活性较高且侵袭性较强；A型 suv值

摄取较低，其活性较低且侵袭性较弱。 

   

 

 
PU-1047 

双源 CT 评估腹腔镜下保留肾单位肾部分切  

术后肾功能的变化 

 
王金凤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山西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 03000 

 

研究目的：是通过双源 CT的应用，评估腹腔镜下肾部分切除术不同热缺血时间（WIT），所致

热缺血损伤对术后术侧和健侧肾功能的变化，明确肾脏热缺血的安全时间，同时与核素肾动态

显像进行对比，为临床及预后提供影像学依据。 

研究意义：肾细胞癌是泌尿系统常见的恶性肿瘤，约占肾脏恶性肿瘤的 80%-90%，自 1970 年

以来，成人肾癌的发病率以每年 2%-4%的比例递增。 

近年来，由于超声及影像学诊断技术的广泛采用，T1期肾细胞癌的诊出率逐步增长，伴随着

肿瘤发生率的提高和肿瘤的降期，小肿瘤（＜4cm）成为目前新发肿瘤的主要类型，，保留肾

单位手术（nephron sparing surgery，NSS）得到了临床广泛应用，特别是腹腔镜肾部分切除

术已经成为治疗 T1~T2期肾癌的标准术士。 

腹腔镜肾部分切除术中夹闭肾蒂能减轻术中的出血，成为肾部分切除术的重要手术步骤；但肾

门血管的夹闭过程会给肾组织带来不同程度的损伤，并可能导致肾功能不可逆的缺血再灌注损

伤。  

研究方法：收集我院经腹腔镜肾部分切除术后前及术后行双源 CT检查病例 60例。采用 CT灌

注扫描，应用 CT灌注参数与核素肾动态显像结果进行对比评价肾脏功能。应用 SPSS17.0 软件

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对于术前、术后肾功能变化采用配对 t检验。采用

Kappa检验评价两种检查方法的一致性，以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研究现状及结果：腹腔镜肾部分切除术后肾功能的判断，目前主要通过肾动态显现来评价；随

着灌注成像的发展，CT灌注成像能良好显示解剖细节的同时，获得肾脏的定量功能信息。CT

灌注成像作为一种能定量判断活体组织血流动力学状况的功能成像，可有效反映肾脏的血流变

化，反映肾脏的功能。双源 CT以低剂量灌注成像，低剂量筛查成像，超快扫描速度，精准双

能量成像等优点，更有利于临床组织灌注成像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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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48 

N Stage for Extrahepatic Bile Duct Adenocarcinoma：

Assessed by 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 at 3.0-T MR 

 
Huang Xin Qiao,Shu Jian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outhwest Medical University 646000 

 

Objectives—To assess the tumor T stage, N stage and pathological 

differentiation grade in the patients with extrahepatic bile duct 

adenocarcinoma (EBDA) using DWI at 3.0-T MR. 

Methods— Eighty-five patients who were histologically diagnosed with 

EBDA underwent abdominal DWI within 2 weeks before surgery. The tumor axial 

maximum area (AMA) and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ADC) value in different 

T stage, N stage and pathological differentiation grade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Results— The Mann-Whitney U test showed that node-positive EBDA ha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lower ADC value (x2
=11.268, P = 0.001) and higher AMA 

value (x2 
=7.660, P =0.006) in comparison to node-negative EBDA. The cut off 

value of 1.249 ×10
-3 
mm

2
/s (＜1.249×10

-3
 mm

2
/s) from ROC curve (AUC=0.725, 

P=0.001) for ADC value can forecast node-positive EBDA with a sensitivity of 

64.29%, a specificity of 73.68%. The Kruskal-Wallis H Rank-Sum test displayed 

that the lesion ADC value of EBDA gradually declined (x2
=67.546, P = 

0.000) as the pathological differentiation grade decreased. 

Conclusions—The N stage and histopathological differentiation grade of EBDA can 

be detected non-invasively using DWI at 3.0-T MR.  

   

 

 

PU-1049 

320 排低剂量容积 CT 诊断早期肝纤维化相关问题的探讨 

 
曾丽思,向述天 

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650021 

 

肝纤维化是各类肝实质损害转向肝硬化共同而基本的环节，研究证实，肝纤维化和早期肝硬化

是可逆性，而肝硬化是不可逆病变，因此进行临床干预有着积极意义。因此早期准确诊断肝纤

维化对于临床判断疾病预后和确定治疗策略具有重要意义。此外，肝纤维化是一个动态改变过

程，定期评价肝纤维化程度可以帮助调整肝病的治疗策略。本研究采用东芝公司“Aquilion 

ONE”320 排 640层动态容积 CT行全肝脏灌注功能成像，利用其宽探测器，低辐射剂量，低对

比剂用量的特点，旨在探讨不同肝纤维化时期肝灌注参数在早期诊断中的应用；通过研究不同

肝纤维化时期肝灌注参数的改变与病理及肝纤维化相关血生化指标的相关性，探讨 320排 CT

全肝灌注在临床早期诊断肝纤维化及临床干预治疗疗效随访中的价值。具体研究内容:（1）通

过对 320排动态容积 CT进行全肝脏灌注研究，制定合理的扫描方案及参数选择，为本研究的

顺利开展提供技术支持；(2) 对临床诊断不同阶段肝纤维化患者进行肝纤维化程度与 CT灌注

参数变化的相关性研究，建立肝脏 CT灌注模型；（3）评估肝纤维化患者临床干预前及干预后

的肝实质血流灌注状况，分析其血流动力学改变及病理基础，探讨其灌注参数变化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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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50 

前列腺少见病变的 MRI 诊断 

 
秦江波,张辉,王效春,谭艳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030001 

 

目的：探讨前列腺少见病变的 MRI表现，提高对此类疾病病的诊断水平，更好地指导临床治

疗。 

方法：收集我院 2012年至 2015年经手术病理或临床证实的前列腺肉瘤 3例、前列腺上皮内瘤

5例、前列腺囊腺瘤 2例、不典型前列腺癌 4例、前列腺小囊结石、前列腺结核各 1例，年龄

50-73岁。全部患者接受了前列腺 3.0T MR常规及 DWI序列检查，回顾性分析其 MRI表现。 

结果：前列腺肉瘤 3例，表现为肿瘤体积较大，呈分叶状，易出血, DWI肿瘤实质呈高信号，

ADC图弥散受限。前列腺上皮内瘤 5例，表现为前列腺巨大增生并中央腺体多发小囊状病变；

前列腺囊腺瘤 2例，肿瘤多较大，呈大小不等多发囊状结构，境界清楚，囊液信号多样，长

T1长 T2、短 T1短 T2信号、短 T1长 T2（粘液蛋白、出血等成分），增强扫描囊壁中度强

化；不典型前列腺癌主体位于前列腺外，类似于盆腔内前列腺与直肠间隙恶性占位，易与盆腔

内肉瘤相混淆；前列腺小囊结石表现为前列腺小囊扩张，其内点状短 T1短 T2信号；前列腺结

核结节型表现为结节样 T2WI 极低信号，弥漫型表现为多发斑片状或弥漫性 T2WI低信号。 

结论：高场强 MRI对前列腺不常见病变的诊断具有很高的敏感性及特异性，同时 MRI可清晰显

示前列腺病变的部位、侵犯范围及周围结构等。有助于临床医生对前列腺少见病变的 MRI 表现

及其侵犯范围有一个直观、全面的认识，对临床治疗方案的制定提供客观依据。 

 

 

 
PU-1051 

DCE-MRI 定量评估宫颈癌的放化疗疗效的预测价值 

 
吴梅

1
,徐凡

2
 

1.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2.广州市红会医院 

 

 

目的：探究 3.0T DCE-MRI 定量评估宫颈癌的放化疗疗效的预测价值。 

方法：1.对象：选取 2013 年１月－2015 年 3 月在我院行同步放化疗，并在治疗前、治疗末行

DCE-MRI 扫描的 30 例子宫颈癌患者。所有病例均经病理证实。2.磁共振检查：采用西门子

Magnetom Verio 3.0T 磁共振扫描仪，平扫序列：轴位 T1WI、T2WI、矢状位 T2WI、冠状压脂

T2WI。动态增强扫描：3ml/s 速率注入 Gd-DTPA20ml。翻转角 2°、15°，TR=4.24ms，

TE=1.66ms，层厚 3.6mm，采集次数 35 次。采用 4D-tissue 软件计算肿瘤各定量参数：速率常

数 Kep 、容量转移常数 Ktrans 及血管外细胞外间隙容积 Ve。3.研究内容：计算肿瘤治疗末肿

瘤消退率，根据肿瘤残余情况进行分组：完全缓解 CR 组、部分减缓 PR 组、肿瘤抗拒 SD）

组，将治疗前肿瘤各定量参数与治疗末肿瘤消退率进行 Spearman 相关性分析，并比较 CR

组、PR 组及 SD 组治疗前各定量参数的差异。选用接受者操作特征曲线 ROC 分析放化疗前各

DCE-MRI 定量参数预测宫颈癌疗效的敏感性。 

结果：肿瘤消退率与治疗前肿瘤组的平均 Krans、Kep、Ve 均呈正相关(r: 0.124-0.668, P 

<0.001-0.031)。治疗末无病例入组 SD 组，比较 CR与 PR 组间治疗前肿瘤的平均 Ktrans、平均

Kep、平均 Ve 的差别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ROC 分析显示治疗前平均 Kep 值预测治疗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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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 组的效能最高,以肿瘤疗前平均 Kep 值<=0.385min-1 为阈值预测肿瘤治疗末 CR,其敏感性、

特异性分别为 72.4%、86.2%，曲线下面积为 0.825, P<0.001。 

结论：DCE-MRI 定量参数可以预测宫颈癌的治疗敏感度，有望为宫颈癌的个体化治疗提供依

据。 

    
 

 

PU-1052 

输卵管系膜浆液性囊腺瘤合并卵巢宫内膜样囊肿 1 例 

报道并文献复习 

 
吴宗山,徐启兰 

六安市人民医院 237000 

 

 目的 探讨输卵管系膜浆液性囊腺瘤的 MRI和病理表现相关性。 方法 对 1例经手术证实的

输卵管系膜浆液性囊腺瘤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并结合文献分析。 结果 23岁青年女

性，右侧附件区病变术前误诊为卵巢囊肿蒂扭转，术后病理为输卵管系膜浆液性囊腺瘤合并卵

巢宫内膜样囊肿，术后效果良好。 结论 输卵管系膜浆液性囊腺瘤具有一定的影像学表现，确

诊仍需依靠手术病理。 

   

 

 

PU-1053 

Differentiation of intrahepatic mass-forming 

cholangiocarcinoma from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using enhanced MRI based on LI-RADS v2014 

 
Ni Ting,Shang Xiaosha,Wang Wentao,Zeng Mengsu,Rao Shengxiang 

Zhong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200032 

 

Objective: To identify reliable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predictors 

distinguishing mass-forming type of 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 (IMCC) from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 based on LI-RADS v2014 to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diagnosis. 

Methods: This retrospective study included 395 patients with pathologically 

confirmed IMCCs(n=180) and HCCs(n=215) who had undergone preoperative MRI. Images 

were evaluated for tumor size, peripheral arterial-phase hyper-enhancement, 

peripheral washout appearance, target appearance at DWI, liver surface retraction, 

biliary dilation, washout appearance, capsule appearance, distinctive rim, intra-

lesional fat, nodule-in-nodule architecture and T1 hyper-intensity. We also 

recorded the underlying disease (with or without hepatitis) and main tumor markers 

(AFP, CEA, CA19-9) of the patients. In addition, all the characteristics above of 

small IMCCs and HCCs(≤3cm) were also compared in our study. 

Results: In univariate analysis, except the appearance of nodule-in-nodule 

architecture, all other characteristics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IMC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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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HCCs(P≤0.003). Multivariable analysis revealed that peripheral arterial-phase 

hyper-enhancement, target appearance at DWI, biliary dilation, CA19-9 and female 

were predictors of IMCCs(P≤0.012), and washout appearance, capsule appearance, 

chronic liver disease, AFP and male were more frequently found in HCCs(P≤0.022). 

For small IMCCs and HCCs, peripheral arterial-phase hyper-enhancement, target 

appearance at DWI, AFP and sex were significant predictors in multivariate 

analysis(P≤0.049). 

Conclusions: Peripheral arterial-phase hyper-enhancement, target appearance at DWI, 

biliary dilation, washout appearance and capsule appearance were reliable 

predictors for distinguishing IMCCs from HCCs. And peripheral arterial-phase 

hyper-enhancement and target appearance at DWI were reliable characteristics for 

identifying small IMCCs from HCCs. 

   

 

 
PU-1054 

MRI 钆塞酸二钠造影剂对肝硬化背景肝内肿块型胆管细胞癌和

肝细胞癌的鉴别诊断 

 
李然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400042 

 

目的：研究肝硬化背景下肝内肿块型胆管细胞癌（IHCC）在 MRI钆塞酸二钠动态增强的影像学

特征，探讨其与 HCC的鉴别诊断。 

方法：回顾性地选取 21例肝硬化背景下 IHCC的资料，排除伴肝内胆管扩张者，所有均接受

MRI钆塞酸二钠增强检查。随机选择 22例肝硬化背景下的 HCC作为对照组，对比分析两组临

床指标包括性别、年龄、HBV、HCV、酗酒史、AFP和 CEA 等。在 MRI上观察肿瘤边界是否清

晰、肝包膜有无皱缩、有无门静脉血栓等。分析动脉期、门脉期、延迟期和肝胆期的强化特

点，并将动态增强特点分为快进快出（门脉期廓清）、快进慢出（延迟期廓清）、持续性强

化、渐进性强化、反转样强化。对 MRI征象和强化特点进行统计学分析，并按照 mLI-RADS的

标准，采用 McNemar检验门静脉廓清和常规廓清对诊断 HCC的特异性和敏感性。 

结果：21例 IHCC中有 23个结节，22例 HCC中有 25个结节，IHCC组 CA199明显高于 HCC组

（P=0.023），HCC组中 AFP 高于 IHCC组（P=0.041），其余临床指标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假包膜在 HCC中更为常见（16/25，P＜0.001），肝包膜回缩征在 IHCC中更为常见

（11/23，P＜0.001）。在 AP中 IHCC多表现为环状强化（12/23），而 HCC多表现为结节样强

化（20/25），渐进性强化仅见于 IHCC（12/23），11例 IHCC和 1例 HCC出现肝胆期靶样强化

（P＜0.001）。门脉期廓清、延迟期廓清在 HCC中更为常见（P＜0.001），肿瘤表面廓清仅见

于 IHCC（5/23），2例 IHCC 表现为延迟期廓清，而无 1例 IHCC表现为门脉期廓清，运用延迟

期廓清作为诊断 HCC的标准较常规标准提高了特异性（91.3% to 100%），但降低了敏感性

（65.2% to 56.5%）。结论：MRI钆塞酸二钠动态增强扫描在 HCC和 IHCC的鉴别诊断上有很

大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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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55 

18F-FDG PET/CT 对肝转移瘤诊断价值的 Meta 分析 

 
陈小莉,雷军强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730000 

 

目的：系统评价 
18
F-FDG PET/CT对肝转移瘤的诊断价值。方法 计算机检索 Pubmed、

EMbase、The Cochrane Library、Web of Science、CNKI、Wanfang Data、VIP、CBM数据库

中关于
18
F-FDG PET/CT诊断肝转移瘤的文献，检索时限为 2017年 4月。由两位评价员按照制

定的纳入与排除标准独立筛选文献、提取资料，按照 QUADAS-2工具评价纳入研究的偏倚风

险，采用 Stata 12.0软件进行 Meta分析，计算合并敏感度、特异度、阳性似然比、阴性似然

比、诊断比值比，绘制 SROC 曲线并计算曲线下面积 AUC。结果 最终纳入 13个研究。Meta 分

析结果显示：以患者为单位，12篇研究的 SEN 合并 = 0.95[95%CI(0.92-0.97)] 、SPE 合并

=0.94[95%CI(0.87-0.97)]、+LR 合并=15.01[95%CI(7.17-31.42)]、-LR 合并=0.05[95%CI(0.03-

0.09)]、DOR 合并=285[95%CI(102.76-790.46)]、AUC=0.98[95%CI(0.97-0.99)]，以病灶为单

位，4篇研究的 SEN 合并 = 0.79[95%CI0.61-0.90)]、SPE 合并=0.96[95%CI(0.89-0.99)]、+LR 合并

=21.01[95%CI(7.82-56.40)]、-LR 合并=0.22[95%CI(0.11-0.43)]、DOR 合并=96.16[95%CI(35.44-

260.89)]、AUC=0.97[95%CI(0.95-0.98)];亚组分析结果显示各亚组 PET/CT对肝转移瘤诊断的

AUC进行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18
F-FDG PET/CT对肝转移瘤具有较好

的诊断价值，尤其是对以病人为单位的病例具有更好的诊断敏感度。 

 

   

 

 
PU-1056 

MSCT 图像特点与透明细胞癌不同病理分期及分级的相关性 

 
王奕乔,姜慧杰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50086 

 

 目的 探讨 MSCT图像特点与透明细胞癌不同病理分期及分级的相关性，以提高术前诊断率，

及术后患者预后的评估。方法 回顾性分析肾透明细胞癌的临床及病理资料，分析 MSCT图像特

点，并与 TNM分期、病理分级进行比较，分析它们的相关性。结果 不同分级患者在肿瘤大

小、皮质期及髓质期强化程度、强化形式、是否可见假包膜、肾周受侵情况、肾周血管是否有

瘤栓、肾周淋巴结是否有转移、肾筋膜外侵犯或远处转移等方面均有所不同，MSCT对不同病

理分期（TNM）诊断准确度也有所不同。结论 MSCT对肿瘤的发现率、定性及病理分期及分级

有一定帮助，对临床治疗有一定的帮助，从而可提高患者预后程度和术前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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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57 

肾脏恶性肿瘤侵犯静脉的 MRI 评估 

 
陈勤,张贵祥,王夕富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 200080 

 

目的：探究 MRI在评估肾脏恶性肿瘤侵犯静脉的价值。材料及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3年

至今经 MRI诊断并手术证实的 112例肾脏恶性肿瘤病例，并将手术记录和病理报告中肿瘤侵犯

静脉的结果与 MRI表现作对照；其中男性 92例，女性 20例，年龄 22~73岁，检查所用设备为

GE Signa HDxt 1.5T， Signa HDxt 3.0T扫描仪及 Discovery MR750 3.0T 扫描仪。MRI检查

序列为：横断面 SE序列 T1WI 和压脂 T2WI ，弥散加权成像 EPI-DWI序列，增强扫描采用横断

面及冠状面 LAVA，层厚 6~8mm，间隔 2mm，造影剂为 Gd-DTPA。结果：①112 例肾脏恶性肿

瘤：其中左侧 52例，右侧 59例，双侧 1例；肾细胞癌 75 例（透明细胞癌 62例，乳头状肾细

胞癌 9例，嫌色细胞癌 2例，集合管癌 2例），肾盂癌 37例，手术及病理报告证实肾脏恶性

肿瘤侵犯静脉共 27例（24.1%），MRI发现其中侵犯肾窦内肾静脉分支 17例中的 14例，为

82.4%；发现侵犯肾静脉主干的 7例，为 100%；发现侵犯下腔静脉的 3例，为 100%。②肾脏恶

性肿瘤侵犯静脉的表现：1.直接征象：静脉瘤栓表现为增强扫描髓质期强化的高信号的肾静

脉、肾静脉分支或下腔静脉腔内的等或低信号充盈缺损；瘤栓侵犯静脉壁表现为瘤栓处肾静脉

壁增厚、毛糙并强化。肾脏恶性肿瘤侵犯静脉在 SE序列 T1WI和 T2WI 不能被有效显示。2.间

接征象：被侵犯处肾静脉增粗，患侧肾脏肿胀、强化减弱并延迟、肾窦及肾周水肿。③9 例乳

头状肾细胞癌及 2例嫌色细胞癌 MRI及手术均未发现肿瘤侵犯静脉。结论：MRI可以发现肾脏

恶性肿瘤侵犯静脉，为肿瘤分期提供重要指标，是选择手术方案主要依据之一。 

   

 

 
PU-1058 

A comparison between Renal Rim Grade and several 

computed tomography scoring systems in predicting 

acute kidney injury following 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 

 
Cao Likun,Wang Yi,Huang Zixing,Song Bin 

West China Hospital. SiChuan University 610041 

 

Purpose  Renal Rim Grade（RRG）is a new and convenient CT prognostic scoring 

system of acute pancreatitis. The aim of our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RRG and the presence of acute kidney injury (AKI) 

following 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 (SAP) compared to other scoring systems. 

Method and Materials  Patients with SAP performed CT scan in 2 days after 

admission were included consecutively. The demographic, clinical and radiographic 

data were collected. The new Japanese Severity Score ( nJSS ) were calculated for 

all the patients. Chi-square test was used to asse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KI 

and severity of RRG. Pairwise comparisons of areas under ROC curves (AUCs) from 

the different grading systems were perfor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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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28 of 65 (43.1%) patients were in accordance with AKI diagnostic 

criteria. A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was observed between the RRG and AKI (p < 

0.001). Among the CT indices, EPIC  and RRG showed an obvious larger AUC than 

either the CTSI or MCTSI score(0.896, 0.865 vs 0.681, 0.685), an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seen between the EPIC and RRG scores (p<0.001). RRG and EPIC had 

the same and highest specificity (both 86.5%) and sensitivity (both 85.7%) in 

predicting AKI in SAP patients, and the cutoff point was 3 and 6 respectively. And 

RRG was associated with the clinical scoring system, nJSS (ρ=0.6, p<0.001). 

Conclusion  Although EPIC and RRG showed similar and reliable accuracy in 

predicting AKI in SAP, RRG score had an additional advantage of simple calculation 

and it can be evaluated without CT contrast, which is beneficial to the AKI and 

potential AKI patients.  

 

 

PU-1059 

正常小肠的 MDCTE 表现及正常值研究 

 
蒲红

1
,蔡思墁

1,2
 

1.四川省人民医院 

2.成都体育学院附属医院放射科 

 

目的：探讨正常小肠的多层螺旋 CT影像表现并测量其正常值范围。材料与方法：搜集 2014年

10月—2015年 3月在我院行腹部增强 CT检查者 30名，其中男 12例，女 18例，年龄 32岁—

82岁，平均年龄 56.87±12.53 岁。扫描前 45分钟分 3次口服等渗甘露醇溶液 1500ml（20%甘

露醇注射液 500ml，清水 1000ml）每隔服 15分钟服用一次（分别于扫描前 45、30、

15min），每次 500ml。扫描前 10min肌注 654-2针 20mg。所有患者的检查均采用 Siemens 

SOMATOM perspective CT 扫描机行平扫+增强（静脉期 60s）扫描。高压注射器注射非离子型

造影剂碘佛醇，浓度 320mgI/ml，注射剂量按照 1.2ml/kg计算。由两位经验丰富的副主任医

师以上腹部影像诊断通过协商一致的方法进行图像分析，观察指标包括①肠壁厚度②肠腔宽度

③肠壁平扫及增强 CT值。采用 SPSS21.0软件包进行数据统计分析。结果：正常小肠管壁厚度

在 1.68-2.5mm之间，对上述小肠各组段肠壁厚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12)。十二指肠管

壁厚度与空肠、回肠肠壁厚度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空肠、回肠管壁厚度之间无显著性差

异。测得整个小肠平均充盈肠管宽度 1.77-2.49cm，平均 2.13cm，上述小肠各组肠腔管外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00)。十二指肠肠腔管外径与空肠、回肠之间均有差异，且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空肠、回肠肠腔管外径之间无显著性差异。结论：小肠的 MSCTE正常值范围可作为评

价小肠的参考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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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60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of diffusion-kurtosis imaging 

for grading endometrial carcinoma: a comparative 

study with 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 

 
Chen Ting,Li Yan,Zhang Jing,Wang Xiao-Ning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300 Guang Zhou Road， Nanjing， 

210029， Jiangsu Province， China 210029 

 

Purpose: To evaluate the diagnostic performance of histogram analysis of diffusion 

kurtosis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DKI) and standard 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 

(DWI) in discriminating tumor grades of endometrial carcinoma (EC). 

Materials and methods: Seventy-three patients with EC were included in this study. 

The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ADC) value from standard DWI, apparent 

diffusion for Gaussian distribution (Dapp) and apparent kurtosis coefficient (Kapp) 

from DKI were acquired on a 3.0T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scanner. The 

measurement was based on an entire-tumor analysis. Histogram parameters (Dapp, Kapp 

and ADC) were compared between high-grade (grade 3) and low-grade (grade 1 and 2) 

tumors. The diagnostic performance of imaging parameters for discriminating high- 

from low-grade tumors was analyzed by a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ROC). 

Results: The area under the ROC curve (AUC) of the 10th percentile of Dapp, 90th 

percentile of Kapp and 10th percentile of ADC were higher than other parameters in 

distinguishing high-grade tumors from low-grade tumors (AUC=0.821, 0.891 and 0.801, 

respectively). The combination of 10th percentile of Dapp and 90th percentile of Kapp 

improved the AUC to 0.901,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10th 

percentile of ADC (0.810, p = 0.0314) in differentiating high- from low-grade EC. 

Conclusion: Entire-tumor volume histogram analysis of DKI and standard DWI were 

feasible for discriminating histological tumor grades of EC. DKI was relatively 

better than DWI in distinguishing high-grade from low-grade tumor in EC. 

   

 

 

PU-1061 

MDCT 对早期宫颈神经内分泌癌与宫颈鳞癌闭孔区淋巴结转移

的影像与病理分析 

 
程燕,宁刚,曲海波,郭应坤,赵福敏,陈荟竹,李学胜,鲍莉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应用增强 MDCT对早期宫颈神经内分泌癌与宫颈鳞癌作影像与临床、病理对比，探讨

MDCT在少见的宫颈原发神经内分泌癌 MDCT影像表现、闭孔区淋巴结转移评价中的价值。材料

与方法：回顾性收集经手术病理证实的早期宫颈神经内分泌癌患者 17例、宫颈鳞癌 30例，分

析两组患者术前增强 MDCT肿瘤的影像学特点、闭孔区淋巴结长大情况，将两组 MDCT影像学表

现与术后病理结果进行对照，比较宫颈神经内分泌癌组和鳞癌组淋巴结转移差异。结果：宫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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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内分泌癌组 FIGO分期：Ib1期 11例、Ib2期 4例、IIa期 2例；MDCT发现闭孔淋巴结明

显增大 8例，术后病理：宫颈大细胞神经内分泌癌 1例，宫颈小细胞神经内分泌癌 16例，淋

巴结转移 6例，同侧卵巢、骶韧带和阔韧带转移 1例。术后随访复查 MDCT患者 6例：其中 3

例为宫颈原发小细胞神经内分泌癌术后、化疗后随访复查（略）；余 2例未见复发转移；大细

胞神经内分泌癌患者 9月后复查 MDCT未见复发转移 1例。36例宫颈鳞癌 FIGO分期：Ib1 期

14例、Ib2期 14例、IIa期 8例，MDCT发现闭孔区淋巴结增大 4例、可疑淋巴结增大 4例，

术后病理均为炎性反应。术后及化疗放疗后复查（略）。早期宫颈神经内分泌癌组与鳞癌组闭

孔区淋巴结转移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宫颈神经内分泌癌早期淋巴结转移率高于宫颈

鳞癌；两组在肿瘤大小、强化程度、肿瘤形态、肿瘤边界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宫颈神

经内分泌癌较宫颈鳞癌恶性程度高、易早期发生闭孔淋巴结转移，预后明显差，尤其是小细胞

神经内分泌癌；MDCT对宫颈神经内分泌癌肿瘤本身缺乏特异性，但 MDCT对早期宫颈神经内分

泌癌进行术前 MDCT评价闭孔区淋巴结有利于早期发现转移淋巴结，对术中淋巴结清扫有较大

临床意义。  

 

 
PU-1062 

胃裸区恶性间质瘤的 MSCT 表现并文献复习 

 
陈蓉

1
,王滔

1,2
 

1.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野战外科研究所 

2.乐山市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胃裸区恶性间质瘤的 MSCT影像特点。 

方法: 回顾分析经手术病理证实的胃裸区恶性间质瘤 3例，所有病例均行 MSCT平扫、增强扫

描及多平面重建。对肿瘤的大小、位置、形态、生长方式、强化程度和方式、囊变坏死、出

血、钙化、表面溃疡及肿瘤周围淋巴结进行评估。复习相关文献。 

结果: 三例胃裸区恶性间质瘤均表现为巨大的软组织肿块；肿块强化不均匀，内部均出现囊

变、坏死，实性部分呈轻到中度强化；1例呈跨壁式生长，2例为腔外型。术前 1例跨壁型诊

断正确，2例腔外型均误诊，CT横断面及多平面重建图像显示肿块始终紧贴胃裸区。  

结论:MSCT成像能够明确显示胃裸区恶性间质瘤的 MSCT影像特点，有助于提高对胃裸区恶性

间质瘤的认识及术前诊断正确率，为手术方案的制定和预后提供更多参考信息。  

 

 

PU-1063 

肝脏局灶性结节增生的 MRI 诊断 2 例报告 

 
何光武,王军,杨朝武,孙昂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宝山分院 200940 

 

肝脏局灶性结节增生（focal nodular hyperplasia FNH）是一种少见的肝脏良性肿瘤样占位

性病变，影像学检查在 FNH 的诊断和鉴别诊断起重要作用，尤以 MRI检查具有多序列成像等优

势更具价值。现报告经手术病理证实的两例 FNH，复习文献，讨论 MRI检查在 FNH诊断和鉴别

诊断中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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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64 

非小细胞肺癌 MR 灌注参数与 PET-CT 代谢参数的相关性研究 

 
陈利华,张久权,王健 

第三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重庆市西南医院 400038 

 

目的:分析非小细胞肺癌及各亚型之间的灌注特征和代谢特征，并且探讨二者之间的异同点。

方法: 根据纳入和排除标准，纳入经病理确诊为非小细胞肺癌的患者行 PET-CT和动态增强

MRI检查。两名研究者采用双盲法，分别测量病灶的最大 SUV值（SUVmax）,平均 SUV值

（SUVmean），容积转移常数(K
trans

)、血管外细胞外容积比(Ve)和初始浓度-时间曲线下面积

（iAUC）。采用同类相关系数（ICC）检验分析两名研究者测量的同一参数之间的一致性；采

用两独立样本 t检验或秩和检验分析灌注参数和 SUV值的差异；采用 Spearman’s相关性分析

检测灌注参数与 SUV值的相关性。结果: 共纳入 41例非小细胞肺癌，其中腺癌 25例，鳞状细

胞癌 16例。腺癌的 SUVmax和 SUVmean均低于鳞状细胞癌（P均<0.05），而 K
trans

和 Ve均高于鳞状

细胞癌（P均<0.05）。在非小细胞肺癌中，SUVmean与 K
trans

(r=-0.341, P=0.029)，SUVmean与

iAUC(r=-0.374, P=0.016)，SUVmax与 Ve(r=-0.357, P=0.022)均呈负相关关系。在腺癌中，

SUVmean与 K
trans

(r=-0.411,P=0.041), Kep(r=-0.045, P=0.026)以及 iAUC(r=-0.512, P=0.009)均

呈显著负相关关系。但是，在鳞状细胞癌中，这些参数之间并无显著相关性。结论: 腺癌与鳞

状细胞癌的灌注参数和葡萄糖代谢参数之间存在差异。腺癌的灌注参数和葡萄糖代谢参数呈负

相关，而鳞状细胞癌的灌注参数和葡萄糖代谢参数无显著相关。  

 

 

PU-1065 

153 例胃黏膜下肿瘤 CT 征象分析 

 
钟德琳,彭鹏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530021 

 

目的：分析胃黏膜下肿瘤的 CT征象，提高对该疾病的诊断及鉴别诊断。 

方法：回顾性分析 153术后病理证实的胃黏膜下肿瘤患者的术前 CT资料（胃间质瘤 91例；淋

巴瘤 36例；平滑肌瘤 18例；神经内分泌肿瘤 8例）。统计分析其部位（贲门、胃底、胃体大

/小弯、胃窦大/小弯）、轮廓、大小、生长方式（腔内、腔外、腔内外）、长径与胃壁关系

（平行/垂直）、密度及继发改变、强化方式及强化程度、黏膜及浆膜情况、远端转移、淋巴

转移、腹膜转移及腹水情况。用χ
2
检验比较各肿瘤总体率之间差异，并行两两比较，用方差

分析比较计量资料的差异。 

结果：位置、轮廓、生长方式、长径与胃壁关系、强化方式、黏膜情况、长短径比值、增强率

的统计，四类肿瘤总体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余项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间质瘤

多位于胃底（30.8%）、胃体（53.8%），多呈腔内生长（61.5%），长径多与胃壁平行

（79.1%），大多黏膜完整（67.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淋巴瘤的位置多位于

胃体（38.9%）胃窦（55.5%）、轮廓（75%黏膜增厚呈浅分叶状）、长短径比值（平均约

3.05，比其他肿瘤比值较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平滑肌瘤强化程度均匀

（94.4%），黏膜完整（10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神经内分泌肿瘤多呈腔内

（50%）、腔内外生长（50%），动脉期强化率约 1.16，高于其他肿瘤，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胃黏膜下肿瘤类型多，各类肿瘤有自身特点，部位、大小、生长方式、继发改变、增强

方式、程度、强化率及恶性征象等对胃黏膜下肿瘤诊断及鉴别诊断有重要意义。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3154 

 

PU-1066 

Free-breathing dynamic contrast-enhanced MRI of 

pulmonary lesion using a combination of golden-angle 

radial sampling, compressed sensing, and parallel 

imaging  

 
Chen Lihua

1
,Feng Li

2
,Wang Jian

1
 

1.Department of Radiology， Southwest Hospital， Thir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2.Center for Biomedical Imaging，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New York University Langone Medical 

Center 

 

Background and objective: Simultaneous high temporal and spatial resolution 

dynamic contrast-enhance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DCE-MRI) in lung cancer 

remains challenging. Recently, a novel free-breathing MRI sequence with compressed 

sensing, parallel imaging, and a golden-angle acquisition scheme, known as GRASP 

(Golden-angle RAdial Sparse Parallel), has been introduced. With GRASP, both high 

temporal resolution perfusion data and high spatial resolution morphologic data 

can be reconstructed from the same acquisition with a single contrast injection. 

Thus, it offers benefits in patient populations in which standard breathhold 

acquisitions may be difficult. The purpose of the present study was to evaluate 

this new method for free-breathing DCE-MRI with GRASP and to assess its 

feasibility by performing image quality comparison with Cartesian breath-hold 

volumetric-interpolated examination (BH-VIBE) pre- and post- contrast acquisitions 

in patients with pulmonary lesion.Methods: The Medical Research Ethics Committee 

reviewed and approved the present study. 26 patients with pulmonary lesion 

underwent DCE-MRI examinations using both Cartesian BH-VIBE and GRASP acquisitions 

with matching imaging parameters. Golden-angle data from each 34 consecutive 

spokes were reconstructed using GRASP to generate multiple phases. Pre-contrast, 

and post-contrast phases BH-VIBE and GRASP reconstructions were assessed by 2 

radiologists in blind. The radiologists rated image quality (IQ) score for each 

patient on a 5-point Likert-type scale. In addition, the diagnostic confidence, 

respiratory motion artifacts and streak artifacts was rated according to a 3-point 

Likert-type scale.Results: Among the 26 patients, 23 had histological confirmation 

with lung cancer in 17, inflammation in 4, pneumoconiosis in 1, and tuberculosis 

in 1. Although GRASP had lower IQ score compared with BH-VIBE for the pre-contrast 

and post-contrast (P < 0.005, both) phases, GRASP received IQ scores of 3 or more 

in all participants, which was consistent with acceptable or better diagnostic 

image quality.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GRASP and BH-VIBE for 

diagnostic confidence, and respiratory motion artifacts (p > 0.05), although 

streak artefact was worse with the GRASP acquisition (p < 0.001). K
tran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inflammation than in lung cancer (p = 0.020).Conclusion: 

Dynamic contrast-enhanced MRI of pulmonary lesion can be performed during free 

breathing using a combination of compressed sensing, parallel imaging, and 

goldenangle radial samp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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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67 

膀胱内翻性乳头状瘤的 CT 诊断及鉴别诊断 

 
昌兴菊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30006 

 

目的 探讨膀胱内翻性乳头状瘤的 CT表现及鉴别诊断， 提高诊断符合率。 

方法 对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30例膀胱内翻性乳头状瘤患者的临床及影像学资料进行回顾性分

析。 

结果 30例患者均行多层螺旋 CT检查，共发现 31个肿瘤，最大径 0.7cm－3.1cm，平均

1.5 cm；19个肿瘤呈菜花状或海藻状，12个呈乳头状，部分可见宽基底或蒂，部分表现为分

叶；其中 12例位于膀胱三角区，10例位于膀胱颈部，6 例位于膀胱前、侧壁，2例位于膀胱

后壁。CT平扫肿瘤与膀胱壁密度相比多呈等或稍低密度， 增强扫描呈中－高度强化，膀胱外

壁光滑，盆腔淋巴结无肿大。 

结论 膀胱内翻性乳头状瘤的 CT表现上具有一定的影像特征，对定性诊断有一定价值，最终

确诊需要膀胱镜活检及术后病理组织学检查。 

   

 

 
PU-1068 

胎盘植入的 MRI 分型诊断效能分析 

 
方圆,边宏宇,李天然,刘刚,李明,徐启明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 510630 

 

目的：探讨 MRI对胎盘植入分型的诊断效能及其并发症的影像学表现。方法：27例患者均为

本院术后病理证实为胎盘植入的住院孕产妇，采用 3.0 T MRI系统，T1WI、T2WI, STIR DWI

（b=1000 mm
2
/s）序列成像，及 Gd-DTPA增强扫描。三位放射学专家独立对是否存在胎盘植入

进行判断，同时参考 Maldjia 诊断标准予以 MRI分型，并通过对胎盘植入及并发症的影像征象

分析总结，与超声诊断效能进行对比。结果：27例患者均存在胎盘植入，Crosstabs分析显

示，三位放射学专家之间对胎盘植入 MRI分型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MRI诊断 0型和 3

型结果与病理结果的一致性存在差异（P＜0.05），MRI高估 0型、低估 3型。1型和 2型与病

理学结果具有一致性（P＞0.05）。胎盘置入 DWI及 ADC 均呈稍高信号，增强检查残留胎盘呈

不均匀强化，内见无强化坏死区，胎盘剥离面与宫壁间见线状低信号分隔。残留胎盘表现为

T1WI呈等或略高信号，T2WI 以高信号为主的混杂信号，高于正常子宫肌层。MRI与超声检查

结果比较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MRI优于超声诊断结果。结论：MRI可明确胎盘植入，

以及胎盘植入的部位、侵犯的范围及深度、血供情况，并据此做出分型诊断，并且对并发症、

及胎盘残留的诊断都具有较高价值，且 MRI优于超声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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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69 

2 例不典型副脾影像学特点分析 

 
姜伦,汪军 

湖北医药学院附属随州医院 随州市中心医院 441300 

 

目的：通过对 2例不典型副脾影像学特点分析，旨在提高对副脾的认识。 

材料与方法：收集本院 2例经手术病理证实患者的临床及影像学资料。病例 1：患者，男，30

岁，5年前脾脏外伤切除史，体检发现膈下占位，CT平扫示膈肌下类圆形软组织肿块，与肝实

质比呈稍低密度，大小约 3.9x3.6cm，边界清晰，增强扫描动脉期、门脉期及延迟期与肝实质

同等程度强化，MRI平扫呈长 T1短 T2信号，增强扫描病变中等程度强化，与正常肝实质比呈

低信号。病例 2：患者，女，50岁，体检发现左肾上腺区占位，MRI平扫示胰腺体尾部后方见

团状稍长 T1稍长 T2信号，大小约 6.0x4.7cm，边界清晰，病灶内见条片状短 T1短 T2出血信

号，病变与左侧肾上腺、左肾上极、胰腺体尾部分界清晰，增强扫描病变动脉期中等程度强

化，门脉期及延迟期病变强化程度上升，低于正常脾脏强化程度，病变由脾动脉供血。 

结果：病例 1患者术前误诊为肝脏凝固性坏死，病例 2患者术后误诊为神经节细胞瘤。 

结论：副脾无明显临床症状，影像学资料缺乏特异性，病灶 T2WI呈均匀低信号或病灶内见出

血信号，由脾动脉供血，呈渐进性强化，提示副脾淤血的可能性。 

   

 

 
PU-1070 

磁共振弥散加权 ADC 值与肝癌分级的相关性研究 

 
李志超 

第三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重庆市西南医院 400038 

 

目的：研究 MRI弥散加权成像 ADC值与肝癌分级的相关性。 

方法：32例经手术病理诊断的肝脏肿瘤病人,测量其每个瘤体实性部分的 ADC值。共采集 34

个病灶 ADC值，并计算病灶 ADC值与邻近肝组织 ADC值的比值。对 ADC值进行单因素方差分

析，对 ADC值比值进行 独立样本 Kruskal-Wallis检验。 

结果：瘤体的 ADC均值，ADC 最小值，ADC最大值组间差异显著性分别为 0.12，0.22,0.05。

邻近肝组织的 ADC均值，ADC 最小值，ADC最大值组间显著性分别为 0.22,0.12,0.14。肿瘤

ADC均值与邻近肝组织 ADC 均值比值组间显著性为 0.16，肿瘤 ADC最小值与邻近肝组织 ADC均

值比值组间显著性为 0.25，肿瘤 ADC最大值与邻近肝组织 ADC均值比值组间显著性为 0.07。

高分化肝癌与中、低分化肝癌的 ADC值比值有一定差异，但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ADC值在帮助肝脏肿瘤分级中的作用并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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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71 

Correlation study on ADC value and pathological 

grading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by using 

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 

 
Li Zhichao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Southwest Hospital， Thir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400038 

 

PURPOSE: To assess the role of ADC value for the differentiation of pathological 

grade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 HCC ). 

MATERIALS AND METHODS: Preoperative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images of 32 

patients with HCC confirmed by pathology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The mean，

minimum and maxium ADC values of the tumors and neighbored hepatic tissue were 

measured. The ADC values were compared in tumors with different grades. ANOVA 

analysis was performed on mean，minimum and maxium ADC values. Ratio between tumor 

ADC value and hepatic tisuus ADC value was conducted Kruskal-Wallis test. 

RESULTS:The differentiation of mean ,minimum and maxium ADC values of HCCs were 

0.12，0.22,0.05. The differentiation of mean ,minimum and maxium ADC values of 

hepetic tissue were 0.22,0.12,0.14. The differentiation of mean ADC Ratio of HCCs 

was 0.16. The differentiation of minimum ADC Ratio of HCCs was 0.25. he 

differentiation of maximum ADC Ratio of HCCs was 0.07. Those results showed non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CONCLUSION:ADC value has less effect in distinguishing different differentiation 

of HCCs.  

 

 
PU-1072 

磁敏感加权成像诊断移植肾功能延迟恢复的价值 

 
孙军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213003 

 

目的 探讨磁敏感加权成像（SWI）异常表现与移植肾功能延迟恢复（DGF）的相关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临床诊断的 26例 DGF与 20例移植肾功能正常的常规 MRI及 SWI图像，排

除囊肿、血管平滑肌脂肪瘤等良性肿瘤，并与移植肾正常结构鉴别，然后以肾皮质为参照，如

发现异常信号灶，则对其位置、境界及信号强度进行分析。DGF在 SWI上同一层面的异常信号

灶与正常肾皮质之间的信号强度差异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进行比较。常规 MRI与 SWI发现 DGF

有异常信号灶的阳性检出率之间的差异采用 McNemar检验进行比较。 

结果 26例 DGF中：1例在常规 MRI与 SWI上均于皮髓质交界区出现境界模糊的异常低信号

灶；10例仅在 SWI上于皮髓质交界区出现境界模糊的异常低信号灶，常规 MRI上未见明显异

常信号灶：15例在常规 MRI 与 SWI上均未见明显异常信号灶。20例移植肾功能正常：在常规

MRI与 SWI上均未见明显异常信号灶。11例 DGF 在 SWI上同一层面的异常低信号灶与正常肾

皮质的信号强度值分别为（130.15±20.25）、（177.48±27.6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
4.582，P=0.000）。常规 MRI与 SWI发现 DGF有异常低信号灶的阳性检出率分别为 3.85%

（1/26）、42.31%（11/2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Х2
=8.100，P=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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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移植肾在 SWI上于皮髓质交界区出现境界模糊的异常低信号灶与 DGF有相关性；SWI检

测 DGF有异常低信号灶的能力高于常规 MRI。   

 

 

PU-1073 

乏血供胰腺神经内分泌肿瘤的 MR 影像表现及鉴别诊断 

 
付岩宁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100853 

 

 

【摘要】目的 分析乏血供胰腺神经内分泌肿瘤在 MR中的影像学特征以及鉴别诊断，以提高对

其诊断水平 方法 对 20例经手术病理证实的胰腺神经内分泌肿瘤 MR表现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

果 20例胰腺神经内分泌肿瘤患者行 MR平扫及增强扫描，其中 7例病理证实为胰岛细胞瘤患

者 4例边界清楚，3例边界不清，T2WI呈高信号，T1WI呈低信号，增强后动脉期和静脉期均

呈中度强化；13例病理证实为神经内分泌癌患者均表现为边界不清，T2WI呈不均匀高信号，

T1WI呈稍低或低信号，增强后病变均呈轻度强化，静脉期较动脉期增强幅度稍减低，所有患

者各期增强幅度均未超过胰腺实质。20例患者，病理证实为胰岛细胞瘤患者动脉期表现为中

度强化，病理证实为神经内分泌癌患者动脉期均以轻度强化为主，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 边界清楚明显增强以及包膜强化被认为是胰腺神经内分泌肿瘤的典型影像学表

现，但其影像学表现多样，乏血供胰腺神经内分泌肿瘤与胰腺癌在影像学表现上有很多相似之

处，二者很难鉴别。 

    

 

 
PU-1074 

MSCT 在鉴别乳头状肾细胞癌亚型的价值 

 
刘春华,李然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野战外科研究所 400042 

 

目的 比较并分析 I型、Ⅱ型乳头状肾细胞癌(PRCC)的 CT表现，探讨 MSCT对 PRCC亚型的鉴

别价值。方法 回顾分析 31例经本院病理证实的 PRCC的 CT征象，包括肿瘤的部位、大小、

形态、边界、密度是否均匀（包括是否有钙化、出血、囊变）、肾盂侵犯、增强血管影、淋巴

结肿大、远处转移、三期增强肿瘤 CT值及与正常肾皮质、肾髓质 CT值比值，比较 I、Ⅱ型

PRCC的影像学表现差异。结果 所有 11例 PRCC I型均呈类圆形，边界清楚；20例Ⅱ型中有

16例呈不规则或分叶状（80%），12例边界不清（60%），12例侵犯肾盂（60%），10 例增强

后肿瘤内可见血管影（50%），两种亚型在形态、边界、侵犯肾盂及瘤体内有无血管影等征象

上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值分别为 0.001、0.032、0.004、0.017。II型 PRCC中有 7例出现

周围淋巴结肿大（35%），1例出现静脉栓，4例出现远处转移（20%），而 I型中均未出现此

征象。根据 I、II型增强后各期 CT值绘制散点图示：I型 PRCC强化峰值位于皮质期， II型

PRCC的强化峰值在实质期。I、II型 PRCC增强后皮质期肿瘤与肾皮质的 CT值比值

（CTt/CTrc）分别为 0.34±0.13、0.49±0.22；I、II型 PRCC增强后实质期肿瘤与肾髓质的 CT

值比值（CTt/CTmk）分别为 0.56±0.37、0.75±0.26。两者 P值分别为 0.023、0.037，两者之

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I、Ⅱ型乳头状肾细胞癌影像学表现存在一定的差异，MSCT增

强扫描在 PRCC亚型术前鉴别诊断有较大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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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75 

117 例病理确诊的药物性肝损伤的临床与影像特点分析 

 
李云芳

1
,卫李

2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2.山西省运城市第二医院 

 

研究目的 

以病理诊断为基础探讨药物性肝损伤不同临床分型之间与影像的相关性，以利于早期识别和诊

断药物性肝损伤。 

研究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年 12月至 2017年 3月期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出院诊断并经肝

活检病理确诊为“药物性肝损伤”的住院患者共 117例，搜集患者的临床资料、病理组织学及

影像数据，建立药物性肝损伤患者数据库。 

研究结果  

117例 DILI患者中，男性 38例（32.5%），女性 79例（67.5%），男女比例为 1：2.1；所有

患者均行肝组织穿刺病理检查，病理表现与临床诊断均符合 DILI，通过急慢性 DILI对比分析

得出：慢性患者容易形成毛细胆管胆栓，急性患者毛细胆管反应性增生多见。从三种不同临床

分型分析各病理表现得出：出现嗜酸小体，细胆管反应性增生三组间不全相同。通过两两比

较，提示：混合型 DILI肝组织中出现嗜酸小体、细胆管反应性增生较其他两型多见。 

影像学指标显示：超声不能作为判断急性或慢性化 DILI的标准。综合 CT/MRI影像学特征，提

示：急性 DILI患者出现肝脏各叶比例失调高于慢性，急性 DILI患者门静脉直径比慢性宽，慢

性患者易出现胆管扩张，急性未发现。从三种不同临床分型分析各影像指标，分析得出：肝细

胞型出现肝脏各叶比例失调比例明显高于其他两型。混合型患者出现动脉血流灌注不均的比例

明显增高。出现胆囊间隙水肿的比例三组间不全相同。Logistic回归分析，女性、合并其他

疾病、ALP升高的患者病情容易慢性化。 

研究结论  

发病时早期的影像学表现具有特征，急慢性 DILI在肝脏各叶比例失调、门静脉直径、胆管扩

张影像特征上有统计学差异。从不同临床分型比较影像指标中肝脏各叶比例失调、动脉血流灌

注不均、胆囊间隙水肿三型间有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肝损伤的严重程度，与实验室指标和

病理结果相关。 

   

 

 
PU-1076 

基于多模动态的消化道影像教学改革的评价 

 
刘静,焦俊,杜霞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550004 

 

目的：对医学影像本科教育的消化系统教学进行改革，对比分析教学改革前后学生的学习成

效，以期找出更好的教学模式。方法：选取两组医学影像本科学生：正常组实施传统单一教育

模式，采用传统静态图片教学；组教改组实施多种教育模式，采用消化道动态电影教学；最后

对两组学生的消化道影像考试成绩和实习能力进行对比分析。结果：（1）两组间考试成绩及

实习效果评价有差异；（2）教改组问卷调查好评度明显高于对照组。结论：消化道影像教学

改革中应用多模动态的教育模式，能提高学生对消化道影像理论知识的理解能力和疾病诊断的

分析能力，能更好适应临床工作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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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77 

Xp11.2 易位性肾癌 

 
王晗 

北华大学附属医院 132011 

 

Xp11.2易位性肾癌，是一种罕见的肾脏恶性肿瘤，WHO肾细胞癌病例组织学于 2004年将其单

独划分为一个新的亚型该肿瘤好发于儿童及青少年，女性多于男性，另有报道 10%～15%患此

病者曾有化疗病史[2] ，其临床症状有肉眼血尿、腹痛、腹部包块，但具备典型肾癌三联征的

较少见，本病预后差，此外，尚有部分患者以骨转移为首发症状。WANG等专家学者[3]总结了

一些 XP11.2易位性肾癌的影像学特点：肿瘤大多起源于髓质，皮质受压或伴有破坏[4] ，皮

质期强化不明显，髓质期明显；多有包膜，边界清楚；可为囊实性或实性，可见出血、坏死、

钙化，囊性区域可见乳头状结节；钙化是本病的重要特征；XP11.2易位性肾癌为乏血供的肿

瘤[5] ，此特点可与富血供肾脏肿瘤相鉴别。  

 

 

PU-1078 

肝脏泡球蚴囊泡特征与免疫指标的相关性研究 

 
韩宇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830054 

 

【目的】通过分析肝脏泡状棘球蚴囊泡特征与免疫指标的相关性来判断肝泡球蚴的生物学活

性。【方法】回顾性分析 45例肝脏泡球蚴病患者的 MRI 检查资料,图像采用美国 GE 3．0 T 

Signal ADW 2.0超导型全身 MR扫描系统，行常规 T1WI、T2WI及 DWI序列，最后行增强扫

描；收集的病例中，其中男性 21人，年龄 34.91±14.61，女性 24人，年龄 36.50±11.82 ；

然后将收集的 45例病例的包虫病灶依据 KODAMA分型将泡球蚴病灶分成 5型，并通过抽取患者

外周血检测体内抗包虫囊液抗原(EsCF)、头节抗原(EgP)、囊液半纯化抗原 B(EgB)、泡球蚴抗

原(Em2)四个抗原的抗体水平，研究其囊泡特征与各项免疫指标之间的相关性；统计过程中计

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х±s)表示，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理论频数过小（T＜

5），采用 Fisher确切概率法。【结果】泡球蚴 KODAMA分型中以 3型最为多见，其中 I型 2

例、Ⅱ型 9例、Ⅲ型 22例、IV型 10例、V型 2例，由于 I型及 V型病例数较少，所以统计分

析时将此两型剔除；肝脏泡球蚴病灶的 KODAMA三种分型与抗 EsCF抗体（p=0.005）、抗 EgP

抗体（p=0.026）、抗 EgB抗体相关性（p=0.403），抗 Em2抗体（p=0.702）与肝泡状棘球蚴

无相关性。【结论】泡球蚴的 KODAMA分型的 2、3、4型与抗 EsCF抗体、抗 EgP抗体、抗 EgB

抗体具有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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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79 

MRI 与 CT 在前列腺癌诊断中的临床价值评估 

 
尚柳彤,杨家斐,胡明艳,聂明明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 100048 

 

目的 研究 MRI和 CT在前列腺癌诊断中的价值，为提高临床诊断率提供依据。方法 选择对比

研究的方式对 70例前列腺癌患者展开研究，所有患者均行 MRI检查（研究组）和 CT检查，并

以病理组织诊断结果为金标准对两种检查方法进行比较。结果 以病理活检为标准，在前列腺

癌 A期和 B期患者的诊断中，两组患者在诊断相符率、误诊率及漏诊率的比较上具有明显统计

学意义（p＜0.05）；在前列腺癌 C期和 D期患者中，两组患者无明显差异（p＞0.05）。结论 

MRI对前列腺癌诊断诊断准确率高，可对患者进行分期评估的临床辅助检查方式进行推广；CT

对前列腺癌患者的 A期和 B期诊断率低，仅在 C期和 D期的诊断中具有比较高的准确率，因此

不建议在早期前列腺癌的诊断中使用。 

   

 

 
PU-1080 

胰腺腺鳞癌的 CT 影像学表现 

 
王锋,张娟 

泰山医学院附属医院 271000 

 

目的：回顾性分析和研究胰腺腺鳞癌的 CT影像学表现。 

材料与方法：回顾性分析经病理证实的 7例胰腺腺鳞癌患者的 CT影像学资料，男性 5 例，女

性 2例，平均年龄 56.3岁，6例以腹痛、消瘦为主要症状，1例无明显症状，查体发现病灶；

图像资料由 2名主治以上职称影像诊断医师进行观察，对病变的位置、大小、密度、边缘、增

强扫描强化程度及方式、远侧主胰管是否扩张、胰腺有无萎缩、胰周组织有无侵犯、其它脏器

有无转移等方面进行分析。 

结果： 4例位于胰头，1例位于胰体，2例位于胰尾；肿瘤最大径为 2.7~6.3cm，平均

3.4cm；6例肿瘤边缘模糊，其中 4例侵及胰周组织结构；CT平扫肿瘤呈低或稍低密度，CT值

32.3±6.2Hu,2 例密度较均匀，5例肿瘤内可见更低密度坏死区，增强扫描肿瘤实性成分呈轻

至中度渐进型强化；5例出现主胰管扩张，主胰管管径为 2.4~4.7mm，平均 3.6mm；1例出现腹

膜后淋巴结及肝内转移；7 例肿瘤均未发现出血、钙化，胰腺未出现萎缩及继发性胰腺炎表

现。 

结论：胰腺腺鳞癌主要表现为边界不清、易发生坏死、具有较高侵袭性的乏血供肿瘤，常伴有

主胰管扩张，瘤内出血、钙化少见，增强扫描强化程度略高于胰腺导管腺癌。胰腺腺鳞癌属于

少见肿瘤，需要进一步收集病例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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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81 

乙状结肠扭转的 MSCT 诊断分析 

 
胡丽,余刚,陈平有 

十堰市太和医院 442000 

 

目的：探讨乙状结肠扭转(SV)的 MSCT特点，以提高术前诊断水平。 

材料和方法：回顾性分析 2011年 1月～2017 年 1月经手术病理或肠镜复位证实的 18例乙状

结肠扭转的 MSCT表现，归纳其影像学特征。其中女性 2 例，男性 16例，年龄 21～79岁，平

均 59.2岁。3例有腹部手术史，9例有慢性便秘史，2例有先天性巨结肠病史，4例有反复发

作史。发病最短时间 2 h，最长 11 d，平均 1.8 d。所有患者均有腹痛、腹胀、恶心、呕

吐、停止排便排气等临床症状，4例伴腹部压痛、反跳痛及肌紧张，1例伴有发热。所有患者

均行腹部 MSCT平扫，6例行动态增强扫描，3例行多层螺旋 CT血管成像（Multi Slice CT 

Angiography，MSCTA），原始数据经 GE AW4.4工作站行多平面重组（MPR）、容积再现（VR）

和最大密度投影（MIP）等后处理。4例行钡剂灌肠检查。 

结果：本组病例肠镜复位 5例，手术复位 13例，3例于术中发现结肠坏死，行乙状结肠切除+

回肠造瘘术，其中伴 1例穿孔。MSCT征象包括：18例梗阻部位均位于下腹盆腔，乙状结肠不

同程度扩张，肠腔积气多、积液少；4例提示有肠管损害，包括肠壁增厚、肠壁强化减弱、肠

系膜小血管闭塞或不充盈、肠系膜水肿、系膜间渗出、肠腔大量积液、腹腔积液等。CT 定位

像显示倒“U”征 15例，扩张的倒“U”形肠袢顶端位于肝下缘以上水平（肝缘重叠征）者 13

例；横断面图像显示圆腹征 14例，鸟嘴征 12例，其中双鸟嘴征 5例，单鸟嘴征 7例；MPR显

示交叉征 11例，漩涡征 10 例；CT增强及 CTA显示肠壁强化减弱 3例，肠系膜小血管闭塞 1

例，肠系膜下动脉旋转 2例。 

结论：乙状结肠扭转的 MSCT 表现具有一定特征性，表现为乙状结肠明显不同比例扩张并积

气、倒“U”形肠袢、漩涡征、鸟嘴征和交叉征等，尤其是对肠管损害的判断对指导临床治疗

具有较大价值。 

   

 

 
PU-1082 

肾上腺嗜铬细胞瘤及异位嗜铬细胞瘤的 CT、MRI 特征 

 
周享媛 

江西省肿瘤医院 330009 

 

目的 探讨肾上腺嗜铬细胞瘤及异位嗜铬细胞瘤的 CT、MRI特征，以提高对嗜铬细胞瘤的认识

和鉴别诊断。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手术及病理证实的 16例肾上腺嗜铬细胞瘤及异位嗜铬细胞瘤

临床及影像学资料，结合文献探讨其影像学表现。 结果 16例患者均为单发，位于肾上腺 8

例，腹膜后 6例，右侧腹腔 1例，膀胱左下壁 1例。14例病灶呈圆形或类圆形，2例形态不规

则或呈分叶状。13例行 CT 检查，位于膀胱 1例密度均匀，其余 12例密度不均匀，其内见囊

变、坏死，部分合并出血，2例伴液-液平面，1例病灶边缘见斑点状钙化。3例行 MRI检查，

平扫信号不均匀，T2WI呈混杂稍高信号，T1WI呈稍低信号或稍高信号，其中 1例完全出血囊

变，伴液-液平面，囊壁不规则增厚，增强后 16例病灶实质或囊壁动脉期明显强化，门脉期持

续强化，延迟期持续强化或略有下降或。结论 嗜铬细胞瘤的 CT、MRI表现具有一定特征性，

结合临床表现，术前一般都能明确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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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83 

错构瘤的病理与影像 

 
邢刚 

天津市泰达医院 300450 

 

摘要：错构瘤成分复杂,多数是正常组织不正常发育形成的类瘤样畸形,少数属于间叶性肿瘤。

脂肪和钙化是多数错构瘤的特征表现,肺错构瘤常见爆米花样钙化,肾错构瘤 20%合并结节性硬

化,肝错构瘤多为囊实性肿块,肝内胆管错构瘤为多发不规则小囊,胸壁错构瘤含骨样密度和混

杂钙化灶。下丘脑错构瘤出现痴笑癫痫和性早熟表现。   

 

 

PU-1084 

能谱 CT 单能量成像技术优化胰腺癌图像质量的研究 

 
缪琪,任克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0001 

 

【摘要】 

目的：探讨能谱 CT单能量成像对胰腺癌病灶图像质量优化的价值及最佳能级的选择。 

方法：回顾性分析行能谱 CT检查的 31例胰腺癌患者的资料，均采用能谱成像模式行胰腺 CT

平扫及双期增强扫描，获得动脉期、门脉期 140kVp混能图像及 14组单能图像（40-140keV，

间隔 10keV及 55、65、75keV），比较各组图像噪声、病灶的 CNR，并由 2名观察者以 5分法

对图像质量进行评分。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65-75keV组单能图像动脉期及门脉期噪声低于 40-60keV及 80kev组（p<0.05）；40-

75keV组单能图像动脉期及门脉期病灶 CNR高于其它单能图像组及 140kVp混能图像组

（p<0.05）；较混能图像，单能图像动脉期病灶周围动脉 CNR、动脉期及门脉期病灶 CNR 分别

提高了 61.1%、84.6%、89.4%。55-65keV组单能图像评分高于其它单能图像组及 140kVp 混能

图像组（p<0.05）。 

结论 能谱 CT单能量成像能够优化胰腺癌成像质量，观察病灶最佳能级范围在 50-70kev。  

 

 

PU-1085 

肾上腺血管周上皮样细胞肿瘤伴肝转移一例 

 
王姗

1
,任翠萍

2
 

1.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2.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总结恶性肾上腺血管周上皮样细胞肿瘤影像学特点,减少该病误诊率。方法 对 2016年 1

月的 1例肾上腺血管周上皮样细胞肿瘤的影像学表现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 左肾上腺区肿

块,CT呈边界不清,不均匀软组织密度影,其内可见点状钙化和出血,肝内可见多发低密度

影;MRI示左肾上腺区肿块呈长 T1混杂 T2信号,DWI高 b值可见弥散受限,增强扫描后病灶实性

明显强化,囊变坏死部分不强化,瘤内可见多发小血管影。肝内可见多发环状强化影。穿刺及病

理:局麻下行左肾上腺区及肝脏占位 CT引导下穿刺,确定穿刺点后,活检抢取组织数块。病理

(图 8):肿瘤细胞呈梭形,胞浆透亮或嗜酸,可见腺管样细胞排列,部分细胞内可见空泡样改变。

免疫组化:AE1/AE3(-),CD10(-),RCC(-),EMA(-),PAX-8(-),S-100(-),Melan-A(+),Inhibin-a(-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3164 

 

),CgA(-),CD34(血管+),CD117(-),Ki-67(10-20%+),HMB45(+),CK8/18(-),SMA(-),CD56(+)。病

理诊断:肝及左肾上腺血管周上皮样细胞肿瘤(PEcoma),肝脏为继发性。结论 血管周上皮样细

胞肿瘤发病率极低,由 Bonetti在 1992年首先提出,1996年 Zamboni将其命名为”PEComa”。 

PEComa瘤内常可见脂肪成分。血管周上皮样细胞肿瘤发病率较低,恶性时影像表现有一定特征

性,确诊主要依靠病理及免疫组织化学结果。恶性影像特征：CT常表现为边界清晰的等或低密

度肿块,其内可见坏死及点状钙化,常呈外生性,多无淋巴结肿大;MRI常表现为长 T1混杂长 T2信

号,病灶内可见点状出血,肺肝转移较多见,但罕见侵犯周围组织,多为富血供肿瘤。 

   

 

 

PU-1086 

宫颈小细胞神经内分泌癌的影像学特征 

 
李璞宸,黄波,罗娅红,董越,于韬,张毅 

辽宁省肿瘤医院 110042 

 

目的 归纳分析总结宫颈小细胞神经内分泌癌（SCNECC）的影像学特征 方法 选取经术后病理

证实为 SCNECC的病例 22例以及 30例宫颈鳞癌，20例宫颈腺癌，对 SCNECC、宫颈鳞癌组和宫

颈腺癌的 ADC值及各组淋巴结转移率做统计学分析，并结合复习国内外文献，归纳总结影像学

特征。结果 SCNECC在 MRI 上通常表现为 T2高信号或稍高信号的肿块，DWI呈高信号，ADC值

偏低，且 ADC值明显低于其他类型宫颈癌，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SCNECC组比宫颈鳞癌组和

宫颈腺癌组转移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SCNECC，综合 CT、超声检查及 MRI检查可以

帮助临床诊断 SCNECC，其中 ADC值在帮助诊断 SCNECC的临床工作中存在一定的价值，在临床

宫颈癌的筛查工作中有一定作用。 

   

 

 
PU-1087 

Evaluation of early microstructural changes in the 

kidney in patients with hyperuricemia: a diffusional 

kurtosis imaging study 

 
Cheng Zhongyuan,Cai Xiangran,Wang Xiaobai 

The first hospital affiliated of jinan university 510632 

 

ABSTRACT 

Purpose:  

Evaluation of early renal microstructural abnormality caused by hyperuricemia can 

be limited by conven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MR) imaging. We aim to evaluate the 

feasibility of diffusion kurtosis imaging (DKI) for early detection of renal 

microstructural alterations in patients with hyperuricemia. 

Materials and methods: 

A total of 75 subjects including 25 asymptomatic hyperuricemia (AH) patients, 25 

gouty arthritis (GA) patients and 25 age- and sex-matched healthy volunteers were 

enrolled in this study. MR examinations were performed on a 3T MR scanner. DKI 

data were acquired to derive axial, radial, and mean kurtosis, as well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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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ctional anisotropy (FA), axial, radial, and mean diffusivity for comparisons 

among the 3 groups. Also, they were correlated with estimated glomerular 

filtration rate (eGFR). 

Results:  

Mean MK values in the renal cortex and medulla and Kr values in medulla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from control subjects to the AH and GA patients (p < 0.05). 

GA patients showed statistically greater cortical and medullary Ka values as 

compared with the other two groups (p < 0.05). However,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found between the AH patients and control subjects. Mean medullary FA valu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across the three groups (p < 0.05). Mean MD and Da values 

increased in the renal cortex from control subjects to the AH and GA patients, 

whereas these values decreased in the renal medulla across the three groups. The 

mean MD and Da values in the cortex and medulla and Dr value in the medulla were 

found to b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GA patients and control subjects (p < 

0.05). But there were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any other 

parameters across the three groups. No correlation was found between any DKI 

parameters with eGFR. 

Conclusion: 

DKI demonstrated comparably stronger potential than diffusion tensor imaging in 

terms of early detection of renal cortex and medulla changes in patients with 

hyperuricemia. MK may be more sensitive to detect early-stage injury.  

 

 
PU-1088 

磁共振扩散峰度成像在评估高尿酸血症患者 

肾脏早期微结构改变的应用 

 
程仲元,蔡香然,王晓白 

广州暨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510632 

 

目的：探讨磁共振扩散峰度成像在评估高尿酸血症患者肾脏早期微结构改变的应用价值。 

材料与方法：收集 2016年 3月至 2017年 11月临床确诊的男性无症状高尿酸血症患者、痛风

患者及健康志愿者，最终各组各纳入 25例。采用 GE HD 3.0T Discovery MR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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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89 

Diagnostic efficiency of multiparamatric MRI using 

PI-RADS version 2 compared with diagnostic experience 

in the diagnosis of clinically significant prostate 

cancer 

 
zhao chenglin,Yang Zhenghan 

Beijing Friendship Hos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100050 

 

Purpose: Our study aims to determine the diagnostic efficiency of multiparametric 

MRI (mpMRI) with Prostate Imaging Reporting and Data System version 2 (PI-RADS v2) 

compared with diagnostic experience for diagnosing clinically significant prostate 

cancer (CSPCa). 

METHODS: The study included consecutive patients who presented for transrectal 

ultrasound (TRUS)-biopsy between Feb. 2015 and Aug. 2016, patients referred for 

prostate mpMRI underwent axial T2WI, 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 (b=0, 1000 s/mm
2
) 

and corresponding apparent‐diffusion coefficient maps, dynamic contrast‐enhanced 

MRI. The TRUS-guided biopsies were performed within 3 months after MRI scanning. 

Clinically significant prostate cancer was defined as Gleason score (CS) ≥ 7 

(including 3+4 with prominent but not predominant Gleason 4 component). The mpMRI 

was evaluated using PI-RADS version 2 and diagnostic experience, retrospectively 

(1 highly unlikely to be present, 2 unlikely to be present, 3 intermediate, 4 

likely to be present, 5 highly likely to be present). 

Results: A total of 109 patients were included in the analysis (mean age 71.4±7.8 

years, TPSA 41.8±39.2 ng/ml). CSPCa by biopsy was present in 67 (61.5%) patients 

(CS 0=2, CS 6=40, CS 7~10=67). 

The diagnostic efficiency for CSPCa of mpMRI using PI-RADS v2 was better than 

using diagnostic experience (p＜0.01). The diagnosis results of CSPCa by using PI-

RADS version 2 and diagnostic experience were (score 1=0, score 2=7, score 3=8, 

score4=31, score 5=63) and (scores 1=0, score 2=9, score 3=17, score 4=35, scores 

5=48), respectively; the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diagnostic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 (PPV), negative predictive 

value (NPV) were 0.750 vs.0.679, 74.6%vs.58.2%, 69.1%vs.78.6%, 79.4%vs.81.3%, 

63.0%vs.54.1%,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The diagnostic efficiency for CSPCa of 

mpMRI using PI-RADS v2 was better than using diagnostic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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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90 

多层螺旋 CT 后处理成像技术在泌尿系疾病诊断中的价值 

 
初文国 

天津市泰达医院 

 

【摘要】 目的： 探讨多层螺旋 CT泌尿系成像对泌尿系疾病的诊断价值。方法： 对 31例

泌尿系病变的多层螺旋 CT平扫、增强多期扫描图像及多平面重建（MPR）、容积重建（VR）、

最大密度投影（MIP）等重建图像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 多层螺旋 CT泌尿系成像可获得不

同层面、不同角度的二维及三维图像，能发现泌尿系统本身病变及累及泌尿系的腹盆腔病变，

并清晰显示病变的位置、大小、形态、密度、解剖关系、毗邻关系及血供情况，进而分析病变

性质。病变分为泌尿系病变和泌尿系外病变。泌尿系病变包括泌尿系占位性病变（肾癌、肾盂

癌、输尿管癌、膀胱癌），泌尿系感染（肾结核、肾脓肿、腺性膀胱炎），泌尿系结石（肾结

石、输尿管结石、膀胱结石），泌尿系先天性畸形（马蹄肾、多囊肾、肾盂及输尿管重复畸

形、输尿管异位开口、先天性巨输尿管畸形）；泌尿系外病变为 1例盆腔炎性假瘤累及输尿

管。结论： 多层螺旋 CT泌尿系成像扫描时间短、后处理成像手段多样、多维度病变信息，

对泌尿系疾病的诊断及治疗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PU-1091 

Diagnostic efficiency of multiparamatric MRI using 

PI-RADS version 2 in the diagnosis of prostate cancer 

 
zhao chenglin,Yang Zhenghan 

Beijing Friendship Hos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100050 

 

Purpose: Our study aims to determine the diagnostic efficiency of multiparametric 

MRI (mpMRI) with Prostate Imaging Reporting and Data System version 2 (PI-RADS v2) 

for diagnosing clinically significant prostate cancer (CSPCa) and prostate cancer 

(PCa). 

Methods: The study included consecutive patients who presented for transrectal 

ultrasound (TRUS)-biopsy between Feb. 2015 and Aug. 2016, patients referred for 

prostate mpMRI underwent axial T2WI, 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 (b=0, 1000 s/mm
2
) 

and corresponding apparent‐diffusion coefficient maps, dynamic contrast‐enhanced 

MRI. The TRUS-guided biopsies were performed within 3 months after MRI scanning. 

Clinically significant prostate cancer was defined as Gleason score (CS) ≥ 7 

(including 3+4 with prominent but not predominant Gleason 4 component). The mpMRI 

was evaluated using PI-RADS v2, retrospectively (1 highly unlikely to be present, 

2 unlikely to be present, 3 intermediate, 4 likely to be present, 5 highly likely 

to be present). 

Results: A total of 109 patients were included in the analysis (mean age 71.4±7.8 

years, TPSA 41.8±39.2 ng/ml). CSPCa by biopsy was present in 67 (61.5%) patients 

(CS 0=2, CS 6=40, CS 7~10=67). The diagnostic efficiency for PCa of mpMRI using 

PI-RADS v2 was better than CSPCa. The diagnosis results by using PI-RADS v2 were 

(score 1=0, score 2=7, score 3=8, score4=31, score 5=63); the receiver oper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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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 (ROC), diagnostic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 (PPV), negative predictive value (NPV) for CSPCa and PCa were 0.750 vs.0.942, 

74.6%vs.87.9%, 69.1%vs.100%, 79.4%vs.100%, 63.0%vs.83.8%,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PI-RADS v2 was well used for diagnosing CSPCa and PCa, the diagnostic 

efficiency of PI-RADS v2 was better for PCa than CSPCa.  

 

 
PU-1092 

Assessment of PI-RADS v2 for the different 

localizations of Prostate Cancer 

 
zhao chenglin,Yang Zhenghan 

Beijing Friendship Hos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100050 

 

Purpose: Our study aims to assess the diagnostic efficiency of multiparametric MRI 

(mpMRI) with Prostate Imaging Reporting and Data System version 2 (PI-RADS v2) for 

clinically significant prostate cancer (CSPCa) of different localizations 

including the peripheral zone (PZ), transition zone (TZ) and Multiple zones (MZ). 

Methods: The study included consecutive patients who presented for transrectal 

ultrasound (TRUS)-biopsy between Feb. 2015 and Aug. 2016, patients referred for 

prostate mpMRI underwent axial T2WI, 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 (b=0, 1000 s/mm
2
) 

and corresponding apparent‐diffusion coefficient maps, dynamic contrast‐enhanced 

MRI. The TRUS-guided biopsies were performed within 3 months after MRI scanning. 

CSPCa was defined as Gleason score (CS) ≥ 7 (including 3+4 with prominent but not 

predominant Gleason 4 component). The mpMRI was evaluated using PI-RADS v2, 

retrospectively (1 highly unlikely to be present, 2 unlikely to be present, 3 

intermediate, 4 likely to be present, 5 highly likely to be present). 

Results: A total of 109 patients were included in the analysis (mean age 71.4±7.8 

years, TPSA 41.8±39.2 ng/ml). CSPCa by biopsy was present in 67 (61.5%) patients 

(CS 0=2, CS 6=40, CS 7~10=67). The diagnosis result by using PI-RADS v2 for 

suspicious CSPCa lesions in PZ was 64.6% (31/48), TZ was 29.4% (5/17) and MZ was 

70.5% (31/44); the AUC of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diagnostic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 (PPV), negative predictive 

value (NPV) for CSPCa in PZ, TZ and MZ were 0.664 vs.0.733 vs.0.788, 58.1%vs.80.0% 

vs.93.6%, 70.6%vs.58.3%vs.61.5, 78.3%vs.44.4% vs.85.3%, 48.0%vs.87.5% vs.80.1%,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The diagnostic efficiency of PI-RADS v2 for the different localization 

of CSPCa was MZ＞TZ＞P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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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93 

3.0T MRI 小视野弥散加权成像和常规视野弥散加权成像评价

直肠癌的图像质量和肿瘤 T 分期 

 
彭洋

1
,李震

1
,胡道予

1
 

同济医院 

 

 

目的：用 3.0 T MRI 构建小视野弥散加权成像，并从图像质量和肿瘤 T 分期对直肠癌病人的小

视野弥散加权成像和常规视野弥散加权成像进行比较。 

材料和方法：于 2016 年 3 月至 2016 年 9 月之间，81 位原发性直肠癌病人同时接受小视野弥

散加权成像和常规视野弥散加权成像的磁共振扫描。通过比较客观图像质量，主观图像质量以

及肿瘤 T 分期来对两种加权成像进行分析。客观图像质量分析指标包括 SNR 和 CNR ，这两项

指标通过配对 T 检验进行分析。两位放射学家独立评判两种 DWI 加权成像的主观图像质量，

主观图像质量主要通过图像清晰度，图像扭曲变形，图像伪影，病变显著性以及总的图像质量

来进行分析。Wilcoxon 秩和检验用来对两种 DWI 序列的主观成像指标评分进行评价以及对两

种 DWI 序列的肿瘤 ADC 值有无差异性进行比较。小视野加权成像和常规视野加权成像的肿瘤

ADC 值与相对应的直肠癌 T 分期关系可以用 Spearman 相关分析进行评价。 

结果：小视野弥散加权成像序列的 SNR(44.17±11.01 vs. 34.76±13.30, P<0.001) 和

CNR(7.15±2.77 vs. 5.39±2.08, P<0.001)与常规视野弥散加权成像比较，有显著性意义。

小视野弥散加权成像序列的主观图像质量评分与常规视野弥散加权成像比较，有显著性意义

(P<0.001)。两种 DWI 序列测量的肿瘤 ADC 值没有显著性差异(0.991±0.121 vs. 

0.100±0.126×10
-3
mm

2
/s, P=0.617)。除 T1期以外，直肠癌 T分期分别与小视野弥散加权成

像(r= -0.688, P<0.001)和常规视野弥散加权成像(r= -0.641, P<0.001)序列测量的 ADC值呈

负相关关系。 

结论：相对于常规视野弥散成像序列，小视野弥散成像序列可以显著提高图像质量和病变清晰

度，减少图像扭曲及伪影。另外，两种 DWI 序列都可以用于评价直肠癌 T 分期。   

 

 
PU-1094 

DWI 对儿童睾丸肿瘤的诊断价值研究 

 
唐雯娟,杨秀军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200040 

 

目的 分析儿童睾丸肿瘤的 DWI影像表现，探讨 DWI对儿童睾丸肿瘤的诊断与鉴别诊断能力，

提高对睾丸肿瘤良、恶性的诊断认识。方法 回顾性分析 48例上海市儿童医院于 2015年 1月

至 2016年 11月间经手术病理证实的睾丸肿瘤的磁共振 DWI序列的影像学表现。结果 良性病

例 35例，DWI以等低信号为主，肿瘤周围常可见等信号纤维环，13例恶性肿瘤，DWI以混在

等高信号，肿瘤边界模糊，与正常睾丸界限不清，同时肿瘤包膜常不完整。结论 DWI对儿童

睾丸肿瘤的良、恶性判断上有明显的优势，恶性肿瘤尤其恶性畸胎瘤、白血病双侧睾丸浸润时

呈弥散受限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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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95 

肝脓肿的 CT 诊断与鉴别诊断 

 
刘晓虹 

上海市第八人民医院 200235 

 

目的： 

探讨肝脓肿的 CT表现特征，以提高对肝脓肿影像学表现的认识。 

材料和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临床证实的 30例肝脓肿的 CT平扫和增强扫描资料，所有病例均进行了肝动脉

期、静脉期和延迟期的扫描。 

结果： 

  30例病人病灶分布于肝脏各叶，11例居肝右叶前段，7例居肝右叶后段，4例居肝左叶外侧

段，6例居肝左叶内侧段 ，2例居肝尾叶。16例为单发，11例为多发，1例为肝内、肝包膜

下及腹壁内复合脓肿。大多数病例呈圆形或椭圆形（16例），一部分呈多房（9例），少部分

呈不规则形（5例）。病变最小直经 1.3cm，最大直经 11cm。平扫时病变区常表现边缘欠清

晰，增强扫描后境界较清，周边可见强化。病变境界清 9例，病变境界不清 21例。增强后显

示清楚，周边强化 23例，仍境界不清 7例。3例肝右叶后段的病变致肝肾间隙模糊。病灶内

多表现为低密度灶，少数为混杂密度,CT值多在 0-37hu。增强扫描后表现为单发低密度灶 9

例，多发低密度灶 8例,多房间隔 6例，花蕊状 4例，病灶中含气者 4例。 

结论：  

  多房性肝脓肿由众多类圆形囊样液化区簇形融合或病灶内残存部分肝组织分隔而成，增强

后边界较为清楚、锐利，多个脓肿构成的簇形花瓣样更为明显，分隔有不同程度强化， “簇

形征”的出现对细菌性肝脓肿的早期诊断有特征性，肝癌也有此种类型的表现，但肝癌的分隔

较肝脓肿粗大，且中心坏死区密度高于脓液，境界没有肝脓肿清晰。 多发性肝脓肿需与囊性

转移瘤鉴别，转移瘤的密度较肝脓肿高，且增强后有一定程度强化。肝脓肿因有液化坏死，故

增强后常没有强化。肝脓肿的 CT征象变化复杂，同肝内囊、实性占位病变鉴别有一定困难，

需联系临床病史，了解肝脓肿的病理演变过程，结合 CT影像特征特征以明确诊断，CT是发现

病变最可靠的方法，CT为肝脓肿提供了丰富的诊断信息。 

  

 

 
PU-1096 

CT and MRI findings of type I and type II epithelial 

ovarian cancer. 

 
Liu Dong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Shanghai Tenth People’s Hospital， Tongji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00072 

 

 

OBJECTIVE: 

To assess whether types I and II epithelial ovarian cancer (EOC) differ in CT and 

MRI imaging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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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For this retrospective study, we enrolled 65 patients with 68 ovarian lesions that 

have been pathologically proven to be EOC. Of these patients, 38 cases underwent 

MR examinations only, 15 cases underwent CT examinations only, and 12 cases 

completed both examinations. The clinical information [age, CA-125, menopausal 

status, and Ki-67] and imaging finding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wo types of EOCs. 

The diagnostic performance of image findings were assessed by receiver-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ROC) analysis.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EOC type and imaging 

features was assessed by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random 

forest approach was used to build a classifier in differential diagnosis between 

two types of EOCs. 

RESULTS: 

Of the 68 EOC lesions, 24 lesions were categorized as types I and other 44 lesions 

as type II based on the immunohistochemical results, respectively. Patients in 

type I EOCs were more likely to involve menopausal women and showed lower CA-125 

and Ki-67 values (Ki-67<30%) than patients in type II EOCs. The imaging 

characteristics of type II EOCs frequently demonstrated a solid or predominantly 

solid mass (38.6% vs. 12.5%, P<0.05), smaller lesions (diameter <6cm; 27.3% vs. 

4.2%, P<0.05), absence of mural nodules (65.9% vs. 25.9%, P=0.001), and mild 

enhancement (84.1% vs. 54.2%, P<0.05) compared to type I EOCs. Combination of 

tumor size, morphology, mural nodule, enhancement degrees (AUC=0.808) has a higher 

specificity (87.50%) and 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 (90.0%) than any single image 

finding alone in differential diagnosis between two types of EOCs. The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enhancement degrees(OR 0.200, 

P<0.05),mural nodule(OR 0.158, P<0.05) significantly influence EOC classification. 

Random forests model identified both as the most important discriminating 

variables. The diagnostic accuracy of the classifier was 73.53%. 

CONCLUSIONS: 

Differences in imaging characteristics existed between two types of EOCs. 

Combination of several image findings improved the preoperative diagnostic 

performance, which is helpful for the clinical treatment and prognosis evaluation. 

Copyright © 2017 Elsevier B.V. All rights reserved.   

 

 
PU-1097 

上尿路动力学实验的研究进展 

 
彭聪,向述天,苏云杉 

昆明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 650021 

 

目的：上尿路的尿动力问题一直是泌尿科医生密切关注的问题，对于上尿路动力学的实验研究

一直以来也是研究的热点。目前临床工作中对肾脏排泄功能的评估主要依赖于影像学检查，这

些影像学检查方法是根据上尿路的形态学变化来判断其功能的改变，对于可疑梗阻或梗阻程度

较轻的病例常常无能为力。上尿路动力学的实验研究主要有肾盂恒流灌注压力测定（Whita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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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肾盂恒压灌注试验（CPP），常运用于常规影像学检查方法无法准确判断时使用。但

这两种方法均为有创检查，因此，寻找一种更加无创、便捷、准确的方法对上尿路动力学研究

进展有极大的帮助。 

方法：本文回顾性分析了国内外学者对上尿路实验研究的发展，并对目前上尿路实验的优缺点

进行探讨。 

结果：扩张的上尿路的尿动力问题一直是泌尿科医生关注的重点问题，但在常规影像学检查无

法满足临床上尿路梗阻判断的时候，可以运用上尿路实验检查并结合现代影像学手段进行量化

评估，避免单纯使用有创侵入性研究。 

结论：目前对于上尿路的实验研究多为有创实验，近几年，上尿路实验与放射影像的密切结

合，利用现代定量影像诊断技术有望代替经典有创上尿路尿动力实验，在此方面还需后人的不

断努力与创新。 

   

 

 

PU-1098 

肝髓脂肪瘤一例 

 
张烨梅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30006 

 

髓脂肪瘤(myelolipoma)多见于肾上腺，发生于肝脏者少见，本文对一例肝脏髓脂肪瘤患者的

个案进行报道，并结合相关文献介绍了髓脂肪瘤的特性，肝脏髓脂肪瘤的影像学表现及病理特

征，探讨了诊断及鉴别诊断的方法。  

 

 
PU-1099 

腹膜后肾上腺外的副神经节瘤的 MR 常见特征 

 
唐少虎 

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 570206 

 

目的：评价 MR诊断腹膜后肾上腺外的副神经节瘤的诊断价值。 

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经手术及病理检查确诊的 10例腹膜后肾上腺外副神经节瘤患者临床及

MR影像资料。MR扫描基本参数：T2W FSE：infinite/ 90-105 ms；层厚 5 mm；层间隙 1 mm；

矩阵，320×224 mm。T1W双回波图像：260/（2.2-2.5；5.5-5.8）ms。层厚 5 mm。层间隙

1mm。3D动态增强序列：3.0-3.9 / 1.2-1.6 ms；层厚 5 mm；矩阵：288×224。DWI：（5400 

/ 50-60 ms；翻转角：90°；层厚：5mm；层间距，1mm；所有方向）。b值为 0，800 s/mm
2
。

两名放射科副主任诊断医师盲法分析患者临床特征和 MRI影像特征（包括肿块位置、大小、

TIWI及 T2WI信号特征、DWI 信号特征、定量 ADC值测定、肿块强化特征等）。 

结果：10例患者平均年龄 40 ± 3.5 岁，男 8例，女 2 例。10例患者重有高血压者 4 例，无

高血压相关征象 6例；VAM 阳性 6例。体检发现 4例。共 10个肿块。两名评价者对肿瘤的定

性和定量 MRI特征评价间无统计学差异。10个肿块 T2WI和 DWI中均有高信号，其中 DWI信号

呈结节、片状及环状高信号，DWI信号高于脾脏信号 6例。肿块实性成分 ADC值平均值为

1.661 ± 0.425×10-3mm
2
/s。2例肿块含有脂质成分，8例有出血信号，3例有液液平面征

象，有包膜 6例。动态增强动脉期，70％（7/10）的肿块为明显强化，7例在静脉期和延迟期

呈持续强化，3例呈廓清征象。肿块包膜持续强化，肿瘤内间隔呈持续强化征象。术前诊断正

确率 80%，误诊 2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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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MRI确定对腹膜后副节瘤诊断的价值在于，精确定位肿块位置，肿瘤范围，并可视化肿

瘤与相邻结构之间的关系。典型的临床症状和生化检查阳性特征能为准确的术前诊断提供更为

准确的术前诊断。 

   

 

 

PU-1100 

BOLD MRI 评估静脉注射钆贝葡胺对肾功能  

正常人群肾脏氧合水平的影响 

 
彭瑾 

1.西安市儿童医院 

 

 

目的：利用血氧水平依赖磁共振成像(BOLDMRI)，测量 R2
*
值可以评估静脉注射对比剂钆贝葡胺

后肾氧代谢的改变。探讨钆贝葡胺对正常肾功能可能的影响，提高对受检者高危因素的充分评

估，降低对比剂使用对肾脏可能造成的不良后果。 

材料与方法：收集经我院实验室检查证实肾功能正常的住院受检者共 36例，静脉注射对比剂

Gd-BOPTA前、后进行 BOLD MRI检查，获得功能数据：用 matlab7. 0软件包逐个像素点计算 8

个回波 T2
*
WI 信号强度的对数与 TE拟合直线的斜率，得到对应像素点的 R2

*
值，单位为 1/ s。

双侧肾脏皮、髓质各取 6个感兴趣区(ROIs)，分别计算肾皮、髓质的平均 R2
*
值，肾髓、皮质

的 R2
*
值之比作为髓/皮质比。皮髓质解剖区域划分，参照 BOLD灰阶图和 R2

*
值伪彩图。 

检查方法：采用我院西门子 3.0T磁共振对纳入受检者进行下列序列扫描：常规平扫包括冠状

及轴位 T1WI 和 T2WI，覆盖双侧全肾，对比剂注射的方式是经肘静脉人工推注，注射计量为

0.2mmol/kg，开始进行增强 BOLD MRI序列扫描为注射对比剂后 5分钟，功能扫描用 8 个回波

的 mGRE序列，以肾门为中心在冠位上取 5层，单次屏气时间 15s，总采集时间为 48s，分 3次

屏气完成采集。后行上述相同序列增强扫描。测量参数：BOLD功能合成图像上，分别在皮、

髓质测量 6个 ROIs，肾皮质及髓质的平均 R2
*
值，及髓/皮质比。 

结果： 

1.注射对比剂前受检者的肾髓质 R2
*
值高于肾皮质 R2

*
值。 

2.注射对比剂后受检者的肾髓质 R2
*
值较注射前增加，肾髓质/皮质比值增高。 

3.注射对比剂后受检者肾皮质 R2
*
值与注射前肾皮质 R2

*
值比较未见明显改变。 

结论：BOLD MRI是一种无创性评估肾内各区域氧合水平的有效方法，通过测量肾脏皮质、髓

质氧合水平的变化（R2
*
值），提示注射钆对比剂后短时间内，对肾髓质氧合血红蛋白含量的影

响大于对肾皮质的影响。   

 

 
PU-1101 

分析肝内周围型胆管细胞癌的 CT 及 MRI 诊断价值 

 
唐少虎 

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 570206 

 

目的 探讨肝内周围型胆管细胞癌（IHPCC）的 CT及 MRI 诊断价值，以便为临床诊治提供参考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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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择我院 2011年 1月至 2016年 10月接诊的 IHPCC患者 40例进行研究，回顾性分析他

们的临床资料，均经临床病理证实，同时均接受常规 CT与 MRI及 CT联合 MRI诊断，将病理结

果作为金标准，总结常规 CT诊断特征、MRI诊断特征，同时采取统计学比较分析 CT、MRI、CT

联合 MRI诊断符合率。 

结果 IHPCC患者经 CT与 MRI 诊断有不同的影像学表现，CT显示肝左叶病灶 26例、肝右叶 14

例，MRI平扫 T1W1低信号、T2W1略高或不均匀高信号；CT诊断符合率为 72.50%、MRI 诊断符

合率 77.50%、CT联合 MRI诊断符合率为 92.50%，经统计学分析可知，CT诊断与 MRI诊断符合

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均明显低于 CT联合 MRI诊断（P<0.05）。 

结论 IHPCC患者采取 CT诊断与 MRI诊断有一定价值，而 CT联合 MRI诊断则可提高诊断符合

率，值得借鉴。  

 

 
PU-1102 

脾脏窦岸细胞血管瘤的影像学表现 

 
刘晓凤 

福建省立医院南院 350028 

 

目的 探讨脾脏窦岸细胞血管瘤的影像学表现，提高对该病的认识。方法 回顾性分析福建省

立医院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3例脾脏窦岸细胞血管瘤 CT、MRI 平扫及增强扫描表现。结果 其中

1例行 CT平扫及增强扫描，2例行 MRI平扫及增强检查，分析病灶形态、大小、密度、信号及

强化方式，总结其 CT 及 MＲI 影像学表现特点。结果 3 例患者， 均表现为脾肿大，其中 1例

表现为单发病灶，2例表现为多发病灶。病灶呈类圆形，病灶最大直径 cm，最小直径 cm，平

均直径 cm; CT 平扫呈相对于脾脏稍低密度改变，伴多发小灶性钙化； MＲI 平扫均表现为

T1WI 稍低、T2WI 稍高信号，DWI 为高信号改变；增强扫描呈“边缘强化，逐渐填充”的强化

特点。结论 脾脏窦岸细胞血管瘤在 CT 及 MＲI上具有一定特征性的表现，把握这些征象有利

于提高诊断的准确率。  

 

 
PU-1103 

3.0T MRI 在青少年小肠炎症 

及炎症性肠病鉴别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唐燕燕,郑贤应,郑颖彦,曹代荣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5 

 

【摘要】目的 探讨 3.0T MRI在青少年小肠炎症及炎症性肠病鉴别诊断的临床应用价值。方

法 回顾性分析 72例临床怀疑有小肠疾病的患者及 3名志愿者进行了小肠 MR平扫及对比增强

T1WI，并对肠管显示质量进行评分。其中 23例患有小肠炎症或炎症性肠病，所有的患者均行

肠镜或病理检查，采用 t检验比较炎症组及炎症性病变组肠壁的年龄及平均厚度，对炎症组及

炎症性病变组的性别、有无溃疡、淋巴结、梳齿征及肠系膜情况采用卡方检验分析。结果 72

例小肠 MR检查均获得成功，图像质量达 2分和 3分者共 66例，占 91．7％(66／72)。MR发现

病变的敏感性为 100％(58／58)，诊断的准确率为 39.7％(23／58），23例患有小肠炎症或炎

症性肠病。其中炎症组 4例，炎症性病变组 19例（克罗恩 19例，溃疡性结肠炎 0例）。肠壁

增厚的部位在炎症组（2例无明显增厚，1例累及结肠,1 例累计小肠）及炎症性病变组（5例

累及小肠，14例累及多节段肠壁）中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3），两者病变肠壁的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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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度分别为 0.25cm(0.1cm—0.4cm)及 0.77cm(0.4cm一 1.8cm)，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O．

001)；出现肠系膜模糊在炎症组（1/4，25%）及炎症性病变组（11/19，57.9%）中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P=0.002）；出现小溃疡在炎症组（0/4，0%）及炎症性病变组（16/19，84.2%）中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二者年龄、性别及梳齿征的组间差别无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 3.0T MRI检查能够较好地显示小肠病变的部位、范围及周围情况，在青少年小

肠炎症及炎症性肠病鉴别诊断中具有重要的临床应用价值。  

 

 

PU-1104 

多模态磁共振对前列腺癌诊断的新进展 

 
祝爽,陈东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646000 

 

前列腺影像检查对前列腺癌的诊断有着重要的作用。MRI因具有软组织分辨率高、无辐射、多

参数成像、不良事件发生率低、获取动态信息、能提供更多功能信息的优势，已成为目前公认

的前列腺疾病的最佳影像检查方法。多模态 MRI联合多种磁共振成像技术，对前列腺癌的诊

断、定位、分期、治疗后疗效评价方面等作用日益突出。本文就多模态磁共振对前列腺癌的诊

断的新进展予以综述。 

   

 

 

PU-1105 

 胰岛细胞瘤不典型影像学特点及误诊体会 

 
程冰雪,周莉,杨晨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30006 

 

目的：探讨胰腺胰岛细胞瘤的临床表现、不典型影像特点及误诊体会。 

方法：回顾性分析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10例胰岛细胞瘤患者的 CT和 MRI平扫与增强的影像检查

及临床资料。  

结果： 仅 4例表现典型，均诊断正确。6例不典型中 4例误诊，其中位于胰尾 3例，胰头、

颈 、体各 1例；位于胰腺轮廓内 4例，2例局部凸向或位于胰腺轮廓外。CT/MRI不典型：6

例不典型中包括功能性胰岛素瘤 4例，其中 2例 CT平扫及增强扫描表现不典型，均呈等密

度，漏诊，但 MRI敏感，且表现典型，易检出。1例 CT表现典型，动脉期明显强化，但 MRI

不典型呈 T1和 T2低信号，延时期明显强化。1例病灶边缘不清呈斑片状静脉期明显强化。2

例无功能性胰高血糖素瘤中 1例呈均匀低密度结节，轻度延时强化，低于胰腺密度；1例较大

实性肿块内囊变明显并边缘钙化，囊壁明显延时强化高于胰腺密度。DWI序列上肿块信号可呈

高信号或等低信号。 

结论：胰岛细胞瘤不典型表现多样，单纯 CT检查易漏诊，MRI检出率明显提高，以 T1序列最

为敏感。DWI可为肿瘤的分级提供帮助。掌握胰岛细胞瘤不典型影像特点及临床表现， 对提

高胰岛细胞瘤定位和定性诊断的准确性及降低其误诊率有重要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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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106 

先天性下腔静脉畸形的 MSCT 诊断（附 12 例报告） 

 
杨燕,何敬,郑继坤,张永康,闵晓黎 

云南省中医医院/云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650021 

 

摘要：目的 探讨先天性下腔静脉畸形的 64层螺旋 CT影像表现，评价 MSCT诊断价值。方

法 回顾性分析 2013年 1月至 2017年 6月我院经 MSCT 证实的 12例先天性下腔静脉畸形患者

的影像表现及临床意义。 结果 12例先天性下腔静脉畸形包括下腔静脉肝段缺如 3例，其中

2例伴奇静脉代偿引流至上腔静脉，肝静脉直接回流右心房，1例为单纯性。左肾静脉畸形 5

例，CT横断面显示腹主动脉后左肾静脉、左肾静脉环绕腹主动脉分别为 4例、1例。双下腔静

脉 3例，CT表现为肾下段腹主动脉左右两侧上行的下腔静脉。左位下腔静脉伴下腔静脉肝段

缺如 1例。4例患者出现镜下血尿，2例有高血压病史，1例患者为多脾综合征，1例合并右肾

血管平滑肌脂肪瘤，其余多为偶然发现。结论 MSCT能清晰显示下腔静脉及属支的畸形，是

诊断先天性下腔静脉畸形的重要方法，可降低手术及介入诊治中的风险，临床应根据影像学表

现及血流动力学等指标综合诊治。 

   

 

 
PU-1107 

脾脏脉管源性肿瘤 CT 及 MRI 表现 

 
叶露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300060 

 

目的：总结脾脏脉管肿瘤的 CT及 MRI影像学表现，提高其术前诊断、评估水平。材料与方

法：回顾性分析总结 10例脾脏脉管肿瘤的 CT及 MRI影像学表现，其中 3例行 MRI检查，7例

行 CT检查，10例均经手术病理证实。结果：血管瘤 4例，其中海绵状血管瘤 2例，毛细血管

型血管瘤 1例，混合型血管瘤 1例；淋巴管瘤 2例，其中囊性淋巴管瘤及海绵状淋巴管瘤各 1

例；血管淋巴管瘤 4例。结论：提高对脾脏脉管肿瘤的影像学认识，有助于临床诊断。  

 

 

PU-1108 

左肾未分化肉瘤 1 例 

 
杨燕,黄伟,李国晖,周嫒捷 

云南省中医医院/云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650021 

 

患者 女，51岁，“发现左侧腹部包块 2月余” 就诊。2月前无明显诱因感左侧腹部疼痛，可

扪及一大小约 5×10cm 包块，轻压痛。左肾区无叩痛，近期体重无明显变化。查体：一般情况

尚可，浅表淋巴结未及肿大。 

CT示左肾巨大囊实性占位，致左肾形态不完整。病灶大小约 11.4cm×10.5cm×20.2cm,其内密

度不均，见不规则形及团块状软组织密度影，由左肾动脉供血，实性成分强化较明显，并见较

多紊乱血管影，左肾静脉纤细，模糊。左肾周脂肪模糊，左侧肾周筋膜及邻近腹膜增厚。左侧

肾上腺未见明显异常。腹膜后未见增大淋巴结。下腔静脉及肾静脉未见确切瘤栓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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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中所见：左肾肿胀变形，约 40×30×30cm 大小，占据左腹膜后，表面凹凸不平，粘连明

显，肾上极皮质菲薄，张力高，吸出浓茶色液共 500ml。左肾背侧有约 2×2cm 范围与腰大肌

侵犯、粘连，切除左肾。 

术后病理诊断：左肾恶性梭形细胞肿瘤，免疫组化示未分化肉瘤。 

讨论：原发性肾肉瘤文献报道其发生率约占成人恶性肾肿瘤的 1%～2%
 [1]

。起自肾实质、被膜

及肾盂内的间叶组织及神经组织,可分化成不同组织类型的恶性肿瘤，以平滑肌肉瘤较常见。 

  影像学表现：笔者回顾性复习相关文献，认为原发性肾肉瘤具有以下影像表现。（1）肿块

大：一般直径>8．0 cm。(2)肿块坏死、囊性变明显：张海洋等
[2]
认为肾肿瘤有明显囊性改变

者应高度怀疑肉瘤。(3)肿块内出血常见。（4）肿块界限不清，边缘模糊，密度不均。肿瘤实

性部分血供丰富，呈明显强化，液性密度区无强化，两者可交错分布，称“虎斑纹”征
[3]
。

（5）除脂肪肉瘤含典型脂肪组织时，影像检查能对其作出诊断（6）腹膜后、肾门周围及远处

转移较少：Shirkhoda等
[4]
认为肾肉瘤不出现肾静脉和下腔静脉的侵犯。 

 

   

 

 
PU-1109 

卵巢透明细胞癌的 CT 影像学表现 

 
叶露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300060 

 

目的：总结并探讨卵巢透明细胞癌的 CT影像学表现，应用于术前诊断。方法：回顾性分析经

手术病理证实的 19例卵巢透明细胞癌的 CT图像表现，并分析其大小、边 缘、囊实性、密度

等，并和其病理诊断结果相对应。 结果： 19例卵巢肿物 6例为右侧，13例为左侧；2例为

浆液性乳头状囊腺癌伴透明细胞癌；均为囊实性肿物，3例为多房，16例为单房，沿壁可见多

发不规则结节及肿物影，增强检查动脉期可见较明显强化，后仍呈持续强化，术前 CT诊断均

为卵巢癌。结论：卵巢透明细胞癌典型影像学表现包括单侧单发囊实性肿物，边界清，实性成

分强化明显，对其诊断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PU-1110 

MRI 对直肠癌术前分期的研究 

 
陈燕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30006 

 

直肠癌是消化系统较常见的恶性肿瘤，近年来发病率有上升趋势，发病年龄也明显提前，成为

威胁人类健康和影响生活质量的主要疾病之一。因此准确的术前分期对直肠癌的治疗方案选择

及预后显得尤为重要。MRI 检查已成为直肠癌术前分期的重要检查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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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111 

梗阻性黄疸的高场磁共振检查技巧 

 
张保庆 

阳煤集团总院 045000 

 

目的：探讨梗阻性黄疸磁共振检查方法对诊断准确性的影响。 

材料和方法：收集 2007.5至 2017.4诊断梗阻性黄疸病人的磁共振检查资料 85例，对比常规

扫描图像和特殊扫描图像重建诊断结果。 

结果：85例患者中常规检查图像明确梗阻性黄疸原因 

   

 

 
PU-1112 

原发性肝癌不典型高场磁共振表现 

 
张保庆 

阳煤集团总院 045000 

 

目的：探讨原发性肝癌不典型磁共振表现的临床意义；材料和方法：收集 2007-5至 2017-5我

院磁共振检查的原发性肝癌中不典型肝癌磁共振表现 31例，采用西门子 1.5T Avanto 磁共振

设备常规进行扫描，平扫+动态增强扫描；结果：病灶早期不强化，延迟强化 11例；快进慢出

10例；快进，延迟期仍然强化 10例；结论：原发性肝癌表现多种多样，了解肝癌的不典型磁

共振表现，对正确诊断有重要意义。  

 

 

PU-1113 

小儿肾母细胞瘤 CT、MRI 特征及鉴别要点 

 
李婷婷 

上海市儿童医院、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00333 

 

目的 分析小儿肾母细胞瘤（Wilm’s瘤）CT、MRI的影像表现，探讨其影像特征及鉴别诊断要

点，提高 Wilm’s 瘤影像学诊断水平。方法 回顾性分析本院 20例经穿刺活检或手术病理证实

为肾母细胞瘤患儿的 CT或 MRI表现；PACS工作站统计 20 例肾脏部位其他占位病变需要进行

CT或 MRI检查以进一步确诊的患儿肾脏异常影像学表现。结果 在后期确诊为肾母细胞瘤的 20

例患儿中，15例行 CT检查，2例行 MRI检查，3例行 CT及 MRI检查，均表现为肾脏 Wilm’s

病变；CT表现为圆形、椭圆形，表面光滑的肾实质肿块，可有假包膜；中央可有出血、坏死

征象，肿瘤内有钙化，周围脏器受压明显；增强后呈现不均匀强化，表现为等、低或混杂占位

影像。MRI表现以等低 T1WI、等高 T2WI信号为主，其内信号欠均匀，增强扫描后瘤体实性成

分不均匀强化，囊变坏死区无强化，肿瘤压迫残余肾脏。分析 20例肾脏部位其他占位病变的

CT、MRI表现，对比归纳。结论 CT、MRI是 Wilm’s 最有价值的影像学检查方法，能较好显示

肿瘤的形态、大小及对血管的侵犯情况，对肾母细胞瘤的定位定性有较高的特异性，能为临床

诊断肾母细胞瘤的提供影像依据，同时可作为肾脏其他占位病变的鉴别诊断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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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114 

X 线排粪造影在临床中的应用 

 
郭宏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第一医院 161005 

 

 

  

X线排粪造影在临床中的应用 

郭宏 王善霞 李艳 

齐齐哈尔市第一医院 放射科 

目的：应用排粪造影（Defecography）方法，依据排便困难者的不同 X表现，分析病因，指导

临床治疗。 

方法：检查时用 75%硫酸钡混悬液 350 ml行常规钡剂灌肠。嘱咐患者侧坐在特制排粪桶上,分

别摄取患者静坐、提肛、力排时直肠侧位相。摄片一定要包括耻骨联合，骶尾骨，和肛门，以

便测量。测量肛直角、耻尾线肛上距、乙耻距、肛管长度、骶直间距、直肠排空时间、排粪开

始时间、肠内容物残留率分析排粪造影影像。 

结果：排粪造影Ｘ线检查可以很好地显示肛管直肠部器质性病变和功能性异常，是排粪功能障

碍患者的最佳检查方法。 

排粪造影可用于诊断： 

1.会阴下降 力排时肛上距大于或等于 31毫米，经产妇大于等于 35毫米。会阴下降多伴有其

他异常，故有会阴下降综合症之称。              

2.直肠前壁粘膜脱垂 是增粗而松弛的直肠黏膜脱垂于肛管上部前方，造影时该部呈凹状，直

肠肛管结合部的下缘光滑连续。 

3.直肠内套叠 又称直肠隐性脱垂，它有两种情况：直肠内黏膜套叠和直肠内全层套叠。前者

为增粗而松弛的直肠黏膜脱垂在直肠内形成厚约 3毫米的环型套叠。如环型套叠环厚度超过 5

毫米，则应考虑为全层套叠。 

4.直肠外脱垂 也称为直肠脱垂，完全性直肠脱垂，既脱垂于肛门外，形成大小不等，形态不

一的肛门外脱垂物。 

5.直肠前突 直肠膨出直肠壶腹部远端呈囊袋状突向前方（大于 6毫米），绝大多数提肛时前

突消失。直肠前突是女性，特别是经产妇的常见病。检查中 RC 的长度先后可变，但深度少

变。 

结论： 

排粪造影是一种简单、无创的检查方法，通过动、静结合的方法观察病人在生理功能的情况下

有无器质性病变和功能性异常。该检查不但能发现多种肛肠病症，还能观察临床治疗疗效,可

为肛肠科医生制定治疗方案提供可靠的参考依据。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3180 

 

PU-1115 

儿童肝母细胞瘤的 CT-MRI 诊断 

 
吴于淳 

上海市儿童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00062 

 

【摘要】目的：探讨儿童肝母细胞瘤(hepatoblastoma,HB)的 CT及 MRI表现，评价其临床应用

价值，以提高肝母细胞瘤诊断水平。方法：回顾性分析 2014-1017年本院 28例经穿刺活检或

手术病理证实为 HB患者的 CT或 MRI资料，28例均行增强 CT检查，其中 12例同时行 MRI、5

例加行增强 MRI检查。结果：HB均表现为肝内不均匀的低密度占位性病变，以巨块型为主；

其中位于肝右叶 19例，肝左叶 5例，肝内弥漫性病变 4 例。18例肿块内可见不规则钙化。增

强扫描动脉期呈多个结节状或斑片状不均匀强化，密度低于肝组织，门脉期病灶呈低密度，其

中 9例肿块中可见不规则囊性坏死区，7例见包膜强化，8例瘤内可见迂曲血管。发现邻近及

远处转移 8例。MRI表现均为在 T1WI中为等低信号，T2WI 为等高信号，DWI为混杂信号，增

强后不均匀强化。结论: CT、MRI是 HB安全有效的影像学检查方法, 能较好显示肿瘤的形

态、大小及对血管的侵犯情况，对病灶的定位及定性较为准确，不仅能为临床提供诊断的影像

依据，还能对肿瘤较准确地评估、分型，对临床手术等治疗方案的制定、提高患者预后有积极

的意义。 

   

 

 
PU-1116 

胃嗜酸性肉芽肿（附 5 例报告） 

 
金晓凤,方波,唐俊,李如铨 

苏州解放军第一零零医院 215007 

 

目的：探讨胃嗜酸性肉芽肿的Ｘ线诊断价值。方法：对５例胃嗜酸性肉芽肿患者的临床资料进

行回顾性分析。结果：上消化道钡餐所示：胃充盈缺损１例；胃溃疡龛影４例，龛影位于胃腔

内外各２例。全部病例均经病理诊断为胃嗜酸性肉芽肿。结论：胃嗜酸性肉芽肿较少见，Ｘ线

钡餐检查虽无特征性，但结合文内所提要点可提示该病的诊断。 

   

 

 
PU-1117 

MRI 在婴儿梗阻性黄疸中的诊断价值 

 
刘真真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回顾性分析常规 MRI 磁共振和胰胆管水成像(3D-MRCP)对婴儿梗阻性的诊断价值。方

法：收集临床诊断为梗阻性黄疸的患儿 13例,所有患儿术前均接受常规 MRI检查和 3D-MRCP,

对比分析患儿的常规 MRI征象和 3D-MRCP、术中所见及病理检查结果，重点评价 MRI、MRCP诊

断的敏感性和特异性。结果：MRI诊断的 8例胆道闭锁，MRCP见,肝外胆管未显影 6例;胆总管

扩张,余肝外胆管未显影 1例。常规 MRI见肝门区门静脉周围异常信号 12例。胆囊细小呈条、

索状 6例;胆囊未见显示 2例。MRI诊断的 5例婴儿肝炎综合征,表现为肝脏增大,肝门区未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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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常信号;胆囊充盈 4例,胆囊细小 1例；MRCP肝内一级胆管、肝外胆管均见显示 5例。13例

梗阻性黄疸患儿,最后手术证实胆道闭锁 8例、婴儿肝炎综合征 5例.术前 1例胆道闭锁误诊为

婴儿肝炎综合证,1例婴儿肝炎综合证误诊胆道闭锁.MRCP对婴儿梗阻性黄疸诊断的敏感性

100%,特异性 84.6%。结论：3D-MRCP多方位观察及常规 MRI 是诊断婴儿梗阻性黄疸,尤其是胆

道闭锁和婴儿肝炎综合征敏感的检查方法,可为临床鉴别胆道闭锁和婴儿肝炎综合征提供依

据。  

 

 

PU-1118 

MR 增强扫描评价子宫肌瘤海扶刀治疗疗效的价值 

 
岳滔 

山西省中医药研究院山西省中医院 030012 

 

目的：应用 MR增强扫描评价子宫肌瘤海扶刀治疗后疗效的价值 

方法：收集 2015年至 2017 年子宫肌瘤海扶刀治疗后患者 50例，年龄范围 32岁至 48岁，平

均年龄 40岁。多次行 MR增强扫描。比较子宫肌瘤病灶治疗后的大小，信号强度，强化后邻近

子宫组织信号改变。 

结果：50例子宫肌瘤患者，治疗肌瘤 77个，增强后病灶呈无强化低信号改变，随访时间 2个

月至 9个月不等，病灶均呈无强化低信号灶，随着随诊时间延长病变逐渐减小（2-35mm），张

力减低，邻近子宫组织未见异常强化，子宫体积较前减小。 

结论：MR增强扫描是评价子宫肌瘤海扶刀疗效的有效手段  

 

 
PU-1119 

多层螺旋 CT 在肠源性炎性肿块诊断中的价值 

 
万荣超,邓德茂,袁文昭,陈加军 

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530023 

 

目的 分析肠源性炎性肿块多层螺旋 C T（MSCT）表现, 以提高对该病的认识和诊断水平。方

法 回顾性分析 33例经肠镜检或手术病理证实肠源性炎性肿块病例的临床及 MSCT资料, 并结

合文献复习，所有病例均作腹盆部 CT平扫检查，其中 19例加作 CT增强检查，分析肠源性炎

性肿块的 MSCT表现特征。结果 33例肠源性炎性肿块中,结肠憩室炎 11例，小肠憩室炎 4

例，阑尾周围脓肿 16例，异物性肉芽肿 2例。CT表现为团块状或不规则软组织密度灶，与肠

壁分界不清；9例病变内见粪石，13例内见气泡影，2例内见异物。结论 MSCT能较好的显示

肠源性炎性肿块，对肠源性炎性肿块鉴别诊断有较高的诊断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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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120 

肝癌 54 例肿瘤包膜 MSCT 影像诊断分析 

 
赵静 

山西省中医药研究院山西省中医院 030012 

 

目的 :探讨 MSCT上肝癌包膜显示对肝癌的诊断价值。 

方法 :收集我院临床病理确诊的肝癌患者 54例。使用 256层螺旋 CT对患者进行平扫及三期增

强检查。由 3名医师分别在平扫、增强动脉期、静脉期及延迟期主观评价包膜显示率，并进行

统计学分析。 

结果:以肝癌包膜的显示情况进行分组，第一组：肝癌包膜显示且均在增强延迟期显示者

(42/54)例，约 77.8%；第二组：肝癌肿瘤周边无包膜显示但与正常肝实质分界清楚这(4/54)

例，约 7.4%；第三组：肝癌肿瘤周边无包膜显示者(8/54)例，约 14.8%；三组两两比较，P值

均小于 0.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以肝癌肿瘤包膜为主诊断为恶性病变的诊断敏感度 90%,特

异度 90%。 

结论:MSCT平扫、增强对肝癌包膜由较好的显示，显示率为 77.8%；肝脏肿瘤在增强扫描延迟

期对包膜显示最佳；病变与肝实质交界面光滑、锐利者，可以提示有包膜；增强延迟期病灶增

大，亦提示肿瘤有包膜；因此，肿瘤包膜对肝癌的诊断具有重要价值。 更多 

   

 

 
PU-1121 

肝、脾多发血管淋巴管瘤一例 MRI 影像表现并文献复习 

 
任洪伟 

解放军第 302 医院 100039 

 

【摘要】目的: 报道一例肝、脾多发血管淋巴管瘤，结合文献分析其 MRI影像特征及诊断要

点，提高对该病的认识。方法: 对我院一例经手术病理证实的肝、脾多发血管淋巴管瘤的 MRI

表现进行分析总结，并与病理所见对照。结果:肝、脾内见多发类圆形囊状长 T1混杂长 T2信

号影，囊内可见分隔、呈大小不一多房样改变，增强扫描动脉期病灶边缘及囊内见散在条索样

及线样分隔状强化影，门脉期及延迟期强化尤为明显。结论: 肝、脾血管淋巴管瘤是一种少

见的良性肿瘤，MRI对其具有重要诊断价值，为指导临床治疗提供帮助。 

   

 

 
PU-1122 

膀胱内翻性乳头状瘤 MSCT 诊断 

 
孙荣庆,向述天,苏云杉 

昆明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 650021 

 

目的 膀胱内翻性乳头状瘤是一种少见的泌尿系良性肿瘤，影像特征缺乏总结性认识。本文探

讨其 MSCT影像特点，并与常见的膀胱尿路上皮癌进行对比分析，提高对其影像表现认识及鉴

别诊断，从而为指导临床干预、治疗提供有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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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19例 IPB及 40例原发膀胱上皮癌患者 MSCT表现，比较两

者的部位、病灶形态及强化程度，并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19例 IPB中 12例位于三角区，7例位于侧壁，伴局部膀胱壁增厚者 4例; 16例呈乳头

状，3例呈菜花状。40例上皮癌中 12例位于三角区，28例位于顶侧壁，伴局部膀胱壁增厚者

30例; 15例呈乳头状，25 例呈菜花状。IPB 和上皮癌病灶向腔内突出的最长径与基底部宽径

之比分别为 1.664±0.561、0.647±0.296; 两者强化值为: 动脉期分别为( 18.527±14.675) 

HU、 (35.262±13.715) HU，静脉期分别为( 36.412±21.766) HU、 (40.522±16.532) HU，

延迟期分别为( 46.522±17.876) HU、 (36.820±18.678) HU。两者发病部位和病灶形态比较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 ＜0.05) ，两者动脉期强化程度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静脉期和延迟期强化程度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05) ，IPB强化方式为渐

进性轻-中度强化，而膀胱上皮癌动、静脉期强化程度明显，延迟期强化程度减低。 

结论 IPB多位于膀胱三角区，大多呈乳头状，呈窄基底与膀胱壁相连; 病灶最长径明显大于

基底部宽径; 增强扫描呈渐进性强化趋势。 

   

 

 
PU-1123 

胃癌影像学检查的研究现状及进展 

 
杨泠,杨亚英,陈帅,瞿姣,袁欣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650032 

 

  胃癌为消化系统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2016年美国癌症统计数据官方显示：新发病例约

2.6万人，死亡病例约 1.0 万人，超过 70%的新发和死亡病例来自发展中国家
[1]
。我国胃癌的

发病率和死亡率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有学者对我国的胃癌统计分析后显示：2015年我国胃

癌发病率为 67.91/10万人，死亡率为 49.80/10万人，位居所有肿瘤的第三位，仅次于肺癌、

肝癌；且男性高于女性
[2]
。因此，胃癌的诊断及评价胃癌的生物学行为对制定治疗方案及预后

评估有重要意义，本文对胃癌的各种影像学检查方法作一综述。 

   

 

 

PU-1124 

Lemmel’s 综合征的 MRCP 诊断价值 

 
陈佳,丁国恒 

贵航集团三ＯＯ医院 550006 

 

目的：分析 MRCP对 Lemmel’s综合征的诊断价值。 

方法：回顾分析我院 MRI诊断的十二指肠乳头旁憩室的临床及影像资料。10例检查均行上腹

部 MRI平扫+MRCP检查。其中 2例行上消化道钡餐检查。 

结果：10例 MR均表现为十二指肠乳头旁囊袋影，其中 6例为乳头上型，位于乳头上方 1cm

内，4例为边缘型，憩室开口于乳头边缘；其中 6例可见憩室不同程度压迫胆总管，2例可能

压迫胆总管，2例未见压迫。 

结论：MRCP诊断 Lemmel’s 综合征相比其它检查方法具有明显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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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125 

肝脏间叶性错构瘤的 CT 及 MRI 表现 

 
郝金钢,朱黎 

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650101 

 

目的：探讨肝脏间叶性错构瘤的 CT、MRI表现。 

方法：回顾性分析 2015年 9月至 2017年 3月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6例 MHL，男性 5例，女性 1

例，年龄 5-69岁。6例均行 CT及 MRI检查。CT采用 Phillips Brilliance 256螺旋 CT 扫

描，层厚 4-8mm，螺距 1.5，增强扫描使用优维显 (300mgI/ml)以 2-3ml/s的注射流率静脉注

射。3例采用 Siemens Sonato 1.5TMRI 机，3例采用 PhillipsAchieva TX 3.0T MRI机。常规

行 T1WI、T2WI横、冠、矢状位扫描，DWI取 b值为 700s/mm
2
扫描。采用钆喷酸葡胺

（0.2ml/kg）行增强扫描。 

结果：6例 MHL中，4例位于肝右叶，2例位于肝左叶。形态规整，呈圆形或类圆形，边界清

楚，最大肿块大小约为 13.23x9.02x12.66cm，最小肿块大小约为 3.02x2.17x1.52cm。2例呈

膨胀性生长，突出肝缘表面。CT平扫 2例呈低密度影，3例呈等、低密度影。增强扫描 2例增

强早期边缘见结节状强化影，后期强化逐渐向中心充填，但延迟期仍有点片状无强化区。其中

3例以实性部分强化为主，囊性部分始终未见强化，1例以分隔强化为主。MRI表现为 2例

T1WI呈稍低信号影，4例呈等、稍低混杂信号影，4例 T2WI呈稍高、高信号影，2例呈等、稍

高、高混杂信号影。2例呈轻度弥散受限表现，4例弥散未见受限表现。增强扫描 2例早期边

缘见结节状强化影，后期强化逐渐向中心充填，但延迟期仍有点片状无强化区。3例早期见多

发条索状不均匀强化影，后期强化较前明显。1例实性部分明显强化，囊性部分始终未见强

化。 

结论：肝脏间叶性错构瘤 CT、MRI表现具有一定的特异性，术前明确诊断仍存在一点的困难，

最后确诊依靠病理。  

   

 

 
PU-1126 

多层螺旋 CT 对肾上腺肿瘤的诊断及评价 

 
孙庆圣 

天津市泰达医院 300457 

 

肾上腺（suprarenal gland）肿瘤是指发生在肾上腺皮质、髓质及间质的良、恶性肿瘤以及转

移瘤。关于肾上腺肿瘤的发生率，国内外尚无统一报道。肾上腺区肿瘤组织来源复杂，临床和

影像学表现多样。随着医学影像技术的发展，对肾上腺肿瘤诊断的准确率有了明显的提高，尤

其是高分辨 CT、MRI等检查，不但能确定肿瘤的有无，还能了解肿块的性质及血供情况，肿块

与周围组织的关系等，为临床治疗提供了可靠的影像依据。肾上腺可在多层层螺旋 CT上很好

显示，可在图像空间分辨率方面满足各项同性要求，多期相增强结合多平面重组（MPR）技术

可进一步增加肾上腺病变检出的敏感性，提高体积较小肿瘤的检出率，并对功能性肾上腺疾病

的诊断具有一定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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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127 

右侧肾上腺苗勒管囊肿 1 例 

 
黄晓宇,梁小红,张巧莹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730030 

 

 临床资料 男，28岁，体检发现右侧肾上腺肿块。CT表现：右侧肾上腺区见一椭圆形囊性密

度影，囊壁“蛋壳样”钙化，囊内见斑片状脂肪密度影，增强未见强化，右肾呈受压性改变；

超声表现：右肾上极边界清晰、形态规则、内部回声尚均匀的低回声肿块，周边探及少量血流

信号，右肾上极局部肾窦分离约 1.0cm。腹腔镜下肾上腺病损切除，囊性肿物位于肾上腺内侧

支，大小约 7×5cm。病理：镜下囊肿壁含有增生的平滑肌束，内衬纤毛柱状上皮，囊壁内有

炎症细胞、胆固醇结晶和脂肪；免疫组化染色：CD68示组织细胞（+），CKP示上皮（+），

LCA示淋巴细胞（+），Ki67 阳性细胞数 2%。病理诊断：（肾上腺区）苗勒管囊肿。 

  讨论 苗勒管又名副中肾管。在胚胎约 8周时，女性分化为生殖器官如：输卵管、子宫和阴

道上段；男性则在苗勒管抑制因子的作用下形成睾丸附件、前列腺囊、精阜。若苗勒管抑制因

子分泌异常则可致苗勒管退化异常而形成苗勒管囊肿。苗勒管囊肿好发于 20-40岁的男性，好

发于膀胱及前列腺后，发生于肾上腺者罕见。囊肿通常大小各异，单房居多。囊液可呈巧克力

样、草绿色或澄清液体，内可含脂肪或胆固醇成分。本例患者年龄 28岁，在好发年龄段内，

且“无临床表现，于体检时发现”的病史，符合此病的临床报道。患者的影像学 CT及超声表

现为：类椭圆形，囊性软组织肿块，囊壁光滑，囊壁见“蛋壳样”钙化，囊内密度较均匀，囊

腔上极可见斑片状脂肪密度影，增强未见强化与其病理学特征相符。因本病例囊肿仅造成轻微

肾窦分离，未对周围组织造成严重推挤，故无临床症状。但当囊肿增大到一定程度则可起相应

临床症状。如排尿困难、尿潴留或复发性下尿路感染等。病理检查显示囊肿壁含柱状上皮和平

滑肌束与苗勒管囊肿的组织学成分相符。 

   

 

 
PU-1128 

腹膜后外周性原始神经外胚层肿瘤 1 例 

 
宋健,向述天,苏云杉 

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650021 

 

 目的：充分认识 pPNET的临床表现及影像特征表现有助于提高本病诊断的准确性； 

 方法：查阅少见病文献报道、文献复习并与本例个案相对比学习； 

 结果：原始神经外胚层肿瘤的起源是原始神经管胚基细胞的未分化小圆细胞性肿瘤，为高度

恶性，具有多向分化的潜能。根据发生的部位分为中枢型及外周型。外周原始神经外胚层肿瘤

（peripheral primitive neuroectodermaltumors ，pPNET）极为少见，仅占软组织肿瘤 4%

左右，pPNET 多见于青年人，好发年龄约为 20岁，男多于女，主要好发于胸部、腹膜后及四

肢，其中发生于胸壁的 pPNET 又称为 Askin瘤，在头颈、下腹及骨少见，这些发病部位都符合

外周神经分布的特点。pPNET 具有病程短、进展快、恶性程度高等特点，有转移倾向，且误诊

率高。pPNET单发常见，肿瘤多较大，形态及密度多有不同，CT平扫多表现为边界清晰或不清

晰的软组织肿块，MRI中 T1WI 呈等或低信号，T2WI／T2 FLAIR／T2FS呈等或稍高信号；当病

灶直径>6 cm时，易发生出血、坏死或囊变，考虑为肿瘤生长快、缺血坏死所致；增强扫描肿

块多呈中度不均匀延迟强化。本病的确诊需病理检查，光学显微镜下，瘤细胞呈典型的 

Homer-Wright 菊形团或其他类型菊形团。免疫组化检查，肿瘤细胞膜上 CD99在呈均匀弥漫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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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并且在 GFAP、神经特异性烯醇化酶（NSE）、Syn、NF、S-100蛋白等神经分化标记物中，

PNET至少会表达 2种以上； 

 结论：腹膜后 pPNET的发病率很低，有以下表现者应考虑此病：①主诉以腹痛、腹胀就诊的

青年男性；②腹膜后快速生长的软组织肿块，其内密度不均，有时可见浅分叶，一般无钙化；

③呈高度侵袭性生长，包绕血管，下腔静脉或肾动脉发现癌栓，在其他部位如肺部、骨及肝等

发现转移；④此病的血供并不丰富，增强扫描病灶呈轻中度不均匀强化，这也取决于病灶的组

织成分。  

 

 
PU-1129 

MRI 与 CT 增强扫描对右半结肠癌术前 T 分期 

应用价值的对比研究 

 
宋思思,明兵,罗小兰,张勇,唐继芳,刘高元 

德阳市人民医院 618000 

 

 

目的：对比研究 MRI与 CT增强扫描对右半结肠癌术前 T 分期的应用价值，为临床术前评估提

供更精准的影像学证据。     

对象与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2年 3月至 2017年 3月在德阳市人民医院经结肠镜病理活检证实为右半结肠

癌的患者 50例，所有的病例同时行 MRI及 CT增强扫描，其中男性 29例，女性 21例，年龄

42~81岁，平均年龄 59岁。临床表现主要为右下腹痛不适 39例，大便性状改变 29例，扪及

腹部包块 24例，贫血及恶液质 15例。  

  患者于检查前一日晚开始禁食 12h，无肠梗阻患者于检查前一日晚口服清肠药。采用

Siemens Sensation 64层 CT及 Philips Achieva 1. 5 T MRI扫描仪行平扫和增强扫描。 观

察的指标包括病变的部位、病变的大小、肿瘤的侵犯程度，邻近淋巴结情况，腹部其余脏器是

否存在转移等等，并根据根据 AJCC第七版 TNM分期系统[1]进行 T分期。 

结果：50例患者均经手术病理证实为右半结肠癌，其中 T1~2期 20例，T3 期 18例，T4 期

12例。术前 CT 增强扫描 T 分期准确度为 78%(39/ 50)，一致性 Kappa 检验分别为 K = 

0.663、P = 0 . 0 0 0，与病理诊断结果一致性较强。术前 MRI 增强扫描 T 分期准确度为 

84% (42/50)，一致性 Kappa 检验分别为 K = 0.754、P = 0 . 0 0 0，与病理诊断结果一致

性较强。  

结论：MRI 及 CT 增强扫描均能够准确的对右半结肠癌 T分期进行评估，对临床治疗方案的制

定具有重要意义，MRI 及 CT 检查各有优缺点，术前检查的选择应根据患者的自身情况决定。   

 

 
PU-1130 

黄色肉芽肿性胆囊炎增强 CT 表现 

 
陈炳辉,张亚琴,王丽珠,李绍林,单鸿 

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 519000 

 

目的：分析黄色肉芽肿性胆囊炎（XGC）的 CT表现特点，以期提高对该病的认识及诊断能力。 

方法：回顾性分析 4例经病理证实的 XGC，并与病理结果相结合分析 XGC的增强 CT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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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4例患者胆囊壁均不同程度增厚，根据 CT表现分为两型：（1）弥漫型病变 2例，2例

患者胆囊腔增大，胆囊壁毛糙并弥漫增厚，增强扫描动脉期均可见强化粘膜线，粘膜线基本完

整，胆囊壁呈“夹心饼干”样改变，胆囊壁呈延迟强化；2例患者胆囊周围脂肪间隙伴有渗出

性病变，肝-胆界面不清晰，其中 1例患者胆囊腔内见多发结石，另 1例患者不伴有胆囊结

石。病理光镜见大量的组织细胞、泡沫细胞形成的炎性肉芽肿。（2）局限型病变 2例，2例

患者胆囊腔缩小，胆囊局部增厚并壁内可见低密度结节灶，增强扫描可见低密度结节无强化，

周围可见环形、延迟强化，2例患者胆囊窝清晰，肝-胆界面清晰，2例患者胆囊腔内均可见多

发小结石。病理镜下见结节为泡沫状组织细胞聚集形成的黄色肉芽肿。 

结论：CT能准确评价 XGC胆囊壁改变及周围组织受累情况；以大量泡沫细胞、组织细胞形成

的黄色肉芽肿为病理基础，在增强 CT上所呈现的胆囊壁“夹心饼干”征、环形强化低密度结

节及延迟强化的强化模式对该病的诊断有重要价值。 

   

 

 

PU-1131 

CT、MRI、超声在胃癌 TNM 分期上的对照研究 

 
黎家驹 

辽宁省肿瘤医院 110042 

 

讨论 MSCT(Multislice spiral CT)、MRI(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及 US(Ultrasound)对

胃癌 TNM分期的应用价值。方法：通过采用气、水及对比剂充盈技术，对 40例经胃镜证实的

胃癌患者在术前行 MSCT、MRI、彩超检查，并与手术病理结果进行对照。结果：MSCT、MRI、

彩超 T分期准确率分别为 80%、97.5%、75%；MSCT、MRI、彩超 N分期确率为 75%、50%、

55%；彩超、MSCT联合诊断中 N0、N1、N2、总体 N分期准确率为 85%、66.7%、87.5%、80%。

结论：T分期中对癌肿原发灶诊断既胃壁侵犯情况 MRI效果最佳、对 N分期中 N0分期诊断彩

超效果最佳、N1、N2分期三期动态增强的多层螺旋 CT诊断效果最佳、综合衡量 N分期各分期

水平及总体诊断水平 MSCT联合彩超效果最佳。 

   

 

 

PU-1132 

多种影像检查在胃癌术前 TNM 分期上的比较研究 

 
黎家驹 

辽宁省肿瘤医院 110042 

 

 

随着 X线钡餐造影、多层螺旋 CT、MRI成像、超声检查（US）及正电子发射体层摄

影（PET）等技术的不断发展，各种影像检查方法在胃癌的诊断、术前分期及术后

评价等方面被广泛应用，但各种检查技术都有各自的优缺点，本文比较各种影像检

查的特点，讨论其在胃癌术前 TNM分期上的价值。以期能根据胃癌患者的实际情况

为临床治疗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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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133 

先天性中胚叶肾瘤并胰母细胞瘤病例报告及临床影像分析 

 
易明岗,赵建设 

山东大学齐鲁儿童医院 250000 

 

先天性中胚叶肾瘤( congenital mesoblasticnephroma，CMN) 是一种发生在婴幼儿的、较罕

见的肾肿瘤，胰母细胞瘤(pancreatoblastoma，PBL)是一种罕见的胰腺恶性肿瘤，多见于 10

岁以下儿童，术前诊断困难，确诊主要依靠病理，而同时患有先天性中胚叶肾瘤及胰母细胞瘤

的病例实属罕见，国内外尚无此种病例报告，故对我院近期收治的一例同时患有先天性中胚叶

肾瘤及胰母细胞瘤的患儿进行病例报告及临床影像分析，提高临床对此种疾病的认识。  

 

 
PU-1134 

急性胰腺炎并发门静脉系统血栓一例 

 
王一凡

1
,沈情

2
 

1.上海市同仁医院 

2.上海市静安区中心医院 

 

[摘要]目的：探讨急性胰腺炎并发门静脉系统血栓形成的临床及影像学特征。方法：回顾性分

析我院经治 1例典型急性胰腺炎并发门静脉系统血栓形成病例的临床及影像学特征，总结此前

类似病例的特点。结果：患者出现中上腹持续性胀痛，无明显腰背部放射性疼痛，疼痛程度与

CT示胰周渗出情况不符。腹部平扫 CT示肝内门静脉分支可疑“门静脉致密征”，入院后腹部

增强 CT证实门静脉分支血栓形成。结论：重症急性胰腺炎易合并门静脉系统血栓形成，早期

平扫 CT 出现“门静脉致密征”，结合不典型腹痛表现及血液高凝状态，需考虑此症  

 

 
PU-1135 

两例原发性肾类癌 CT、MRI 表现并文献复习 

 
任志豪,汪建华,丁前江 

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315020 

 

目的：提高对原发性肾类癌（Primary Carcinoid Tumors of the Kidney）影像学特征认识。 

方法：回顾性分析两例我院经手术证实肾类癌病例，对病例 CT、MRI的图像做出分析，并复习

相关文献。 

结果：病例一,CT表现为右肾上极卵圆形稍高密度影，密度均匀，边界清楚，MRI为等 T1、等

T2信号影，弥散显著受限，增强后病灶轻度强化，其内可见点状无强化灶。术后病理证实为右

肾上极肾类癌，未见输尿管及肾上腺受累。病例二，CT表现为右肾中极类圆形软组织密度

影，其见斑点状钙化影，增强后病变延迟期轻度强化，CTU 未见明显肾盂扩张、积水，MRI表

现为呈等 T1、稍长 T2信号影，弥散显著受限。病理证实为右肾类癌，未见肾盂、输尿管侵

犯。 

结论：CT、MRI表现有助于肾类癌的诊断，并对临床分期、治疗效果评价及预后有一定的指导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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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136 

钡剂灌肠对结肠癌 X 线诊断价值 

 
鲁义胜 

随州市中心医院 441300 

 

  早期结肠癌手术预后相对较好,病变在 3cm以内,很少转移。因此对结肠癌应早期诊断、早期

治疗。我院 3年来应用结肠钡剂灌肠检查发现早期结肠癌,现将资料完整并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18例结肠癌报道如下。 

l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本组男 11例, 女 7例。年龄 55-68岁, 平均 62 岁。 

1.2 主要症状及体征腹部隐痛、不适感 15例,近日腹泻为不消化食物及排便不畅 5例,大便带

血及粘液 4例,2例为干部体检发现癌灶。18例临床体检均未触及腹块, 肝脾不大。但血沉均

加快,在 25-78 mm/h。 

   

 

 
PU-1137 

Value of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in the prenatal 

diagnosis of the degree of placental invasion 

 
Yan Chen Yu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450052 

 

Purpose: The incidence of placental accreta continues to increase with rising 

caesarean section rates. Optimal operative method requires accurate prenatal 

diagnosi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valuate the role of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in the prenatal diagnosis of abnormal placentation in 

women with placenta previa and to assess the ability of MR imaging features to 

define the degree of placenta invasion. 

Material/Methods:A retrospective review including a total of 178 patients (range 

26.3 to 39.7 gestation weeks) with placenta previa between January 2016 and 

December 2016. All patients underwent prenatal MRI examination with a 1.5 T 

scanner, including half-Fourier Acquisition Single-Shot Turbo Spin-Echo (HASTE), 

true fast imaging with 

steady-state precession (TrueFISP) and Diffusion Weighted Image (DWI) sequence. 

The MRI features used were dark intraplacental bands and abnormal vascularity, 

uterine bulging, disruption of the uteroplacental zone and placental thickened and 

deformity. Based on the presence of four MR imaging features associated with 

placenta previa, the radiologic impression of the extent of placental invasion was 

graded on a 5-point scale. The scores of MR imaging features were compared with 

the post-operative data, which were grouped into normal, placenta accreta, 

placenta increta and placenta percreta.  

Result:A total of 27 (15.2%) patients were confirmed no placenta invasion at 

operation. The surgical findings confirmed placenta accreta in 46 (20.5%) patients, 

placenta increta in 52 (29.2%) patients, and placenta percreta in 53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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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ients. The score of MR imaging features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degree of placenta invasion (P < 0.01). The differences in MR imaging features 

score by extent of placental invasion (normal versus placenta accreta, placenta 

accreta versus increta and placenta increta versus percreta) were all significant 

(P < 0.01). Compared to other features, uterine bulging indicated placenta increta 

or percreta specifically. Low b value (b=0)DWI with could demonstrated dark 

intraplacental bands and abnormal vascularity better than other sequences. 

Conclusion: MRI is able to detect abnormal placentation in patients with placenta 

accreta reliably The score of MR imaging features can be used to predict the 

degree of placenta invasion in patients with placenta previa with acceptable 

diagnostic accuracy. 

   

 

 

PU-1138 

肾脏尤文肉瘤或原始神经外胚层肿瘤一例报道并文献复习 

 
何建风,王学建 

遵义医学院附属贵航贵阳医院 550006 

 

目的：探讨肾脏尤文肉瘤（ewing sarcoma，ES）或原始神经外胚层肿瘤（primitive 

neuroectodermal tumor,PNET）的 CT和 MRI表现。 

方法：回顾性分析经病理证实一例肾脏 ES/PNET的 CT和 MRI表现，并复习已报道过的病例，

作出总结。 

结果：大部分病例好发肾脏髓质，以左侧为著，病灶体积较大，平均大小约 5.5-23.0cm，边

界不清，呈浸润性生长；CT 平扫以稍低密度为著，MRI平扫以稍长 T1稍长 T2信号为著，易合

并囊变、坏死、出现，囊变往往在周边，钙化不常见，弥散加权成像（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e，DWI）明显扩散受限；增强后实性部分中度延时强化，典型者出现病灶内持续强化隔

膜，多数伴肾静脉及腔静脉癌栓形成。 

结论：肾脏 ES/PNET影像表现具有一定特点，但缺乏特异性，CT和 MRI表现能显示肿瘤内部

结构、侵犯范围，有助于本病的鉴别诊断及术前评估。  

 

 

PU-1139 

 MRCP 成像对胰胆管病变的诊断价值 

 
贾学军 

阳泉市第一人民医院 45000 

 

【摘要】目的：探讨 MRCP 成像对胰胆管病变的表现及应用价值。方法：采用设备为飞利浦

Achieva3.0T磁共振扫描仪，采用腹部专用线圈，回顾分析我院 2013年-2016年的 30例经手

术病理及 ERCP证实的胆道梗阻病人的 MRI资料，MRI包括平扫、MRCP及增强扫描；。结果：

对 31例胆道梗阻病人中，18例为胆道结石，5例为胰头癌，4例为肝门区胆管癌，，3例为胆

管下端癌，1例为胆囊癌；MRCP对胆道梗阻定位符合率为 93.8%，MRI结合 MRCP定性诊断符合

率为 89.7%。结论：MRCP由于操作简便、无创、无辐射及高敏感等优点已广泛应用于胆道梗阻

病变的诊断，可明确胆管梗阻的部位，定位和定性诊断准确率高，为临床提供了有意义的诊断

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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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140 

CT 增强诊断肝小静脉闭塞综合征一例 

 
李永生 

随州市中心医院 441300 

 

患者男 69岁，因 10天前无明显诱因出现腹部胀痛，以中上腹部为甚，呈阵发性隐痛，伴乏

力，无放射，无反酸，有嗳气，无恶心、呕吐，无烧心感，无心慌，有胸闷，无午后盗汗，无

畏寒、发热。腹部超声提示：胆囊壁增厚，腹腔积液。实验室检查：免疫化学发光法测定甲胎

蛋白（ alpha-fetoprotein ， AFP ） 6.43 μg/L ，HBsAg 阴 性 （ - ）， HBsAb 54.54 

IU/L ， HBeAg 阴 性（ - ）， HBeAb 阴性（ - ）， HBcAb 阳性（ - ）。 

影像学检查：增强 CT示 VOD 的 CT 表现有以下特点：①平扫肝脏肿大，密度不均匀减低，中 

等量到大量腹水；②动脉期肝动脉增粗、扭曲，呈代偿性改变，肝脏可轻度不均匀强化；③门

脉期与延迟期以“地图状”、斑片状强化和低灌注区为特征，门脉、下腔静脉周围可见“晕

征”或“轨道征”，可伴有门脉增粗与食管下段胃底静脉曲张，均以门脉期较明显，肝静脉显

示不清，下腔静脉肝段明显变扁，远端不扩张亦无侧支循环，胃肠道多无淤血表现。 

   

 

 
PU-1141 

儿童梅克尔憩室及其并发症的 CT 影像表现 

 
翟爱国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武汉儿童医院 430000 

 

摘要： 一、目的 小儿梅克尔憩室是在胚胎发育过程中，卵黄管退化不全所形成的回肠远端憩

室，是常见的消化道先天畸形。当憩室发生炎症、坏死穿孔、肠梗阻或出血等并发症时，因急

腹症而就诊，本文主要探讨儿童梅克尔憩室并发症的 CT影像特征。 

二、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5-2016年普外科 15例经手术和病理诊断明确的梅克尔憩窒患儿

的临床资料及 CT表现. 选择西门子 64排螺旋 CT,行平扫及增强扫描，采用高压注射器注射非

离子对比剂碘海醇，剂量为 1.5-1.8ml／kg，速率为 0.8-1.5 ml/s,于注射对比剂后 26-30s

行动脉期扫描，注射后 65-70s行静脉期扫描。层厚 7mm，层距 7mm，扫描完成后以层厚

0.625mm薄层重建，并行多方位 MPR重建和 CPR重建。 

三、结果 梅克尔憩室引起肠梗阻、憩室炎或出血穿孔时，临床症状缺乏特异性，出现的症状

及体征与一般肠套叠、肠梗阻或阑尾炎很相似，术前临床诊断仍很困难。CT可在下腹部及盆

腔内见憩室影，平扫一般呈指端样含液肠管状结构，部分病例显示欠清晰，增强扫描时室壁呈

环状强化，合并肠套叠时表现为“同心圆”征，合并炎症水肿时，室壁可见“双晕征”，周围

脂肪间隙模糊，腹腔及盆腔少量积液，合并穿孔时可见小气泡影，MPR及 CPR图像后处理可显

示憩室大体发生部位、全程形态及开口情况。 

四、结论 因 CT表现具有特征性，儿童急腹症时，可通过 CT检查，了解有无梅克尔憩室及其

形态大小和有无梗阻、炎症等并发症情况，为临床提供诊断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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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142 

CT 和 MRI 联合应用于胰腺癌诊断中的价值 

 
张婕 

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四川省精神卫生中心 621000 

 

目的：了解 CT和 MRI联合在胰腺癌诊断中的应用价值。方法：对 96例胰腺癌病患采用 CT与

MRI联合诊断的临床资料展开回顾性分析。结果：A阻采用 CT和 MRI联合诊断的诊断准确率为

96.87%；B阻采用 MRI诊断的诊断准确率为 78.12%；C阻采用 CT诊断的诊断准确率为

65.62%；B、C组与 A组病患疾病诊断正确率比较差异显著。结论：CT与 MRI两种设备均可用

于胰腺癌的诊断中，且各具优势，但联合诊断准确率高，可为临床该疾病的治疗提供更多依据  

 

 
PU-1143 

ASIR-V 技术在低剂量 CT 结肠成像中息肉检出能力的探讨： 

体模研究 

 
刘晓冬,刘爱连,刘静红,刘义军,孙美玉,方鑫,袁刚,赵莹,徐明哲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6011 

 

目的：评价不同水平迭代统计重建算法（ASIR-V）对提高 CT结肠成像息肉检出率及其降低辐

射剂量的价值。 

材料与方法：选用离体猪结肠获得模拟息肉 30个（其中 1≤D＜5mm、5≤D＜10mm、

10≤D≤15mm各 10个），使用 Revolution CT在不同条件（管电压 120 kVp，管电流 10、

30、50、70、90、100、120、140、160、180、200、220、240、260mAs）下扫描，分别应用 6

种不同水平 ASIR-V（0、10%、30%、50%、70%、90%）算法重建。两名观察者盲法进行息肉检

出信心评分并计算息肉检出率。使用 kappa检验比较检出信心评分一致性，息肉大小、管电流

及 ASIR-V的变化与息肉检出率的相关性采用线性回归进行分析。 

结果：①两观察者息肉检出信心评分一致性好（kappa=0.831），相同管电流时，50%ASIR-V

重建检出信心更高；②息肉全部检出的最低管电流为 30mA，应用 50%ASIR-V重建。当管电流

≤30mA 时，管电流（r=0.677,P=0.016）及 ASIR-V水平（r=0.644,P=0.024）的增加可提高 1

～15mm全部息肉检出率。息肉大小与检出率显著相关（r=0.688,P=0.000），且随直径增大，

检出率提高；③1≤D＜5mm 息肉全部检出的最低管电流为 30mA，应用 50%ASIR-V重建。当管电

流升至 30mA时，ASIR-V增加（r=0.924，P=0.008）可提高息肉检出率；④5≤D＜10mm息肉全

部检出的最低管电流为 30mA，应用 30%ASIR-V重建，管电流为 10mA 或 30mA时，随 ASIR-V增

高，检出率提高；⑤对 10≤D≤15 息肉，所有条件检出率均达 100%；⑥当管电流为 30mA 时，

有效剂量为 0.61mSv； 

结论：应用 ASIR-V算法提高结肠息肉检出率并有效降低辐射剂量，为低剂量 CT结肠成像筛查

提供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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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144 

卵黄囊瘤的 CT 表现 

 
罗显丽,李邦国,王梦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563003 

 

目的：探讨卵黄囊瘤（YST）的 CT表现特点，旨在提高对本病的认识及影像诊断准确率。方

法：回顾性分析经病理证实的 16例 YST患者的临床及 CT 资料，12例行 CT平扫及增强扫描，

4例行 CT平扫。结果：16例患者发病年龄 6月～44岁，平均 9.9岁，其中<3岁的占 62.5%。

术前 12例甲胎蛋白（AFP）均>150 ng/mL,其中 8例>3000 ng/mL。肿瘤位于性腺 11例（卵巢

6例，睾丸 5例），性腺外 5例（胃小弯 1例，骶尾部 2例，腹膜后 1例，阴道壁 1例）。所

有患者均为单发病灶，肿瘤最大径 31mm～210mm。12例 YST 呈类圆形，边界较清；4例呈分叶

状。9例呈囊实性，7呈实性。CT平扫为等或稍低密度，8例病灶内见斑片状出血，3例见钙

化灶。增强扫描肿瘤实质部分不均匀中-重度延迟强化，7例见迂曲血管影。结论：YST的 CT

表现具有一定特征性，结合血清 AFP及年龄等临床资料有助于提高影像诊断准确性。  

 

 
PU-1145 

腹部 CT 中肠系膜血管漩涡征对肠扭转的诊断价值 

 
卢翠 

随州市中心医院 441300 

 

[摘要] 目的 评价肠系膜血管旋涡征在腹部多层螺旋 CT图像中的显示率及形态学特点，明确

其作为肠扭转的特异性征象的诊断可靠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例行全腹部 CT平扫及双期

增强扫描病例图像。以肠系膜血管伴或不伴肠管绕轴旋转角度至少大于 90度作为漩涡征的判

断标准，由 3名经验丰富的医师对是否存在肠系膜血管漩涡征、漩涡征形态特点(位置、旋转

方向、旋转角度、旋转段血管起止点间直线距离、旋转半径)及伴随征象进行评估，并比较肠

扭转及非肠扭转病例组中漩涡征各项特征的差异性。 结果 在 200例病例中，CT发现 22例肠

系膜血管漩涡征，其中 14例出现在非肠扭转病例组，8例出现在肠扭转病例组。所有 8例肠

扭转病例的肠系膜血管漩涡征均伴有肠管漩涡征，6例伴肠系膜上动脉狭窄。非肠扭转病例漩

涡征中仅 2例伴肠管漩涡征，无肠系膜上动脉狭窄。 结论 肠系膜血管漩涡征的形态学特征及

三维重建图像分析有助于鉴别肠扭转与伴有漩涡征的非肠扭转病例。  

 

 

PU-1146 

肝脏特异性对比剂 Gd-EOB-DTPA 在鉴别肝内混合型肝癌 

和胆管细胞癌的应用价值 

 
何苹,闫建华 

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 300170 

 

目的 探讨 MR增强运用特异性造影剂 Gd-EOB-DTPA在鉴别肝内混合型肝癌和胆管细胞癌方面的

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手术或穿刺病理证实的 40例肝内胆管细胞癌患者（46个病灶）及

20例肝内胆管细胞癌患者（28个病灶）资料，所有患者均行肝脏 MR平扫及注射肝胆特异性造

影剂（Gd-EOB-DTPA）动态增强扫描检查。运用 X2检验对 2组间肝胆特异期图像特点进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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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2名有经验的影像医师分别对常规 MR图像和包含肝胆特异期的 MR图像进行分析，运用

ROC曲线分别计算两名医师对肝内胆管细胞癌的诊断正确率。 

结果 肝内胆管细胞癌在肝胆特异期图像多出现周围环状低信号（40/46），而混合型肝癌多呈

整体低信号，形态不规则（24/28），此特点有助于鉴别肝内胆管细胞癌与混合型肝癌（P＜

0.01）；增加肝胆特异期图像后两名医师诊断准确率均提高：医师 A正确率从 0.608提高到

0.832（P=0.008），医师 B正确率从 0.721提高到 0.8926（P=0.007）。混合型肝癌，临床表

现兼具 HCC与 CC的特点。在 MR强化影像表现中，以 HCC为主型：MR增强扫描表现为 “快进

快出”的强化特点（4/24）；以 CC为主型：MR增强表现为动脉期强化不明显、门静脉期及延

迟期逐渐呈以周边强化为主的延迟强化（12/24），此型与胆管细胞癌鉴别存在一定困难； MR

增强扫描表现既有兼具 HCC 及 CC的强化特征（8/24）。肝胆期较均匀低信号，有助于与肝内

胆管细胞癌的鉴别。结论 MR增强运用特异性造影剂 Gd-EOB-DTPA可以在多期动态扫描中观察

病变的强化程度和方式考虑混合型肝癌或肝内胆管细胞癌，在通过特异性对比剂的肝胆期胆管

细胞癌环形低信号的特异征象加以鉴别，提供临床诊断的准确性 

 

   

 

 
PU-1147 

磁共振小肠造影弥散加权成像对炎症性肠病的诊断价值 

 
张丹凤,张卫东,智婷婷,马跃虎 

南京市第一医院 210006 

 

目的 与磁共振小肠造影（MRE）T1加权成像增强（T1WI+C）序列相比，评估弥散加权成像

（DWI）序列对炎症性肠病（IBD）的诊断价值。 方法 回顾性收集 2016年 6月 1日至 2017

年 3月 1日，我院消化内科疑诊为 IBD的患者 30例，所有患者均有内镜或手术病理结果。其

中克罗恩病（CD）17例，溃疡性结肠炎（UC）5例，无明显异常者 8例。以 T1WI+C作为对

比，评估 DWI序列对 IBD的诊断价值。 结果 17例 CD患者均可见 T1WI+C上病变肠管壁增厚

伴异常强化，DWI呈高信号；5例 UC患者中 4例可见管壁异常强化、1例无明显异常，3例可

见病灶 DWI呈高信号，2例无明显异常高信号；8例正常患者 MRE无异常信号。在磁共振小肠

造影检查中，T1WI+C序列的灵敏度、特异度、约登指数分别为 95.45%、100%、0.95，DWI序

列的灵敏度、特异度、约登指数分别为 90.91%、100%、0.91。在 IBD的显示上，DWI与

T1WI+C具有很好的一致性，Kappa值为 0.78；在 IBD的影像特征的显示上，T1WI+C可显示管

壁增厚、强化方式、梳征、淋巴结增大等，而 DWI只能显示管壁增厚、淋巴结增大的异常高信

号。 结论 在发现 IBD病灶方面，DWI与 T1WI+C有很好的一致性，可作为 T1WI+C的代替手

段，但定性诊断的价值低于 T1WI+C。 

   

 

 

PU-1148 

浅谈胰腺实性假乳头状瘤的影像表现 

 
李娅男 

徐州市儿童医院 221006 

 

目的分析胰腺实性假乳头状瘤(SPTP)的影像学表现，提高胰腺实性假乳头状瘤的诊断水平。 

方法回顾分析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6例胰腺实行假乳头状瘤患者的影像表现及临床资料。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3195 

 

结果病灶多位于胰头或胰尾，有包膜形成，境界清晰，可为三种形态：囊性、囊实性、实性。

CT表现为稍低密度占位， MRI在 T1W1、T2W1上呈混杂信号影，增强扫描肿瘤实性部分及囊壁

有强化，动脉期呈轻中度强化，静脉期呈持续强化。 

结论 SPTP临床诊断时容易误诊, CT和 MRI对诊断 SPTP有一定特征,结合临床,可与其它胰腺

肿瘤相鉴别 

   

 

 

PU-1149 

肝硬化合并并乳糜腹的 CT 淋巴管造影表现 

 
张春燕,董健,张奇瑾,霍萌,王仁贵,沈文彬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 100038 

 

目的：探讨肝硬化合并乳糜腹的 CT淋巴管造影表现。 

材料与方法：收集我院从 2013年 1月至 2017年 6月肝硬化合并乳糜腹的 24例患者，其中男

17例，女 7例，年龄 19-70 岁，平均年龄 54.8±11.6 岁。其中 14例为乙肝肝硬化，3 例为丙

肝性肝硬化，3例为酒精性肝硬化，1例为布加综合征引起的肝硬化，1例为布加综合征并乙

肝性肝硬化，1例为不加综合征合并丙肝性肝硬化，1例为免疫性肝硬化。15例为大量乳糜性

腹腔积液，5例为中等量积液，4例为少量积液。所有的患者均经各种影像学方法诊断为肝硬

化，且乳糜性腹水出现在肝硬化之后，乳糜腹病史从 4个月到 2年不止。24例中有 13例合并

乳糜胸。24例中，其中 1例因肝硬化脾大行脾切除术，其余未进行过腹部手术。所有的患者

均行直接淋巴管造影手术，并于造影后 20分钟至 2小时内行 CT平扫，扫描范围自颈部至盆底

水平。 

结果：24例肝硬化合并乳糜腹中，17例胸导管全部显影，2例胸导管部分显影（分别为隆突

上、主动脉弓上方未显），5例胸导管未见明确显影（4例于胸 12椎体以上未显，1例于腰 1

椎体以上未显）。17例胸导管全部显影的病例，其中 10例表现为胸导管末端迂曲、扩张，并

造影剂沉积，7例未见胸导管末端的明确扩张，仅表现为胸导管末端造影剂的点状沉积。5例

表现为双侧颈部造影剂沉积。  

胸部造影剂异常分布：3例表现为纵隔区造影剂异常分布。18例表现为肺内造影剂异常分布，

其中沿肺外围分布的肺浅型有 9例，而同时分布在肺外围及肺深部的深浅混合型有 9例。 

膈的造影剂异常分布：11例患者表现为膈的造影剂异常分布，其中 5例表现为双膈的异常分

布，6例为单膈的异常分布（5例右膈，1例左膈）。 

腹部造影剂异常分布：5例表现为肠系膜区造影剂异常分布，多呈结节状改变，1例表现为肠

系膜、胰腺后方、肝门区造影剂异常分布。 

16例表现为肺内磨玻璃密度影。 

结论：CT淋巴管造影能够显示肝硬化合并乳糜腹的淋巴管异常。  

 

 

PU-1150 

IDEAL-IQ 技术评估不同年龄段健康人胰腺脂肪定量的研究 

 
张钦和,刘爱连,郭维亚,赵莹,牛淼,陈安良,魏强,吕悦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6011 

 

目的 探讨应用 IDEAL-IQ评估胰腺脂肪定量与年龄的关系。材料与方法 回顾性收集行上腹部

1.5T MR并含有 IDEAL-IQ序列检查的健康人 210例。按其年龄分为 A-F组。扫描结束后在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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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平台进行图像重建,获得脂肪分数、R2*弛豫率、水相、脂相、同相位及反相位共六幅图像。

将脂肪分数图像传至 AW4.6 工作站,经 compare软件进行测量。由两位诊断经验为 3年的放射

科医师(观察者 1、2)采用双盲法对图像进行测量。采用组内相关系数检验两位观察者所测得

参数一致性。各年龄组之间胰腺平均脂肪分数值、胰腺头颈部、体部、尾部和钩突部以及同一

年龄段胰腺各部位脂肪分数值的比较,采用非参数 Kruskal Wallis检验。性别与胰腺脂肪定量

关系,采用非参数 Mann-Whitney U 检验。结果 两位观察者所测量的各参数一致性良好(ICC 

>0.75)。A-F组间胰腺平均脂肪定量(%)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A、B、E、F组内胰腺

头颈部、体部、尾部、钩突部之间脂肪定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C、D组内胰腺胰腺

头颈部、体部、尾部、钩突部之间脂肪定量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C组内胰腺头颈

部、体部、尾部的脂肪分数值与胰腺钩突部脂肪分数值间具有统计学意义，其余各部位间脂肪

分数值间无统计学意义；D 组内胰腺头颈部脂肪分数值与体部和尾部脂肪分数值间具有统计学

意义，其余各部位间脂肪分数值间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IDEAL-IQ成像技术评估胰腺脂肪定量是可行的,胰腺脂肪定量在 50岁前与年龄无关,50

岁以后随着年龄的增大而增加。并且 21-40岁以及 61-80岁胰腺脂肪分布是均匀的,而 41-60

岁胰腺脂肪分布不均匀, 41-50岁头颈部、体部、尾部的胰腺脂肪定量大于钩突部,51-60岁头

颈部的胰腺脂肪定量大于体部和尾部，与钩突部脂肪定量相当。 

   

 

 
PU-1151 

肝脏局灶性结节增生的 CT 表现与病理对照分析 

 
张 莉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 510010 

 

目的:研究 CT在此类疾病的临床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对 17例经病理检查确诊为 FNH 的患者进行回顾性总结，通过 CT检查方式进行病灶扫

查，观察记录患者病灶数量、大小以及影像学特征。 

结果：14例 FNH单发，其余 3例患者肝内 FNH均为 2个，5个位于肝左叶，14个位于肝右

叶，有 1个累及患者的肝右前叶与左内叶。结节直径（2.98±1.02）cm，CT征象明显。 

结论：CT技术可以明确反映 FNH病灶内血供特点，具有较为明显的影像特征，可以提高临床

FNH的确诊率，提高临床诊断水平，对于 FNH症状不典型者应行手术病理检查。  

 

 
PU-1152 

脾脏窦岸细胞血管瘤 3 例影像表现分析 

 
刘晓凤 

福建省立医院南院 350028 

 

目的 探讨脾脏窦岸细胞血管瘤的影像学表现，提高对该病的认识。方法 回顾性分析福建省

立医院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3例脾脏窦岸细胞血管瘤 CT、MRI 平扫及增强扫描表现。结果 其中

1例行 CT、MRI平扫及增强扫描，1例行 CT平扫及增强扫描，1例行 MRI平扫及增强检查，分

析病灶数目、形态、大小、密度、信号及强化方式，总结其 CT 及 MＲI 影像学表现特点。结

果 3例患者，脾脏体积不同程度增大，其中 1例表现为单发病灶，2例表现为多发病灶。病灶

呈圆形或类圆形，最大直径 4.4cm，最小直径 0.6cm，平均直径 2.5cm。CT 平扫呈边界不清的

相对于脾脏等及稍低密度改变，其中 1例伴多发小灶性钙化，增强后动脉期可出现“病灶结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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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多征象” 。 MＲI 平扫表现为 T1WI 稍低、T2WI 稍高信号，部分病灶内见斑点状低信号，

DWI 为高信号；增强扫描呈“边缘强化，逐渐填充”的强化特点。结论 脾脏窦岸细胞血管瘤

的 CT 及 MＲI表现具有一定特征性，把握这些征象有助于此病的诊断及鉴别诊断。  

 

 
PU-1153 

肾脏嫌色细胞癌 CT 表现与病理分析 

 
梁小红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730030 

 

 

目的 探讨肾嫌色细胞癌（chromophobe renal cell carcinoma,CRCC）的 CT 表现与病理特征

之间的联系。方法 搜集我院 2013 年 9 月-2017 年 4 月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18 例肾嫌色细胞癌

病例，分析其 CT 表现与其相对应的病理特征。结果 其中右肾 6 例、左肾 12 例，病灶直径为

2.5-9.0cm，平均直径约为 5.4cm。18 例平扫 CT 值均比肾实质高，病灶 CT 值与肾实质 CT 值之

差范围约为 2-10HU 单位。13 例病灶当中可见星芒状或者弧形低密度，12 例病灶突入肾盂肾

盏。13 例病例主体位于肾髓质，5 例主体位于皮髓质。3 例可见结节状钙化。3 例肾盂肾盏受

压变形。18 例病例共 3 种强化方式，其中 4 例为“快进快出”、9 例为“渐进性”强化、5 例

为“慢进慢出”强化。10 例有包膜，病灶与周围肾实质分界清楚。结论 肾嫌色细胞癌 CT表

现具有一定特征，如：平扫高密度、均质、病灶突入肾盂或肾盏、病灶中央有典型的轮辐状瘢

痕，并且瘢痕会随着时间延长逐渐向里填充，最后完全填充，这几个征象的出现高度提示嫌色

细胞癌；由此可见通过 CT 平扫及增强四期扫描，可比较准确的对其进行术前诊断，为术前确

定手术方案提供帮助。   

 

 

PU-1154 

平扫 CT 纹理分析鉴别肾上腺不典型腺瘤与囊肿的价值 

 
陈安良

1
,刘爱连

1
,李烨

1
,赵莹

1
,徐明哲

1
,郭研

2
 

1.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通用电气药业 

 

 

目的：探讨平扫 CT纹理分析参数对肾上腺非典型腺瘤与囊肿的鉴别价值。 

方法：回顾性分析经我院病理证实的肾上腺占位 42例，其中不典型腺瘤 27 例，囊肿 16 例，

CT 值皆高于 0HU。所有患者治疗前均行肾上腺平扫 CT 扫描。将 DICOM 格式的肾上腺平扫 CT

图像（层厚及层间距均为 2.5 mm）导入 Omni-Kinetics 软件中进行纹理及直方图分析。通过

3D ROI获得全肿瘤的直方图及灰度共生矩阵纹理特征参数。CT 纹理分析主要参数包括偏度、

峰度、能量值、熵值、惯性矩和对比度。比较采用 Mann-Whitney U检验，并对有统计学差异

的纹理参数进行受试者操作特征（ROC）曲线分析，确定诊断阈值。 

结果：两组病例 CT值中位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肾上腺不典型腺瘤直方图参数偏度、峰度、

能量值的中位数低于肾上腺囊肿，而熵值肾上腺不典型腺瘤中位数高于囊肿，分别为-0.020 

vs. 0.125、3.147 vs. 3.647、0.661 vs. 0.814和 1.018 vs. 0.623，差异皆有统计学意义。灰度共

生矩阵肾上腺不典型腺瘤能量值低于囊肿，而熵值、惯性矩、对比度不典型腺瘤皆高于囊肿，

中位数分别为 0.022 vs. 0.036 和 6.009 vs. 5.313、5.381 vs. 3.680、4.571×10
-5 
vs. 2.956×10

-

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当偏度≤0.337 和偏度≤3.171（直方图参数），能量值≤0.023 和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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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5.9（灰度共生矩阵参数），ROC 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701、0.806、0.769、0.780，特异度

分别为 43.8%、93.8%、87.5%、63.0%，敏感度分别为 96.3%、63.0%、59.3%、87.5%。 

结论：平扫 CT纹理分析参数可以较好的鉴别常规 CT 平扫不能鉴别的肾上腺不典型腺瘤与囊

肿。   

 

 

PU-1155 

双能量 CT 80-kVp 检出肝细胞癌的适宜碘剂量研究 

 
赵林伟

1
,杨国庆

1
,董国礼

2
,赵秀华

1
,冯敏

1
 

1.遂宁市中心医院 

2.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肝脏双能量 CT（dual-energy CT，DECT）80 kVp图像检出富血供肝细胞癌时，肝动

脉期和门静脉期适宜的单位去脂体重碘剂量。 

方法 对 76例富血供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病人行 DECT增强扫描。肝

动脉期图像中采用定性的肿瘤−肝脏对比（qualitative tumor-to-liver contrast，

QL−TLC）和定量的肿瘤−肝脏对比噪声比（quantitative tumor-to-liver contrast-to-

noise ratio，QT−TLCNR）评估肿瘤的醒目度。强化效果满足准确诊断时所需的最小和充分的

QT−TLCNR，根据定性评估为“良好”组中 QT−TLCNR值的中位数和 75%分位数确定。动脉期图

像中碘剂量（mgI/kg LBW）与 QT−TLCNR的关系以散点图显示，回归线从 QT−TLCNR作因变

量，碘剂量作解释变量的回归模型中获得。合理碘剂量根据最小 QT−TLCNR和充分的 QT−TLCNR

估计。 

结果 肝动脉期碘剂量（mgI/kg LBW）与 QT−TLCNR的回归线方程为：Y=−5.31+0.016X

（mgI/kg LBW）。在最小（3.43）和充分的 QT−TLCNR（4.04）基础上，动脉期图像合理的对

比剂碘剂量为 546−584 mgI/kg LBW。门静脉期图像碘剂量（mgI/kg LBW）与肝脏强化的回归

线方程为：Y（HU）＝−48.38＋0.219X（mgI/kg LBW）。门静脉期图像中，肝脏强化超过 50HU

的对比剂碘剂量为 449 mgI/kg LBW。 

结论 DECT 80 kVp图像评估富血供 HCC时，动脉期和门静脉图像适宜的碘剂量可能存在差

异，分别为 546−584 mgI/kg LBW 和 449 mgI/kg LBW。 

   

 

 

PU-1156 

肾脏嫌色细胞癌 CT 增强表现与病理分析 

 
梁小红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730030 

 

 

目的 探讨肾嫌色细胞癌（chromophobe renal cell carcinoma,CRCC）的 CT 表现与病理特征

之间的联系。方法 搜集我院 2013 年 9 月-2017 年 4 月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18 例肾嫌色细胞癌

病例，分析其 CT 表现与其相对应的病理特征。结果 其中右肾 6 例、左肾 12 例，病灶直径为

2.5-9.0cm，平均直径约为 5.4cm。18 例平扫 CT 值均比肾实质高，病灶 CT 值与肾实质 CT 值之

差范围约为 2-10HU 单位。13 例病灶当中可见星芒状或者弧形低密度，12 例病灶突入肾盂肾

盏。13 例病例主体位于肾髓质，5 例主体位于皮髓质。3 例可见结节状钙化。3 例肾盂肾盏受

压变形。18 例病例共 3 种强化方式，其中 4 例为“快进快出”、9 例为“渐进性”强化、5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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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慢进慢出”强化。10 例有包膜，病灶与周围肾实质分界清楚。结论 肾嫌色细胞癌 CT表

现具有一定特征，如：平扫高密度、均质、病灶突入肾盂或肾盏、病灶中央有典型的轮辐状瘢

痕，并且瘢痕会随着时间延长逐渐向里填充，最后完全填充，这几个征象的出现高度提示嫌色

细胞癌；由此可见通过 CT 平扫及增强四期扫描，可比较准确的对其进行术前诊断，为术前确

定手术方案提供帮助。 

     

 

 

PU-1157 

肾上腺海绵状血管瘤的 CT 及 MRI 表现 

 
吴艳秋,邢振,曹代荣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5 

 

目的：探讨肾上腺海绵状血管瘤的 CT及 MRI表现特点。 

材料与方法：回顾性分析 2009年 1月-2016年 12月我院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6例肾上腺海绵状

血管瘤的 CT及 MRI资料，其中 4例患者行 CT平扫和增强检查，1例患者行 MRI平扫和增强检

查，1例患者同时行 CT及 MRI平扫和增强检查。 

结果：男性 2例，女性 4例；年龄 16-71岁；6例海绵状血管瘤均位于单侧肾上腺，其中右侧

3例、左侧 3例；肿瘤最大直径 1.0-8.2cm；6例均呈圆形或类圆形；病灶边界清楚；CT 平扫

表现为 3例密度均匀，CT值约 29-35HU；2例密度不均匀，其中 1例可见条状钙化；1 例合并

大量出血；CT增强扫描均呈渐进性强化，动脉期呈不均匀强化，病灶内见结节状、斑片状强

化区，实质期强化范围增加；MRI平扫表现为 1例信号均匀，呈长 T1长 T2信号，1例伴有大

量出血，T1WI及 T2WI均呈混杂信号，MRI增强扫描 2例均表现为渐进性强化。 

结论：在 CT及 MRI增强图像中病灶呈渐进性强化，动脉期内见结节状、斑片状强化是肾上腺

海绵状血管瘤的特征。因此增强图像有助于肾上腺海绵状血管瘤的诊断与鉴别诊断。  

 

 
PU-1158 

Diagnostic Accuracy of LI-RADS for Evaluating HCC: a 

Meta Analysis 

 
Li Jinkui,Liu Haifeng,Lei Junqiang 

The First Hospital of Lanzhou University 730000 

 

Purpose: This meta-analysis is to comprehensively evaluate the diagnostic accuracy 

of the Liver Imaging-Reporting and Data System (LI-RADS) for diagnosing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Materials and methods: The Cochrane Library, PubMed, Embase, Web of Science, China 

Biological Medicine Database (CNKI), VIP,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CBM) and Wanfang databases were systematically searched for retrieving eligible 

studies concerning diagnosis of HCC with LI-RADS by CT and/or MR. QUADAS-2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quality of included articles. The Stata version 12.0 and 

RevMan version 5.2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data.  

Results:13 studies from 11 articles were included (7 MR studies and 6 CT studies). 

When considered LR3-5 as positive for HCC, the pooled sensitivity (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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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ficity (SPE) and diagnostic OR (DOR) of MR/CT were 0.87/0.93, 0.78/0.77, and 

60.88/82.57, respectively. When considered LR4-5 as positive, the SEN, SPN and DOR 

of MR/CT were 0.87/0.81, 0.88/0.92 and 102.04/70.74, respectively. If LR1-2 were 

considered negative and LR4-5 considered positive (excluding LR-3), the SEN, SPN 

and DOR of MR were 0.99, 0.87 and 291.64, respectively; and the corresponding 

numbers for CT were 0.99, 0.86 and 351.29, respectively. If considered LR-5 as 

positive only, the SEN, SPN and DOR of MR were 0.52, 0.97 and 55.96, respectively; 

the corresponding data for CT were 0.92, 0.93 and 160.66,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The LI-RADS provides strong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for the diagnosis 

of HCC with CT and MR. The combination of the categories LR-4 and LR-5 for the 

diagnosis of definitive HCC achieves higher specificity compared with combination 

of the categories LR 3-5. 

   

 

 
PU-1159 

原发性肝细胞肝癌Ⅱ级 MR Gd-EOB-DTPA 增强肝胆期表现与病

理对照研究 

 
梁宏伟,陆健 

南通市第三人民医院 226006 

 

目的 回顾性分析 2012年 9月至 2017年 7月经病理证实的原发性肝细胞肝癌Ⅱ级病例 MRGd-

EOB-DTPA增强肝胆期的图像，分析其特点，与病理对照研究，以提高对其认识。方法 回顾本

院 15例经病理证实的肝细胞肝癌Ⅱ级病例的 MR Gd-EOB-DTPA增强肝胆期的图像，按照肝胆期

图像信号特点分为三类，低信号，略低信号，高信号，分别与病理对照研究分析，总结特点。

两位有经验的诊断医生在 PACS系统阅片，分别测量病灶平扫（SIo）及肝胆期信号值（SIh），

计算均值后，计算差值△SI ，获得病灶肝胆期强化信号值。每个病例采集 3幅图像导入

Image-Pro Plus 软件（版本号 6.0.0.260），手工标记视野内分化差的肝癌细胞，进行计

数，计算分化差的细胞占总细胞数的千分比。记录三个视野的结果，计算均值。分析分化差的

细胞占总细胞数的比值（千分比）与△SI 的关系(Pearson 相关系数)。结果 15 例肝细胞肝

癌Ⅱ级病例，其中 8例肝胆期低信号，符合肝癌肝胆期的典型表现，其病理上细胞体积和核/

质比较Ⅰ级增大，核染色加深，有异型性改变，胞浆呈嗜酸性颗粒状，细胞失去正常形态，肝

胆期不能摄取 Gd-EOB-DTPA。3例表现为部分高信号，其中 1例病灶内有出血。除一例因病灶

内出血，导致肝胆期高信号，另外俩例均见分化较好肝细胞，其形态接近正常的肝细胞，具有

肝胆期具有摄取 Gd-EOB-DTPA 的能力。△SI 与分化较差细胞占总细胞数的比值呈明显负相

关。  

 

 
PU-1160 

少见脂肪萎缩性糖尿病两例并影像学特征探讨 

 
何苹 

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 300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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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索、归纳脂肪萎缩性糖尿病的影像学特点，提高诊断效率，并有助于根据影像学特征

揭示病因 

方法 两例青年女性脂肪萎缩性糖尿病患者，均经过遗传学基因型检测证实。分析其影像学资

料，并进行总结归纳，经过与国内及国际相关研究对比，得出结论。 

结果 经过总结、归纳，脂肪萎缩性糖尿病主要影像学表现有：1.全身脂肪萎缩，主要包括皮

下脂肪及腹腔内脂肪，尤其大网膜区。2.肝、脾、胰腺及双肾体积增大，脂肪肝，双肾实质密

度减低 3.双侧股骨形态正常，骨髓腔内密度不均匀，左侧股骨头及双侧髋臼、坐骨近左髋关

节面处、椎体骨质内广泛囊变区并边缘骨质硬化。此外均有先天性、顽固性糖尿病，并进行性

加重。 

结论：脂肪萎缩性糖尿病是罕见的遗传学全身系统性疾病，与近亲结婚具有高度相关性，主要

以全身脂肪萎缩及肝脏、肾脏异常为主，同时伴发骨盆及椎体骨质的囊性变。 

   

 

 

PU-1161 

直肠癌新辅助放化疗后环周切缘的 MRI 再评估 

 
董龙春,钟进,李鹏,刘筠 

天津市人民医院 300121 

 

研究目的：探讨 MRI 对直肠癌新辅助放化疗后环周切缘（Circumferential Resection Margin, 

CRM）再评估的准确性。 

材料与方法：搜集自 2015年 11月至 2017年 2月间入住天津市人民医院的低位直肠癌并行手

术治疗的患者 88例，所有患者均行术前高分辨 MRI检查，检查序列包括横轴位、冠状位及矢

状位 T2WI、横轴位 T1WI及 DWI序列。将 88例患者分为两组，组 A和组 B。组 A共 45例患者

（男 23例，女 22例，年龄范围 28~76岁，平均 53± 8.92 岁），包括 T1～T2期和早期的

T3N0期，所有患者均直接进行手术治疗。组 B共 43例患者（男 27例，女 16例，年龄范围

29~75岁，平均 57± 9.83 岁），包括局部进展期 T3期、T4期和 N+（任何 T分期），所有患

者均于 6～8周长程新辅助治疗后行手术切除。CRM侵犯危险度的 MRI判断标准：CRM≤1mm，

高危；1＜CRM≤5mm 中危；CRM＞5mm，低危。比较组 A与组 B（新辅助治疗后）MRI判断 CRM

侵犯的准确性。 

结果：在 A组中，MRI测量 CRM≤1mm 的患者共 6例，其中 5例（83.33%）术后病理证实 CRM

受侵；1＜CRM≤5mm 的患者共 21例，其中 15（71.42%）例术后病理证实 CRM受侵；CRM＞5mm

的患者共 18例，其中 2（11.11%）例术后病理证实 CRM受侵。在 B组中，新辅助治疗后

CRM≤1mm、1＜CRM≤5mm、CRM＞5mm的患者分别为 12、19、12例，其中术后病理证实 CRM受

侵的患者分别为 9（75.00%）、10（52.63%）、1例（8.33%）。 

结论：高分辨 MRI对 CRM的评估具有较高的准确性，新辅助放化疗后，由于不同程度的纤维化

及炎性反应，造成诊断准确性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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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162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gastric cancer, normal gastric wall and the junction 

on dual energy CT: a preliminary study 

 
Zhang li

1,2
,Huang Gang

1
,Cheng Jiarong

1,2
 

1.Gansu Provincial Hospital 

2.GANSU UNIVERSITY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urpose 

To investigate the value of dual energy CT scan parameters_Rho (electron 

density),Z(effective atomic number), and DEI(Dual Energy Index) values in 

differentiating gastric cancer, normal gastric wall and the junction between 

the tumor and the normal gastric wall on non-contrast dual energy CT. 

Methods and materials 

21 patients with gastric cancers which were confirmed by 

the surgery pathology all underwent non-contrast dual energy CT 

(Siemens ,Definition Flash CT,80kv and 140kv). The Rho,Z and DEI values were 

separately measured in gastric cancer, normal gastric wall and the 

junction from ROIs (regions of interesting，about1-2 each patient), which were 

located at the tumors of gastric cancers ,the junction between the tumor and the 

normal gastric wall and the greater curvatures wall of the normal 

stomachs to avoid necrosis and calcification. The normal stomachs were 

selected as far as gastric cancers,5 cm from the tumor tissue at least.The values 

of Rho,Z and DEI values were compared in gastric cancer, normal gastric 

wall and the junction by independent sample t test, respectively. If the 

results a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ROC curves were made to obtain the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and cut-off value.  

Result 

There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bout Rho and DEI values between the gastric 

cancer and the normal gastric walls(P<0.05).The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and cut-

off value of Rho and DEI were 95.%,100%,11.55 and 52.7%, 80.3%, 0.001, 

respectively. The Rho value between gastric cancer and the junction also ha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and the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and cut-off 

values respectively were 96%,80.8%,28.15. While the Z value in gastric cancer, 

normal gastric wall and the junction and the DEI between the junction and normal 

gastric wall we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Conclusion 

The quantitative parameters—Rho of dual energy non-contrast CT can help to 

difference gastric cancer, normal gastric wall and the junction between the 

tumor and the normal gastric wall. DEI can distinguish gastric cancer from 

normal gastric w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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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163 

肝脏原发性 MALT 淋巴瘤的 MRI 表现 

（3 例病例报告并文献复习） 

 
颜荣华,单群刚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510630 

 

目的：肝脏原发性粘膜相关淋巴组织结外边缘区 B细胞（MALT）淋巴瘤罕见，本文旨在探讨其

MRI表现，提高对其的认识。 

方法：回顾性分析 3例肝脏原发性 MALT患者临床资料、MRI特征和病理学结果，复习相关文

献，总结诊断经验。 

结果：病例 1，男，53岁，体检发现肝占位，HBsAg（+），AFP、CEA（-），MRI示肝 S4/8段

稍长 T1稍长 T2信号肿块，DWI中等高信号，动脉期轻度强化，门脉期及延迟期呈等稍高信

号，可见“血管漂浮征”，术前诊断为血管瘤。病例 2，男，58岁，乏力纳差、右上腹隐痛 2

月，HBsAg（+），AFP（-），WBC（-），MRI示肝 S2/3稍长 T1稍长 T2信号结节，约

22×19mm，DWI明显高信号，动脉期轻度强化，低于肝实质，门脉期强化减退，可见“血管漂

浮征”，肝胆期呈低信号，术前诊断为小肝癌。病例 3，女，63岁，体检发现肝占位，HBsAg

（+）、AFP、CEA、CA199、CA125（-），MRI示肝内多发结节，约 10~25mm，呈稍长 T1 稍长

T2信号，DWI明显高信号，增强扫描动脉期轻度强化，门脉期强化减退，肝胆期呈低信号，术

前诊断为原发性多中心性肝癌。病例 1、2行肿瘤切除术，病例 3行穿刺活检，均病理证实为

肝脏原发性 MALT。复习相关文献，肝脏原发性 MALT目前仅 60余例文献报道，患者临床表现

及实验室检查缺乏特异性，中老年好发。影像检查易误诊为原发性肝癌、胆管细胞癌或其他常

见肿瘤，MRI单发者较多见，T1WI低信号，T2WI稍高信号，弥散受限，边界清楚，多数信号

均匀，增强扫描强化轻微且均匀，肝胆期未见肝细胞特异性对比剂摄取，“血管漂浮征”对肝

脏原发性淋巴瘤诊断有所帮助，但确诊 MALT常需结合免疫组化。外科手术切除有助于确诊及

有效治疗。 

结论：肝脏原发性 MALT 淋巴瘤 MRI表现缺乏特异性，“血管漂浮征”对原发性淋巴瘤诊断有

所帮助，确诊主要依靠病理学和免疫组化特征。  

 

 
PU-1164 

联合 IVIM-MRI 技术及肝纤维化指标定量评估肝纤维化 

 
陆婧,徐霖 

十堰市太和医院 442000 

 

目的：探寻体素内不相干运动扩散加权成像方法在肝纤维化的应用，以早期、定量地评估肝纤

维化程度。 

材料与方法：选取来我院肝病中心就诊的慢性肝病并经病理确诊为肝纤维化的患者 50例（男

26例，女 24例），同期正常志愿者 21例（男 12例，女 9例）,依据肝纤维化病例分期分为

正常组(n=21)、轻度纤维化(n=13)、中重度纤维化(n=18)及肝硬化(n=19)共 4组。比较两组患

者的年龄、性别等一般资料并检测肝纤维化四项生化指标。所有被试均行常规 MRI扫描排除基

础疾病，随后行 IVIM数据采集，并对数据进行后处理及相关统计学分析。 

结果：肝纤维化组 D、f、D*指标分别为 0.835±0.095, 0.146±0.056, 

8.278±1.535 (×10-3 mm2/s, P＜0.001) ,而正常志愿者 D、f、D*指标分别为

1.213±0.098, 0.175±0.047, 11.231±1.970 (×10-3 mm2/s, P＜0.001) ，提示肝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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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患者的 IVIM指标较正常对照组均减低。随着肝纤维化的进展，D*值在不同程度肝纤维化组

间具有差异性，并与肝纤维化的分期呈负相关（r=-0.672，P<0.001)，差异具有统意义。此

外，血清层黏连蛋和中透明质酸水平在不同程度肝纤维化组间亦具有差异性，且与 f值、D*值

具有相关性（P<0.001）。 

结论：IVIM成像技术为评价肝纤维化的严重程度提供了依据，其中 D*值有潜力成为预测肝纤

维化分期的一个敏感的影像学指标。血清层黏连蛋和中透明质酸对于肝纤维化分期诊断具有一

定的价值。 

 

 

 

PU-1165 

磁共振扩散加权成像对胃肠道间质瘤危险度分级的应用价值 

 
袁振国

1
,夏梦莹

1,2
 

1.山东省医学影像学研究所 

2.山东大学山东省医学影像学研究所 

 

目的 评估磁共振扩散加权成像对胃肠道间质瘤危险分级的作用，并与病理组织学分级对照。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0年 1月至 2015年 8月山东省省立医院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35例胃肠道间

质瘤的临床资料及 MRI检查图像。结果 胃肠道间质瘤患者 35例，男 19例，女 16例，年龄在

24岁-68岁之间，平均年龄（39±3.2）岁。共 40个病灶，十二指肠 9例、小肠 17例、直肠

1例、肝门区 1例、腹腔 3 例、盆腔 3例、卵巢 1例，5例患者出现肝转移。根据病理学危险

分级标准，35例患者中有 10例高危、11例中危、13例低危，1例极低危，现将极低危归为低

危进行评估。35个肿瘤原发灶 ADC值的均值为 1.1x10
-3
mm

2
/s，范围为（0.57~1.79）x10

-

3
mm

2
/s，在高、中、低分级中 ADC值分别为(0.78± 0.12) x10

-3
mm

2
/s，(1.30 ± 0.90) x10

-

3
mm

2
/s，(1.62 ±0.08) x10

-3
mm

2
/s。结论 胃肠道间质瘤的 ADC值与肿瘤危险分级具有相关

性，可以对胃肠道间质瘤的高、中、低危险分级进行有效评估，ADC越小其肿瘤的危险分级越

高，肿瘤的危险分级与 ADC 值呈负相关性。 

   

 

 
PU-1166 

Value of dual-energy CT to differentiate medially and 

poorly differentiated gastric cancer 

 
Zhang Li

1,2
,Huang Gang

1
,Cheng Jiarong

1,2
 

1.Gansu Provincial Hospital 

2.GANSU UNIVERSITY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URPOSE 

To investigate the feasibility of dual-energy CT to distinguish the poor 

differentiationand middle differentiation gastric cancer. 

METHOD AND MATERIALS 

FromJune 2016 to January 2017, 24 poorly and 33 middlly differentiation gastric 

cancer patients who underwent two-phase(arterial phase 

and portal phase )contrst CT using dual-energy mode（Siemens,Definition F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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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e included in the study.Regions of interest (ROIs) about2-3 per personwere 

drawn to avoid the area of necrosis and calcification to obtain ROI datafiles 

which contained respectivelythe two phasesCT value and virtual non-enhanced 

images CT values.And then,we could respectively calculate the two phases 

enhancement range CT valuesusing each phase enhanced CT values minus the 

correspondingvirtualnon-enhancedCT values.Later,we separatelycomparedtwo phases 

enhancement range CT values between gastric cancer and normal stomach by t-test. 

RESULTS 

The enhancement range inarterialphasehad obviously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P < 

0.05) between poor and middle differentiation gastric cancer and its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and cut-off value were respectively91.1%, 42% and 37.67 .In the 

portalphase ,there were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 > 0.05)between them. 

CONCLUSION 

The enhancement range inarterialphase of dual-energy CT can be used to 

distinguishmiddle and poordifferentiatedgastric cancer. 

   

 

 

PU-1167 

Inflammatory myofibroblastic tumor of the urinary 

bladder masqueraded bladder cancer：A case report 

 
zhang li

1,2
,Huang Gang

1
,Cheng Jiarong

1,2
 

1.Gansu Provincial Hospital 

2.GANSU UNIVERSITY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urpose 

To investigate the value of dual energy CT to find out the significance of 

double energy CT(DECT)in diagnosing and identifying rare diseases_inflammatory 

myofibroblastic tumor (IMT) of urinary bladder. Meanwhile,we can explore the 

proficiency of double energy CT to differentiate IMT and bladder cancers. 

Methods and materials 

We collected one IMT of urinary bladder patient and 10 patients of bladder 

cancer confirmed by pathology and were all enrolled to undergo a two-phase post-

contrast DECT. We observed the CT imaging features of IMT and then we 

respectively did spectrum curves of those two kinds of bladder tumors in the 

early and delayed phase using a dedicated workstation of DECT. 

Result 

On post-contrast CT, the edge of the mass significantly enhanced both in the 

early and delayed phases.What is more 

,we found that the spectrum curves of IMT in the early phase are mostly above 

those in the delayed phase and we also found that the spectrum curves of IMT are 

all above those of bladder cancers both in the early and delayed phase and the 

difference is quite obvious. 

Conclusion 

Dual-energy CT enhanced scan not only can well show the imaging characteristics of 

IMT, but aslo may be able to distinguish the IMT from blad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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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cers and even other malignant tumors of bladder speculated of post-contrast 

CT from distribution rule of spectrum curves in the 

arterial and venous phase about IMT and bladder cancers. 

 

 

 

PU-1168 

CT 与 MＲI 在异位妊娠的影像表现及诊断价值 

 
黄艳艳 

十堰市太和医院 442000 

 

【摘要】目的：探讨异位妊娠的 CT与 MＲI表现及其诊断价值。 

方法：回顾性分析 21例经手术证实的异位妊娠患者 CT与 MＲI 影像，其中输卵管妊娠 12 

例，卵巢妊娠 1 例，宫角妊娠 1 例，切口妊娠 7例; 13 例行 CT 检查，8例行 MＲI 检查。

分别计算 MRI与 CT的诊断准确率，初步总结其影像学特征。 

结果：异位妊娠 CT 与 MＲI 表现为子宫内膜以外部位的厚壁囊性、出血性或混杂密度/信号肿

块，血管丰富，增强扫描厚壁环形强化、边缘明显强化或不均匀强化，伴不同程度的腹盆腔积

血。输卵管或妊娠囊壁不完整，肿块境界不清、密度/信号不均匀伴中等度到大量腹盆腔积

血，急性期出血或活动性出血提示异位妊娠破裂。8例行 MＲI 检查，准确率约 87.5%，准确

率高于 CT检查。 

结论：异位妊娠的 CT 与 MＲI 表现具有一定的特征性，当育龄期女性出现腹盆腔出血或盆腔

肿块时应考虑异位妊娠的可能性，MRI对亚急性或陈旧性出血的显示较 CT敏感。 

   

 

 

PU-1169 

胃神经纤维瘤影像表现二例及相关文献复习 

 
田晓娟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030001 

 

 

目的：提高对胃神经纤维瘤的认识，探讨胃神经纤维瘤的临床、影像、病理、免疫组化特点及

鉴别诊断要点。方法：回顾性分析了 2014年到 2016年就诊于我院，经病理及免疫组化证实为

胃神经纤维瘤的两例病例，对其进行临床资料、影像表现、组织学特点及免疫组化分析，并复

习相关文献。结果：临床症状：1例为 61岁男性，体检发现，未觉任何不适，伴全身多处大

小不等质硬结节；另 1例为 54岁女性，上腹部不适伴黑便。影像表现（腹部 CT平扫+三期增

强）：均表现为位于胃小弯侧、粘膜下的密度均匀、边界清楚的类圆形软组织密度影，增强扫

描呈轻中度持续渐进性强化。CT诊断均被误诊为胃间质瘤。组织学特点：在黏液样基质或胶

原束之间分布有波浪状的梭形细胞，肿瘤细胞在神经束内浸润生长。免疫组化显示：CD117、

肌间线蛋白（Desmin）、Dog-1、平滑肌肌动蛋白（SMA）染色均阴性，瘤细胞 S-100蛋白均弥

漫阳性表达，其中一例 CD34（血管+）、细胞增殖核抗原（ki-67）3%。结论：胃神经纤维瘤

在胃肿瘤中罕见，可孤立发生或为全身性神经纤维瘤病的一部分，孤立性胃神经纤维瘤与神经

纤维瘤病 NF1型具有高度相关性，其组织学表现与 NF1型几乎一样，而不伴有 NF1的临床症状

的孤立性胃神经纤维瘤在临床上非常罕见。另外，胃神经纤维瘤缺乏特征性临床表现及典型影

像特征，术前诊断困难，最终确诊必须依靠组织学及免疫组化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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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170 

R2*值和 T2*值对子宫肉瘤与变性子宫肌瘤的鉴别诊断价值 

 
牛淼,刘爱连,赵莹,张钦和,田士峰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6011 

 

目的 探讨增强 T2
*
加权血管成像（enhanced T2 star weighted angiography ，ESWAN）序列

后处理参数 R2
*
值和 T2

*
值对子宫肉瘤（uterine sarcoma，US）和变性子宫肌瘤（degenerated 

hysteromyoma，DH）的鉴别诊断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本院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13例 US和

29例透明边及粘液样变 DH 患者的临床资料，二者的年龄及平均年龄分别为 48-85岁和

65.47±10.83 岁、28-62岁和 45.17±8.39 岁。所有患者均行 1.5TMR检查，扫描序列包括：

T1WI、T2WI、DWI、LAVA多期增强、ESWAN。在 ADW4.6工作站上应用 Functool软件对 ESWAN 序

列图像进行后处理，得到 R2
*
和 T2

*
重建图，分别在两个重建图像上的病灶实质区的相同位置放

置两个大小相同且大于病灶实质区 1/3的 ROI，然后测得 R2
*
值和 T2

*
值。将所测得的 R2

*
值和

T2
*
值进行非参数（Mann-Whitney U）检验，比较 R2

*
值和 T2

*
值在 US与 DH之间的差异。应用

ROC曲线分析 R2
*
值和 T2

*
值鉴别 US与 DH的诊断效能。结果 US的 R2

*
值低于 DH，6.45

（2.71，12.64） vs 15.20（13.08，17.03）；US的 T2
*
值高于 DH，179.71（87.03，

221.65） vs 6.37（59.51,81.60），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R2
*
值和 T2

*
值的 AUC

分别为 0.928、0.862，诊断 DH的阈值为分别为≥12.70、≤93.59，对应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分

比为 89.7%和 84.5%、93.1%和 76.9%。结论 R2
*
值和 T2

*
值对子宫肉瘤和变性子宫肌瘤的鉴别

诊断具有一定的价值。 

   

 

 
PU-1171 

副脾硬化性血管瘤样结节性转化一例 

 
牛淼,刘爱连,刘静红,李烨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6011 

 

患者 男，27岁。一个月前经体检超声发现腹腔内肿物，患者无明显症状，血常规及肿瘤标志

物（AFP、CEA、CA19-9、CA125）未见异常。 

超声：脾、肾之间见低回声团，大小约 5.5cm×4.7cm，界清，血运较丰富。 

CT检查：胰尾下方、左肾右前方、脾脏左前方可见一类圆形等密度肿块影，其内可见点状致

密影，肿块大小约为 5.9cm×5.4cm，平扫时 CT值约为 39Hu，增强扫描呈轻度均匀强化，三期

CT值约为 59Hu、61HUu、65Hu，同时，增强扫描肿块周边可见弧形稍高密度影，平扫时未见明

确显示。病灶与胰尾、左肾、脾脏分界尚清。 

手术及病理所见：经电刀逐层切开皮肤入腹，见肝脏、胆囊、脾脏正常，于脾下极腹膜后见大

小约为 6cm×6cm 的肿物，其包膜完整，后经超声刀慢凝完整切除肿瘤。切面灰红间灰白色，

质地中等。病变由梭形细胞构成，呈结节样排列，结节中央可见窦隙样血管，周围可见脾窦结

构。病理诊断为副脾硬化型血管瘤样结节性转化（sclerosingangiomatodnodular 

transformation，S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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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172 

Blood supply of viable tumor area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after transcatheter 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 

 
quan li 

The Thir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510630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blood supply of viable tumor area(VTA)of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after transcatheter 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 usinglipiodol(LP-TACE) 

by dual-phase multislice computed tomography (MSCT)scanning. MethodsThirty-eight 

patients with 55 HCCs after LP-TACE treatment were examined by plain scanning 

andhepatic dual-phase MSCT. The performance of VTA on plain scanning and the 

enhancementpatterns on dynamic contrast-enhanced scanning were observed. In 

contrast-enhanced CT scans,the blood supply of VTA was classified into four types: 

arterial blood supply, portal blood supply,arterial together with portal blood 

supply and poor blood supply. Atthe same time, theattribution of portal venous 

blood supply to VTA was compared with that before LP-TACE. ResultsThe VTA appear 

as a hypoattenuation lesion on unenhanced images, and the CT value of 

VTAwas(37.71± 7.78)Hu. In contrast-enhanced CT scans, the blood supply of VTA was 

classified intofour types: arterial blood supply(29 cases), portal blood supply(2 

cases), arterial together withportal blood supply(22 cases)and poor blood supply(4 

cases). The attribution of portal venousblood supply to VTA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after LP-TACE. Conclusion Arterial blood supplyand arterial together 

with portal blood supply are the two main types of the blood supply withVTA. The 

attribution of portal venous blood supply to VTA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afterLP-TACE   

 

 
PU-1173 

CT、MR 联合 MR 扩散加权成像对卵巢囊腺瘤 

和囊腺癌的鉴别诊断价值 

 
郑修竹,朱建忠,秦健 

泰山医学院附属医院 271000 

 

目的：探讨螺旋 CT、常规 MR与 MR扩散加权成像结合对卵巢囊腺瘤和囊腺癌的鉴别诊断价

值。 

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收治、行择期切除术并经过术后病理证实的卵巢囊腺瘤患者 29例及卵

巢囊腺癌患者 16例,对其临床资料和术前 CT、MR影像特征及 DWI信号特征、囊壁和间隔的

ADC值进行分析和对照研究。 

结果：29例囊腺瘤患者（包括浆液性囊腺瘤 18例、黏液性囊腺瘤 11例）,16例囊腺癌患者

（包括浆液性囊腺癌 9例、黏液性囊腺癌 7例）,以浆液性囊腺瘤/癌居多。分析病变的 CT及

MR特征可以显示,浆液性、黏液性卵巢囊腺瘤患者之间,瘤体边缘、瘤体形态(单房/多房)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浆液性囊腺瘤与黏液性囊腺瘤之间 ADC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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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卵巢囊腺癌与囊腺瘤之间,CT值、瘤体直径、瘤体边缘、瘤体形态(实性/囊性、规

则/不规则)等指标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卵巢囊腺癌患者,其囊壁和间隔 DWI均可

见高信号,平均 ADC值为（0.86±0.24）×10
-3
mm

2
/S,而卵巢囊腺瘤患者,其囊壁和间隔 DWI均

未见明显高信号,平均 ADC值为（1.67±0.19）×10
-3
mm

2
/S，两者之间 DWI信号高低及 ADC值

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卵巢囊腺瘤和囊腺癌的 CT、MR表现各有其特征,部分病变特征有所重叠，在此基础上与

MR扩散加权成像结合，综合分析病变特征,对卵巢囊腺瘤和囊腺癌的诊断及鉴别诊断具有较高

的价值。  

 

 

PU-1174 

磁共振成像对胰腺癌胰周神经浸润预测研究 

 
边云,曹凯,方旭,王莉,陆建平 

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 200433 

 

胰腺癌（PC）胰周神经浸润（PNI）发生率高达 80%～100%，肿瘤复发仍然为影响疗效的重要

因素之一。基于此，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探讨磁共振成像对 PC神经浸润诊断的价值。 

方法：连续收集自 2016年 5 月至 2017年 5月期间 PC患者。PC患者的纳入标准：①所有来我

院就诊疑似 PC并拟确诊后于我院进行手术治疗的患者；②所有患者治疗前均于我院进行胰腺

MRI；②就诊时具有特征性的临床表现者； MRI扫描序列包括胰腺横断平扫 T1WI四项位、

T2WI、MRCP、DWI扫描，T1WI 四期增强扫描。评价胰周六个神经丛(JPS神经丛划分法)。6个

神经丛按四个主要路径评价：PLX-1路径：门静脉后方自胰头到腹腔神经节；PLX-2路径：自

胰十二指肠上后动脉（PIPDA）到肠系膜神经节；自胃十二指肠动脉（GDA）路径：自 GDA到肝

总动脉（CHA），最后止于腹腔神经节；肠系膜根部路径：小肠系膜或横结肠系膜。MRI胰周

脂肪信号的改变 PNI分为 3级：PNI 0胰周脂肪间隙无变化；PNI 1胰周脂肪间隙变窄或胰周

血管间隙消失；PNI 2胰周脂肪间隙消失，胰外神经走行区域见不规则软组织块影。所有胰腺

肿瘤切除标本均制作成病理大组织切片，行 HE和免疫组化染色，抗体为 S-100。 

结果：符合条件的入组患者共 55例，MRI术前诊断为无胰周神经浸润的有 7例，有胰周神经

浸润 48例，PLX1有 11例，PLX2有 8例，GDA神经束有 7例，肠系膜神经束有 4例，PLX1和

PLX2有 9例，PLX1、PLX2和肠系膜神经束有 5例，PLX1 和 GDA神经束有 1例，PLX2和 GDA神

经束有 1例，PLX1和和肠系膜神经束有 1例，PLX2和肠系膜神经束有 1例。以病理结果为金

标准，MRI术前诊断正确有 48例，错误有 7例，灵敏度为 91.5%，特异度为 75%，误诊率为

25%，漏诊率为 8.5%，正确率为 87.3%。 

结论：MRI可以较为准确的评价胰周神经浸润。  

 

 

PU-1175 

胰腺黏液性非囊性癌影像学特征与病理对照分析 

 
边云,方旭,刘日,曹凯,马超,陆建平 

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 200433 

 

目的 分析胰腺导管罕见变异类型胰腺黏液性非囊性癌（mucinous noncystic carcinoma of 

pancreas，MNAC）的影像学特征，并与病理大组织切片一一对照，提高临床医生对该病的认

识。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病理明确诊断为 MNAC的患者术前影像学资料。其中男性 8例，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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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13（21～81岁），女性 2例，年龄 60 13（30～86岁）。由两名高年资影像诊断医生统

计和整理影像学、临床和病理资料，将 MNAC大体标本和镜下与影像学表现一一对照，总结该

病的影像学特征。结果 10 例 MNAC患者中 3例为主胰管型 IPMN，4例为分支胰管型 IPMN，7

例均与肠型 IPMN有关，3例诊断为单纯性 MNAC。镜下可见界限较清楚的黏液池呈结节样分

布，大部分黏液池结节内呈分隔状，结节周围有纤维间质包裹，黏液池内可见异形上皮细胞或

腺样结构，细胞呈立方体或印戒样细胞，呈簇状或散在分布于黏液池中，黏液池外的纤维结缔

组织中未见到黏液腺或黏液细胞浸润。PAS染色可见细胞内外黏液，细胞内黏液呈浓缩状。病

变主要影像学特征为 8例病灶位于钩突，8例与 IPMN伴发，8例患者出现病灶内钙化，10例

均未见肝内外胆管扩张，合并 IPMN常合并主胰管不同程度扩张。病变表现为囊性为主的肿

块，囊壁不规则增厚，囊腔内可见粗细不均的实性成分和分隔，增厚的囊壁和囊腔内分隔

T1WI呈等信号，T2WI呈稍高信号，增强后明显强化，弥散加权明显受限。CT和 MRI各具优

势，由于 MRI软组织对比度好，在显示增厚的囊壁、囊腔内实性成分和分隔优于 CT；CT 可以

较好的显示病灶内钙化，并且可通过沿主胰管曲面重建完整展示主胰管和病灶的情况。结论 

独立存在的 MNAC较少，基本都与 IPMN伴行，影像主要以囊性肿块伴钙化为主要特征，当影像

诊断为 IPMN成立时，需要进一步诊断 IPMN是否伴有恶变倾向，并仔细观察怀疑恶变部位的影

像学表现。 

   

 

 
PU-1176 

CT lymphangiography in Primary Intestinal 

Lymphangiectasia and Other Protein-losing enteropathy: 

A Comparative Study  

 
dong jian,Xin Jianfeng,Shen Wenbin,Chen Xiaobai,Wen Tingguo,Wang Rengui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affiliated Beijing Shijitan Hospital 100038 

 

Purpose 

To compare the imaging features of CT lymphangiography (CTL) in primary 

Intestinal Lymphangiectasia (PIL) and other protein-losing enteropathy (PLE) .  

Materials and Methods  

Thirty-eight patients diagnosed as PLE were recruited in this study, including 25 

PIL, and 13 other PLE. All imaging data were reviewed by two radiologists 

separately. Subjective indexes of CTL are: (1) circumferential intestinal 

thickening; (2) edematous lesions, (3) lymphangiectasia in intestinal wall and 

mesentery, (4) lymph reflux to collateral pelvis, (5) lymphangiectasia in other 

retroperitoneal areas. The difference of imaging features between PIL and other 

PLE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irty-five intestinal wall thickening, 23 edematous lesions, 15 intestinal and 

mesenteric lymphangiectasia and 14 lymphatics reflux were found in all patients. 

There is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in intestinal wall thickening (92% versus 

92.3%), edematous lesions (60% vs 61.5%), and lymphatics reflux (40% vs 30.8%) 

between PIL and other PLE. While for PIL, the rate of intestinal and mesenteric 

lymphangiectasia is higher, and the average age is younger than other PLE (all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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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 Eight lymphangiectasia in other retroperitoneal area were all in PIL 

group.  

Conclusions 

Intestinal and mesenteric lymphangiectasia demonstrated in CTL is the specific 

imaging feature for PIL, and a potential sign for the differential diagnosis 

between PIL and other PLE.  

 

 

PU-1177 

1.5T 磁共振 IDEAL-IQ 序列对肝硬化患者肝功能 

分级的可行性研究 

 
王楠,刘爱连,解立志,郭维亚,张钦和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6011 

 

目的 探讨 1.5T磁共振定量非对称回波的最小二乘估算法迭代水脂分离序列（IDEAL-IQ）评估

肝功能分级的可行性。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6年 2月至 2017年 3月我院收治的 91例肝硬化患

者，收集患者临床资料，依据肝功能 Child-Pugh分级标准计算肝功能评分。出组条件为合并

巨块型肝癌、肝内可疑恶性占位、肝脏术后或肝内多发病灶。最终入组 54例：肝功能 A级 25

例，肝功能 B级 19例，肝功能 C级 10例。扫描结束后在操作平台进行图像重建，获得

T2*water图、T2*fat图、R2*驰豫率图、脂肪分数图四组图像。由一位高年资医师和一位低年

资医师分别在 AW4.6工作站通过脂肪比像、R2*驰豫率像对肝左内叶、肝左外叶、肝右前叶和

肝右后叶的脂肪含量、铁含量进行定量测定。所测肝脏数据取均值。两次测量数据一致性较好

(ICC＞0.75)。对脂肪分数、R2*值和肝功能评分三者行 pearson相关性分析。比较肝功能各级

之间脂肪分数及 R2*值的差异，并进行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分析。结果 肝功能 A、B、C三级

的脂肪分数分别为（4.46±1.74）%、（4.46±2.92）%、（8.35±5.15）%，肝功能 A、B、C

三级的 R2*值分别为（32.72±10.16）Hz、（33.01±17.01）Hz、（52.73±54.89）Hz。脂肪

分数与肝功能评分之间具有相关性（P＜0.05，相关系数 0.384）；肝功能 A、B、C三级间的

R2*值、肝功能 A级与 B级间的脂肪分数差异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肝功能 C级的脂肪

分数与 A、B级均有统计学差异（P＜0.05）；当脂肪分数＞9.325%时，诊断肝功能 C级，排除

A级的敏感度为 50%，特异度为 96%。结论 肝脏内脂肪含量与肝功能评分呈正相关；1.5T 磁共

振 IDEAL-IQ序列对于肝功能 C级的诊断具有一定价值。  

 

 

PU-1178 

体素内不相干运动扩散加权成像 

与子宫颈鳞癌病理分化相关性研究 

 
李乃玉,董江宁 

安徽省肿瘤医院 230031 

 

目的探讨子宫颈鳞癌 3.0T MRI体素内不相干运动扩散加权成像（IVIM-DWI）参数值与病理分

化程度的相关性。方法 收集 2016-1至 2016-12确诊为宫颈鳞癌的患者，纳入研究组共计 34

例，年龄 28岁～79岁，平均年龄 50.0岁，其中高分化组 5例、中分化组 10例，低分化组 19

例。治疗前均接受常规 MR及 IVIM-DWI检查。应用 GE ADW4.5后处理工作站测量子宫颈癌 ADC

时，根据肿瘤的大小选取合适的 ROI，并避开肿瘤坏死区及宫颈管区，共计测量三次，取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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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作为统计学数据。应用 SPSS 17.0软件比较不同分化程度宫颈癌 IVIM-DWI三个参数间有无

差别，并进行两两比较，采用 Spearman秩相关分析 IVIM-DWI参数值和宫颈癌病理分化的相关

性，p <0.05有统计学意义。结果 根据子宫颈鳞癌分化程度分组，低分化组 ADCslow值

(0.45±0.11)×10
-3
mm

2
/s 、ADCfast(8.55±7.01)×10

-3
mm

2
/s、f值(44.39±15.35)%；中分化组

ADCslow值（0.61±0.04）×10
-3
mm

2
/s 、ADCfast值(20.08±8.26)×10

-3
mm

2
/s、f值

(30.33±8.89)%；高分化组 ADCslow值（0.76±0.03）×10
-3
mm

2
/s 、ADCfast值（40.82±13.61）

×10
-3
mm

2
/s、f值(14.26±5.17)%；低、中、高分化各组之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ADCslow值及 ADCfast值与子宫颈癌病理分化呈高度正相关(r = 0.831,0.764)，而 f值与其呈负相

关(r = 0.682)。结论 在 IVIM-DWI参数中，与 f值呈负相关相比，ADCslow值和 ADCfast值与子宫

颈癌病灶病理分化程度呈高度正相关。所以 IVIM-DWI半定量参数可以初步评估子宫颈癌病理

分化程度，帮助临床制定治疗方案。  

 

 
PU-1179 

肝糖原累积症合并多发肝腺瘤 1 例报道 

 
范洋洋,方继良,张阔,罗萍,杨学东,石凤祥 

中国中医科学院北京广安门医院 100053 

 

摘要：目的 提高对先天性肝糖原累积症并发肝脏腺瘤的认识。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收治 1例

肝糖原累积症并发肝脏腺瘤的临床和影像学资料。结果 患者男性 26岁，临床表现为全身多发

肿物逐渐增大，实验室检查肝功异常。腹部超声示肝大，脂肪肝肝内多发低回声，CT检查平

扫示肝内多发稍低密度结节、肿块影，增强后动脉期明显强化，门脉期及延迟期强化程度减

弱。外院曾确诊肝糖原累积症。结论 肝糖原累积症实验室检查可出现低血糖、高乳酸、高尿

酸、代谢性酸中毒、高脂血症，可以合并肝腺瘤、痛风、肾脏病变等，年轻人出现全身肿物、

肝功异常时要警惕肝糖原累积症可能。 

   

 

 
PU-1180 

MRI 对中下段 T3 期直肠癌新辅助放化疗疗效 

及远期生存的预测价值研究 

 
赵青,张红梅,张翀达,额·图娅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00021 

 

探讨局部进展期直肠癌 MRI 特征与新辅助放化疗效果、术后 5年无进展生存期及总生存期的相

关性。 

回顾 2007-2012年我院手术病理证实为直肠癌，于术前进行辅助放化疗，且在疗前 1个月内行

盆腔 MRI检查诊断为 T3期中下段直肠癌的病例。收集临床及病理资料，随访患者生存情况，

由两名有经验的腹部影像医师独立评价 MRI图像，直至达到一致。分析 MRI征象与手术病理退

缩分级（TRG）、术后 5年无进展生存率（PFS）之间的相关性。 

共入组 231例患者，根据直肠癌壁外侵犯深度（EMD）将患者分为三组，其中 T3a期（EMD＜

5mm）68例，T3b期（5≤EMD＜10mm）86例，T3c期（EMD≥10mm）77例。壁外血管侵犯

（EMVI）阳性者 89例（38.5%），36例（15.6%）侵犯直肠系膜筋膜（MRF）。手术病理肿瘤

退缩分级（TRG）显示 4级（完全反应）21例，3级（细胞残留）88例，2级（部分反应）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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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患者 5年 PFS为 73.2%（168/231），研究期间平均无进展生存期为 7.5年。统计分析显

示 T3不同亚分期组 TRG无显著差异（P=0.056），5年 PFS随分期升高而降低，但不具统计学

意义（P=0.06）。疾病无进展组与转移复发组之间，EMD（5.8±3.9mm vs.9.6±6.7mm, 

P=0.01），EMVI阳性率（8.3% vs.31.7%, P=0.005），TRG3-4级反应率（59.5% vs.14.3%, 

P=0.02）均存在显著差异。多因素分析证实，EMD大于 7.6mm(OR=4.526, P=0.03)及 EMVI 阳性

(OR=5.368, P=0.01)为 T3期直肠癌 5年内出现复发或转移的独立预测因子。 

EMD及 EMVI可独立预测中下段 T3期直肠癌新辅助放化疗疗效及 5年内疾病无进展生存情况。 

   

 

 

PU-1181 

宫颈基底细胞样鳞癌影像学特征分析 

 
牛微,罗娅红 

辽宁省肿瘤医院 110042 

 

目的：分析早期宫颈基底细胞样鳞癌的 CT、MRI影像学特点。 

方法：选取 2009年 8月至 2015年 10月我院收治的 13例经病理诊断证实的宫颈基底细胞样鳞

癌的病人作为研究对象，术前接受 CT或 MRI检查，根据图像分析其特征性,并与早期普通型宫

颈癌进行比较。MRI图像及所有病理切片由 2名副主任医师以上职称的放射科医师及病理科医

师分别复检阅片，诊断一致的纳入本组研究。 

结果：本研究中 13例宫颈基底细胞样鳞癌病人的中位年龄为 44岁。10例患宫颈基底细胞样

鳞癌的病人已绝经；7例伴有淋巴结转移；9例宫颈基底细胞样鳞癌的病人在 CT上测得宫颈最

大层面面积为 1828.5mm
2
，平均 CT值为 39.11Hu，增强后平均增强幅度为 30Hu；5例在 MRI上

测得病灶平均大小为 23389mm
3
，信号为等或稍长 T1、稍长或长 T2信号；3例发现周围组织受

累。 

结论：宫颈基底细胞样鳞癌的临床特征为多发于绝经后，多数伴有淋巴结转移；宫颈基底细胞

样鳞癌与普通型宫颈癌在 CT、MRI表现上相比：宫颈面积最小，病灶体积最小，信号相似;伴

有肿大的淋巴结及周围组织受累；临床特征与 CT、MRI尤其是 MR功能成像的结合对宫颈基底

细胞样鳞癌的筛查有重要意义。 

 

 

 

PU-1182 

BOLD-fMRI 及 IVIM-DWI 评价移植肾早期肾功能的价值 

 
董璐

1
,任涛

2
,沈文

1
 

1.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2.天津市环湖医院 

 

 

目的 移植肾早期功能直接影响长期存活率
[1]
，探讨联合应用 BOLD及 IVIM评价移植肾早期肾

功能的价值。 

方法 前瞻性收集行异体肾移植术后 2-4周的 38例患者，均行 MRI常规扫描、BOLD及 IVIM扫

描。根据估算肾小球滤过率（eGFR）将患者分为移植肾功能良好组（18例）和移植肾功能受

损组（20例）
[2]
。测量皮髓质的 R2*值、ADC值、单纯扩散系数（ADCslow）、微循环扩散系数

（ADCfast）及灌注分数（f）。应用 SPSS23.0统计软件，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比较两组肾脏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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髓质间、不同组间皮髓质各个参数值的差异，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比较移植肾皮髓质各参数

值与 eGFR的相关性，应用 Logistic回归模型，绘制 ROC曲线评价各参数及联合两项技术对鉴

别诊断两组移植肾的效能。 

结果 1.移植肾功能良好组皮髓质的 ADC值、f值、ADCfast值、R2*值差异及移植肾功能损伤组

皮髓质的 ADC值、f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除髓质 ADCfast值，移植肾功能良好组、受损组组间

IVIM各参数及 R2*值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2.移植肾皮质 ADC值、ADCslow值、f值及髓质 ADC值、ADCslow值与 eGFR呈中度正相关（r=0.31

～0.59，P<0.05），皮质 R2*值、髓质 R2*值与 eGFR呈中强度负相关（r=0.64～0.71，

P<0.05）。 

3.联合 IVIM及 BOLD鉴别诊断两组移植肾的 ROC曲线下面积（AUC）为 89.1%，高于各单项技

术的 AUC。以皮质 f值=11.71%为截点鉴别移植肾功能受损的敏感度最高为 95.5%，以皮质 ADC

值=1.98×10
-3
mm

2
/s为截点特异度最高为 77.4%。 

结论 BOLD可反应移植肾血氧变化及代谢情况；IVIM能从微观层面提供水分子扩散和微循环灌

注的功能信息。两者联合应用，可以更全面的反应移植肾的功能代谢信息，提高鉴别诊断移植

肾功能的价值。 

 

   

 

 
PU-1183 

膀胱低度恶性肌纤维母细胞肉瘤一例 

 
金红花,程若勤 

武汉科技大学附属天佑医院 430064 

 

患者，男 40岁，尿频、尿急、尿痛，伴下腹部不适一周，无畏寒、发热及腰痛等。查体：下

腹部耻骨联合上方轻压痛。尿常规：潜血++。 

MRI示膀胱顶前部见一类圆形结节状长 T1长 T2信号灶，大小约 3.0x2.5x2.2cm，病灶凸出于

膀胱轮廓外，信号欠均匀，边缘较清楚，伴占位效应，邻近膀胱壁增厚，膀胱内壁尚光滑。

DWI病灶呈高信号表现。动态增强扫描病灶明显强化与胱胱壁强化程度一致，中央见小斑片状

无强化区。 

膀胱镜示膀胱顶部圆形壁隆，直径约 2.0cm，表面尚光滑，粘膜未见溃疡。 

手术及病理所见：膀胱顶部扪及 3.0cm大小的球形肿块，质硬，边界清楚，表面光滑，在肿块

处切开浆膜及肌层，完整分离肿块，肿块未侵犯膀胱粘膜。病理报告：膀胱低度恶性肌纤维母

细胞肉瘤，肿瘤侵及膀胱壁肌层并侵犯浆膜外纤维脂肪组织。 

术后随访 9年无复发。 

讨论：膀胱肿瘤易发生在 40岁以上男性，可为上皮性或非上皮性肿瘤。上皮性肿瘤约占

95%，多为恶性，即膀胱癌。非上皮性肿瘤即间叶性肿瘤很少见，其影像表现均不具特征性。 

病理上，低度恶性肌纤维母细胞肉瘤（LGMS）是一种起源于肌纤维母细胞的间叶性肿瘤，偶有

转移性。LGMS可累及所有器官，但最常见于比较表浅的软组织，尤其是头颈部，主要发生于

成年人，男性多见，平均约 40岁，瘤体直径 1.2-17cm，肿瘤大多为单发、实性结节，病灶多

无包膜，可边界清楚，但镜下侵入周围组织呈浸润性生长（其预后与此有关）。发生于腹盆腔

的 LGMS非常罕见。 

影像上，CT、磁共振可发现膀胱 LGMS病变，表现为大或小的息肉、结节，向膀胱腔内或腔外

生长。确诊主要依赖于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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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别诊断：1、本病主要与膀胱癌鉴别。本例病灶主要位于膀胱外，膀胱粘膜尚光整，所以易

于与膀胱癌鉴别。但向腔内生长者多数不易鉴别。2、与其它膀胱间叶性肿瘤鉴别：主要依赖

于病理。 

预后：LGMS一般广泛切除后临床行为良好，仅少数病例局部复发，个别出现远处转移。 

   

 

 
PU-1184 

精原细胞瘤一例 

 
李莉莎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0000 

 

（一）主诉：发现右下腹包块 1个月 现病史：患者一个月前无明显诱因发现右下腹出现一无

痛性包块，大小约 10cm，于当地医院就诊，未予系统治疗，现为求进一步诊治来我院就诊。

病人病来一般状态良好，饮食睡眠及二便正常，体重无明显减轻。 既往史：30年前行阑尾切

除术，否认高血压病，心脏病，糖尿病等疾病病史。 

（二）精原细胞瘤是最常见的纯生殖细胞肿瘤。占全部生殖细胞瘤的 35%—50%，其好发年龄

相对较大，平均年龄 40.5岁。精原细胞瘤常单侧发生，双侧肿瘤少见。约 2%患者同时双侧发

病，也可先后发生。睾丸原发肿瘤多为恶性，精原细胞瘤为低度恶性，其病因未明。但隐睾是

睾丸肿瘤公认的危险因素，肿瘤发生率约为正常 20~40倍，腹内型隐睾发生率则高达 22.7%。

推测可能与隐睾所在环境温度较高，致生殖细胞发生异常及内分泌紊乱有关。其临床症状表现

为一侧无痛性睾丸肿块，质地坚硬。最常见的转移为腹膜后转移。 

（三）精原细胞瘤临床分期： I期：肿瘤只局限于睾丸及附睾内，而尚未突破包膜或侵入精

索，无淋巴结转移。 II期：由体格检查、X线检查证实已有转移，可扩散到精索、阴囊、髂

腹股沟淋巴结，但未超出腹膜后淋巴区域。转移淋巴结临床未能扪及者为 IIa期，临床检查扪

及腹腔淋巴结者为 IIb期。 III期：已有横膈以上淋巴结转移或远处转移。也有研究者把远

处转移者归入 IV期。  

 

 
PU-1185 

腹部血管异常的急腹症患者的 CT 诊断及鉴别诊断 

 
程晓悦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100050 

 

 

目的 通过分析腹部血管疾病的急腹症患者的临床特点及腹部 CT 表现类型，以总结

诊断经验来提高对此类患者的诊断水平。 

方法 回顾性分析 67 例以急腹症就诊，且 CT 表现为腹部较大血管疾病的患者的临

床及影像资料,排除主动脉夹层\动脉瘤等原发于血管的疾病，对其进行总结分析。 

结果 此类患者以门脉系统相关疾病最多,依次以门脉系统血栓\癌栓\积气较常见；

肠系膜上动脉栓塞其次；下腔静脉系统以血栓形成常见，累及下腔静脉上段的患者

可合并急性布加综合征；另有数个患者可见外伤累及腹部血管引起血肿改变。 

结论 因腹部血管疾病导致的急腹症患者的病情复杂,对相关临床表现需要提高警惕,并需要行

CT增强扫描以明确诊断及鉴别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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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186 

睾丸原发性淋巴瘤 CT/MRI 表现 

 
张在鹏,梅列军,邓明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430071 

 

目的：分析睾丸原发性淋巴瘤的 MRI影像特征及 CT 表现，以提高对该病的认识及鉴别诊断能

力。方法：回顾性分析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5例睾丸原发性淋巴瘤患者的 MRI及 CT资料，其中

一例行 CT平扫及增强，5例行 MRI 常规平扫及常规增强，采用 SE/FSE轴位 T1WI/T2WI ，压

脂冠状位及矢状位 T2WI-压脂；增强对比剂 Gd-DTPA.一例行 DWI及动态增强（VIBE序列）并

采集数据经 PACS上传至工作站后处理。结果:临床表现为局部无痛性肿块或无痛性睾丸肿大。

病理组织学及免疫组化诊断弥漫性大 B细胞型 NHL。年龄 48-85岁，平均 60.8岁。病变左侧 3

例，右侧 2例。肿块大小 31.5mm*23.7mm-67.6mm*43.7mm，平均 56.68mm-*40.04mm。CT表

现：肿块为均匀软组织密度，与肌肉呈等密度影,CT值 44HU(睾丸 24HU)，肿块沿左侧精索-腹

股沟管呈均匀实质性浸润，延及左侧腰大肌内侧，肿块内可见髂外血管被包绕。病侧睾丸鞘膜

少许积液。MRI表现：（1）T2WI及其压脂多呈均匀略高信号灶（4/5例）,但低于正常睾丸实

质，境界清楚，一例极不均匀；T1WI呈等信号或略低信号，分界不清。（2）常规增强肿块呈

均匀中度强化（4/5），边缘及分隔呈略高信号影。（3）肿块及结节可见粗大血管影穿行，病

变周围血管迂曲；（4）伴不等量睾丸鞘膜积液（5/5例，量 5-15ml，积液量大者肿块信号不

均。（5）病变均位于单侧睾丸，两例累及同侧精索及阴囊根部。（6）动态增强，时间信号曲

线呈平台型，强化持续时间较长。（7）DWI:病变信号增高而不均，ADC值下降。结论:原发性

睾丸淋巴瘤在 MRI及 CT影像上颇具特征，信号及密度均匀，具有弥漫性浸润的特点。  

 

 
PU-1187 

DWI 定量评估慢性肝炎的实验研究 

 
卢欣,舒健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646000 

 

目的：探讨 DWI对慢性肝炎早期诊断和分期的价值。 

方法：选用 6~7周雄性 Sprague-Dawley大鼠 70只，体重 150~200g。实验组（n=60）大鼠利

用 40%的 CCl4腹部皮下注射法诱导慢性肝炎，对照组（n=10）大鼠腹部皮下注射生理盐水。采

用 3.0T磁共振 DWI序列,b 值选取 0和 800s/mm
2
。利用后处理工作站得到相关图像及参数，包

括表观扩散系数（ADC值）。所有数据运用 SPSS22.0统计软件处理，线性回归分析 MR参数与

肝炎症活动度（G）、纤维化程度（S）、脂肪分度(F)的相关性，并计算出偏相关系数 r，采

用多因素方差分析，组间两两比较采用 LSD法。P<0.05被认为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1.ADC值的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肝脏 ADC值和纤维化程度、脂肪分度均呈负相关（r=-0.526，
P=0.000）、（r=-0.311，P=0.028），和炎症活动度无关（P=0.744），其中肝脏 ADC值和纤

维化程度相关性较高。 

2.ADC值在不同病理组间的差异：多因素方差分析发现肝脏 ADC值在纤维化程度 S0~S4期各组

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5.215，P=0.002），在脂肪分度 F0~F4期各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F=1.700，P=0.175）。 

3.ADC值在纤维化程度的组间两两比较：肝脏 ADC值在 S0 期和 S1~S4期各组间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值<0.05），S1~S4 各期间差异多无统计学意义（P值>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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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肝脏 ADC值和纤维化程度、脂肪分度有关，ADC值在纤维化程度各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脂肪分度各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ADC值能区分出无纤维化的肝脏，并且 ADC值随着纤

维化程度的加重而降低，但 ADC值不能很好地区别肝纤维化 S1~ S4各期。 

 

 

 

PU-1188 

Assessing Liver Fibrosis with Diffusion-weighted MR 

Imaging: Comparison between Conventional and Kurtosis 

Models 

 
yang li,Zeng Mengsu,Rao Shengxiang,Wang Wentao 

zhongshan hospital 200032 

 

Objectives: To assess liver fibrosis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liver disease using 
diffusion kurtosis imaging (DKI), in comparison with conventional 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 

Materials and Methods: DKI with b-values of 0, 200, 500, 1000, 1500, 2000 sec/mm2
 

were performed in 83 patients. Mean diffusivity (MD), mean kurtosis (MK) and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ADC) maps were calculated. The diagnostic efficacy 

of MD, MK and ADC for predicting stage 2 fibrosis or greater, and stage 3 fibrosis 

or greater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MD (rho=-0.472, P<0.001), MK (rho=0.521, P<0.001) and ADC (rho=-0.480, 
P<0.001) correlated significantly with fibrosis stages, and ADC exhibited a strong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MK (rho=-0.967; P<0.001) and a moderate association with 
MD (rho=0.544, P<0.001). Areas under the curves (AUCs) for predicting stage 2 
fibrosis or greater we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P>0.05) between MK (0.806) 
and ADC (0.792) as well as between MD (0.706) and ADC. AUCs were also similar for 

MD (0.693), MK (0.764) and ADC (0.742) for predicting stage 3 fibrosis or greater 

(P>0.05). 
Conclusion: DKI is a potential tool for predicting liver fibrosis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liver disease, but MD and MK offer similar diagnostic performance to ADC 

values.  

   

 

 
PU-1189 

低位直肠癌 MRI 分期与手术平面评估 

 
庄宇

1,2
,伍兵

2
 

1.自贡市第四人民医院 

2.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摘要】 目的：探讨高分辨率 MRI辅助低位直肠癌临床术前评估的可行性及价值。方法：搜

集 2015年 8月至 2016年 11月于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术前行直肠高分辨率 MRI检查，并经手术

及病理证实且临床资料完整的低位直肠癌患者共 58例，将术前 MRI评估的直肠肿瘤侵犯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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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肛管浸润情况，环周切缘，壁外血管侵犯与术后病理学资料进行对照研究。结果：高分辨

率 MRI对低位直肠癌 T分期准确评估共 43例，整体 T分期的准确度为 74.1%（43/58）。MRI

对 T1期诊断的特异度，敏感度，阴性预测值和阳性预测值分别为 100.0% ，66.7%，98.2%，

100.0%；对 T2期分别为 86.7%，89.3%， 89.7%，86.2%；对 T3a&b期分别为 82.9%，

76.5%，89.5%，65.0%；对 T3c&d期分别为 92.4%，40.0%，94.2%，33.3%。MRI评估环周切缘

的敏感度，特异度分别为 100%，91.1%。MRI评估壁外血管侵犯的敏感度，特异度分别为

100%，86.0%。MRI评估 11 例肛管浸润程度与病理 T分期一致。根据低位直肠癌 MRI影像解剖

特征评估手术平面，25例符合全直肠系膜切除平面，19例符合经内外括约肌间切除平面，14

例符合经肛提肌外腹会阴联合切除平面。结论：通过高分辨率 MRI能够对低位直肠癌进行准确

术前分期，判断肿瘤与环周切缘以及肛门括约肌复合体的关系，对预测低位直肠癌的手术切除

平面，具有一定的临床可行性和价值。  

 

 
PU-1190 

卵巢无性细胞瘤 CT、MRI 表现与病理对照分析 

 
郭建强 

在校研究生 330006 

 

[摘 要] 目的：探讨卵巢无性细胞瘤的特征性 CT、MRI表现。材料和方法：回顾性分析 17例

经手术病理证实的卵巢无性细胞瘤患者的 CT、MRI、临床及病理资料；7例行 CT平扫、5例行

CT平扫+增强、5例同时行 CT及 MRI平扫+增强；分析总结病变的部位、大小、形态、密度、

信号、边界、强化方式及邻近结构的改变。结果：16例单发，双侧 1例；病理类型：15 例单

纯型、2例混合型；15例肿块最大径＞10cm，呈分叶结节状 9例、7例呈类圆形或类椭圆形，

边界较清晰；6例为实性肿块伴坏死或囊变、8例为实性为主的囊实性肿块、3例囊性为主的

肿块，内见条索状分隔及实性结节，肿块实性成分 CT平扫约为 26-39HU，增强扫描增幅约为

17-25HU,T1WI呈等稍低信号、T2WI呈等稍高信号，坏死及囊性部分 TIWI呈低信号、T2WI 呈

等高信号，DWI呈高信号，ADC呈低信号;T2WI上见低信号纤维间隔将肿块分隔成多发结节小

叶样改变，3例见流空血管影，磁共振增强扫描实性成分呈轻-中度“渐进性强化”，纤维间

隔及包膜呈渐进性明显强化，静脉期瘤内可见较多明显强化的迂曲血管影。9例同侧髂血管明

显增粗强化部分包绕；2例伴有腹膜及淋巴结转移。结论 单纯型卵巢无性细胞瘤的 CT、MRI

典型表现为低信号明显延迟强化的纤维间隔将肿块分隔成多发结节小叶样改变，结合患者年龄

及肿瘤最大径可作出诊断；混合型表现无特异性，确诊需结合病理、实验室检查及免疫组化。 

   

 

 
PU-1191 

基于 AFP-L3 不同表达类型的原发性肝细胞癌 MRI 特点分析 

 
唐栋,丁建平 

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 310015 

 

 

目的 分析甲胎蛋白异质体（AFP-L3）阴性及阳性表达的原发性肝细胞癌（HCC）高场 MRI特

点，提高对 AFP-L3不同表达类型原发性肝细胞癌的早期影像诊断水平。方法 收集经杭州师

范大学附属医院诊治并确诊的 AFP-L3阴性原发性肝细胞癌 29例(阴性组)和 AFP阳性原发性肝

细胞癌 43例（阳性组），总结归纳两组 MRI征象，统计学对照。结果 阴性组中有 18例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3219 

 

（62.1％）肿瘤长径多位于 3cm以下，单发瘤灶 23例（79.3％）， 肿瘤表现为边缘规则者

17例（58.6％），病灶内发生坏死、出血者阴性组 11例（37.9％）， 另有 7例（24.1％）

出现门脉癌栓或转移，以上数据与对照组（阳性组）对比具有显著统计学差异（P＜
0.05）。 MRI增强扫描：阴性组 29例中表现为动脉期高度强化 8例（27.6％）、中度强化

13例（44.8％）、轻度强化 8例（27.6％），阴性组中静脉期高度强化 5例（17.2％）、中

度强化 17例（58.6％）、轻度强化 7例（24.2％）；而阳性组中动脉期高度强化 25例（58.1

％）、中度强化 14例（32.6％）、轻度强化 4例（9.3％），阳性组中静脉期高度强化 6例

（14.0％）、中度强化 15例（34.9％）、轻度强化 22例（51.1％）。结论 AFP-L3阴性原发

性肝细胞癌相对于阳性者，其 MRI特点具有体积相对偏小、瘤灶多单发、边缘相对规则、不易

发生坏死及出血、较少出现门脉癌栓或转移、动脉血供相对偏少而静脉血供相对优势。   

 

 
PU-1192 

核磁共振弥散峰度成像直方图鉴别子宫内膜癌病理特征 

 
杨梦,马占龙,陈婷 

江苏省人民医院 210029 

 

目的 探讨核磁弥共振散峰度成像直方图在鉴别子宫内膜癌病理特征中的应用价值。 

材料和方法 回顾性分析 65 例经病理证实为子宫内膜癌的患者，患者术前均行核磁共振检查。

测量的数据包括弥散峰度成像（DKI）的表观弥散系数（D值）和表观峰度系数（k值），然后

采用非高斯分布的双指数模型对数据进行分析。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或 Mann Whitney U检

验，对 D值和 K值直方图的参数与肿瘤组织学分级，肌层浸润深度和有无脉管内癌栓进行相关

性分析。并用受试者作业特征曲线（ROC）评估各个参数的诊断效能。 

结果 肿瘤组织学分级越高、肌层浸润越深并且存在脉管浸润的病人的 Dmean 和 D10th值相

对较低，Kmean 、K90th和 Dskewness值相对较高（P值均小于 0.05）。ROC的分析表明，

D10th、Dmean和 K90th值具有更好的诊断价值。 

结论 直方图分析 DKI参数在鉴别子宫内膜癌病理特征上是有意义的。 

   

 

 

PU-1193 

MRI 和 CT 动态增强预测结直肠癌肝转移化疗 

后完全消失的对比研究 

 
刘元早 

贵州省铜仁市人民医院 554300 

 

目的 

  比较 CT对比增强与磁共振钆比剂动态增强评估结直肠癌肝转移瘤化疗效果的诊断性能。 

材料与方法 

  经本院伦理审查委员会批准，回顾性研究 2014年 10月至 2017年 6月在本院进行化疗的结

直肠癌肝转移瘤病例，研究涉及所有病人检查前均签署知情同意书。共纳入病例 55例，所有

病人均行 CT及 MRI动态对比增强，每个病人至少有一个或一个以上的结直肠癌肝转移瘤在化

疗后 CT对比增强扫描上显示消失，且随后施行了外科手术。把所有纳入患者的图像从 PACS系

统导出，并删除的患者信息和影像报告，由 4位副高级职称以上的腹部放射医师阅片。4位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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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学家分成 A组和 B组，所有图像随机分配给两组，且各组医师独立阅片。病变消失定义为经

病理证实，且术后经每 3个月一次对比增强 CT随访，一年内不复发。肿瘤消失阳性预测值和

病变残留的比较采用广义估计方程比较。 

结果 

  在 55例结直肠癌肝转移瘤中，磁共振动态增强的阳性预测值是 78.36%（95%置信区间：

62.93-87.15%），明显高于 CT的 34.55%（95%置信区间： 23.96%- 

75.899%; P < .001）。CT残留病变的阳性预测值 (85.4%， 95% 置信区间 77.83%- 

90.86%) 高于磁共振动态增强(83.63%， 95%置信区间: 76.78%-87.38%) 无明显差异 

(P >0.05). 

结论 

  磁共振动态增强判断结直肠癌肝转移瘤化疗后消失的效价明显高于 CT动态增强。  

 

 
PU-1194 

肝脏 CT 灌注成像中不同算法对灌注结果的影响 

 
王亚龙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 探讨肝脏 CT灌注成像中最大斜率算法（MS）和去卷积算法（DC）的灌注结果是否具

有可比性。方法 以我院 2013 年 5月-2015年 5月就诊的因临床需要进行了肝脏 CTP检查的 

73 例患者为研究对象，且图像质量较好，可以用以诊断和数据测量， 病灶由病理学检查或

影像学分析，其中，经病理学证实原发性肝癌 25例（26个病灶），血管瘤 15例（17 个病

灶），肝局灶性结节增生 3例（4个病灶）， 经影像学证实原发性肝癌 5例（5个病灶），

血管瘤 9例（10个病灶），肝局灶性结节增生 5例（6个病灶），影像学无异常 11例， 患

者均行 640排容积 CT肝脏 CTP检查，并分别采用 MS和 DC法对数据进行处理分析。 由 2

名高年资放射科医师采用双盲法对 73个正常肝段及 68个瘤灶（原发性肝癌 31个、血管瘤 

27个、肝局灶性结节增生 10个）进行分析，测得灌注参数值，包括血流量（BF），血容量

（BV）、动脉灌注量（ALP）和肝动脉门静脉灌注比值（PI）。 采用配对 t检验比较两种算法

间所得各项 CTP参数值的差异；采用 Pearson线性相关分析评价各项 CTP参数值间的相关

性；采用 Bland-Altman分析评价两种算法所得各项 CTP 参数值间的一致性。结果 原发性肝

癌、血管瘤和肝局灶性结节增生的 DC 法 BF、BV、 ALP值均高于 MS 法参数，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 均<0.05）；正常肝段 DC 法 BF、BV、 ALP 值均高于 MS 法参数，但差异没有统

计学意义（P＞0.05）；正常肝段 DC法 PI值高于 MS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

肝肿瘤灶两种算法测量的 PI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两种算法所得 BF、BV、ALP

及 PI结果间均具有良好的相关性（r值均>0.9，P<0.01）。 两种算法测得的 BF、BV、ALP

和 PI不一致。结论 MS和 DC两种算法所测得 BF、BV、ALP及 PI等灌注参数值具有较好的相

关性，但一致性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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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195 

Gd-EOB-DTPA 增强扫描前后磁共振胰胆管成像质量的比较 

 
蔡华崧,王猛,翟凤仪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510080 

 

【目的】 比较肝胆特异性对比剂钆塞酸二钠（gadolinium ethoxybenzyl 

diethylenetriamine pentaacetic acid, Gd-EOB-DTPA）增强扫描前后 2D T2加权磁共振胰胆

管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cholangiopancreatography，MRCP）的情况，探讨 Gd-EOB-

DTPA对 2D MRCP的影响。 

【方法】 45例肝功能正常的肝胆疾病患者在注射 Gd-EOB-DTPA前、注射 Gd-EOB-DTPA后

5min、10min和 15min分别行 MRCP。用 5分法评价胆总管、左右肝管、肝内二级胆管、胆囊管

和主胰管的显像情况，测量胆总管的信号噪声比（signal-to-noise ratio，SNR）。 

【结果】 四个时期 MRCP的胆总管、左右肝管、肝内二级胆管及胆囊管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01)。进一步用 Bonferroni法行两两比较，增强扫描前对二级胆管、胆囊管的

评分高于增强扫描后 5min ，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值＜0.001）；增强扫描前对胆总管、

左右肝管的评分略高于增强扫描后 5min，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增强扫描后

5min对各级胆管结构评分明显高于增强扫描后 10min，且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

0.001）。增强扫描后 10min 对胆总管的评分高于增强扫描后 15min，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值＜0.001）；对左右肝管、肝内二级胆管及胆囊管评分差异则无统计学意义（P值均＞

0.05）。四个时期的胆总管 SNR分别为 63.94±9.77、59.14±10.23、33.3±13.67、

28.1±15.9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 

【结论】 注射 Gd-EOB-DTPA 后，对比剂使正常功能胆管的信号降低，且随着时间的延长，信

号降低越明显，MRCP必须在注射对比剂之前完成。 

   

 

 
PU-1196 

中老年胰腺实性假乳头状瘤影像学表现 

 
吴珂 

解放军总医院 100853 

 

目的：探讨中老年胰腺实性假乳头状瘤（SPT）临床及影像学特征，以提高对该病的认识水

平。方法：分析我院自 2015 年 7月至 2017年 5月经手术切除并病理确诊的 15例中老年 SPT

患者临床及 MSCT和 MRI资料，男性 6例，女性 9例。结果：11例患者查体发现，4例患者以

腹痛、腹胀就诊；患者年龄 45-62岁，平均 51.6±5.9 岁，肿瘤最大径 50.4± 21.9 毫米；分

布胰头 3例，胰体 3例，胰尾 7例，体尾部 2例；肿瘤实性 6例，囊实性 8例，囊性 1例，1

例少量出血，7例明显出血；11例见假包膜，3例见钙化；增强扫描动脉期实性部分轻中度强

化，实质期及延迟期持续强化。结论 中老年 SPT患者影像学表现有一定特征性，有助于诊断

及鉴别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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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197 

CT 灌注成像技术鉴别肝良恶性肿瘤的临床价值  

 
王亚龙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 分析 CT灌注成像技术对肝良恶性肿瘤病变鉴别的临床价值。 方法 采用回顾性研究方

法，以我院 2013年 5月-2015 年 5月就诊的因临床需要进行了肝脏 CTP检查的 59 例患者为

研究对象，且图像质量较好，可以用以诊断和数据测量， 病灶由病理学检查或影像学分

析， 其中经病理学检查证实肝囊肿 4例（6个病灶） 、肝血管瘤 15例（17个病灶）、 原

发性肝癌 20例（22个病灶）， 影像学证实无异常 20例作为对照组， 患者均接受 320排 CT

灌注扫描， 由 2名高年资放射科医师采用双盲法对目标组织进行分析，比较各组肝脏组织 CT

灌注成像参数。采用组内相关系数（ICC）比较不同医师测量结果间一致性，采用配对 t检验

比较两种算法间所得各项 CTP参数值的差异。 结果 2名医师的测量结果一致性较好

（ICC≥0.95）。 肝囊肿各灌注参数均为 0。 肝血管瘤、 肝癌患者与正常对照组在 BF、 

BV、MTT、 HPI、 HAP方面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肝血管瘤 BF、BV、 PVP明显高

于肝癌(P＜0.05)。 肝癌 HAP上明显不均匀高灌注， 边缘明显比中心坏死区灌注高；PVP上

明显不均匀低灌注， 大部分病灶和周边肝实质间分界不明显。 肝血管瘤 HAP上边缘结节性强

化区明显高灌注， 早期无强化区低灌注； PVP上灌注区部分低灌注， 早期无强化区低灌

注。 结论 320排 CT灌注成像各参数可以对肝脏肿瘤血流状态进行反映， 对判断肝脏良恶性

肿瘤的判断有重要意义。  

   

 

 
PU-1198 

胰腺神经内分泌癌的影像学研究 

 
孙俊杰 

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 300170 

 

目的  探讨胰腺神经内分泌癌的影像学表现。 

方法  回顾性分析本院经手术及病理学检查确诊为胰腺神经内分泌癌的 6例患者的影像学资

料。观察肿瘤的边界、密度及强化特征。 

结果  6例中肿瘤位于胰头部 2例、 体部 2例、 尾部及体尾部 2例。6例肿瘤形状均不规

则，其中 4例边界不清。推注对比剂后 4例肿瘤表现为低密度强化，2例为等密度强化。3例

肿瘤见远端主胰管扩张。未见远处转移或淋巴结侵犯。 

结论  胰腺神经内分泌癌的影像学表现具有一定特点，但其和胰腺癌鉴别诊断较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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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199 

MSCT 对食管鱼刺异物的术前影像学评估价值 

 
唐翎

1
,仲建全

1
,庄宇

2
 

1.自贡市第一人民医院 

2.自贡市第四人民医院 

 

【摘要】目的：探讨 MSCT对食管鱼刺异物的术前影像学评估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 43例食

管鱼刺异物 MSCT特征，并与手术或内镜结果对照。结果：MSCT测量鱼刺长度 12-32mm，平均

长度为 22mm。MSCT显示鱼刺停留节段食管壁肿胀、管腔变形 30例（30/34），纵隔积气积脓

5例（5/6）。最大密度投影测量鱼刺长轴与食管长轴夹角关系结果：21例＞60°， 14例为

30°-60°，8例＜30°。结论：MSCT及其图像后处理技术能立体、直观地显示食管鱼刺异物

的位置、长度、形态及有无并发症，对食管鱼刺异物的术前评估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 

   

 

 

PU-1200 

磁共振 IDEAL-IQ 技术评估原发性肝细胞癌分化程度的价值 

 
郭维亚,汪禾青,刘爱连,宋清伟,魏强,田士峰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6011 

 

目的 探讨磁共振 IDEAL-IQ 序列的 R2*值及脂肪分数值评估原发性肝细胞癌分化程度的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6年 1月至 2017年 1月于我院行肝脏 MRI检查（含 IDEAL－IQ序列），

病理证实为原发性 HCC，且行 MR检查前未经治疗的患者。最终入组高、中、低分化组分别为

3、9、10个病灶。IDEAL－IQ扫描参数：翻转角 3°，回波时间 0.9ms至 9.3ms，重复时间

6.9ms，带宽 200kHz，视野 40×32cm，层厚 6mm，层间距 1mm，扫描层数 24层。将 R2*弛豫率

图、脂肪分数图重建图像传至 AW4.5工作站测量。ROI放置于 HCC病灶实质成分处，另在增强

扫描无明显占位肝实质内放置等大 ROI。数据由两名影像医生采用双盲法测量。统计学分析采

用 SPSS 21.0软件。采用 ICC检验两观察者一致性。HCC与其肝背景差异性采用独立样本 t检

验。HCC的 R2*值及脂肪分数值与病理学分化程度相关性采用 Spearman相关分析。HCC 不同病

理级别组间的 R2*值、脂肪分数值差异性采用 ANOVA的 LSD 法检验。采用 ROC曲线评价 R2*值

及脂肪分数值预估各病理学分化程度 HCC的诊断效能。 

结果 两观察者测量结果一致性良好。HCC与其肝背景 R2*值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病灶内 R2*值均低于其肝背景。HCC的 R2*值与其病理学分化程度间呈中度相关

（p<0.05，rs＝0.453）。随着 HCC分化程度减低，R2*值呈增高趋势。HCC高、中和低分化组

三组间总体 R2*值及脂肪分数值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应用脂肪分数值预估高分化 HCC 曲线下

面积为 0.856，以脂肪分数值 6.05%为界，敏感度为 66.7%，特异度为 100%。 

结论 IDEAL-IQ序列获得的脂肪分数值可作为判定高分化 HCC的定量指标。IDEAL-IQ测得 R2*

值与 HCC的病理学分化程度，呈中度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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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201 

胆总管梗阻性病变的磁共振诊断 

 
邵福明,孟祥,宋传顺,邵艳,刘得魁 

商丘市中心医院 476000 

 

目的 探讨常规 MRI检查和磁共振胆胰管成像（MRCP）检查在胆总管梗阻性病变的影像表现和

临床应用。方法 回顾分析经临床证实的 59例胆总管梗阻性病变患者的临床及 MRI资料。男

31例，女 28例，年龄 15 ～97岁，平均 68.4岁，发病时间 1～30天。结果 59 患者中，胆

总管结石 39例；肿瘤性梗阻 13例，其中 1例为下段胆管肿瘤术后复发；硬化性胆管炎 1例；

良性狭窄 6例。胆总管结石患者多表现为突发上腹部疼痛、发热，继而出现黄疸。其中多发结

石 13例，合并胆囊结石 8例，急性胰腺炎并胸、腹水 1 例；恶性梗阻患者表现为进行性、无

痛性黄疸。硬化性胆管炎表现为腹痛伴皮肤黄染 15天；良性狭窄患者多有上腹不适伴轻度皮

肤、粘膜黄染，经随访 6～15月复查 MRI未见明显改变。结论 MRCP是无创性胆胰管成像新技

术，对于肝外胆管和胰管病变，MRCP诊断准确率可接近甚至超过 ERCP，对于胆道结石诊断价

值优于 CT和 B超。但对于较小的结石，MRCP不易显示，须结合薄层 MRI平扫确诊。肿瘤性梗

阻 MRCP见胆总管突然中断消失，肝内胆管呈“软藤”样改变。薄层 MRI对显示肿瘤的大小及

周围侵犯情况具有优势。壶腹癌和胰头癌可同时伴有胰管扩张，形成“双管征”或使二者分离

则形成“不相交”征。MRI 平扫胆管癌可见胆总管偏心性狭窄、中断；胰头癌局部见不规整软

组织肿物；壶腹癌可见肿物向十二指肠腔内突入呈“指套” 样改变。增强检查病变呈渐进性

中度强化影。MRCP结合常规 MRI检查胆总管中下段梗阻性病变能做出明确的定位、定性诊断

以及了解周围侵犯情况。对胆总管梗阻性病变治疗方法的选择以及个性化治疗方案的制定具有

重要的指导作用。 

   

 

 

PU-1202 

胰腺神经内分泌肿瘤 CT 多期增强扫描中动脉期强化幅度及强

化类型预测病理分级的临床应用研究 

 
张兰,韩萍,李欣,孙文刚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430022 

 

目的：探讨多期增强 CT的动脉期强化幅度、强化类型预测胰腺神经内分泌肿瘤（pancreas 

neuroendocrine tumours，PNETs）病理分级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 2012年 12

月至 2017.1月本院行术前多期增强 CT检查，且病理证实为 PNETs的患者 28例（29个病

灶）。根据 WHO2010标准 PNETs病理分级为 G1、G2、G3。通过受试者工作特性曲线（ROC 

curve），确定动脉期强化幅度诊断 G3病变的截断值并分析其诊断效能。强化类型分为流出

型、平台型、渐进型，分析各强化类型预测病理分级的效能。结果：病理 G1、G2、G3级

PNETs分别有 18个、5个、6个。ROC曲线显示，动脉期强化幅度的截断值取 21HU（<21HU 为

低幅强化、判定为 G3级 PNETs），区分低级别（G1/G2）与高级别（G3）PNETs可获得极高的

诊断效能（特异度、灵敏度均达 100%）。29个 PNETs病灶中，流出型 15个、平台型 4个、渐

进型 10个。流出型强化判定低级别（G1/G2）病灶的灵敏度 65.2%、特异度 100%、准确度

72.4%、阳性预测值 100%、阴性预测值 42.9%，流出型强化病灶中未出现 G3级病灶；平台型强

化的病灶个数较少、仅有 4个，其中 75%（3/4）为 G1级；各级病灶均可出现渐进型强化，其

中 G3级所占比例相对较大、为 50%（5/10）。结论：不同病理分级的 PNETs多期增强 CT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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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期强化幅度、强化类型有一定的特征。以 21HU作为截断界值的动脉期低幅强化判定恶性的

G3级 PNETs有极高的诊断效能，流出型强化是排除 G3级 PNETs较可靠的指标。  

 

 

PU-1203 

Oesophageal carcinoma: Intravoxel incoherent motion 

diffusion-weighted MR imaging parameters and 

histopathological correlations 

 
wei yi

1,2
,Zhu Shaocheng

2
,Gao Feifei

2
,Song Bin

1
 

1.Department of Radiology， West China Hospital，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China 

2.Department of Radiology， Zhengzhou University People's Hospital 

 

Purpose: To prospectively determine the diagnostic performance of IVIM-DWI and 

conventional DWI in differentiating the pathological differentiation grade of 

oesophageal carcinoma, and to subsequently compare the various parameters derived 

from IVIM-DWI and conventional DWI in the grading of oesophageal carcinoma. 

Methods: Between December 2015 and February 2017, 71 patients with esophageal 

carcinoma were recruited in this study. MR imaging was performed by using a 3.0-T 

MRI system (Discovery MR750, GE Healthcare, Milwaukee, USA) with an 8 channel 

torsor coil. The IVIM was performed by using an echo-planner imaging in the axial 

plane with respiratory gating. The parallel imaging was used and the parameters 

were: TR/TE, 4286/83.4; field of view, 24 ×21.6 cm
2
; matrix size, 96×128. Twelve 

b values were from 0 to 1200 sec/mm
2 
(0, 20, 50, 80, 100, 15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were used. Two independent radiologists who were blinded to the 

histopathological results evaluated the IVIM data. A pathologist who was blinded 

to the MR findings identified the pathological differentiation grade of carcinoma. 

Games-Howell test was used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 of each parameter between 

these groups.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s (ROC) curves analyses were 

performed to evaluate the diagnostic performance of each IVIM parameters and DWI 

in distinguishing the Well-differentiated from the moderately-poorly 

differentiated groups. The cutoff point was selected by using the maximized values 

of Youden indexes. A P value of less than 0.05 was considered to indicate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Results: The ADC value of the well-differentiated (W-D) oesophageal carcinoma was 

significant higher than the moderately-differentiated (M-D) and poorly-

differentiated (P-D) oesophageal carcinoma (all P<0.01) As for the IVIM parameters, 
the ADCslow value of the P-D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M-D and W-D 

groups (all P<0.01). However, both the ADCfast value and f value did not show a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in distinguishing the three groups (all P>0.05) (Figure 
1-2). The detailed value of the IVIM and DWI parameters were listed in Table 1. 

The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s curves in distinguishing W-D group from the 

moderately-poorly (M-P) group were listed in Figure 3. The ADCslow demonstrated the 

highest area under curve (AUC) with a value of 0.975 (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 

0.907-0.998) obtained by radiologist 1, and AUC values obtained by radiologist 2 

were 0.961 (CI: 0.886-0.993) for ADCslow. Table 2 shows the sensitivit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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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ficity of IVIM-DWI and conventional DWI parameters at optimal cutoff values 

in differentiating W-D from M-P groups. 

Conclusion: The results of the preliminary study have demonstrated that IVIM-DWI 

parameter derived from the bi-exponential model may provide more information in 

differentiating the pathological differentiation grade of esophageal carcinoma, 

compared with the conventional DWI derived from mono-exponential model. ADCslow and 

ADC entail a significantly higher diagnostic performance than ADCfast and f.  
 

 
PU-1204 

The clinical research of spectral CT imaging in 

quantitatively evaluating histodifferentiation of 

pancreatic cancer  

 
li qiong

1
,Li Zhen

2
 

1.Department of Radiology， Taihe Hospital 

2.Department of Radiology， Tongji Hospital， Tongji Medical College，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value of gemstone spectral imaging (GSI) in 

quantitatively evaluatingquantitative evaluation histodifferentiation of 

pancreatic cancer. 

METHODS: Totally 49 patients suffered from pancreatic cancer underwent enhanced 

three phase MDCT(Discovery CT750 HD, GE Healthcare) on GSI mode and were analyzed 

retrospectively. Through the software of GSI Viewer, the iodine concentration, the 

effective-Z number and CT value of ROI on tumor were measured,.Subcutaneous fat 

and abdominal aorta were as background respectively. All the data were analyzed by 

statistical method. 

RESULTS: Pathology results confirmed 8 cases of pancreatic adenocarcinoma , 21 

cases of moderately differentiated adenocarcinoma, and 20 cases of poorly 

differentiated adenocarcinoma . The standardized CT values of adenocarcinoma , 

moderately differentiated adenocarcinoma and poorly differentiated Adenocarcinoma 

gradually increased (0.15 ± 0.04HU,0.08 ± 0.13HU,0.15 ± 0.05HU) (0.38 ± 

0.22HU,0.26 ± 0.01HU,0.51 ± 0.11HU) in arterial and portal venous phase 

respectively,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them(each P <0.05). But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them in delay phase (P > 0.05 ) . The 
value of standardized iodine concentration, and effective atomic number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all phases (P <0.05). The value of best 
CNR in monochromatic CT image in the arterial and portal venous phase were (63 ± 

2, 68 ± 7, 72 ± 9) keV and (76 ± 4, 63 ± 3, 66 ± 5) keV. 

CONCLUSION: There are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iodine concentr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degree of pancreatic cancer .The standardized iodine concentration 

and the value of effective atomic number provided new targets in preoperative 

evaluation of pancreatic cancer. 

CLINICAL RELEVANCE / APPLICATION: Spectral CT imaging is helpful in diagnosing 

histodifferentiation of pancreatic c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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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205 

Esophageal carcinoma: ex vivo evaluation with high 

resolution T2-mapping MR imaging study compare with 

histopathological findings at 3.0-T 

 
wei yi

1
,Zhu Shaocheng

2
,Gao Feifei

2
,Song Bin

1
 

1.Department of Radiology， West China Hospital，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China 

2.Department of Radiology， Zhengzhou University People's Hospital 

 

Purpose: To prospectively determine the feasibility of T2-mapping MR imaging to 

quantitative determine the signal characteristics of normal esophageal wall and 

subsequently assess the depth of esophageal wall invasion by esophageal carcinoma 

at 3.0-T. 

Methods: Between January 2015 and December 2015, 22 consecutive patients each 

contained an esophageal carcinoma were studied on a 3.0-T MR scanner. A freehand 

ROI was placed to measure T2 value of the normal esophageal layers and carcinoma. 

Three independent readers who were blindly to the histopathological findings 

reviewed the MR images for evaluating the carcinoma invasion. The MR images were 

compared with the histopathological findings as the standard reference. Games-

Howell test was used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normal esophageal 

layers and carcinoma. Spearma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analysis was used to 

compare the stage at MR imaging with that at histopathological analysis. A P value 

less than 0.05 was considered to indicate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The 

interobserver agreement were compared with Cohen k.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and 

accuracy for carcinoma invasion were calculated. 

Results: The T2 value between the carcinoma and normal esophageal layers 

demonstrated a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all P<0.01), except for the inner 

circular muscle (P=0.808) (Table 1, Figure 1). In 20(90.9%) of 22 lesions (Figure 

2), the depth of esophageal wall invasion determined with MR were consistent with 

the histopathological stage (r=0.974, P<0.001).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and 

accuracy for mucosa were 75%, 100%, 95.5%; for submucosa were 80%, 94.1%, 90.9%; 

for muscularis propria were 100%, 93.8%, 95.5%; for adventitia were 100%, 100%, 

100%(Table 2). Cohen k values of interobserver agreement was excellent (K=0.938, 

P<0.001(observer 1 vs 2); K=0.938, P<0.01(observer 2 vs 3); K=0.877, 

P<0.001(observer 1 vs 3)). 

Conclusion: T2-mapping MR images obtained by 3.0-T MR scanner can be used to 

quantitative analyze the normal esophageal layers and to evaluate the esophageal 

carcinoma invasion precis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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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206 

多层螺旋 CT 尿路成像对肾盂移行细胞癌的诊断价值 

 
尉丽君 

辽宁省肿瘤医院 110042 

 

目的 探讨肾盂移行上皮细胞癌的 CT特点，评价多层螺旋 CT尿路成像方法（MSCTU）对肾盂

肿瘤的诊断价值。资料与方法 回顾性分析 64例经手术病理证实的肾盂癌患者，术前均常规进

行平扫，肾皮质期、实质期及排泄期增强扫描，并进行多平面重建（MPR）、曲面重建

（CMPR）、容积重建（VR）及最大密度投影（MIP）等后处理。根据 Baron等有关肾盂移行上

皮癌的螺旋 CT分型,将本组病例分为 3种类型:Ⅰ型: 肾盂内肿块型;Ⅱ型: 肿块浸润肾实质

型;Ⅲ型: 肾盂壁增厚积水型。参照 Buckley 等的方法对其分期, A 期(TNM: 0~ Ⅱ) : CT

表现为肾盂中央肿瘤或肾盂壁弥漫性不规则增厚,紧邻但不侵犯肾实质,肾盂外脂肪层完整; B 

期( TNM: Ⅲ) : 肾盂外脂肪层密度不均或消失, 或可见肾实质内肿块, 肾结构正常或扭曲, 

密度不均匀; C 期( TNM: Ⅳ) :局灶性肾外侵犯、 淋巴结涉及、 远处转移等为判断指标。

分析轴位图像与 CTU三维图像表现，比较两种观察手段的分型、分期诊断符合率，并与手术病

理结果相对照。 结果 单纯轴位像与轴位像结合 CTU对肾盂癌的的分型结果一致；单纯轴位像

与轴位像结合 CTU对肾盂癌的分期诊断符合率分别为 87.5%和 96.9%（X
2
=3.905，P<0.05）。 

结论 MSCTU可得到比单纯轴位像更多的诊断信息，对病灶的发现、定性、侵犯程度及转移具

有更高的诊断价值。 

   

 

 
PU-1207 

直肠癌同时性及异时性肺转移的淋巴结转移特征分析 

 
毛芸,周印,李佳,李咏梅,程勇,张涛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目的：回顾性分析直肠癌同时性及异时性肺转移的淋巴结转移特征。 

材料与方法：纳入本中心明确诊断直肠癌肺转移患者 70例，分为同时性肺转移（SLM）组（57

例）和异时性肺转移（MLM）组（13例）。SLM组需记录：首诊时间、放化疗前 T分期、肿瘤

位置、腔外脉管侵犯（EMVI）及淋巴结转移率、淋巴结转移分布、同时性肝转移及其它远处转

移情况；MLM组需增加异时性肺转移时间、肺转移时淋巴结转移分布、局部复发、异时性肝转

移及其它远处转移情况。手术患者数据以病理为准，未手术患者以影像资料（盆腔高分辨 MR

及胸腹部增强 CT）为准。淋巴结转移分布需分别记录直肠系膜内（MR）、直肠上动脉旁

（URA）、肠系膜下动脉根部（UMA）、闭孔（OA）、髂总动脉旁（CIA）及腹主动脉旁（AA）

六区情况。采用单因素 ANOVA 比较 SLM和 MLM组间淋巴结转移比是否存在差异，采用卡方检验

比较 SLM和 MLM组间 T分期、肿瘤位置、EMVI、肝转移及淋巴结转移是否存在差异。 

结果： MLM组的淋巴结转移率明显高于 SLM组，均值为 21.2% vs. 8.6%，p=0.036。同时，

MLM组的 OA及 CIA转移淋巴结比例亦明显高于 SLM组，分别为 38.5%（5/13） vs. 8.8%

（5/57），15.4%（2/13）vs. 0%（0/57），p=0.006、0.003。而 T分期、肿瘤位置、EMVI、

肝转移及其余五区淋巴结转移情况两组间均无统计学差异。MLM平均间隔时间 13.8月（范围

4.0-34.6月）。 MLM组 11 例手术患者术后 2例出现吻合口复发不伴淋巴结转移，8例出现区

域性或远处淋巴结转移，包括 6例单区转移 OA（4）、CIA（1）、AA（1）和 2例多区转移

OA+CIA（1）、MR+URA+UMA+A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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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MLR越高出现 MLM的可能性越大，闭孔区及髂总动脉旁可疑淋巴结的清扫可能会减少术

后 MLM发生。 

 

 

 
PU-1208 

To compare the value of multi-modal imaging 

parameters of DKI,DWI and DCE-MRI in cervical cancer 

in diagnosis of cervical cancer 

 
wang lili,Hang Gang,Zhao Xuemei 

Gansu Provincial Hospital 730000 

 

0bjective To use (Diffusion kurtosis imaging,DKI), (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DWI) 

and (dynamiccontrast-enhancedmagneticresonanceimaging,DCE-MRI) to explore the 

manifestation of the cervical cancer and assess the value of these three 

technologies in diagnosing cervical cancer before operation . 

Methods 37 cases diagnosed with cervical cancer were collected. DKI and DWI were 

performed in all patients by using a 3.0T scanner before operation. DKI and DWI 

were performed before the DCE-MRI exam. The DKI and DCE original data were 

processed to get the image of relevant parameters respectively. All parameters of 

regions of interest (ROI) in parenchymal tumor and normal wall were measured 

respectively, including DKI parameters:（fractional anisotropy，FA），（radial 

diffusivity, D⊥）,（mean diffusivity, MD）,（axial diffusivity, D//），（mean 

kurtosis MK），（radial kurtosis, K⊥），（axial kurtosis K//）;DCE parameters: 

Ve、Kep Katrans.DWI parameters: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ADC).Using normal 

cervical tissue as reference. The data of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the study index 

by independent-samples t test analysis. To assess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the 
parameters in cervical cancer through the under ROC curve area.Judge diagnostic 

validity of parameters on cervical cancer with ROC curve. 

Results The level of K//,MK in cervical cancer were significant higher than normal 

tissue,The difference significantly(P<0.05).The difference of MK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1). The level of D//,MD,D⊥,FA show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between two groups(P>0.05).The level of MK, Ktrans、ADC 

in patient with cervical cancer were significant higher than normal patients,The 

differenc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ly(P<0.01). ROC with parameters which h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wo groups was drawn. ROC curve were applied 

analysis of ADC,Ktrans and MK cervical cancer,the area under the curve were 

0.72,0.75,0.82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MK can reflect the tissue microenvironment including its component 

organelles, cell membranes, and water compartments.DKI can playing a role in the 

diagnosis of cervical cancer,MK has the most important diagnostic significance. 

DKI is superior to DCE and DWI in the diagnosis of cervical c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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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209 

多参数磁共振成像评估进展期胃癌新辅助放化疗疗效的研究 

 
刘婧娟,刘炜,薛华丹,金征宇 

北京协和医院 100730 

 

目的：探索多参数磁共振成像在评估局部进展期胃癌在新辅助放化疗疗效中的作用。 

方法：回顾性分析了我院 28名接受新辅助放化疗的局部进展期胃癌患者，均在新辅助治疗

前、后行多参数磁共振成像，根据 T2WI和 DWI表现制定 5分制磁共振肿瘤反应分级（MR-

TRG），通过比较其治疗前、后的影像进行新辅助放化疗 MR评分，与病理 AJCC制定的 CAP肿

瘤反应分级进行相关性分析。测量肿瘤在治疗前、后最大截面的 ADC值及其变化百分比，根据

肿瘤是否降期分为治疗反应组及治疗无效组，通过 Mann-Whitney U检验进行比较，并绘制

ROC曲线，计算诊断敏感性与特异性。 

结果：28名进展期胃癌患者有 10位为贲门胃底部癌、14位为胃体窦癌、4位弥漫浸润型胃

癌，治疗后 CAP0级 1人、1级 7人、2级 14人、3级 4人、因肿瘤进展未行手术 2人，磁共

振肿瘤反应分级与病理 CAP 肿瘤反应分级一致性较好，相关系数为 0.781（p＜0.01），诊断

准确性 64.49%。对于胃体窦癌，新辅助放化疗有效者的治疗前 ADC值明显低于治疗无效者

（1.265±0.295 vs. 1.532±0.233 ×10
-3
mm

2
/s, p=0.039），ROC曲线下面积为 0.833，当

ADC值低于 1.296×10
-3
mm

2
/s时，预测胃体窦癌新辅助放化疗后降期的敏感性为 83.33%，特异

性为 87.5%。 

结论：多参数磁共振肿瘤反应分级可较好的反应局部进展期胃癌新辅助放化疗后病理分级；胃

体窦部胃癌治疗前较低的 ADC值可提示其具有较好的新辅助放化疗疗效。 

   

 

 
PU-1210 

双源 CT 迭代重建联合单能谱成像技术在改善结直肠癌图像

质量和 T 分期准确性的作用  

 
王勇 

漯河市中心医院 462000 

 

目的 探讨双源 CT 迭代重建技术和单能谱成像技术在改善结直肠癌静脉期图像质量和 T 分期

中 

的作用。方法 收集术前行双源 CT 双能量静脉期扫描并在术后经病理证实为结直肠癌患者 52 

例，双能量静脉期图像按照重建方法的不同分为 4 组，即采用滤波反投影（FBP）的 A 组，

采用 FBP 联合单能谱成像技术的 B 组，采用原始数据迭代重建（SAFIRE）的 C 组，采用 

SAFIRE 联合单能谱成像技术的 D 组。对比四组图像病灶的 CT 值、噪声、信噪比、对比噪声

比、图像评分、T 分期准确率，统计得出结直肠癌静脉期的单能谱成像最大对比噪声比

（CNR）对应的最佳 keV 值。结果 四组图像在 CT 值、噪声、信噪比、对比噪声比及图像评

分方面差异均具有统计学差异，C 组较 A 组、D 组较 B 组、B 组较 A 组、D 组较 C 组噪声

有所降低，对比噪声比、图像评分均有所提高。D 组 CT 值、信噪比、对比噪声比、主观评分

最高，噪声最低。但各组图像在 T 分期的准确性的对比中未见统计学差异。结直肠癌静脉期

最佳 keV 为 75keV。结论 双源 CT 原始数据迭代重建、单能谱成像技术均可以改善结直肠癌

静脉期的图像质量，联合应用两种技术可以进一步提高图像质量，但在无法提升 T 分期的准

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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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211 

CT 灌注和双能 CT 在评价肾癌肾功能的应用研究 

 
李笑天,陈丽华,温成龙,许英浩,沈文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300192 

 

目的：根治性肾切除术（RN）后将增加慢性肾脏病的风险。对于 T1a期肾细胞癌患者，保留肾

单位手术（NSS）不仅可以达到和 RN相同的肿瘤控制，也可以保护肾功能。术前评估可以预测

术后肾功能来决定更好治疗方案。探讨使用 CTP和 DECT来评估肾癌患者肾功能的价值。 

方法：前瞻性收集五例肾癌患者（平均年龄 58.8±19.9 岁）于术前行 320层动态容积 CTP和

DECT（Aquilion ONE, Toshiba Medical Systems, Ottawara, Japan）检查。CTP的扫描参

数：管电压 100 kV，管电流第一次为 100mA之后为 60mA，层厚 0.5mm，旋转时间为 0.5s。所

得 23组动态数据包通过 Body Registration软件自动定位后获得灌注图像。通过时间-密度曲

线用最大斜率法分析，计算出等效血容量（Equiv BV）、血流量（AF），和清除率（FE）。

DECT的扫描参数：管电压 135、80 kV，管电流 50、230mA，层厚 0.5mm，旋转时间 0.5s，从

碘图中得到 CT变化值。采用配对样本 t检验比较患侧及对侧肾皮质间参数差异，采用独立样

本 t检验比较肿瘤和肾皮质之间参数差异。 

结果：肿瘤、患侧肾皮质与健侧肾皮质间的 Equiv BV和 AF值的比较均无统计学差异。患侧肾

皮质（36.19±13.43 ml/min/100ml）及对侧肾皮质（40.54±12.44 ml/min/100ml）的 FE值

高于肿瘤（17.67±8.82 ml/min/100ml）（P＜0.05），且对侧肾皮质和肿瘤之间的差异较患

侧肾皮质和肿瘤之间更为明显。对侧肾皮质的 CT变化值（199.37±54.49Hu）高于患侧

（161.39±36.46Hu）（P＜0.05）。 

结论：CTP和 DECT可用于无创性提供肾癌患者的肾功能信息。  

 

 
PU-1212 

节段性空肠扩张 1 例 

 
季敏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节段性肠扩张（Segmental dilatation of the intestine, SDI）是一种罕见的限局性肠道畸

形。它主要表现为局部肠管扩张至 3-4倍，在正常肠管和扩张肠曲之间没有明显的移行改变，

病变肠管远端肠段也没有内在或外在的障碍，组织学检查显示神经丛发育分布正常，切除病变

肠段后可完全痊愈，临床多形性和缺乏影像学特异性研究使术前诊断很难成立，只有手术探查

和切除的病变肠段组织学检查能证实诊断。大多数作者倾向于本病症起因于胎内时肠道受到外

来压迫所致。由于本病症极罕见，现将我院诊治一例报道如下。 

患儿，男，3岁。因“生后腹部膨隆至今” 收治入院。患儿出生时家属发现患儿腹部膨隆，

至今无改善，患儿时诉有腹胀，胃纳一般，无明显呕吐发热等，大便约每天 1-2次，质硬，量

可。就诊前三日起患儿诉腹胀有加重。入院查体示腹部明显膨隆，右腹部 10×20cm 范围隆起

更明显，腹部表面可见少量静脉显露，腹部叩诊呈鼓音。 

B超腹腔内淋巴结明显肿大，融合成团。腹部平片发现右上腹一异常扩张透亮影，周围肠曲呈

受压推移改变。上消化道钡餐检查示十二指肠水平段较短，于脊柱水平转向下行，其后小肠位

于右中腹。右上腹透亮影内可见钡剂进入，壁光整，由右后向左前襻形扩张，见空肠粘膜影。

随访见横结肠位于下腹部，未见扩张。CT可见肠系膜上血管位置异常；中上腹扩张肠管样结

构；后腹膜淋巴结肿大。影像学诊断为肠重复畸形可能大，肠旋转不良，后腹膜淋巴结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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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影像学检查提示患儿腹腔内存在巨大囊性占位，与肠管相通，考虑肠重复畸形可能，同时可

能合并肠旋转不良，有手术指征，予以剖腹探查。术中见距幽门 30cm处见显著扩张的空肠，

直径 10cm，长约 20cm，无卡压痕迹，扩张空肠与正常肠管连接处未扪及膈膜，扩张空肠近端

见异位胰腺。病理证实为（肠）粘膜内血管充血。可见正常神经节细胞。  

 

 

PU-1213 

64 层螺旋 CT 尿路成像（MSCTU）诊断下腔静脉后输尿管 1 例

报告及文献复习 

 
刘晓华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六三医院 110042 

 

临床资料 

  患者男性，52岁，腰腹部不适 1年，进来无明显诱因出现右侧腰腹部钝痛加重 1周，临床

入院诊断为右侧输尿管结石。体格检查：腰腹部无明显压痛、叩痛，未触及明显包块。CT表

现：CT平扫示右侧肾盂及输尿管近端扩张、积水，肾盂、输尿管内未见明显高密度结石影

（图 1）；CTU示右侧输尿管局限节段走行于下腔静脉后方，并受压变窄（腰 3椎体水平），

经腹主动脉与下腔静脉间穿出，呈“鱼钩状”，绕行至下腔静脉前方下行至膀胱（图 2-6）；

影像诊断：下腔静脉后输尿管（第一型）并右侧肾盂及输尿管上段积水。 

讨论 

  下腔静脉后输尿管（RU）又称输尿管前下腔静脉或环下腔静脉输尿管，在血管先天畸形中

少见，该病首次与 1893年尸检时被发现[1]，RU的发病率为 1‰，女性尤少见，男女比例约为

4:1[2]，临床症状常出现于 30-40岁，无特异性，多以腹部隐痛或酸痛腹胀为主诉，伴有泌尿

系结石、感染时可出现肾绞痛、血尿、脓尿或尿道刺激症状，大多数患者伴有不同程度肾及输

尿管扩张积水，严重者可出现肾功能损害及肾结石等并发症，诊断主要依靠影像学检查。 

  Bateson等[3]1969年根据输尿管与下腔静脉交叉位置的高低将 RU分为 2型。第一型（低攀

型）较常见，IVU表现为右侧输尿管上段扩张，之后向中线形成“鱼钩状”，输尿管通常在腰

3~4水平与中线交叉，输尿管自腹主动脉和下腔静脉之间通过，此间隙较狭窄，加之腰大肌的

压迫，易梗阻形成右肾输尿管积水扩张，可合并尿路感染或者结石，严重者可致肾功能下降甚

至丧失，往往需要手术治疗。第二型（高攀型）临床较少见，在腰椎 2~3水平与中线交叉，此

段下腔静脉与脊柱见有较粗的右肾动脉与输尿管伴行，肾盂、输尿管之间的弯曲度相对平顺，

肾脏正常或轻度积水，一般不需手术，定期观察即可[3、4、5]。 

 

  

 

PU-1214 

儿童肾母细胞瘤的 CT 改变探讨 

 
段友方 

湖南省儿童医院/湖南省红十字医院 410007 

 

目的 探讨 CT对儿童肾母细胞瘤诊断及分期的价值。材料与方法 回顾分析 34例经手术、病

理证实为肾母细胞瘤的 CT表现。全部病例均进行了平扫与增强检查。肿瘤大部分源于一侧肾

脏，也可双侧，上极多于下极。不均匀强化的实质性肿块伴坏死、出血、囊变，少数有钙化；

肿瘤侵犯、压迫后残存肾呈新月形强化为典型 CT表现。本组术前定性诊断准确率为 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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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膜后淋巴结转移最多见。结论 CT检查可准确显示肾母细胞瘤侵犯的范围，及时发现转移

瘤，对肿瘤分期、制订治疗方案、估计预后提供重要依据。  

 

 

PU-1215 

Utility of CT findings to predict the Fuhrman grade 

in cT1b clear cell renal carcinoma 

 
shu jun

1
,Meng Xiaoli

2
,Zhu Zheng

3
,Yin Hong

1
 

1.Department of Radiology， Xijing Hospital， Fourth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2.Department of Radiology， The Center Hospital of Baoji City 

3.Department of Urinary Surgery， Xijing Hospital， Fourth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CT findings and Fuhrman grade of 

cT1b clear cell renal carcinoma(ccRcc), and to identify the predictors of low 

Fuhrman grade. 

Methods  

CT scans of 134 patients with ccRCC were viewd retrospectivly. Two radiologists(6 

years and 15 Years of expeience) evaluated CT scans for the following: lesion 

size, CT attenuation values in unenhanced and corticomedullary phase, tumor 

enhancement values, relative enhancement values, appearance(cystic, necrosis or 

solid), calcification, tumor pseudocapsule, and contour. Data were record and 

analyzed in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s to find predictive factors for low grade 

ccRcc. 

RESULTS lesion size(p=0.026), attenuation values in unenhanced phase(p=0.000) and 

corticomedullary phase(p=0.000), Tumor enhancement values(p=0.000), tumor 

pseudocapsule(p=0.000) were variables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low and 

high grade ccRccs, however, in the multivariate analysis, only lower attenuation 

value in unenhanced phase and higher enhancement in renal cortex phase were th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variables to predict low tumor grade ccRcc. 

CONCLUSION For cT1b ccRcc, lower attenuation value in unenhanced phase and 

higher enhancement in renal cortex phase were two independent predictors 

of the low g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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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216 

CT Findings to Predict the Fuhrman Grade of 

cT1b Clear Cell Renal Carcinoma 

 
Shu J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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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Zhu Zheng

3
,Yin Hong

1
 

1.Department of Radiology， Xijing Hospital， Fourth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2.Department of Radiology，The Center Hospital of Baoji City 

3.Department of Urinary Surgery， Xijing Hospital， Fourth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CT findings and Fuhrman grade of 

cT1b clear cell renal carcinoma(ccRcc), and to identify the predictors of low 

Fuhrman grade. 

Material and Methods CT scans of 134 patients with ccRCC were retrospectively 

reviewd by two radiologists independently. Radiographic features including lesion 

size, CT attenuation values in unenhanced and corticomedullary phase, tumor 

enhancement values, relative enhancement values, appearance(cystic, necrosis or 

solid), calcification, tumor pseudocapsule, and contour were recorded and 

analyzed.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s were carried out to find the parameters can 

be used to predict low grade ccRcc. 

RESULTS Lesion size, attenuation values in unenhanced phase,corticomedullary 

phase, Tumor enhancement valuesand tumor pseudocapsule show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low and high grade ccRcc. However, in the multivariate analysis, 

only lower attenuation value in unenhanced phase and higher enhancement in renal 

cortex phase were th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variables to predict low tumor 

grade ccRcc. 

CONCLUSION Lower attenuation value in unenhanced phase and higher enhancement in 

renal cortex phase were two independent predictors to differentiate low grade 

ccRcc from high grade ccRcc. 

   

 

 
PU-1217 

Turbo Flash 炫速模式在学龄前儿童全腹扫描 

中不用镇静剂的运用 

 
王玉权,伍姚斌,刘昌杰,曾宪春*,王荣品 

贵州省人民医院 550002 

 

目的 探讨 Force CT大螺距 Turbo Flash超炫速模式在学龄前儿童全腹扫描中不用镇静剂的可

行性。 

方法 疑腹部病变行 CT扫描患儿 122例作为研究对象，按时间先后分为两组，A组：60例患

儿，运用镇静剂睡熟后行常规扫描，开启 CARE Dose 4D/CARE kV，参考管电流及管电压分别

为 110mAs、100kV，螺距为 1.9；B组：62例患儿，接受常规心里干预不用镇静剂采用大螺距

Turbo Flash超炫速模式扫描，螺距为 3.2，其余条件与 A组不变。比较两组方案的扫描时

间、图像质量及诊断效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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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两组方案扫描时间比较有统计学差异(P<0.05)。图像的客观评价指标及主观评分均无统

计学差异(P>0.05)；两组方案的诊断效能无明显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Force CT大螺距 Turbo Flash超炫速模式扫描明显缩短扫描时间，对于心里紧张不配合

的学龄前患儿，在避免不使用镇静剂的情况下同样能得到符合诊断要求的图像，而且还得到广

大家长的好评，值得临床广泛应用。 

 

 

 

PU-1218 

双能量 CT 扫描在肾细胞癌不同病理亚型诊断中的运用 

 
曾宪春,王玉权,刘昌杰*,王楠竹,王荣品 

贵州省人民医院 550002 

 

【摘要】 

目的 探讨双能量 CT在肾细胞癌不同病理亚型诊断中的运用价值。 

方法 收集本院经穿刺或手术病理证实且术前行双源 CT三期扫描的肾细胞癌患者 120例，回顾

性分其病理类型及对应的影像资料，在影像资料中，在同一层面重点测量瘤体感兴趣区

（ROI）平扫及增强皮质期、实质期、排泄期 CT值，以及邻近正常肾皮质 CT值，比较瘤体增

强各期与平扫 CT值差值为强化幅度、瘤体增强各期双能 CT差值、各期瘤体的 CT强化指数及

强化指数曲线，最后再与对不同病理亚型肾细胞癌比较。 

结果 120例患者中，透明细胞癌 65例、乳头状癌 16例、嫌色细胞癌 28例、集合管癌 11

例；透明细胞癌皮质期、实质期的强化幅度及强化指数显著高于其他三种病理亚型（P＜

0.05），而乳头状癌、嫌色细胞癌和集合管癌各期强化幅度及强化指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嫌色细胞癌和集合管癌强化指数曲线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双能 CT差值

比较中，透明细胞癌皮质期、实质期显著高于其他三种病理亚型（P＜0.05）。 

结论 双能量 CT扫描后，结合强化幅度、双能 CT差值、强化指数及强化指数曲线综合分析，

有利于对肾细胞癌不同病理亚型做出较准确的诊断。 

  

   

 

 
PU-1219 

CTE 评分系统：潜在的评估活动期溃疡性结肠炎  

严重程度的预测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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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深圳市中医院 

 

目的 总结活动期溃疡性结肠炎的多层螺旋 CT小肠造影征象，探讨 MSCT肠道造影（CTE）在

活动期溃疡性结肠炎(UC)病情评估中的价值。 

方法 收集 46例经临床、肠镜及病理证实的活动期溃疡性结肠炎的资料，所有的患者均行多

层螺旋 CTE检查，临床病情的严重程度采用改良 Mayo评分系统，依据评分结果分成轻度

（n=10）、中度（n=17）、重度（n=19）三组，比较不同组间患者的 CTE的差异，对每例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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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CTE表现进行综合评分，分析 CTE评分与 Mayo评分的相关性,通过 ROC曲线分析获得 CTE评

分的最优值。 

结果 CTE检查，肠黏膜下气泡、肠壁分层、结肠袋消失及淋巴结肿大、肠系膜血管增多在三

组间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三组的 CTE评分分别为 4.9±2.3、7.6±2.6、

10.9±2.0，各组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UC的 CTE评分与改良 Mayo评分两者

之间呈线性正相关（r=0.835, P<0.05）；CTE评分预测中-重度溃疡性结肠炎的最优值为

9.5，曲线下面积 0.803，灵敏度 83.3%，特异度 69.2%。 

结论 CTE评分系统评估溃疡性结肠炎的严重程度与改良 Mayo评分评估法强相关，证明 CTE是

评估活动期 UC的潜在指标。 

 

 

 
PU-1220 

MSCTA 评价右侧正常及肾癌状态下肾静脉 

及肿瘤肾外引流静脉的研究 

 
田冰,乔英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030001 

 

目的： 

从临床手术需求角度出发，利用 MSCTA观察正常肾脏及透明细胞癌状态下右肾静脉的形态学表

现，对右肾静脉进行分类，并总结肿瘤肾外引流静脉的特点。 

方法： 

对行腹部平扫及增强扫描的 100例正常肾脏及 61例右肾透明细胞癌患者的原始数据进行后处

理，利用 MPR、 MIP观察右肾静脉支数、位置及肿瘤肾外引流静脉，并测量相关参数，对右肾

静脉进行分类。 

结果： 

1.正常组中,右侧单支肾静脉长约 20.24±8.08mm、直径约 12.39±2.16mm，多支肾静脉中，长

度最小约 20.18±7.70mm、直径最大约 10.78±2.15mm，单支肾静脉与多支肾静脉直径最大者

相比，直径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提示单支肾静脉直径略粗，而与多支肾静脉长度最小者相

比，长度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肿瘤组中，无肿瘤肾外引流静脉的情况下，右侧单支肾静脉直径约 14.10±3.56mm， 与正常

组右侧单支肾静脉直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提示肿瘤组直径增粗；存在肿瘤肾外引流静

脉的情况下，右侧单支肾静脉直径约 13.86±4.27mm，与正常组右侧单支肾静脉直径相比，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2.肿瘤肾外引流静脉 21支，其中 12支引流入右侧生殖静脉，5支直接汇入下腔静脉，4支引

流入右侧肾上腺静脉。 

肿瘤突破包膜与未突破包膜者相比，肿瘤肾外引流静脉出现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肿瘤体积

≥4cm 与＜4cm者相比，肿瘤肾外引流静脉出现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正常组中 I型占 48.0% 、II型占 23.0% 、III型占 13.0% 、IV型占 16.0% ；肿瘤组

中 I型占 49.2% 、II型占 27.8% 、III型占 18.0% 、IV型占 4.9% 。右肾静脉分类在正

常组与肿瘤组中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通过 MSCTA及其后处理技术，能够多方位、多角度的显示肾静脉解剖位置、走行、变异以及肿

瘤肾外引流静脉，从而在术前为外科医生提供详尽、有用、全面的影像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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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221 

多模型 MRI 扩散加权成像 参数在直肠癌 N 分期中的应用研究 

 
张涛

1
,李绍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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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徐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徐州医学院附属市立医院、徐州市红十字会医院） 

2.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直肠癌原发灶多模型 MRI扩散加权成像参数对于区域淋巴结转移的预测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 34例直肠癌患者术前盆腔 MRI图像。测量直肠癌原发灶：双 b值 DWI序列得到

ADCmin、ADCmean， 18b值 DWI序列通过单指数、双指数及拉伸指数模型得出标准 ADC（ADC 

standard）、快速扩散系数（ADCfast）、慢速扩散系数（ADCslow）、灌注分数（f）、扩散

分布系数（DDC）、水分子扩散异质性指数（α）。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比较各参数在转移、

非转移淋巴结的差异，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单一参数预测区域淋巴结转移的

效能。结果 34例患者中 N0、N1、N2分期分别为 11例、11例、12例。直肠癌原发灶

ADCmin、ADCfast、f、DDC 在转移淋巴结与非转移组之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预测区域淋

巴结转移曲线下面积为 0.747-0.798，敏感度 65.2%-78.3%，特异性 72.7%-81.8%。结论 

ADCmin、ADCfast、f、DDC 对直肠癌区域淋巴结转移有预测价值，应用单一参数预测区域淋巴

结诊断效能为低-中等准确，可在区域淋巴结转移评价中起到一定参考作用。   

 

 

PU-1222 

MSCT 三维重建诊断消化道异物的作用及意义 

 
王小鹏,朱才松 

上海市同仁医院 200336 

 

   

【摘要】 目的 评价 MSCT及三维重建在消化道异物诊断中的价值。 材料与方法 回顾分析

MSCT诊断 96例消化道异物病例，均使用 GE LightSpeed 16层、32层及 SIEMENS Somatom 

Perspective 64层多层螺旋 CT设备进行检查,，其中平扫 95例，对比剂增强扫描 1例；33例

患者在完成食道钡絮检查后再进行 MSCT扫描；50例行胸部或腹部 X线平片检查。通过容积重

建（VR）、最大密度投影(MIP) 、多平面重组(MPR)影像后处理技术进行三维成像。将术前影

像诊断结果与内窥镜及手术病理或临床治疗随访结果进行对比分析。结果 MSCT诊断 96例消

化道异物中咽喉及食道异物 42例，胃内异物 16例；小肠异物 24例；结肠异物 14例。共有

40例合并穿孔及周围组织感染 2例伴肠梗阻。除 5例胃内异物及 1例小肠异物为多个异物

外，其余均为单一异物。主要 CT影像表现依据消化道内异物的性质不同而表现具有不同特定

形态低密度、略高密度影或高密度影，合并消化道穿孔则表现为穿孔点周围炎症、腹腔游离气

体、不同程度的肠壁增厚，可同时伴有腹膜炎征象，如肠系膜密度增高、腹腔积液。结

论 MSCT三维重建可直观显示消化道内异物形态、性质，准确判断异物位置及是否存在穿

孔、以及与周围脏器关系等，对临床治疗方案的选择有重要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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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223 

像素闪耀算法在提高单源双能 CT 平扫对肝转移瘤检出率及提

升图像质量的价值 

 
徐明哲,刘爱连,刘义军,刘静红,田士峰,李烨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6011 

 

目的 单源双能 CT平扫肝转移瘤患者的图像，应用像素闪烁（PixelShine，PS）

（AlgoMedica，Inc，Sunnyvale，CA）算法对提高病灶检出率、提升图像质量的价值。方法 

回顾性搜集肝转移瘤的患者 21例，共 28个病灶。入组标准：①经手术病理、穿刺活检证实或

经既往影像学资料发现肝内新出现病灶或病灶数增多而确诊；②病灶大小≤2cm；③无囊变、

坏死。使用单源双能 CT（GE Discovery HD 750，USA）扫描，对 AW4.6工作站所得的平扫 68 

KeV单能量图像进行 PS（A7 模式）处理，得到 PS前后两组平扫 CT图像。由作者及一位高年

资影像诊断医师采用双盲法分别测量 PS前、后平扫图像中病灶 CT值、SD值，皮下脂肪 CT

值、SD值，计算病灶的 SNR、CNR。使用组内相关系数（ICC）比较两名观察者各测量值的一致

性。若 ICC值＞0.75则为一致性良好，此时采用两者数据的均值进行后续比较。使用配对样

本 t检验比较 PS前后病灶 CT值及 SD值、皮下脂肪 CT值及 SD值、病灶的 SNR及 CNR。结果 

两观察者一致性良好（ICC 值均＞0.75）。PS前、后 CT平扫图像的肝转移瘤及皮下脂肪的 CT

值无统计学差异（P值分别为 0.070、0.487），与 CT平扫图像相比，PS后 CT平扫图像的肝

转移瘤及皮下脂肪的 SD值显著减低[(6.28±1.38)vs.(2.58±0.56), P=0.000；
(6.89±1.87)vs.(3.73±1.64),P=0.000]，而肝转移瘤的 SNR值、CNR值显著提高

[(5.66±2.02)vs.(11.97±6.15),P=0.000；(21.54±7.51)vs.(45.29±23.40), P=0.000]。
结论 对于能谱 CT平扫肝转移瘤的图像，像素闪耀算法可以降低图像的噪声，增加图像的信噪

比及对比噪声比，提高图像质量。 

   

 

 
PU-1224 

CT 灌注成像对低分化肝细胞癌和肝内胆管 

细胞癌鉴别诊断的价值 

 
胡申申,郭华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00 

 

 

目的：分析 64层螺旋 CT灌注成像对低分化肝细胞癌和肝内胆管细胞癌的鉴别作用，探讨其临

床诊断价值。方法：纳入此研究中的 25例研究对象均为我院于 2016年 12月至 2017年 6月收

治的低分化肝细胞癌和肝内胆管细胞癌患者，低分化肝细胞癌 9例，肝内胆管细胞癌 16 例，

应用 ＣＴ扫描仪对所有研究对象进行平扫及全肝灌注扫描，对 2组的病灶周围实质部分肝血

流量（HBF）、毛细血管表面通透性（PS）、肝动脉分数（HAF）、肝血容量（HBV）、平均通

过时间（MTT）5个灌注指标进行分析，比较 9例低分化肝细胞癌和 12例肝内胆管细胞癌的实

性成分及每组实性成分与周围正常肝脏组织的 ＣＴ 灌注参数。结果：2组患者经 64层 CT灌

注成像方法检查后，对病灶周围实质部分参数肝血流量、毛细血管表面通透性和肝动脉分数差

异不显著（P>0.05），肝血容量、平均通过时间差异不显著（P>0.05）。与正常肝实质相比，

肝血流量、肝血容量及毛细血管表面通透性差异不显著（P>0.05）；平均通过时间与肝动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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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差异显著（P<0.05）。结论：CT灌注成像能反映低分化肝细胞癌和肝内胆管细胞癌的血流

灌注特点，对低分化肝细胞癌和肝内胆管细胞癌的鉴别诊断具有重要临床意义。   

 

 

PU-1225 

胰腺癌定量双能 CT 碘图与 CT 灌注参数的相关性研究 

 
赵常红,刘挨师,郝粉娥,赵磊,孟令新 

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010010 

 

目的 探讨胰腺癌、肿瘤周围正常胰腺组织时间特异性双能增强 CT碘图参数与对应部分 CT灌

注参数的相关性。 

方法 收集 2015年 12月-2016 年 11月间可疑胰腺癌 36例，先行 CT灌注扫描，留置于检查床

上 15min后行时间特异性单期双能增强 CT。分别绘制胰腺癌与肿瘤周围正常胰腺组织时间-密

度曲线，记录二者强化峰值 CT值及肿瘤周围正常胰腺实质期时间。测量胰腺癌与肿瘤周围正

常胰腺的 CT灌注参数和双能 CT碘图参数碘浓度，进行两独立样本 t检验。利用 Pearson相关

计算双能 CT碘图参数 IC与对应部分 CT灌注参数间的相关性。比较全胰腺 CT灌注与时间特异

性单期双能增强 CT有效辐射剂量。 

结果 胰腺癌与肿瘤周围正常胰腺组织强化峰值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肿瘤周围正常胰腺组织

实质期时间为对比剂注入后的 31.77±3.50s。胰腺癌与肿瘤周围正常胰腺组织间 BF、BV、IC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胰腺癌与肿瘤周围正常胰腺组织间 CT灌注参数 PMB、MTT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胰腺癌双能增强 CT碘图参数 IC与 CT灌注参数 BF、BV间存在中度相关性，分别 r=0.644
（P=0.000），r=0.523（P=0.002）。胰腺癌双能增强 CT碘图参数 IC与 CT灌注参数 PMB、

MTT间无相关。肿瘤周围正常胰腺组织双能增强 CT碘图参数 IC与 CT灌注参数 BF、BV间存在

中度相关性，分别 r=0.547(P=0.001），r=0.511（P=0.003）。肿瘤周围正常胰腺组织双能增

强 CT碘图参数 IC与 CT灌注参数 PMB、MTT间无相关（分别 r=0.122，r=-0.014，P＞
0.05）。时间特异性单期双能增强 CT有效辐射剂量较全胰腺 CT灌注显著降低。 

结论 胰腺癌时间特异性单期双能 CT碘图参数 IC与 CT灌注参数 BF、BV间有较好一致性。双

能 CT碘图在降低辐射剂量前提下，可为临床提供部分近似于 CT灌注测量的信息。 

  

 

 
PU-1226 

儿童肝脏间叶错构瘤 CT 影像特点 

 
崔明雨,张永高,高剑波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回顾性分析 8例小儿肝脏间叶性错构瘤（MHL）的影像学资料，分析肝脏间叶性错构瘤

的ＣＴ表现，以增加对本病ＣＴ表现的认识，提高其诊断正确率。方法：回顾性分析

2013 年 08月—2017 年 07 月 8例行 CT 平扫及动态增强扫描并经手术病理证实的肝脏间

叶性错构瘤，根据 CT平扫图像显示的病变密度，将瘤灶分囊性、囊实性、实性３种类型，并

结合文献回顾性分析其临床及 CT影像学特征。结果：8例患儿中，男 5 例，女 3 例，年龄

9～50月，平均（26.62±10.28）月，主要症状：腹部包块 6 例，腹痛 3 例，其中 1例患

儿 AFP 轻度升高，8例 MHL 病灶均为巨大类圆形或长椭圆形，病灶位于肝右叶 5例，肝左叶

1 例，同时累及肝左、右叶 2 例，病灶直径 7.4～19.3 cm，平均（14.64±4.15）cm。CT

定位诊断准确率为 81.25％。CT表现主要取决于病变囊实性成分比例，4例表现为囊实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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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1例表现为单纯实性型，3例为多分隔囊性占位。1例囊实性占位内见点状钙化。增强扫

描后肿瘤实性部分及分隔呈轻、中度不均匀性强化，囊性部分无强化。5例（2例囊实性和 3

例实性）病灶内见肝血管分支穿行。结论：肝脏间叶性错构瘤的 CT表现多具有一定的特征，

CT图像特点：①CT平扫图像可表现为囊性、实性或囊实性３种类型；②囊性者 CT平扫图像表

现为多分隔低密度灶，密度均匀，分隔薄且光滑，增强后低密度区无强化，分隔有强化；实性

者 CT平扫图像上表现为均匀软组织密度，增强后病灶不均匀强化，强化方式多样；囊实性者

平扫图像病灶密度不均匀，可见混杂分布的低密度区及软组织密度区，增强后低密度区无强

化，软组织密度区轻中度强化；③部分以实性成分为主的病灶内可见血管影；④偶可见点状钙

化。肝脏间叶性错构瘤具有一定的特征性，认真分析其影像表现并结合患儿临床特征，术前大

多能做出正确诊断。 

   

 

 
PU-1227 

能谱 CT 定量参数术前评估食管癌病理分级的临床价值 

 
刘月华,朱绍成,魏毅,李琳琳 

河南省人民医院 450003 

 

【摘要】 目的 探讨宝石能谱 CT定量参数评估食管癌病理分级的价值。方法 前瞻性研究

62例经手术病理证实的食管癌患者，病理分级为高分化癌 15例，中分化癌 25例，低分化癌

22例。术前均行宝石能谱 CT双期增强扫描,测量计算病灶动脉期标准化碘浓度(APNIC)、能谱

曲线斜率（APλHU）、标准化有效原子序数（APZeff-a）、静脉期标准化碘浓度(VPNIC)、能谱曲

线斜率（VPλHU）、标准化有效原子序数（VPZeff-a）。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不同病理分级

之间参数的差异，采用 ROC 曲线评价各单独及联合参数鉴别低分化与中高分化食管癌的效能。 

结果 高、中、低分化食管癌分别为：APNIC（0.133±0.042）、（0.153±0.035）、

（0.203±0.037）；APλHU（1.428±0.309）、（1.586±0.288）、（1.840±0.266）；APZeff-

a（0.731±0.044）、（0.741±0.029）、（0.782±0.048）；VPNIC（0.411±0.084）、

（0.466±0.095）、（0.555±0.093）；VPλHU（1.440±0.236）、（1.478±0.214）、

（1.691±0.255）；VPZeff-a（0.899±0.027）、（0.914±0.031）、（0.932±0.023），不同

病理分级之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APNIC、APλHU、APZeff-a、VPNIC、VPλHU、

VPZeff-a鉴别低分化与中高分化食管癌的 ROC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855、0.772、0.781、

0.801、0.760、0.715；联合参数（APNIC+VPλHU）ROC曲线下面积最大（0.924），预测概率

阈值 0.319，敏感度 90.9%，特异度 82.5%。结论 宝石能谱 CT定量参数评估食管癌病理分级

具有一定价值。 

   

 

 
PU-1228 

急性胰腺炎胰腺内外病变的 CT 与 MRI 诊断价值 

 
阮志兵,焦俊,范光明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550004 

 

目的 探讨急性胰腺炎(AP)胰腺内和胰外受累组织器官的 CT和 MRI表现及其诊断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5年 1月至 2017年 6月我院临床确诊的 957 例急性胰腺炎(AP)患者的临床与影

像学资料。结果 1 AP胰腺病变的 CT（包括平扫与增强扫描）与 MRI表现：（1）CT与 MRI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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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胰腺肿大分别为 49例（94.23%）与 50例（96.15%），其显示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0，

p=0.950）；（2）MRI显示胰腺信号的异常具有优势（ =6.310，p=0.012）；（3）CT与 MRI

显示胰腺坏死（>50%、30-50%、<30%）分别为 5例（9.6%）、6例（11.5%）、21例（40.4%）

与 6例（11.5%）、8例（15.4%）、23例（44.2%），两者比较无明显统计学差异（ =1.182，

p=0.757）。2 AP胰腺外受累组织器官 CT与 MRI表现：（1）CT与 MRI对显示胰腺周围渗出分

别为 40例（76.9%）与 51例（98.1%），存在明显差异（ =10.637、p=0.001）；（2）CT、

MRI显示胆囊胆道异常存在显著性差异（ =16.587，p<0.001）；（3）MRI对显示肝实质信号

异常较 CT显示密度异常存在优势（ =6.118，p=0.013）；（4）CT与 MRI显示胰腺周围血管

侵犯分别为 14例（28.6%）与 10例（20.4%），两者显示不存在差异（ =0.883，p=0.347）；

（5）CT与 MRI显示腹壁水肿分别为 19例（36.5%）与 36 例（69.2%），MRI具有明显优势

（ =11.153，p=0.001）；（6）CT与 MRI显示肺内的渗出实变分别为 21例（40.4%）与 41例

（78.8%），MRI具有明显优势（ =1.975，p<0.001）。结论 多器官受累是 AP的重要特征，

MRI对于显示病因、胰腺出血坏死及胰腺外受累组织器官的情况具有优势，更有助于 AP 病情

的全面评估。  

 

 
PU-1229 

腹膜假性粘液瘤来源于胰腺导管内乳头状粘液瘤个案报道 

 
马云瑶,杨学东,罗萍,方继良,石凤祥 

中国中医科学院北京广安门医院 100053 

 

目的：探讨腹膜假性粘液瘤来源于胰腺的影像学表现，提高对本病认识及诊断水平。 

方法：报告我院 2016年 8月收治一例经病理手术确诊为腹膜假性粘液瘤患者。患者，女、76

岁、腹胀 3个月，腹腔增强 CT检查呈胰管明显扩张，管腔约 28mm，管壁内可见结节样软组织

密度影。腹腔内可见多发囊状液性密度影，肝脏边缘呈“扇贝样”压迹，肠系膜及大网膜明显

肿胀，腹腔大量积液。盆腔增强 CT检查示盆腔大量积液，阑尾、子宫及双侧附件未见显著异

常。 

结果：行腹腔镜探查术，术中见腹腔内大量胶冻样液体，以肝周及上腹腔为主，腹壁及脏器壁

层腹膜覆以粘液样物质。探查肿瘤主要来源于胰腺体尾部。术后病理回报：（腹腔）送检标本

为大量粘液，其内可见极少许粘液上皮细胞，符合低级别假粘液瘤。 

结论：临床工作中，腹膜假性粘液瘤原发肿瘤来源于胰腺的病例较少见，通过 CT 等影像学检

查对确定 PMP原发肿瘤的早期诊断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PU-1230 

小肝癌的 CT 与 MRI 诊断对比 

 
高杰,赵书怀 

忻州市人民医院 034000 

 

目的：对照研究小肝癌在 MRI平扫加增强与 CT平扫加增强的图像特点，从而评价单一 CT或

MRI与 CT联合 MRI在小肝癌诊断的灵敏度与特异度。 

方法：将 100例肝脏小结节（直径小于 3cm）的患者分别行 CT平扫加增强与 MRI平扫加增

强，并且该 100例患者都有术后病理结果。随机抽取我院 CT与 MRI诊断水平相当的医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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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第一组单独用 CT诊断，第二组单独用 MRI诊断，第三组联合 CT与 MRI诊断。然后与病理

结果对照，分别得出三个组的诊断准确率。并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第一组与第二组差别无统计学意义，第一、二组与第三组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采用 CT与 MRI联合诊断相对与单一影像诊断能明显提高准确率。  

 

 

PU-1231 

肝脏局灶性结节增生与炎症型肝细胞腺瘤 MRI 诊断 

和鉴别诊断 

 
汪禾青,曾蒙苏,饶圣祥,盛若凡,杨春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复旦大学上海市影像医学研究所 200032 

 

目的：肝脏局灶性结节增生（focal nodular hyperplasia，FNH）和炎症型肝细胞腺瘤

(inflamma-tory hepatocellular adenoma, I-HCA)是两种肝细胞增生性病变[1]，两者的 MRI

表现有时相互重叠，对两种病变做出正确诊断对治疗方案的选择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文回

顾性分析 FNH和 I-HCA的 MRI表现，旨在提高对两种疾病的诊断和鉴别诊断水平。 

材料和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10例 I-HCA（12个病灶）和和 21例 FNH（21

个病灶）的临床和影像资料。入组患者术前均未行任何手术及局部治疗；31例患者均采用德

国 Siemens Avanto 1.5 T超导 MR扫描仪，行 MR平扫及动态增强扫描。通过住院病历记录患

者的相关临床资料，分析两者的 MRI各序列的平扫及动态增强各期的信号特征、ADC值、动态

增强强化特点。采用 SPSS 22.0 对患者临床特征及病灶 MRI表现进行统计分析，定量资料符

合正态分布采用 t检验；定性资料采用卡方检验或 Fisher 精确概率检验进行比较；对单因素

分析中具有统计学意义的指标进行多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以明确 I-HCA和 FNH的主要鉴

别诊断指标。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两者在形状、中央瘢痕、坏死囊变、T2WI信号特征、T2WI病灶与肝脏信号差值、DWI

信号特征、门静脉期及平衡期病灶信号、以及平衡期病灶与肝脏信号差值的比较有统计学差

异；多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中央瘢痕、坏死囊变、T2WI信号、DWI信号、门静脉期及

平衡期信号、以及平衡期病灶与肝脏信号差值具有诊断价值。 

结论：病灶内中央瘢痕、平扫 T2WI及 DWI信号特征、增强扫描门静脉期及平衡期病变相对正

常肝实质的强化程度可以用于鉴别 FNH和 I-HCA。 

   

 

 

PU-1232 

CT 在肝硬化患者胆囊改变的诊断价值 

 
李迎峰 

忻州市人民医院 34000 

 

目的：通过 CT分析肝硬化患者引起的胆囊改变，为临床提供更多的信息。方法：回顾性分析

我院 2016年 9月到 2017年 2月 35岁―70 岁 CT检查的肝硬化患者 56例与同期门诊进行腹部

CT检查的非肝硬化患者作为对照组，对其胆囊的大小、胆囊壁厚度、是否毛糙、有无结石等

进行分析。结果：肝硬化组胆囊改变的发生率为 75%，对照组为 12%，两者具有统计学差异(P

〈0.05)，肝硬化患者中，腹水比非腹水肝硬化患者易发生胆囊异常。结论：肝硬化患者易发

生胆囊病变，且随着肝功能的恶化或腹水的产生，胆囊病变的发生率随之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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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233 

进展期胃癌 T 分期与相关 CT 表现之间的关系 

 
王睿,李靖,高剑波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探究进展期胃癌 T分期与相关 CT表现的相关性。方法回顾性分析 2015年至 2016年间

我院 110例经病理证实为胃癌患者的 CT影像资料及临床资料，以病理结果为依据分为四组，

分别为 T1、T2、T3和 T4组。在所测的 CT征象中，将有无分层、强化程度、强化期相以及

borrmman分型采用卡方检验，最厚处经线的测量结果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对数据进行初步分

析，再将有统计学意义的征象用 logistic回归进行分析，计算优势比（OR）。结果：在四期

中，有分层的有 11、9、31 和 10例，四组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
2
=8.502，P＜

0.05）。强化程度明显的有 19、18、47和 13例，四组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χ
2
=12.855，P＜0.05）。以静脉期强化为主的有 25、19、47和 12例，各组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Borrmman分型在各个期相所占比例各不相同，T1期以 Borrmman1型为主，T2期和 T3

期以 Borrmman2型为主，T4 期以 Borrmman4型为主，四组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χ
2
=15.006，P＜0.05）。最厚经线处测量值在四组间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

Logistics 回归分析显示：有无分层(OR=2.120)、强化程度(OR=2.853)及 Borrmman分型

(OR=2.094)与 T分期有关(P<0.05)。结论：在检测的 CT征象中，有无分层、强化程度以及

borrmman分型与进展期胃癌 T分期有关，通过以上各种 CT表现的判断，可以对进展期胃癌 T

分期有一定的了解和判断。 

   

 

 
PU-1234 

MRI 对晚期妊娠胎盘植入诊断和预后判定的初步研究 

 
凌人男,龚静山 

深圳市人民医院 518020 

 

目的：评估核磁共振成像（MRI）对妊娠晚期胎盘植入的诊断和预后判定的价值。方法：回顾

性分析 2013年 1月至 2016 年 12月凶险型前置胎盘病例 75例，全部病例均先行腹部超声检查

后约一周内行腹部 MRI检查。根据临床手术和/或病理结果分为胎盘植入组和无胎盘植入组；

胎盘植入组依据浸润深度分为胎盘粘连组、胎盘植入组、胎盘穿透组。收集临床资料：孕妇年

龄，孕周，孕产史，剖腹产史；不良预后包括：子宫全切或次全切、产后子宫出血；MRI 资料

包括胎盘成熟度、胎盘局限性膨隆、T2WI低信号带、胎盘信号不均匀、胎盘梗死、子宫壁变

薄或局限性缺失、胎盘子宫交界面中断、胎盘下血管化、子宫与膀胱交界面、膀胱呈帐篷样改

变。采用 SPSS 13．0统计软件，采用两独立样本均数的 t检验及 Fisher’s精确概率法。结

果：75例中，胎盘植入组 67例，非胎盘植入组 8例。子宫全切或次全切共 23例，产后出血

43例。MRI对胎盘植入诊断准确率为 85%，特异性为 67%。两组间孕产妇年龄、孕产史有显著

性差异（P均<0.01）。胎盘植入组与正常对照组在胎盘局限性膨隆、胎盘与子宫交界面信号

中断或缺失、T2WI低信号带、等征象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均<0.01)；子宫壁变薄或局限性缺

失、胎盘信号不均匀、胎盘梗死、胎盘下血管化、子宫与膀胱交界面、膀胱呈帐篷样改变等征

象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胎盘植入组中，胎盘穿透和胎盘植入与产后出血、子宫切除

的发生具有统计学意义（P 均<0.01）。结论：妊娠晚期 MRI可以准确的评价胎盘植入，对临

床不良预后的预测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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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235 

Solid pseudopapillary tumor of the pancreas: CT 

imaging features and radiologic-pathologic 

correlation 

 
liu fang,Shao Chengwei 

Changhai Hosptial， Secon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200433 

 

PURPOSE  

We aimed to evaluate the imaging features of solid pseudopapillary tumor (SPT) of 

the pancreas with an emphasis on radiologic-pathologic correlation. 

METHODS 

42 patients (33 female, 9 male; mean age, 49 years) with histologic diagnosis of 

SPT encountered between January 2011 and June 2017 in Changhai Hospital were 

included in this study. Preoperative computed tomography (CT) images were 

reviewed for location, attenuation, enhancement pattern, margin, shape, size, 

morphology, presence of capsule and calcification. CT appearances were correlated 

with histopathologic findings. 

RESULTS 

There were 24 cytic-solid SPTs and 18 solid SPTs. Tumors of cytic-solid SPTs were 

much larger than solid ones (P<0.05). Of the 24 cytic-solid SPTs, 13 (54%) had 
varied patterns of calcification. There were only 4 (22%) solid SPTs had 

calcification. SPTs, larger than 5 cm, tended to accompany pancreatic duct 

dilatation and parenchymal atrophy. SPTs showed weak enhancement during the 

pancreatic phase and a gradually increasing enhancement pattern. Smaller SPTs 

tended to be histologically homogeneous, whereas larger tumors were composed of 

variable combinations of solid, hemorrhagic, and necrotic components.  

CONCLUSION 

A mixed solid and cystic pancreatic mass in a young woman is suggestive of SPT. 

However, smaller lesions may be completely solid. Cytic-solid SPTs were larger in 

size, and more frequently appeared with calcification, pancreatic duct dilation 

and parenchymal atrophy. 

   

 

 

PU-1236 

腹部 CT、超声及核磁共振胰胆管成像 

在肝外胆管结石的诊断价值分析 

 
杨超 

重庆市人民医院 400014 

 

目的：对比分析腹部 CT、超声及核磁共振胰胆管成像（MRCP）3种不同方法检测肝外胆管结石

的影像学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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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随机抽取肝外胆管结石病例样本 100例作为研究对象，患者于内镜下逆行胰胆管造影确

诊后，依次实施 B超、CT扫描及 MRCP成像。98例行 B超检查，72例行 CT检查，84例行

MRCPI检查。记录和比较 3 种成像方法的检出结果。 

结果：肝外胆管结石阳性检出率，B超为 40.5%、CT为 55.7%、MRCP为 88.9%，MRCP阳性检出

率明显高于 B超和 CT，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 =59.865，x2 =26.865；P＜0.01)；CT检出率明

显高于 B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4.324，P＜0.05)。直径＜8 mm的肝外胆管结石阳性检出

率 B超为 23%，CT为 34.5%，MRCP为 65%，MRCP阳性检出率明显高于 B超和 CT，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x2 =7.873，x2 =7.674；P＜0.01)。 

结论：MRCP对肝外胆管结石的阳性检出率较 B超和 CT更高，但临床仍需根据患者个体情况、

经济状况及症状主诉等综合评价，选择较为适宜的方法进行诊断。 

   

 

 
PU-1237 

多排螺旋 CT 灌注成像对肝硬化分级诊断的临床价值研究 

 
胡申申,郭华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00 

 

 

目的：探讨多排螺旋 CT灌注成像在肝硬化分级诊断中的临床价值。方法：选取我院于 2016年

11月至 2017年 4月收治的肝硬化患者 48例，按照 Child-Pugh分级法进行肝硬化程度分级，

Child A级 15例、Child B 级 14例、Child C级 19例，发作为观察组，同时选取同期接受健

康体检的 20例体检者为对照组。使用多排螺旋 CT 对所有观察组和对照组进行 CT灌注扫描，

比较不同组别的肝动脉灌注量（HAP）、门静脉灌注量（PVP）、全肝总灌注量（TLP）、肝动

脉灌注指数（HPI）以及达峰时间（TTP）等 5个灌注指标，并对灌注指标和肝硬化程度做相关

分析。结果：随着肝硬化程度的增加，肝动脉灌注量先降低后升高，门静脉灌注量和全肝总灌

注量逐渐降低，肝动脉灌注指数和达峰时间逐渐升高，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门静脉灌注量和全肝总灌注量与肝硬化程度呈负相关关系（P＜0．05），肝动脉灌注量、肝动

脉灌注指数和达峰时间与肝硬化程度呈正相关关系（P＜0．05），其中与肝硬化程度相关性最

强的 CT灌注参数为门静脉灌注量。结论：多排螺旋 CT灌注成像可以有效地观测肝硬化各级的

血液流动学变化，能够对病变组织的相关病理生理现象做出有效地评价，能够为临床精确地诊

断疾病、评估预后和制定相应的治疗措施提供客观、有效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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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238 

maging for preoperative lymph node staging of gastric 

cancer: comparison among EUS, CT, PET/CT and MRI. A 

systematical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lin yikai,Luo Mingxu,Chen Bo,Wang Xiaoping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iamen 361003 

 

Objective:  

Accurate assessment of lymph node staging is crucial to treatment strategy in 

gastric cancer. Imaging scans are routinely used to stage the disease prior to 

surgery. This study aims to systematically review the current role of imaging in 

assessing lymph node staging for gastric cancer. 

Methodology: 

Study identification, quality assessment and data extraction were independently 

completed by 2 authors.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and the area under the roc curve 

(AUC) were pooled to estimate the value of EUS, CT, PET/CT and MRI. Meta-

regression and subgroup analysis were performed to identify the impact 

factors of MDCT that contributed to heterogeneity. 

Result: 

Totally 67 studies were included (27 studies about EUS, 27 

studies about MDCT, 7 studies about MRI and 15 studies about 18F-FDG-

PET/CT) and the methodological quality of included studies was moderate. Meta-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were: 0.67 (95% CI: 0.59-

0.74) and 0.79 (95% CI: 0.73-0.84) for EUS, 0.67 (95%CI: 0.56-0.77), 0.86 (95%CI: 

0.81-0.90) for MDCT, 0.80 (95% CI: 0.68-0.88) and 0.72 (95% CI: 0.52-0.86) for 

MRI, 0.50 (95% CI: 0.40-0.61) and 0.92 (95% CI: 0.79-0.97) for PET/CT, 

respectively. Meta-regression revealed that section thickness of MDCT, multiplanar 

reformation and the proportion of serosa-invasive GC subjects were 

significant factors which explained the heterogeneity of the accuracy of 

MDCT.  

Conclusion: 

Among the four images, MRI has the highest sensitivity and PET/CT has the highest 

specificity to assess preoperative lymph node staging in gastric cancer. The 

combination of the two imaging modalities should be expected. For MDCT, the weak 

performance was limited by many variations like section thickness, multiplanar 

reformation of MDCT and T staging of gastric cancer. 

   

 

 

 

 

 

 

 

 

http://www.so.com/link?url=http%3A%2F%2Fwww.xctmr.com%2Fbaike%2Fct%2F714aae590159663493528de8ab5368b7.html&q=mpr+ct&ts=1477491128&t=353573540675611f76fed7d66202038&src=haosou
http://www.so.com/link?url=http%3A%2F%2Fwww.xctmr.com%2Fbaike%2Fct%2F714aae590159663493528de8ab5368b7.html&q=mpr+ct&ts=1477491128&t=353573540675611f76fed7d66202038&src=haosou
http://www.so.com/link?url=http%3A%2F%2Fwww.xctmr.com%2Fbaike%2Fct%2F714aae590159663493528de8ab5368b7.html&q=mpr+ct&ts=1477491128&t=353573540675611f76fed7d66202038&src=haos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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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3247 

 

PU-1239 

IVIM-DWI 相关参数鉴别胰腺癌和正常胰腺组织的应用价值 

 
魏梦绮,马婉玲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探讨 IVIM-DWI 鉴别胰腺癌(pancreatic cancer, PC)和正常胰腺组织(normal pancreas, 

NP)的最佳量化参数。 

材料与方法：收集病理证实的 PC患者 22例，应用 GE Discovery MR750 3.0T 磁共振扫描仪行

胰腺多 b值 DWI。应用 IVIM 双指数模型测量 PC和 NP的表观扩散系数(ADC)、扩散系数 (D)、

假扩散系数(D*) 和灌注分数(ƒ)，应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及受试者特征曲线分析比较各参数。P

＜0.05认为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PC的 ADC明显低于 NP (0.803 vs. 0.974×10
-3
mm

2
/s, F=13.143, P=0.001)；PC 的 D明

显高于 NP (0.659 vs. 0.535×10
-3
mm

2
/s, F=4.543, P=0.039)；PC的 ƒ明显低于 NP (54.527 

vs. 64.486 %, F=5.200, P=0.028)。ROC曲线分析时，D的曲线下面积大于 ADC和 ƒ (0.782 

vs. 0.781 vs. 0.728) 。鉴别 PC和 NP时 D的诊断效能最高。 

结论：ADC和 IVIM-DWI的扩散相关参数 D和灌注相关参数 ƒ可以有效鉴别胰腺癌和正常胰腺

组织。扩散相关参数 D是鉴别胰腺癌和正常胰腺组织的最佳参数。  

 

 

PU-1240 

MR 扩散加权成像不同模型参数直方图 

对上皮性卵巢癌分型的价值 

 
王丰

1
,刘剑羽

1
,周延

1
,王玉湘

2
,刘从容

2
,解立志

3
,梁栋

4
 

1.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2.北京大学医学部病理学系 

3.通用电气（中国）医疗集团 MR 影像研究中心 

4.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 

 

目的：探讨 DWI单指数、双指数及拉伸指数模型各参数直方图对上皮性卵巢癌二元论模型的应

用价值。 

方法：回顾性分析经术后病理证实为上皮性卵巢癌并行术前 MR检查的 52例患者，基于上皮性

卵巢癌二元分型理论将肿瘤分为Ⅰ型癌（低级别，18例）和Ⅱ型癌（高级别，34例）两组。

两组患者术前均行常规盆腔 MRI平扫、11b值 DWI（b值分别为 0, 30, 50, 100, 150, 200, 

400, 600, 800, 1000, 1500s/mm
2
）和动态增强扫描，然后用后处理软件生成 ADC、D、D*、

f、DDC和α图及其相应的直方图。观察两组患者的直方图特征，在每个直方图上分别测量记

录以下参数：平均值（Mean）、中位数（Median）、第 10百分位数（10th）、第 90百分位数

（90th）。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正态分布）和 Mann—Whitney U检验（非正态分布）比较两

组患者的直方图参数值。对于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各参数值，应用 ROC曲线分析它们鉴

别两型卵巢癌的诊断效能。 

结果：对于 ADC, D, f, DDC 和α值, II型癌所有参数直方图指标均低于 I型癌 (所有 P＜

0.05)。D*的所有直方图参数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所有 P＞0.05). ADC，D和 DDC大多数直方

图指标的曲线下面积高于 f和α。 

结论：DWI单指数、双指数及拉伸指数模型对卵巢癌分型的评估具有一定价值， ADC、D和

DDC的诊断效能较 f和α值更佳，f和α值可提供额外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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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241 

子宫肌瘤变性的磁共振图像特征研究 

 
张静 

山大二院 30001 

 

目的：观察子宫肌瘤变性的磁共振平扫、DWI及增强扫描时形态学表现及信号特征，为诊断子

宫肌瘤变性的诊断和治疗提供更丰富和准确的影像信息。 

材料和方法：收集我院就诊的子宫肌瘤变性患者 40例。使用 GE 750W 3.0磁共振扫描仪，腹

部线圈，行盆腔矢状位 T2WI propeller、冠状位 T2WI propeller、横轴位 T1WI、T2WI、T2 

IDEAL、DWI，增强 LAVA 轴位三期及矢状位、冠状位 LVAV 延迟扫描。所得图像由两名十年以

上工作经验的放射医师对病灶进行特征性描述。结合临床病史、妇产科触诊、妇科 B超及手术

病理综合分析子宫肌瘤变性的图像特征。 

结果：磁共振的平扫及增强扫描可以提供子宫肌瘤变性的形态学信息，对病灶的位置、数量、

大小、边界、内部信号、相邻组织器官的关系、血供情况显示清晰。 

结论：通过磁共振检查及对临床相关资料的综合分析可以为子宫肌瘤变性提供较明确的诊断信

息，对临床的进一步治疗具有重要意义。 

   

 

 

PU-1242 

IVIM-DWI 在肝细胞癌诊断及鉴别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彭娟

1,2
,杨林

1
,张小明

1
 

1.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2.四川省人民医院金牛医院 

 

目的：探讨体素内不相干运动扩散加权成像（IVIM-DWI）在肝细胞癌（HCC）的诊断及鉴别诊

断中的价值。 

材料与方法：收集我院肝脏恶性肿瘤患者共 81例，包括 HCC 55 例，肝胆管细胞癌（ICC）10

例，肝转移瘤（LM）16例。所有患者均在治疗或活检前使用 GE3.0T核磁共振行常规 MRI平

扫、IVIM-DWI扫描及动态增强扫描。分别测量 ADC，Dslow，Dfast和 f值。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比较 HCC与正常肝实质的各参数值；采用方差分析比较 HCC、ICC及 LM的各参数值；并根

据 ROC曲线比较各参数对 HCC诊断及鉴别诊断的效能。 

结果：HCC与正常肝实质的 ADC及 IVIM各参数均有统计学差异。HCC、ICC和 LM组织的 ADC、

Dslow和 Dfast具有显著性差异，而 f值无差异。通过 ROC 曲线获得 ADC、Dslow、Dfast 和 f

值诊断 HCC的 AUC分别为 0.773、0.801、0.777和 0.799；ADC、Dslow和 Dfast鉴别 HCC与

ICC的 AUC分别为 0.687、0.721和 0.896；Dfast鉴别 HCC与 LM的 AUC为 0.805。 

结论：IVIM-DWI有助于 HCC 的诊断及鉴别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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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243 

淋巴管平滑肌瘤病合并阴道乳糜漏  

 
孙莹,霍萌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 1000378 

 

【目的】：加深对 LAM的认识。淋巴管平滑肌瘤病（lymphangioleiomyomatosis LAM）是一种

主要累及生育期女性的全身性罕见疾病。发病率约为总人口的百万分之一，在 20~69岁成年女

性间的发病率约 1/400,000，但在 TSC的女性患者中，LAM可高达 30～40%。阴道乳糜漏临床

罕见，由 Watson 在 1953年首次报道，我们现报道一例合并于 LAM的阴道乳糜漏。 

【方法】：女性，61岁，12 年前无明显诱因出现胸闷、气促、活动后呼吸困难，外院 X线检

查发现右侧胸腔积液，穿刺示血性乳糜液，未见结核、肿瘤证据，反复穿刺引流每周 2～3

次，每次 1000ml，未见缓解，后进行胸膜粘连术，术后乳糜胸有所缓解，未痊愈，10年前无

明显诱因出现间断腹胀、腹痛，近 3年加重，3个月前无明显诱因阴道排出乳白色液体，自述

每次阴道排液后腹胀、胸闷症状明显缓解。 影像学检查：一、先行直接淋巴管造影 DLG，经

左足进行直接淋巴管造影，左足 1～3趾根间切开皮下注射入亚甲蓝及利多卡因混合液，于显

微镜下切开左足背皮肤，寻找蓝染淋巴管，穿刺成功后，注入碘化油，淋巴管造影后 30 分钟

之内行 CT胸腹平扫检查； 

【结果】：直接淋巴管造影显示：于 DSA下动态观察示左腹股沟、左髂淋巴管增多、迂曲、极

度扩张、结构紊乱，并向对侧盆腔返流，对比剂上行至腰 4水平后未见上行，大量对比剂聚集

于双髂及盆腔。CT扫描显示：发现双肺弥漫囊样病变，右侧胸腔少量积液。双腹股沟、双

髂、盆腔、腹膜后淋巴管扩张迂曲，结构紊乱，腹膜后及盆腔见囊实性含对比剂软组织团块；

子宫、阴道、会阴、直肠、双臀部肌间隙见对比剂异常聚集。患者最终进行左髂外淋巴管－静

脉吻合术，术后患者阴道乳糜瘘及腹胀逐渐缓解。 

【结论】：LAM可以合并乳糜性胸、腹、盆腔积液，还可同时合并肝、肾血管平滑肌脂肪瘤。

对于合并乳糜漏的 LAM患者进行 DLG以及 DLG后胸腹盆部 CT扫描具有重要意义。 

   

 

 
PU-1244 

多排螺旋 CT 对不典型急性阑尾炎的临床诊断观察 

 
邵艳,宋传顺 

商丘市中心医院 476000 

 

目的：探讨多排螺旋 CT及多平面创建（MPR）对不典型急性阑尾炎的临床诊断价值。方法：选

取我院收治的 40例疑似急性阑尾炎并进行手术患者的 CT及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使用

PHILIPS Brilliance 6 层螺旋 CT 扫描，图像经处理后行层厚 1.5mm多平面重建，直接对阑

尾的部位、形态、大小等进行显示，同时还可对阑尾系膜、周围脂肪间隙内及盲肠的病理变化

进行观察。 

结果：本组 40例患者中 2例患者术后阑尾病理结果为正常，其 CT显示阑尾外径小于等于

6mm，，1例患者 CT未显示阑尾穿孔，其余 37例患者 CT诊断结果均和手术结果相符，其诊断

符合率为 92.5%。，主要表现为 38例患者伴有阑尾增粗肿大现象，25例患者伴有阑尾周围炎

现象，19例患者伴有阑尾粪石现象，5例患者伴有阑尾周围脓肿形成现象，2例患者伴有阑尾

穿孔现象，9例患者合并右侧结肠旁或盆腔积液，3例患者合并肠梗阻。 

结论：多排螺旋 CT及 MPR结合应用于急性阑尾炎的诊断中可清晰的显示阑尾本身、阑尾周围

情况及并发症，同时还可对邻近脏器的病变情况进行显示，值得推广和应用。尤其是在不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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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阑尾炎及其并发症的诊断中具有较高的价值
[6]
。因此，临床上通过对患者体征、临床症

状、CT检查及实验室检查结果的共同分析可有效的进行诊断。而且多层螺旋 CT的高密度分辨

率在穿孔的早期发现及诊断中也具有较高的价值。 

 

 
PU-1245 

胆囊穿孔的 MSCT 诊断分析 

 
闫建华 

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 300170 

 

【摘要】 目的 探讨胆囊穿孔的螺旋 CT诊断特点。 方法 对 12例经临床手术病理证实的胆囊

穿孔患者的 MSCT表现征象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胆囊穿孔 CT表现包括胆囊壁的改变、胆囊

周围和右上腹腔的异常、肝脏内的异常密度。胆囊壁的特征性改变表现为连续性中断或局限性

缺损、膨出。胆囊周围和右上腹的异常包括胆囊窝积液及右上腹包裹性积液，胆囊周围脂肪间

隙密度增高或条索状影，胆囊邻近器官的改变。肝脏内异常灶表现为肝脓肿形成，胆囊与肝脓

肿之间有通道。 

结论 胆囊穿孔是胆道感染、胆石病、胆囊肿瘤、胆囊创伤等胆道系统疾病严重并发症之一。

炎症反应通常是胆囊穿孔病情进展中的主要因素。Niemeier 将胆囊穿孔分为 3型：Ⅰ型为急

性穿孔,引起弥漫性腹膜炎；Ⅱ型为亚急性穿孔，形成胆囊脓肿；Ⅲ型为慢性穿孔，形成胆肠

瘘。其中 II型最常见。胆囊穿孔特征性 CT表现胆囊壁缺损或连续性中断，伴有胆囊周围积

液。胆囊壁的缺损亦可伴有局限性膨出，表现为胆囊形态局部超出正常轮廓外。胆囊炎症可致

胆囊壁分层状改变，外层为浆膜层，其下方低密度层为浆膜下水肿、炎性坏死。胆囊壁的局灶

性坏疽，CT表现为不强化的低密度影。胆囊穿孔后胆汁溢出，于胆囊窝区或胆囊周围形成脓

肿或包裹性积液。胆囊穿孔后炎症累及胆囊周围的脂肪间隙，可见到条索状影，严重的可累及

到结肠肝曲、右半横结肠及邻近肠系膜、胃窦、十二指肠，表现为受累肠管和肠系膜肿胀增

厚，与周围结构界限变模糊。胆囊脏面穿孔可于相邻肝实质内形成肝脓肿，肝脓肿为一个或多

个，大小不等。MSCT多层面薄层重组可以多方位显示胆囊壁缺损部位和胆囊与肝脓肿之间的

通道。胆囊穿孔是一种少见但又危及生命的胆道系统疾病的并发症，临床需早期准确诊断、及

时手术治疗。螺旋 CT检查能客观反映胆囊穿孔的病变特征、累及范围和程度，为临床提供可

靠的影像学依据。 

  

 

 
PU-1246 

IVIM-DWI 与 DCE 鉴别前列腺癌与前列腺增生的价值探讨 

 
郭丹,刘爱连,陈丽华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6011 

 

目的：探讨体素内不相干运动扩散加权成像（IVIM-DWI）与磁共振动态增强扫描（DCE-MRI）

在鉴别诊断前列腺癌（PCa）与前列腺增生（BPH）的价值。材料与方法：回顾性收集分析我院

经病理证实的前列腺癌患者 20例，前列腺增生患者 25例，所有患者均行 3.0T磁共振 IVIM-

DWI及 DCE检查，其中 IVIM-DWI采用 10个 b值（b=20、50、100、150、200、400、800、

1200、2000、3000s/mm
2
）。将所得图像在 GE Functool 4.5 工作站及 Omni-Kinetics软件进

行后处理，两名影像科医师分别独立结合 DCE及 IVIM-DWI 图像勾画病灶，并记录 IVIM-DWI的

相关参数：单指数模型纯扩散系数 D-mono值、假扩散系数 D*-mono值、灌注分数 f-mono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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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指数模型纯扩散系数 D-bi值、假扩散系数 D*-bi值、灌注分数 f-bi值；DCE的纹理参数

值：容积转运常数 Ktrans值，转运速率常数 Kep值，血管外细胞外间隙容积分数 Ve值。采用

独立样本 t检验判别各参数在前列腺癌与增生组间的统计学差异，用受试者工作曲线（ROC）

判别检验效能。结果： 前列腺癌组的 D-mono值、f-mono 值、f-bi值、Ktrans的能量值、

Ve的峰度及偏度值低于前列腺增生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前列腺癌组的 D*-

mono值、D*-bi值、Ktrans 的熵值及第 5百分位数、Kep的第 5、10、25、50、75、90、95百

分位数高于前列腺增生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有统计学差异的参数分别行

ROC曲线，结果显示 f-mono 值的曲线下面积最大（0.780），敏感度及特异度分别为 100%及

50%。结论：IVIM-DWI和 DCE-MRI对前列腺癌和前列腺增生的鉴别诊断有价值，其中 IVIM-DWI

有更高的检验效能。 

  

  

   

 

 
PU-1247 

胆囊癌的 CT 诊断及误诊分析  

 
宋传顺

1
,邵艳

1
,刘得魁 

商丘市中心医院 

 

【摘要】目的：研究并探讨胆囊癌的 CT诊断及误诊，以不断提高医学中对于该项疾病的诊断

水平。方法：以我院 2009年 10月—2012年 4月期间共收治的 100例胆囊癌患者为研究对

象，并对所有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了较为科学与全面的回顾性分析，并总结误诊原因。结果：

在所有的被确诊为胆囊癌的 100例患者中，胆囊癌 CT具有直接征象肿块反应的患者为 69例，

结节的患者为 21例，胆囊壁肥厚的患者为 10例。所有患者的病灶均较为均明显强化，在患有

胆囊癌的同时伴有胆囊粘膜破坏以及囊壁僵硬。同时，合并胆囊结石的患者为 21例，临近侵

犯的患者为 12例，肝脏转移的患者为 11例，淋巴结转移的患者为 11例，胆道梗阻的患者为

10例，腹水的患者为 3例。在为患者手术之前，CT误诊的患者为 6例，其主要表现为胆囊癌

原发灶恶性征象不典型或者患者的外侵转移征象不明显而未被诊断出来。结论：胆囊癌患者的

CT征象具有十分显著的特征，结合常见的间接征象一般均能够做出较为及时与准确的诊断，

然而，对于表现并不典型且征象并不明显的患者而言，经常会出现误诊的现象，应该引起临床

中医务人员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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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248 

Relationship Between Clinical Phenotype and Visceral 

Adipose Tissue in Pediatric Patients with Crohn's 

Disease 

 
Ma Xiaohui 

College of Medicine， The Affiliated Children's Hospital， Zhejiang University 310003 

 

Background: Complex interaction among Crohn's disease (CD) and visceral adipose 

tissue (VAT) has been acquainted gradually by people, nevertheless,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VAT and clinical phenotypes in pediatric CD patients is not 

cognized so well at present. 

Methods: 39 pediatric patients with CD who had magnetic resonance enterography 

(MRE) at diagnosis and relapse were studied. VAT and subcutaneous adipose tissue 

(SAT) areas were measured from magnetic resonance images, and the ratio of areas 

of visceral to subcutaneous fat, named mesenteric fat index (MFI), was compared 

between pediatric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CD clinical phenotypes. A control group 

of 39 age- and sex-matched patients without CD who had abdomi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was selected for comparison. 

Results: Patients with CD had significantly higher VAT areas than the controls (P

＜0.05), while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referring to the SAT (P＞0.05); In 

patients with CD, MFI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different phenotypes of 

disease location according to Montreal Classification(P＜0.05), more precisely, 

MFI in L2 type of disease location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it was in other 

location phenotypes( P＜0.05), while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referring to the 

disease behavior (P＞0.05). MFI of nonoperative patients was higher, but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found between surgical patients and non-surgical 

patients (P>0.05). 

Conclusions: VAT significantly proliferates in pediatric patients with CD, and MFI 

is interrelated with clinical phenotypes, especially high MFI found in patients 

with L2 subtype of disease location.  

 

 
PU-1249 

肝血管平滑肌脂肪瘤的病理特点及影像学表现 

 
闫建华 

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 300170 

 

目的 分析肝脏血管平滑肌脂肪瘤（Hepatic Angiomyolipoma, HAML）的影像学表现及其病

理，以提高对该病的诊断水平。方法 收集 2008-2014年经我院手术病理证实的 11例 HAML 患

者。9例患者行螺旋 CT平扫及增强检查，7例患者行 MRI普通及增强检查，其中 5例患者先后

进行了 CT和 MRI检查，重点观察 HAML的影像学表现及影像与病理的相关性。 结果 2 例男

性，9例女性，共 11个病灶，9个病灶内可见脂肪成分，但脂肪组织含量差异很大，其中 1个

病灶可见多发点状钙化，动脉期所有病灶均为明显不均匀强化，病灶内可见较明显条状及扭曲

的血管影；2个病灶内未见脂肪成分，行 MRI检查，平时呈等或稍长 T1、稍长 T2信号，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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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均匀，动脉期明显均匀强化，随后呈等或略低信号。 结论 HAML是十分少见的肝间叶源性

肿瘤，由血管、平滑肌和成熟脂肪细胞按不同比例混合构成。HAML为富血供肿瘤，血供主要

来自于肝动脉、门静脉，亦可由肠系膜上动脉供血，引流静脉为肝静脉。目前认为该肿瘤起源

于血管周上皮样细胞。根据瘤组织成分的不同，将 HAML分为 4型：（1）混合型；（2）脂肪

瘤型；（3）肌瘤型；（4）血管瘤型。肿瘤内检出脂肪成分和异常血管是 CT及 MRI诊断 HAML

的可靠依据。中心血管影的显示高度提示 HAML的诊断，呈粗大或扭曲细小的血管影，特别是

脂肪成分中见到血管影更具有诊断意义。对乏脂肪型 HAML 动脉期强化密度高于邻近肝实质，

其中央出现迂曲粗大点、条状血管影，伴或不伴病灶周边引流肝静脉早期显影者，提示 HAML

可能。总之，由于 HAML内部存在不同含量的不同成分组织，其影像学表现较复杂，含脂肪型

HAML术前可通过影像学检查明确诊断， 乏脂肪型 HAML确诊需依赖于病理学和免疫组化检

查，平滑肌细胞免疫组化 HMB-45表达阳性具有诊断意义。 

   

 

 

PU-1250 

 MRI 瘘管造影在复杂性肛瘘中诊断价值的研究 

 
毛小明,李智勇 

深圳市盐田区人民医院 518081 

 

目的: 肛瘘是肛门部常见疾病，其中复杂性肛瘘，累及范围广，治疗困难，手术是其主要治疗

方法。术前诊断的关键是明确肛瘘的内口位置、瘘道的数量、走行路线及其与周围肌肉的关系,

本研究的目的探讨 MRI瘘管造影在复杂性肛瘘中的诊断价值。 

方法: 对临床资料齐全的复杂性肛瘘患者 30例患者行肛瘘常规 MRI检查及 MR瘘管造影检

查，肛瘘常规 MRI检查，主要行冠状面＋横轴面成像。扫描序列多采用自旋回波(SE)序列、快

速梯度回波(SPGR)序列、短 T1反转恢复(STIR)序列和 DWI序列。MR瘘管造影术检查方法，经

肛瘘外瘘口置造影导管，经导管注入钆类造影剂约 10-15毫升，充盈肛瘘瘘管，用 1.5TMR行

3D快速扫描序列，造影前后图像做剪影及三维后处理。由两位擅长盆底疾病诊断的影像科医

师独立阅片，记录 MRI常规检查及 MRI瘘管造影显示的异常情况，包括肛瘘瘘管内口个数、瘘

管数目，与手术所得结果为对照, 比较肛瘘常规 MRI检查与 MRI瘘管造影对肛瘘的内口、瘘管

的显示率, 结果采用 SPSS10. 0 统计软件进行 V 2 检验和 Fisher 确切概率法分析, P < 0. 

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并总结 MRI瘘管造影的方法及其在复杂性肛瘘的诊断价值。 

结果: 30例复杂性肛瘘患者经手术证实肛瘘内口共计有 42个，瘘管 52个。MRI常规检查显

示肛瘘内口 31个，阳性率为 73.95%，MRI瘘管造影瘘管内口显示 39个，阳性率为 92.85%，

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MRI常规检查显示瘘管 35个，阳性率为 67.30%，

MRI瘘管造影显示瘘管条 47 个，阳性率为 90.2%，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1）。 

结论: 在复杂性肛瘘术前检查中，MRI瘘管造影能够详细了解评估肛瘘内口、瘘管走行及其

括约肌之间的毗邻关系。对复杂性肛瘘的影像诊断 MRI瘘管造影较常规 MRI检查能够更好的显

示复杂性肛瘘瘘口及瘘管。 

   

 

 

 

 

 

 

http://www.haodf.com/jibing/ganglou.htm
http://www.haodf.com/jibing/ganglou.htm
http://www.haodf.com/jibing/ganglou.htm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3254 

 

PU-1251 

凶险性前置胎盘产前 MRI 诊断与手术结果的对照 

 
胡金香

1
,邓明

1
 

1.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2.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目的：探讨凶险性前置胎盘产前 MRI检查的诊断价值。 

方法：收集 2016年 7月～2017 年 4月期间 37例产前临床诊断凶险性前置胎盘患者的彩色超

声诊断资料及 MRI检查资料，对比分析彩色超声、MRI及剖腹产中所显示胎盘位置、胎盘植入

情况。年龄 23岁～38 岁，平均年龄 31.6岁。 37例患者均有剖宫产史，其中 21例患者有 

1 次剖宫产史，15例患者有 2 次剖宫产史，1例有 3次剖宫产史；9例 1次流产史，4 例 2次

人流史。MR扫描采用 SIEMENS 公司 3.0TPrasma磁共振机。 

结果 ：本组 37例患者产前均多次彩超诊断前置胎盘，其中完全性前置胎盘 26例，部分性前

置胎盘 7例，边缘性前置胎盘 4例，与手术中显示胎盘附着位置比较，超声及 MRI 诊断前置

胎盘符合率为 100%。彩超怀疑胎盘植入 31例，其中后壁 6例；MRI诊断胎盘植入 35例，其

中后壁植入 13例，胎盘穿透 5例；37例患者均行剖宫产术，其中 5例因胎盘广泛植入，术中

剥离胎盘出血较多行子宫次全切除术。37例患者术中均显示有不同程度胎盘植入，其中胎盘

粘连 11例，MRI 诊断胎盘粘连 7例， 诊断符合率为 63.6%， MRI诊断胎盘植入 35例，诊断

符合率为 89.7%，术中显示后壁胎盘植入 15例，MRI诊断符合率 86.6%，MRI诊断胎盘穿透 5 

例，诊断符合率为 100%。胎盘粘连的 MRI 表现为胎盘附着面子宫肌层变薄，与胎盘分界面模

糊；胎盘植入表现为胎盘组织侵入子宫肌层，肌层信号不均匀，低信号肌层中出现胎盘高信

号，子宫肌层局部膨出；胎盘穿透表现为子宫肌层条带状低信号中断，胎盘呈块状突出于子宫

轮廓外，其中 5例胎盘内见增粗、迂曲血管，胎盘穿透子宫浆膜层，4例侵及膀胱, 1例侵及

直肠前壁。 

结论 ：MRI 对凶险性前置胎盘的诊断，特别是后壁胎盘植入和胎盘穿透的诊断有较大的诊断

价值，产前对高风险的孕产妇进行 MRI检查可以预测患者的生产结局，为应对可能产生的不良

结局提出预案提供重要佐证  

 

 
PU-1252 

DCE-MRI 图像纹理分析预测肝癌 TACE 治疗 

短期疗效的应用价值 

 
余加懿 

重庆市第三人民医院 400014 

 

【摘要】 目的 探讨基于动态增强扫描（DCE-MRI）定量参数图像纹理分析在肝癌经导管肝动

脉化疗栓塞术( TACE)术后疗效评估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收集 30例经 DSA证实的肝癌患

者，分别于 TACE术前 1周、术后 1个月和术后 3个月进行磁共振动态增强扫描，利用第三方

后处理软件（Omni Kinetic，OK）,逐层勾画病灶每个层面的最大轮廓 ROI，提取病灶的全容

积定量参数图的纹理特征，包括基于直方图分析的纹理特征 kurtosis、skewness和基于灰度

共生矩阵（GLCM）的纹理特征 entropy、uniformity。应用 SPSS17.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根据患者在 3个月内有无肿瘤复发，分为复发组（11例）和非复发组（19例），复发

组术前 entropy和 uniformity大于非复发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间术前

kurtosis和 skewness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ROC曲线分析显示术前 entropy和 uniformity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3255 

 

具有预测复发价值，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87、0.82。 结论 DCE-MRI参数图纹理特征具有预

测肝癌 TACE治疗早期疗效的潜在价值。 

   

 

 
PU-1253 

低管电压联合迭代重建在肾脏增强 CT 成像中的研究 

 
焦俊,袁丹丹,程天江,段庆红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550004 

 

目的：探讨 80kVP条件下联合迭代重建（SAFIRE）在肾脏增强 CT成像中皮髓质期的价值及可

行性。方法：收集 2016年 1 月-2016年 6月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肾脏 CT增强检查 56 例，

其中男性 24例，女性 32例，平均年龄 55岁。采用德国西门子公司 SIEMENS128层 SOMATOM 

Definition AS＋螺旋 CT扫描仪进行扫描。按管电压分为 A、B两组，A组(n=28)采用常规

120kVp扫描，对图像进行滤波反投影法（FBP）重建；B 组(n=28)例采用 80kVp扫描，对图像

进行 FBP及 5种不同强度正选确定迭代重建(SAFIRE S1～S5)的图像重建。选取 B组中图像整

体评分最高组与 A组比较有效辐射剂量、客观指标、主观评分，采用 Mann-Whitney U检验。

结果：A、B两组的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B组 SAFIRE重建的图像噪声均低

于 FBP 重建(F=39．21，P＜0．05，)，随着重建等级的增高，图像噪声越来越低。B组中

SAFIRE重建图像的肾皮质信噪比（SNR）、对比噪声比（CNR）和肾髓质 SNR均高于 FBP 重建

(F值分别为 35．96、35．81、27．01，P＜0．05) ；其中 S3图像的整体评分最高（F=39．

21，P＜0．05)。B组 S3图像的肾皮、髓质的 CT值、CNR和 SNR均高于 A组 FBP重建图像（Z

值分别为-5．16、-3．46、、-2．22、-0．97、-3．12、-2．36，P＜0．05)。B组 S3图像的

噪声、有效辐射剂量小于 A组 FBP重建（Z值分别为-5．6、-4．56，P＜0．05)，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A组 FBP重建与 B组 SAFIRE重建中 S3的图像整体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F=-

1．31，P＞0．05)。结论：正常体型人群肾脏 CT增强扫描时使用 80kVp结合迭代重建技术，

重建强度 3级，显著降低辐射剂量，并可保证图像质量。 

   

 

 

PU-1254 

Von Hipple-Lindau 综合征的 CT 与 MRI 

表现并文献复习 附 3 例报道 

 
陈佳妮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550000 

 

 

目的 分析 Von Hipple-Lindau（VHL）综合征的影像学表现，提高对本病的认识并减少漏诊及误

诊 

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影像诊断的 3 例 VHL 综合征的家族史、临床检查和影像学资料，并复习相

关文献。 

结果 3 例患者 VHL TypeⅠ型 2例，Type Ⅱ型 1例，3例病例均有中枢神经系统血管母细胞瘤，

2 例伴发胰腺多发囊肿，2 例伴发单侧肾癌，另 1 例伴发单侧肾上腺嗜铬细胞瘤。结论 VHL 病

累及全身多个系统，影像学表现多样化，在基因确诊前，影像学检查是诊断 VHL的主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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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255 

基于 FibroScan 与 CT 定量评估肝吸虫病：肝脏硬度与肝-脾

体积参数相关性分析 

 
高强,魏新华,江新青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528000 

 

目的 

利用 CT测量肝脏、脾脏体积，FibroScan测量肝脏硬度，定量评估肝吸虫病肝脾体积与肝脏

硬度的相关性。 

材料与方法 

1.65例肝吸虫病患者行上腹部 CT扫描、肝脏 FibroScan扫描。 

2.分组：⑴ 正常肝脏硬度组; ⑵ 异常肝脏硬度组。 

3.肝右叶体积（RV），肝尾状叶体积（S1V）；肝左外叶体积（S2+3V），脾脏体积（SPV）；

肝右叶体积/脾脏体积比（RV/SPV）；正常肝脏硬度值（nLSM），异常肝脏硬度值（aLSM）。 

结果  

1. nLSM与 nRV，nS1V，nS2+3V，nSPV及 nRV/nSPV之间均无相关性（p＞0.05；）。 

2. aLSM与 aRV，aS1V，aS2+3V及 aSPV之间均无相关性（p=0.112＞0.05）；aRV，

aS1V，aS2+3V及 aSPV 均与肝脏硬度值无相关性；aLSM与 aRV/aSPV之间存在显著负相

关（r=-0.681，p=0.000＜0.05）。 

3. nRV与 aRV之间（p=0.136＞0.05）、nS1V 

与 aS1V之间（p=0.147＞0.05）、nS2+3V与 aS2+3V之间（p=0.719＞0.05），nSPV与 aSPV之

间（p=0.122＞0.05）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nRV/nSPV 与 aRV/aSPV之间（p=0.023＜0.05）

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1. 肝吸虫病肝脏硬度正常者，其肝、脾各自的体积未发生显著变化。 

2. 肝吸虫病肝脏硬度异常者，肝脏硬度越高，肝右叶体积/脾脏体积之比越小。 

3. 肝吸虫病肝脏硬度异常者与肝脏硬度正常者比较，肝脏硬度异常者其肝右叶体积/脾脏体积

之比值明显小于肝脏硬度正常者。 

   

 

 
PU-1256 

先天性门静脉缺如 1 例报道 

 
李海林 

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730046 

 

个案报道 

患者女性，17岁，7岁时无明显诱因自觉恶心，呕吐鲜血约 100ml，遂于外院就诊，发育正

常，营养良好，胃镜检查示：食道胃底静脉曲张，诊断为：肝硬化并上消化道出血，脾功能亢

进，给予保肝、止血、对症治疗后病情好转出院，出院后降低乏力、纳差不适，间断服用保肝

药，上述症状时轻时重，遂又就诊另一家医院（兰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B超提示：脾大，

脾静脉增宽，门静脉狭窄；血小板显著下降，为进一步明确诊治，就诊于我院，门诊以“肝硬

化”收住我院肝病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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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院后查肝功基本正常，入院后查生化示 ALT、AST、STB、ALP等指标均正常，血常规示：

WBC2.4×109/L,HGB124g/L PLT44×109/L；甲、乙、丙、丁型肝炎病毒标志物均阴性；自身免

疫性肝病相关指标：抗肝、肾微粒体抗体、抗可溶性肝抗原抗体/肝胰抗原抗体、抗肝溶质抗

原抗体 1型、抗线粒体抗体 M2型均阴性。血常规示:WBC 2． 4 ×10 9 /L， HGB 124 g/L，

PLT 44 ×10 9 /L；肝炎系列及自身抗体均阴性，行门静脉 CTV征象：门静脉主干、左右支及

其肝内分支缺如，肝内未见分支血管，食管下端管壁增厚，肝胃间隙见迂曲血管影，脾门及左

肾门水平腹膜后见多发粗大迂曲的血管影，与左肾静脉相连，汇流入下腔静脉，脾静脉内径

1.3cm。脾脏体积显著增大。诊断：门静脉先天缺如、巨脾、脾—肾分流，食管胃静脉曲张，

脾门及左肾静脉曲张。 

   

 

 
PU-1257 

3.0T MR 扩散张量成像精准定量评价慢性 

肾脏病患者肾功能可行性研究 

 
许翠,刘于宝 

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医院 518000 

 

目的 3.0T磁共振扩散张量成像( DTI)在精准定量慢性肾病(CKD)患者肾脏纤维化程度及肾功

能的应用价值。 方法 分别对 25例 CKD和 25例健康志愿者进行 3.0T磁共振肾脏 DTI 扫描，

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分别比较两组皮质、髓质各向异性分数(fractional anisotropy, FA)和

表观扩散系数(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ADC)，并进行肾脏扩散张量纤维束成像

(DTT)。 结果 CKD患者髓质 FA值、ADC值(0.328 ±0.013、1.574 ±0.132 ×10
-3
mm

2
/s)均低

于健康志愿者(0.434 ± 0.031、2.374 ±0.152 ×10
-3
mm

2
/s)，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0.05)，髓质 FA值差异显著；CKD患者皮质 FA值、ADC 值(0.193 ±0.000、1.822 ±0.134 

×10
-3
 mm

2
/s)均低于健康志愿者 FA、ADC值(0.255 ±0.018、2.623 ±0.167 ×10

-3
 mm

2
/s)，

差异亦有统计学意义( P <0.05)。扩散张量纤维束成像(DTT)可以三维立体显示肾小管、直小

血管等纤维束样结构呈放射状指向肾盂，CKD患者的纤维束样结构较健康志愿者明显稀疏、减

少。同时，肾皮质和肾髓质的表观弥散系数(FA)值与 CKD患者的临床生化指标、组织病理学纤

维化评分呈负相关。 结论 3.0T MRI DTI成像可早期精准定量评价 CKD患者的肾脏功能，预

测其纤维化程度，有利于 CKD患者的早期预防和治疗。 

   

 

PU-1258 

Vessel Size Imaging for Liver Fibrosis Staging Based 

on SE/GRE-EPI Sequence：Feasibility and 

Histopathological Correlation 

 
Li Ruokun

1
,Yan Fu-hua

1
,Qiang Jin-wei

2
 

1.Department of Radiology， Ruijin Hospital，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of Medcine 

2.Department of Radiology， Jin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Purpose: To investigate the value of vessel size imaging (VSI) based on SE/GRE-EPI 

sequence and 2D real-time shear wave elastography (SWE) for liver fibrosis st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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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Fifty-five rabbit models of CCl4-induced liver fibrosis were established 

and six untreated rabbits served as controls. VSI was performed at 2, 4, 6, 8, 10, 

and 12 weeks, and VSI quantitative parameter (Q、VVF、Nu、mVD) were measured. 

Fibrosis was staged according to the METAVIR scoring system. Parenchymal area (PA), 

sinusoidal area (SA) hepatocyte area (HA), sinusoidal perimeter (SP), SA/PA, 

SA/SP index, and HA/SP index were measured based on HE staining specimen. Spearman 

correlation analysis was performed between Q、VVF、Nu、mVD and fibrosis stag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performed to determine independent predicative 

factors of fibrosis.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was performed between VSI 

parameters and PA、SA、HA、SP、SA/PA、SA/SP index、HA/SP index.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analysis was performed for assessing diagnostic performance 

of VSI in detection of ≥F1, ≥F2,≥F3, and F4. 

Results: Q, VVF, and Nu showed moderate t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with fibrosis 

stage (r=0.614, -0.609, and 0.504, respectively; P=0.0001, 0.0001, and 0.0015, 

respectively).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demonstrated that VVF and Nu were 

independent predicative factors of liver fibrosis (R
2
=0.566，P=0.002). VVF showed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with SA、SA%、SP（r=0.627~0.642, P=0.000）and moderate 

correlation with HA/SP（r=-0.467, P=0.004）. Nu showed moderate correlation with 

SA、SP、HA/SP（r=-0.490~-0.418, P=0.002~0.01）.VVF had sensitivity of 90.32%, 

70.83%, 73.68, specificity of 83.33%, 100%, 83.33, and AUROCs of 0.911, 0.897, 

0.839（P<0.0001）for diagnosis of F1 to F3, respectively, but failed to detect F4 

fibrosis (AUROC=0.636，P=0.2296). Nu had sensitivity of 80.65%, 75.00%, 84.21% and 

85.71%, specificity of 83.33%, 69.23%, 66.67% and 70.00%, and AUROCs of 0.823, 

0.702, 0.760, 0.7719 for diagnosis of F1 to F4（P<0.05）. 

Conclusion: VSI has potential for liver fibrosis staging based on dynamic changes 

of hepatic sinusoidal structures.  

   

 

 

PU-1259 

胰腺神经内分泌肿瘤(无功能性)MRI 影像表现 

 
彭盛坤 

四川省人民医院 610500 

 

 

目的：探讨胰腺神经内分泌肿瘤（Pancreatic neuroendocrine neoplasms，P-NENs）的 MRI

影像特征。 

方法：搜集 23例经手术病理证实 P-NENs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肿瘤病理分型对其对应的磁共

振影像表现进行分析，讨论影像鉴别诊断。 

结果：1）病理分型中 3例为 G1（17.6%），9例为 G2（52.9%），5例为 G3（29.4%）；2）病

变周围累及情况：所有病灶在 MRCP序列显示均未侵及胰管，病灶大小超过 8cm的患者有 3

例，其中两例属于 G2，1例属于 G3。5例 G3类病灶中，2例病灶周围界限清晰，另外 3例均

有邻近组织受侵犯；9例 G2 类病灶中，仅 1例侵犯周围组织；3例 G1病灶中，2例与邻近组

织分界不清；3）增强扫描大多数病灶呈中重度显强化（78.9%），少数病例呈轻度或不明显强

化（21.1 %）；4）本组病例中，有两例呈包膜明显强化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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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1）在本组病例中，推断病变越大其恶性程度的可能性越大。2）级别较低的肿瘤可能也

有向周围组织侵犯的趋势。4例患者出现淋巴结转移，1例属于 G1，1例属于 G2,2例属于

G3，说明低级别肿瘤同样可能发生早期转移。3）MRCP能较好的评价胰管受侵情况。4）MRI增

强扫描可对肿块周围血管情况进行较准确评估。故术前对病灶的诊断有助于外科手术方式的选

择胰腺神经内分泌肿瘤容易发生淋巴结转移，结合典型 MRI征象结合临床特征可于术前做出诊

断。 

   

 

 
PU-1260 

Changes of tryptase in patients with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after transcatheter 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 

 
min xuli,Yang Lin,Zhang Xiaoming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orth Sichuan Medical College 637000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hanges of tryptase levels in patients with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before and after transcatheter 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TACE). 

Materials and methods: The serum levels of tryptase were detected in 40 patients 

with HCC 1 day before TACE and 1 day, 7 days, 28 days after TACE by using Enzyme-

linked immune-sorbent assays (ELISAs). 

Results: The levels of tryptase in this group 1 day before TACE, and 1 day, 7 days 

and 28 days after TACE were (4.85 ± 2.46) ng/ml, (3.32 ± 1.76) ng/ml, (3.15 

±1.67) ng/ml and (4.85 ± 2.50) ng/ml, respectively. The tryptase levels before 

and after TACE treatment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7.739, p=0.000). The 

levels of tryptase decreased markedly on day 1 and day 7 after TACE and recovered 

to the pre-TACE level on day 28 after TACE. Modified Response Evaluation Criteria 

in Solid Tumors criteria criteria 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 HCC treatment 

efficiency 4 weeks after TACE treatment. Partial response (PR), stable disease (SD) 

and progressive disease (PD) were observed in 13 (32.5%), 12 (30.0%) and 15 (37.5%) 

patients, respectively, none of patients had achieved complete response (CR). 

Patients with CR+PR constitute the responsive group, and patients with SD+PD 

constitute the non-responsive group. The serum levels of tryptase in the 

responsive group and non-responsive group 28 days after TACE were (3.54 ± 1.16) 

ng/ml and (5.48 ± 2.74) ng/ml, respectively,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as significant (t = 2.426, p=0.020). 

Conclusion: Serum tryptase levels in patients with HCC exhibit dynamic changes 

after TACE therapy, which have application value for monitoring the response of 

HCC to TACE 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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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261 

IQon 能谱 CT 在诊断兔 VX2 肝癌肿瘤模型微小病灶中的价值 

 
高钦宗,金征宇 

中国医学科学院 北京协和医学院 北京协和医院 100730 

 

目的 探讨 IQon能谱 CT诊断兔 VX2肝癌肿瘤模型微小病灶的价值。 

方法 使用 IQon 能谱 CT对 30只 VX2兔肝癌肿瘤模型在建模后第 2、3、5天进行扫描获得能

谱扫描 CT图像，分别行普通 CT及能谱 CT图像状态下测量病灶长径。发现可疑病灶后即处死

瘤兔行病理检查，并根据病理检查结果与与兔扫描后结果进行比较，诊断性能比较采用 χ2检

验，病灶长径比较采用 t检验。 

结果 病理检查证实共 26只实验兔建模成功，成功率 86.7%，其中建模后第 2、3、5日 CT扫

描，能谱 CT和普通 CT图像分别发现：16只和 12只， 5 只和 2只，3只和 3只存在可疑病

灶，能谱 CT和普通 CT发现病灶敏感性分别为：88.5%和 61.5%，特异性均为 75.0%，两者的诊

断性能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
=4.887，P＜0.05). 观察病灶的最佳对比噪声比及病灶边界显示

最优对应的单能量水平是 70 keV，能谱 CT发现病灶长径为 3.15±0.21mm，病灶病理标本长径

为 3.07±0.17mm，两者病灶长径测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1.402，P＞0.05). 

结论 IQon能谱 CT对于早期兔肝癌模型微小病灶检出具有明显优势，并且可较准确显示病灶

边界及测量病灶大小，具有非常积极的临床意义。 

   

 

 

PU-1262 

胰腺海绵状血管瘤一例 

 
赵青,赵心明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00021 

 

患者，男性，54岁。主因间断左上腹疼痛 4个月入我院，当地医院增强 CT检查提示胰尾占

位。既往于 6年前因外伤行脾切除术；余个人史、家族史无殊。查体左上腹轻度按压痛，无反

跳痛。血清学检查及肿瘤标志物均无明显异常。我院腹部 MR增强扫描（3.0T, 

GE Discovery MR 750）显示胰腺尾部结节，直径约 1.2cm，平扫边界欠清，T1WI/FS 呈略

低信号，T2WI/FS呈较高信号，DWI（b=800）呈高信号，ADC值约 1.398×10
-3
mm

2
/s。增强扫描

动脉期结节明显强化，静脉期及延迟期呈持续高强化，强化程度与同期增强血管近似，并于动

脉期及门脉期分别可见脾动脉供血及脾静脉引流，结节远端胰腺组织亦可见片状异常强化。

MRI诊断胰腺尾部低级别神经内分泌肿瘤可能大。患者遂于我院胰胃外科行胰体尾切除术，术

中见瘤体呈肉红色，血供极其丰富，供血及引流分别来自脾动、静脉。术后病理显示胰腺组织

局部可见增生的脉管结构，部分伴扩张，形态不规则，结合免疫组化 CD34（血管内皮+）、

CD31（血管内皮+）及 D2-40（淋巴管内皮+），诊断为海绵状血管瘤，其周边胰腺组织部分间

质伴纤维化及玻璃样变性。 

讨论：胰腺海绵状血管瘤为极罕见的胰腺原发良性肿瘤，相关文献报道较少，术前误诊率高。

本例患者既往脾脏切除所致的血管损伤可能为肿瘤的诱发因素。本例 MR影像特征包括：1. 强

化明显且持续，与同期增强血管近似；2. 可见供血动脉及引流静脉；3. ADC值降低不显著。

上述影像特征有望提高对该疾病术前影像诊断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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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263 

CCl4 诱导兔肝纤维化肝窦毛细血管化的动态演变 

 
李若坤

1
,严福华

1
,强金伟

2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2.复旦大学附属金山医院 

 

目的 探讨肝纤维化进程中肝窦毛细血管化的动态演变规律。 

材料与方法 45只 CCl4诱导兔肝纤维化动物模型及 6只正常家兔纳入本研究，于初次给药后

第 2、4、6、8、10、12周分别处死进行病理学检查。HE染色测量组织总面积（PA）、肝细胞

面积（HA）、肝窦面积（SA）、肝窦周长（SP）、肝窦面积百分比（SA/PA）、肝窦面积周长

指数（SA/SP index）、肝细胞面积肝窦周长指数（HA/SP index）。Masson染色进行肝纤维

化分期。电镜观察肝窦内皮细胞（LSEC）窗孔数目及大小。采用 Spearman相关性分析评价肝

窦形态学参数（PA、HA、SA、SP、SA/PA、SA/SP index、HA/SP index）、LSEC窗孔大小及数

量、MVDdensity、微血管面积与肝纤维化分期的相关性。 

结果 HA、HA/PA与纤维化分期呈中等负相关（r=0.492和 0.469），SA、SP、SA%与纤维化分

期呈显著负相关（r=-0.817、-0.820和-0.836），HA/SP index 与纤维化分期呈显著正相关

（r=0.827），SA/SP index 与纤维化分期呈轻度负相关（r=-0.364），随着纤维化进展，

LSEC窗孔数目逐渐减少，直径逐渐变小，与纤维化分期呈显著负相关（r=-0.921）。微血管

密度及面积均与纤维化分期呈中等正相关（r=0.623和 0.590, P=0.000）； 

结论 肝窦毛细血管化是肝纤维化的重要病理生理现象，随纤维化程度进展，肝窦面积、肝窦

面积百分比、肝窦周长逐渐减小、HA/SP指数逐渐增大，LSEC窗孔数目减少、直径变小。  

 

 
PU-1264 

超选择性肾动脉栓塞术在肾损伤治疗中的应用 

 
闵旭立,张小明,杨林 

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637000 

 

目的：探讨超选择性肾动脉栓塞术在肾损伤诊治中的应用价值。 

材料和方法：对肾损伤出血 31例进行数字减影血管造影明确病变情况，以弹簧圈或/明胶海绵

条栓塞靶动脉。 

结果：技术成功率 100%。术后出血停止，无操作相关并发症发生。 

结论：肾动脉栓塞治疗肾损伤出血安全、有效；选择性肾动脉栓塞可以最大限度保留肾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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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265 

碘图及能谱曲线在鉴别炎症性肠病反应性增生淋巴结与结直

肠癌转移性淋巴结中的价值 

 
杨亚英,张帆,王元玲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650031 

 

【目的】 探讨双源 CT双能扫描中碘含量及能谱曲线对炎症性肠病反应性增生淋巴结与结直肠

癌转移性淋巴结诊断中的临床价值。 

【材料与方法】 收集有完整双能量扫描资料并经肠镜或手术病理证实的 45例炎症性肠病共

51枚反应性增生淋巴结及 20例结直肠癌共 58枚转移淋巴结进行回顾性研究分析。分别将

动、静脉期 100 kVp及 Sn140 kVp 两组薄层图像调入双能量工具软件中，选择“Liver VNC”

模式测量溃疡性肠炎、克罗恩病反应性增生淋巴结及结直肠癌转移性淋巴结动静脉期的碘含量

（碘图）；选取“Mono Energetic”模式对其能谱曲线进行分析。并比较三者病变区域性肿大

淋巴结的动静脉碘含量及能谱曲线斜率的差异。 

【结果】 45例炎症性肠病中，反应性增生淋巴结共 51枚，20例结直肠癌患者中，转移性淋

巴结 58枚；共 109枚淋巴结。动、静脉期炎症性肠病反应性增生淋巴结与结直肠癌转移性淋

巴结能谱曲线斜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在 60-180keV范围内，随单能 keV值的升高，反应性

增生淋巴结与转移性淋巴结 CT值均逐渐递减，且 keV值越高，CT值降低幅度越小，两种性质

的淋巴结能谱曲线在 60-180keV下均呈现“下降型”趋势。反应性增生淋巴结与转移性淋巴结

曲线斜率分别为 2.81±0.56、0.14±0.09，两者的曲线斜率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t=28.02, p<0.05）。动脉期能谱曲线斜率分别为 3.21±0.45、2.56±0.47、0.77±0.11，

静脉期能谱曲线斜率分别为 3.26±0.49、2.81±0.39、0.63±0.08，溃疡性结肠炎、克罗恩

病反应性增生淋巴结与结直肠癌转移性淋巴结三者动静脉期碘浓度及曲线斜率的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P＜0.05）。 

【结论】 通过测量及评价动静脉期炎症性肠病、结直肠癌区域淋巴结的碘含量及能谱曲线可

协助诊断淋巴结的性质。 

   

 

 
PU-1266 

碘含量及 Overlay 值在炎症性肠病及肠结核影像诊断  

中的应用价值 

 
杨亚英,张帆,杨泠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650031 

 

【目的】探讨双源 CT双能量技术中碘含量及碘图 CT值（Overlay值）在炎症性肠病及肠结核

鉴别诊断中的价值。 

【资料与方法】收集有完整 CT双能量扫描资料并经手术或肠镜病理证实的 54例炎症性肠病及

肠结核患者。将双能量动脉期增强扫描图像调入双能量后处理软件“Liver VNC”，分别测量

IBD与肠结核病变肠壁的 CT 值、碘含量及 Overlay值。 

【结果】54例炎症性肠病及肠结核患者中，溃疡性结肠炎患者 21例，克罗恩病患者 24例，

肠结核 9例。溃疡性结肠炎、克罗恩病、肠结核病变肠壁的平扫期、动脉期及静脉期 CT 值之

间的差异均不具有统计学意义（t=3.416,p＝0.181＞0.05；t=1.348,p＝0.269＞0.05；

t=2.761,p＝0.072＞0.05）。溃疡性结肠炎、克罗恩病及肠结核三种病变肠壁的动脉期碘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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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 2.61±0.42mg/ml、2.55±0.50 mg/ml、1.53±0.54 mg/ml，三者比较其差异有具有统

计学意义（F =25.89,p＝0.000）；两两组间比较，肠结核与溃疡性结肠炎及克罗恩病病变肠

壁动脉期碘值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t=5.534,p＝0.000；t=3.576,p＝0.000），两种炎症性

肠病病变肠壁动脉期的碘含量显著高于肠结核组（P<0.05）。三组病变肠壁动脉期 Overlay 值

分别为 51.63±9.33、41.10±10.95、25.08±13.85，三组间比较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F=37.099,p＝0.000）；两两组间比较，三者病变肠壁动脉期 Overlay值之间差异同样具有

统计学意义（t=3.254,p＝0.002；t=10.516,p＝0.000；t=5.269,p＝0.000）。 

【结论】碘图中碘含量及 Overlay值在炎症性肠病及肠结核鉴别诊断具有一定的意义，且碘含

量诊断效能高于 Overlay值。 

   

 

 
PU-1267 

先天性中胚层肾瘤的影像表现 

 
张文涵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武汉儿童医院 430016 

 

目的 探讨小儿先天性中胚层肾瘤（CMN）的影像特征。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0年 1月至 2015

年 3月临床诊断为 Wilm’s 瘤但经手术病理证实为 CMN的 6例患者资料,行腹、盆腔 CT和

（或）MR检查，分析其影像特征。结果 6例患儿中肿瘤位于左侧 4例，右侧 2例，平均直径

约 80mm；CT及 MRI上均显示肿瘤侵犯一侧肾窦并取代大部分肾实质，对侧肾脏未见异常；5

例肿块在 CT及 MRI上均可显示完整的包膜，1例肿块与肝脏膈面分界不清；4例患儿在 CT上

表现为密度不均匀的软组织肿块，肿块实质部分 CT值约为 14~33HU，1例患儿肿块以囊性成分

为主；5例患儿在 CT上可见分隔及小片状高密度影，在 MRI上表现为短 T1,长 T2信号；增强

扫描动脉期 6例患儿肿块实质部分呈不均匀强化，CT值约为 36~55HU，4例患儿肿块前缘见残

肾强化影，呈残月征；延迟期 1例患儿肿块内可见造影剂分泌。结论 CMN影像学表现不具有

特异性容易误诊为 Wilm’s 瘤，但是 CMN具有发病年龄小，肿瘤包膜完整，易侵犯肾窦，特别

是瘤体内延迟期可见造影剂分泌具有一定特征性。上述影像学征象对中胚层肾瘤具有一定的定

性诊断价值。 

   

 

 

PU-1268 

MRI 双激发 Balance-SSFP 序列对先天性子宫畸形的分型诊断

价值 

 
白光辉,张弦,严志汉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325027 

 

目的 探讨 MRI双激发 Balance-SSFP序列对子宫先天发育畸形的诊断价值。方法超声诊断子宫

先天发育畸形的 41例患者行 MRI检查，所有病例均行双激发 Balance-SSFP序列并进行三维重

建，畸形的分类参照临床综合诊断结果。结果 不完全纵隔子宫 15例、完全纵隔子宫 9 例（宫

颈正常 6 例，合并宫颈纵隔 3例）、单角子宫 6例（其中 3 例合并残角子宫）、双角子宫 5

例、双子宫 2例、幼稚子宫 2 例、弓形子宫 1 例、正常子宫伴宫腔粘连带 1例，磁共振结果

与临床综合诊断结果完全相符。结论 MRI结合双激发 Balance-SSFP序列并进行三维重建能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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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地显示宫底、子宫外形轮廓和宫腔结构，可对子宫先天发育畸形进行准确的分型诊断，是子

宫先天发育畸形诊断的最佳无创性检查方法。  

 

 

PU-1269 

MRI 联合序列检查在壶腹周围癌 鉴别诊断中的价值探讨 

 
印隆林,陈晓煜,谢欢,苟文枭,王富民 

四川省人民医院 610072 

 

【摘要】目的 探讨 MRI联合序列检查在壶腹周围癌（Vater ampulla carcinoma，VPC）鉴别

诊断中的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 53例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VPC患者的 MRI资料(壶腹癌 17例、

胰头癌 15例、十二指肠乳头癌 10例、胆总管下段癌 11例)，所有患者均行常规上腹部 MRI平

扫、MRCP及多期动态增强扫描，重点观察分析肿瘤的形态学特征、动态强化模式与特点、胰

胆管形态学改变并测量相关数据。结果 53例 VPC患者术前 MRI诊断结果与手术病理结果一致

者 31例(58.49%)；4组肿瘤在大小、中心位置及信号均匀性方面总体存在差异性

（P<0.05），其动态强化模式及平衡期强化程度也存在差别；VPC最常出现“双管征”

（26/53），胰头癌容易出现“四管征”(8/15)，胆总管下段癌容易出现“三管征”(8/11)；

“鸟嘴征”多见于壶腹癌（10/17），“鼠尾征”多见于胰头癌（7/15），“截断征”多见于

胆总管下段癌（10/11）；胰头癌组主胰管平均直径最大、胆总管下段癌主胰管平均直径最小

且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胰头癌组和胆总管下段癌组的胆总管梗阻末端到十二指肠主乳头的距

离、主胰管梗阻末端到十二指肠主乳头的距离、胰胆管汇合角度均大于壶腹癌组及十二指肠乳

头癌组（P<0.05）。结论 MRI联合序列检查能较好显示不同组织学来源 VPC的影像学特征，

综合分析这些特征有助于胰头壶腹区肿瘤组织学类型的鉴别。 

   

 

 
PU-1270 

Diffusion Kurtosis Imaging in Identifying the 

Malignancy of Lymph Node during the Primary Staging 

of Rectal Cancer 

 
Yu Jing,Qing Xu 

The First Affiliated University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210000 

 

PURPOSE: To assess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diffusion kurtosis imaging (DKI) for 

discriminating local benign and malignant lymph nodes (LNs) of rectal carcinoma. 

MATERIALS AND METHODS: Eighty-five patients with rectal adenocarcinoma who 

underwent total mesorectal excision of the rectum were studied. A total of 273 

lymph nodes were harvested and histological evaluated lesion-by-lesion. Dapp and Kapp 

and ADC value were calculated. Differences and diagnostic performance of Dapp and 

Kapp and ADC value were calculated by using independent-samples t test and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analyses. 

RESULTS: Median Dapp and ADC values of metastatic lymph nodes were significantly 

greater than those of benign lymph nodes (1545.4±418.1 ×10
-6
 mm

2
/s vs. 

1178.8±226.2 ×10
-6
 mm

2
/s; and 1093.1±203.0 ×10

-6
 mm

2
/s vs. 934.7±177.3 ×1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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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
2
/s, p< 0.001), whereas the median Kapp of metastatic lymph nodes was 

statistically lesser than that of the normal lymph nodes (874.6±212.0 vs. 

1049.4±250.7, p< 0.001). Dapp had the relatively highest AUC of 0.774. When 

1126.15×10
-6
 mm

2
/s was used as a Dapp threshold value, th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were 96.97% and 41.82%,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DKI can help differentiate metastatic versus benign lymph nodes during 

the primary staging of rectal cancer.  

 

 
PU-1271 

The Value of Diffusion Kurtosis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or Assessing Treatment Response of 

Neoadjuvant Chemoradiotherapy in Locally Advanced 

Rectal Cancer 

 
Jing Yu,Qing Xu 

The First Affiliated University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210029 

 

Purpose: To evaluate the feasibility and value of diffusion kurtosis (DK) imaging 

in assessing treatment response to neoadjuvant chemoradiotherapy (CRT) in patients 

with locally advanced rectal cancer (LARC). 

Materials and Methods: The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approved this study and 

written informed consent was obtained. 41 patients were included in the study. MRI 

assessment of tumor regression grading (mrTRG) scores, tumor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s (ADCs), apparent diffusion for Gaussian distribution (Dapp), and 

apparent kurtosis coefficient (Kapp) were measured. Change value (∆X) and change 

ratio (r∆X) of each imaging indices were calculated. Pathological tumor regression 
grade scores was the standard reference (good responders: pTRG 1-2; poor 

responders: pTRG 3-5). Independent-Samples t test was used to compare imaging 
indices.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analysis was used for assessing 

treatment response. 

Results: Histogram indices of 10
th
 percentile of pre-Dapp (pre-Dapp-10th)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p = 0.036), ∆ADC, r∆ADC, ∆Dapp and r∆Dap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good responder group than the poor responder group (p = 0.013, 0.019, 
0.02, and 0.016, respectively). For assessing treatment response to neoadjuvant 

CRT, ∆ADC gave an AUC of 0.778 with a sensitivity of 57.14%, and a specificity of 

100%. The r∆Dapp gave an AUC of 0.859, a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of 100% and 

62.5%, respectively. mrTRG scores yielded an AUC of 0.781 and a sensitivity of 

83.33%, and a specificity of 62.5%. 

Conclusion: DKI is feasible and reliable for selecting good responders for 

neoadjuvant CRT for LARC. r∆Dapp had relatively better diagnostic performance for 

assessing good respon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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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272 

Castleman 病的 CT 增强表现：附 14 例报告 

 
baojie,胡春洪,王希明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15006 

 

 

摘要 

目的 探讨 Castleman病（CD）的 CT增强扫描影像学表现，提高对其的认识。方法 回顾性分

析 14例经病理证实的 CD的影像学及病理学资料，总结其特征。结果 临床类型局限型 11例，

病理分型均为透明血管型；弥漫型 3例，均为浆细胞型。行 CT检查的 14例呈均匀软组织密

度，CT值平均 45HU，其中 1例病灶内见中央分支状、结节状钙化，1例病灶内部见斑片状低

密度灶；所有病例边界清晰。CT增强：8例呈显著强化，2例呈明显强化，4例呈中度强化；

动脉期 CT值平均 120HU，静脉期 CT值平均 111HU。 

结论  CT增强扫在 CD的诊断中具有重要作用。   

 

 
PU-1273 

The feasibility of differentiating colorectal cancer 

from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using CT texture 

analysis 

 
Wang Xiao

1
,Lu Qing

2
 

1.Shanghai Pudong Hospital， Fudan Affiliated Pudong Medical Center 

2. Renji hospital，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Abstract 

Purpose: To investigate the application of the texture analysis in differentiating 

colorectal cancer (CRC) from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IBD) on CT images. 

Materials and Method: This retrospective study included 24 CRC patients, 22 IBD 

patients and 20 control group participants. Between January 2014 and October 2016, 

patients underwent three phases of enhancement: non-enhanced (NP), the arterial 

phase (AP), and the portal venous phase (PP) CT scan. The region of interest (ROI) 

was drawn along the focus’s edge. Texture features of the ROI were derived by 

MaZda software. Texture feature classification was performed between: 1. CRC 

versus IBD, 2. CRC versus normally dilated bowel wall, 3. IBD versus normally 

dilated bowel wall. An independent sample T test was performed to compare the mean 

pixels and the mean thickness of bowel wall between CRC, IBD and normally dilated 

bowel wall. 

Result: For texture analysis, the misclassification rate (MCR) to differentiate 

CRC from IBD reached the lowest point in AP, between 5%-17.5%. Nonlinear 

discriminant analysis (NDA) feature vector transformation achieved an excellent 

classification result, between 5%-10%. The cophenetic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CPCC) in AP reached its lowest point at 0.597 after standardization. For visual 

classification, the average MCR was 32.54% for the three observes, while for the 

texture feature based analysis the average MCR was 19.17% and 17.33% af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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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dardization. MCR were almost 2 times lower using texture analysis than visual 

classification. 

Conclusion: CT texture analysis may be a feasible method to differentiate CRC from 

IBD, particularly in arterial phase CT scan. 

   

 

 
PU-1274 

左侧卵巢滑动性腹股沟斜疝并左侧交叉异位肾一例 

 
韦慧 

上海市第八人民医院 200235 

 

患者，女性，55岁， 因发现左侧腹股沟肿块二年入院。查体：左侧腹股沟区可及肿块约

2.0cm*3.0cm，质地中等，表面光滑，肿块无触痛。B超检查：左侧腹股沟近耻骨联合处测及

2.4cm*4.9cm混合性低回声，未见与腹腔相通，平卧位后不能消失；左肾区未见肾脏组织。结

合 B超诊断，给予增强 CT检查进一步协助诊断。CT诊断：左侧腹股沟占位，建议进一步行

CTU等检查，以便综合分析。 

故予 CTU等进一步检查，CTU 示：左肾区、上尿路行径未见明确肾脏影，右肾区、上尿路行径

可见两处肾影，其中上方肾脏位于正常右肾区，其输尿管开口于右侧膀胱入口处；另一肾脏位

于右侧盆区入口处，与上方肾脏未见融合，其肾轴旋转不良，输尿管下端开口于膀胱左侧份。

L2椎体见骨质吸收表现，并可见硬化缘，椎间孔扩大，并见“哑铃状”肿块，增强扫描后明

显强化，边界尚清，邻近腰大肌受压向对侧推移，未见明显增厚。CT诊断：左肾异位，位于

右侧盆区入口处，L2区占位，考虑为神经源性肿瘤可能大。  

  患者选择腹股沟肿块切除术。手术所见:左侧腹股沟内侧见卵巢及卵巢系膜囊肿，囊肿大小

约 3×4cm，予以完整切除囊肿并缝合卵巢系膜，探查疝囊与腹腔相通，颈口较小，予以回纳

卵巢。病理诊断:左卵巢系膜良性囊肿。  

 

 
PU-1275 

MDCT 靶扫描技术在胃良恶性溃疡鉴别诊断中应用 

 
唐磊华,施建民 

上海市第八人民医院 200235 

 

目的：探讨 MDCT靶扫描技术对胃良恶性溃疡鉴别诊断的价值。 

材料与方法：收集 2012年 10月至 2017年 5月间 80例胃镜提示胃溃疡患者行多排螺旋常规两

期扫描（动脉期 28s、门脉期 60s）+动脉后期（45s）CT靶扫描（小 FOV、大矩阵 1024X1024

的高分辨率扫描）、并取得病理结果的病例。由 2名有经验的放射医师盲法阅片，判断溃疡的

部位，大小，良恶性。分析结果与病理对照，并运用统计学方法对比常规两期增强组及常规增

强+动脉后期靶扫描组两组方法诊断胃良恶性溃疡的敏感性、特异性、准确性。 

结果：靶扫描组评价胃恶性溃疡敏感性、特异性、准确性均优于常规两期增强组。靶扫描组与

常规增强组的总准确率分别为 85%、58%。采用卡方检验靶扫描和常规增强对胃良恶性溃疡评

估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7，P<0.05。靶扫描组诊断胃恶性溃疡的敏感率为 95%，常规增强

组诊断胃恶性溃疡的敏感率为 85%，采用卡方检验靶扫描和常规增强对胃良恶性溃疡的评估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5，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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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胃靶扫描技术对胃良恶性溃疡的鉴别诊断与病理诊断的符合率高，其诊断定性的准确性

及病变被检出的敏感性均优于传统两期增强扫描。 

   

 

 
PU-1276 

肝左叶一过性灌注异常与肝动脉变异的 MSCT 相关性研究 

 
杨彬

1
,关键

2
, 严超贵

2
,斯光晏

1
,李子平

2
 

1.西南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 

2.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探究肝左叶一过性灌注异常与肝动脉变异之间的相关性，以提高对肝动脉变异的认识。

方法：筛查 2015年 06月-2015年 12月上腹部双期增强 CT检查的连续性病例 1275例，所有

病例均按照统一扫描方案行动脉期、门静脉期双期扫描。收集肝左叶表现为叶段性分布的一过

性灌注异常者，并记录是否存在肝动脉变异；按 Hiatt分型进行分类，分析肝动脉变异与肝左

叶一过性灌注异常的相关性。结果：1275例连续性病例中 33例符合纳入标准，肝左叶一过性

灌注异常均呈肝叶或肝段分布，以多个肝段同时出现居多（30/33）。MSCT表现为动脉期肝左

叶或 1~3个段均匀性密度增高，平扫及门静脉期为等密度；其中肝 S3分布 2例（对应血管变

异为 HiattⅣ型、腹腔干与肠系膜上动脉共干各 1例），肝 S4分布 1例（对应血管变异为

HiattⅡ型 1例），肝 S2加 S3分布 15例（对应血管变异为 HiattⅡ型 9例，HiattⅤ型 1

例，肝左动脉粗大 2例，无血管变异 3例），肝 S2、S3及 S4分布 15例（对应血管变异为

HiattⅡ型 6例，HiattⅢ型 4例，HiattⅤ型 2例，HiattⅣ型、肝左动脉粗大、肝右动脉起自

于腹腔干各 1例）。本组 3例肝左动脉粗大分别表现为直径超过肝右动脉 17%、28%、40%。肝

左叶一过性灌注异常与肝动脉变异存在显著相关性（χ
2
=35.9，P=0.022），以肝左动脉变异

为主（64%）。结论：肝左叶表现为叶段性分布的一过性灌注异常者常存在肝动脉变异，该征

象对 CT诊断肝动脉变异有提示作用。 

   

 

 
PU-1277 

前列腺动脉栓塞治疗良性增生的 MRI 特征 

 
张洪涛,申艳光,叶慧义 

解放军总医院 100853 

 

目的：评价和描述前列腺动脉栓塞治疗良性前列腺增生症的 MRI特征。 

材料与方法：回顾性分析 16例前列腺增生患者，全部接受前列腺动脉栓塞治疗，全部为双侧

前列腺动脉栓塞。平均年龄为 65.6岁，动脉栓塞术后平均 10天（6-18天）和平均 3个月

（2-5个月）进行核磁分析。临床结果的评估，是对尿导管插入术和国际前列腺症状评分

（IPSS）进行分析。全部病例进行 MRI检查，对前列腺移行区和外周区的信号强度变化和梗死

区域的存在和特点进行评价。所有 MRI检查由两名放射科腹部医师共同评价，且取得一致意

见。统计软件使用 SPSS 22，统计学方法采用定量资料的 t检验。 

结果：所有患者在临床上是成功的，表现为内置尿路导管的移除或在前列腺动脉栓塞术后

IPSS评分的降低。前列腺术后第一次复查全部病例有 MRI资料，第二次复查仅 9例有 MRI资

料。前列腺梗死发生率为 93%。梗死发生在前列腺移行区。前列腺梗死的特点是多数在前列腺

正中线的两侧各发生梗死区，少部分为融合成一个梗死区。梗死的信号特点是几乎全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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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WI上为高信号，在 T2WI 为低信号；随着时间的延长梗死的范围变小，梗死区变成等信号。

术前前列腺体积为 73.9±41cm
3
，术后第一次复查前列腺体积为 66.1±36.4 cm

3
，第二次复查

前列腺体积为 45.6±21.4 cm
3
；术前与术后平均 10天的前列腺体积比较无统计学意义

（P>0.05），术前与术后 3个月前列腺体积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0.05）。栓塞术后 10 天前

列腺体积平均下降 0.08%，术后 3月前列腺体积平均下降 29%。 

结论：MRI可用于评估前列腺动脉栓塞术后梗死的变化和体积减小，但需要进一步分析这些表

现与临床结果的关系。 

   

 

 

PU-1278 

联合 T2 加权图像和背景抑制扩散加权成像(DWIBS) 图像分析

在诊断宫颈癌的宫旁组织侵犯上的价值 

 
许海珍 

上海市第八人民医院 200235 

 

 

目的：回顾性研究联合 T2加权图像和背景抑制扩散加权成像(DWIBS)图像分析在诊断宫颈癌的

宫旁组织侵犯上的价值 

方法：在机构审查委员会认可的研究中，随机选 152例患者，均做过根治性子宫切除术并且有

病理结果，术前均做了 MRI 检查，有 T2加权图像和 DWIBS图像，两个放射科诊断医生独立分

别评价 T2加权图像、DWIBS 图像，并把两个结果进行比较。 

结果：152例患者发现 37例宫旁浸润（占 24.3%）。DWIBS 对宫颈癌宫旁浸润诊断的特异性和

准确性，第一个读者是 97.4%和 90.1%，第二读者是 95.7%和 89.5%。联合 T2加权和 DWIBS 图

像分析对宫颈癌宫旁浸润诊断的特异性和准确性，第一个读者是 99.1%和 93.4%，第二读者是

96.5%和 92.8%。单独分析 T2加权图像对宫颈癌宫旁浸润诊断的特异性和准确性，第一个读者

是 88.7% 和 85.5%，第二读者是 85.2% 和 83.6%。 

结论：与单独分析 T2加权图像相比较，联合 T2加权和 DWIBS 图像分析能提高宫颈癌宫旁浸润

的诊断性。   

 

 
PU-1279 

MSCT 低剂量扫描后处理成像对胆系阳性结石的应用价值 

 
李良才,全勇 

中山市人民医院 528403 

 

【摘要】 目的 探讨多层螺旋 CT低剂量扫描后处理成像显示高密度胆系结石的诊断意义。方

法 采用西门子 16层螺旋 CT，90例患者检查前训练患者如何配合好呼吸屏气动作，定位像上

扫描距离是从膈顶到肾脏下缘，仰卧制动一次屏气扫描完成。扫描参数：螺旋平扫，层厚和层

距 5mm，螺距是 0.8，100kV,150mA。扫描完成后工作站进行回顾性薄层重建，层厚 0.75mm，

获得原始数据在工作站利用机配软件进行三维成像，采用组合是 CPR（曲面重建）+MPR（多平

面重建）+VR（容积重建）联合重组成像，以任意角度旋转观察结石位置、数目、大小，以及

与周围血管、胆管的关系，为临床手术提供更加详实的三维影像信息。结果 多层螺旋 CT扫描

后处理成像技术，把 CPR+MPR+VR 三者有机结合后，利用 MPR按照扩张的胆总管、胆囊颈、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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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胆管走行重建出的斜冠状面，CPR使弯曲的胆总管、胆囊管、扩张的肝内外胆管拉直，不仅

明确显示胆道扩张的程度及梗阻结石精细位置、大小、分布情况、数目及梗阻端形态，显示梗

阻处胆管壁及胆管周围结构的改变，而且整体、全程直观显示胆囊管结石、胆总管结石及梗阻

情况，VR图像显示胆系阳性结石与周围组织的立体关系。降低扫描剂量（较常规剂量降低约

30-40%）对胆管高密度结石显示良好、满足诊断。结论 应用多层螺旋 CT扫描后处理成像技术

可对高密度胆系结石患者进行更加精准成像，并为临床手术提供更多的精细信息，明显提高了

临床手术的有效性及安全性，结合改良扫描参数可使受检查者降低辐射剂量。  

 

 
PU-1280 

声辐射力脉冲与二维剪切波弹性成像技术诊断兔肝脏纤维化

分期的比较研究  

 
李若坤

1
,严福华

1
,任新平

2
,强金伟

3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放射科 

2.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超声科 

3.复旦大学附属金山医院放射科 

 

目的 探讨声辐射力脉冲（ARFI）与二维剪切波弹性成像（SWE）技术诊断肝纤维化分期的效

能。方法 采用 CCl4腹腔注射法建立肝纤维化动物模型（n=44），6只正常家兔为对照组。于

初次给药后第 2、4、6、8、10、12周进行 ARFI与 SWE弹性成像检查，测量肝脏硬度（LS）

值。Masson染色根据 METAVIR 标准进行纤维化分期。比较 LSARFI与 LSSWE统计学差异，采用

Spearman和 Pearson相关性分析评价 LSARFI、LSSWE与肝纤维化分期及胶原面积的相关性。采用

ROC曲线明确 LSARFI、LSSWE诊断显著性肝纤维化（≥F2）和进展期肝纤维化（≥F3）和肝硬化

（F4）的效能。结果 LSARFI与 LSSWE无统计学差异（t=-1.400, P=0.171）。F0~F4期肝纤维化的

LSARFI值分别为 8.25±0.88、11.79±1.58、12.1±3.15、16.67±6.50 和 19.76±6.73 kPa，

LSSWE值分别为 8.42±1.34、12.3±2.51、11.41±1.64、15.66±5.87 和 18.77±7.28 kPa。

LSARFI与 LSSWE与肝纤维化分期呈显著正相关（r=0.670和 0.646，P=0.000）。ARFI诊断≥F2、

≥F3和 F4期纤维化的 AUROC 为 0.874、0.865、0.753，SWE诊断≥F2、≥F3和 F4期纤维化的

AUROC为 0.822、0.835、0.786，均无统计学差异（P=0.2926、0.3874、0.3765）。结论 ARFI

与 SWE弹性成像诊断肝纤维化的效能相仿。 

   

 

 
PU-1281 

肝脏上皮样血管内皮瘤的临床病理特征及 CT/MRI 表现 

 
李若坤

1
,严福华

1
,强金伟

2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放射科 

2.复旦大学附属金山医院放射科 

 

目的 探讨肝脏上皮样血管内皮瘤（HEH）的临床病理特征及 CT/MRI表现。方法 回顾性分析

18例 HEH患者的临床、病理及 CT/MRI资料，分析其影像学特征。结果 男性 7例，女性 11

例，平均年龄 52.4岁，肿瘤标志物均正常，1例有乙肝病史，7例有肝功能异常。影像上分为

单发结节型（n=3）、多发结节型（n=4）和弥漫融合型（n=11）。共有 195个病灶，其中 127

个病灶位于肝包膜下区。CT 平扫均呈低密度，T1WI呈低信号，T2WI呈稍高信号，DWI 呈高信

号。113个病灶可见“靶征”，CT上呈中心低密度，T2WI 呈中心显著高信号、周边轻度高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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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病理上为黏液透明样物质、坏死和出血灶。动态增强扫描表现为轻度强化型

（146/195）、环形强化型（32/195）和中心充填型（17/195）。4例可见 “棒棒糖”征。6

例有肝外转移，包括淋巴结（n=2）、肺（n=4）和脾脏（n=1）。镜下，肿瘤周边富含细胞成

分，中心主要为纤维间质，常有不同程度的黏液样及透明样变。结果 HEH好发于无慢性肝病

的中老年女性，影像上表现为包膜下分布为主的多发轻度强化病灶，靶征、肝包膜皱缩及棒棒

糖征进一步支持该病诊断。 

 

 

PU-1282 

肝细胞特异性对比剂 MR 多期扫描 

对肝移植患者肝癌定性准确性的研究 

 
张洁,张艺,邓立刚,靳二虎 

北京友谊医院 100050 

 

目的：研究肝细胞特异性造影剂 Gd-EOB-DTPA（普美显）MR多期动态扫描，包括动脉期、门静

脉期、过渡期及肝胆期对肝移植术后患者肝癌诊断的准确性。 

方法：收集肝移植术后患者，经腹部 B超或 CT检查发现肝脏结节者 12例，均为男性，平均年

龄 47.9岁，肝移植术后 2月~72月。以 3.0TMR扫描仪采集平扫横断位 T2WI FS、T1WI 双回

波、Gd-EOB-DTPA多期增强（LAVA）及肝胆期（静脉注射 Gd-EOB-DTPA后 20分钟）图像。 

结果：应用 Gd-EOB-DTPA在 12例肝移植术后患者中共检测出 14个病灶，其中 2个血管瘤，12

个肝癌。病灶直径 0.9cm~4.0cm，平均 1.9cm。在 T2WI脂肪抑制图像上，2个血管瘤表现为高

信号，增强扫描动脉期呈均匀高信号，门静脉期及过渡期呈 1个呈稍高信号，1个呈等信号，

在肝胆期均呈境界清晰的低信号。平扫 T2WI脂肪抑制图像上，10个肝癌呈稍高信号，2个肝

癌呈等信号，增强扫描动脉期 10个肝癌均呈均匀高信号，门静脉期、过渡期及肝胆期呈稍低

信号，2个肝癌动脉期呈稍低信号，门静脉期及过渡期呈等信号，肝胆期呈境界清楚的低信

号。 

结论：对于肝移植术后患者，Gd-EOB-DTPA肝胆期扫描能清晰显示较小的肝结节病灶，结合平

扫 T2WI脂肪抑制像可鉴别肝血管瘤和肝癌。 

  

   

 

 
PU-1283 

Application of CT texture analysis in evaluating 

histologic grade of pancreatic neuroendocrine tumors 

 
Cheng Sihang

1,2
,Li Ping

1
,Zhu Liang

1
,Xue Huadan

1
,Jin Zhengyu

1
 

1.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2.West China Hospital， Sichuan University 

 

Purpos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of CT texture analysis (CTTA) to differentiate 

between G1 versus G2 and G3 pancreatic neuroendocrine tumors (PanNETs).  

Methods: Preoperative unenhanced and contrast-enhanced CT images and postoperative 

histological grade of patients with PanNETs were retrospectively reviewed. A total 

of 36 patients with G1 PanNETs (n = 18) and G2+G3 PanNETs (n = 18) were inclu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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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is retrospective study. Both unenhanced and enhanced CT images representing 

the largest cross-sectional area of the tumor were chosen for CTTA using TexRAD 

software. Correlations between CT texture parameters and histological grade were 

analyzed. Texture parameters, including mean gray-level intensity (Mean), standard 

deviation (SD), entropy, mean of positive pixels (MPP), skewness, and kurtosis 

were compared between G1 and G2+3 PanNETs.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analysis was performed and the area under the ROC curve (AUC) was calculated for 

texture parameters that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P < 0.05) for the purpose. 

Sensitivity (Se), specificity (Sp), 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 (PPV), negative 

predictive value (NPV), and accuracy were calculated using the cut-off value of 

texture parameter with the highest AUC. 

Results: Compared to G2+G3 PanNETs, G1 PanNETs had significantly lower Skewness (P 

= 0.031) on unenhanced images and lower Skewness (P < 0.05), higher Mean (P = 

0.047) and MPP (P < 0.05) on enhanced image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SD, entrophy or kurtosis at any texture scale on unenhanced and enhanced images. 

A Skewness <0.23 at medium texture scale on enhanced images identified G1 PanNETs 

from G2+G3 PanNETs with the highest AUC of 0.724 ± 0.091 (Se = 61.1%, Sp = 94.4%, 

PPV = 91.6%, NPV = 70.8%, and accuracy = 77.8%). 

Conclusions: CTTA proved to be a feasible tool for differentiating G1 PanNETs from 

G2+G3 PanNETs. Skewness quantified from medium texture scale on enhanced images 

was the optimal diagnostic parameter for estimating histologic grade of PanNETs.   

 

 
PU-1284 

胃肠道恶性肿瘤直肠种植转移的影像表现 

 
彭德新 

江西省肿瘤医院 330029 

 

目的：分析胃肠道恶性肿瘤直肠种植转移的 CT、MRI表现，为临床治疗提供依据。方法：经手

术或内镜活检病理确诊的胃肠道恶性肿瘤患者 30日，其中胃癌 18例、结肠癌 12例。按照检

查前胃肠道准备要求 24例行全腹部螺旋 CT平扫及增强扫描，7例行全腹部 MRI平扫增强扫

描，10例行全腹部 CT平扫增强扫描及盆腔 MRI平扫增强扫描，6例行盆腔 MRI平扫增强扫

描，分析直肠病变的形态、密度或信号、强化表现。结果：病变边界不清，形态不规则，表现

为结节型、弥漫型、混合性，其中结节型 9例、弥漫型 16例、混合性 5例，CT平扫呈等或稍

低密度，MRI平扫呈稍低信号、T2WI及 DWI高信号，增强扫描均呈明显强化，相邻腹膜后增

厚、强化，21例合并盆腔积液。MRI显示肿瘤位于腹膜反折线上方，直肠破坏浆膜并侵犯肌

层，粘膜层明显水肿，增强扫描呈“同心圆”强化，30例均无肠梗阻表现。结论：CT、MRI能

清晰显示胃肠道恶性肿瘤直肠种植转移情况，MRI显示肿瘤与直肠的关系及直肠的继发病理改

变，诊断能力整体优于 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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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285 

肠系膜区炎症性肌纤维母细胞性肿瘤一例 

 
王传彬,董江宁 

安徽省肿瘤医院 230071 

 

目的：探讨肠系膜区 IMT的影像表现并文献复习。方法：分析 1例病理证实的腹腔肠系膜区

IMT的 CT表现，总结征象。结果：腹腔内胰头前下方肠系膜区见一类圆形软组织密度肿块

影，边界尚清，增强后动脉期呈明显“血管样”强化，周边见多发迂曲增粗的杂乱血管影，分

别由胰十二指肠上动脉及肠系膜上动脉分支供血，肠系膜上静脉属支引流；门脉期及延迟期肿

块强化程度逐渐减退，平扫、动脉期、门脉期及延迟期病灶 CT值分别为 34.9、159.1、111.7

和 88.0HU；肿块密度不均，增强后其内见多发索条状低密度影，呈渐进性强化。结论：IMT影

像学表现缺乏特异性，位于肠系膜区病灶可以与周围脏器不同程度粘连，周围脂肪密度增高；

较大的病灶 CT平扫常密度不均，可有或无钙化，提示不同组织类型混合；CT动态增强可反映

病灶血供及病理特征，根据坏死组织、纤维组织和肉芽组织的多少和分布特征不同，可出现无

强化、分隔样强化或边缘不规则强化等特点。本例患者为年轻女性，病灶呈良性表现：边界清

楚，包膜完整，邻近结构轻度受压，并未见明显渗出征象，因此患者无明显不适主诉。病灶增

强后呈明显“血管样”强化，周边见多发供血动脉及引流静脉形成，强化程度随时间延迟而减

退，均提示肿块血供丰富，符合致密型 IMT富于细胞并可见周围血管生长现象的病理特点；肿

块内见多发索条状低密度渐进性强化区域，提示病灶内有丰富的纤维结缔组织、粘液或炎性细

胞可能，笔者认为该征象对诊断 IMT有较为重要的提示意义。  

 

 
PU-1286 

进展期胃印戒细胞癌的临床、病理及 MDCT 特征 

 
陈健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00092 

 

目的 研究进展期胃印戒细胞癌（SRC）的临床、病理及 MDCT 特征。  

方法 回顾性分析 97例经手术病理或内镜活检证实的进展期胃癌患者（其中 33例 SRC）的临

床病理资料及 MDCT相关征象。 

结果  

SRC发病年龄较 NSRC发病年龄更早（56.70±2.17vs62.72±1.37）（P <0.05），同时 SRC更

易发生于女性患者，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406）。进展期 SRC发现时 pT3及 pT4期比

NSRC多见（P <0.05），肿瘤位置、pTNM分期、淋巴结转移、远处转移、淋巴管神经浸润等方

面与进展期 NSRC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0.05)。 

SRC与 NSRC相比，SRC门脉期强化程度高于 NSRC（P <0.05），SRC组胃壁平均厚度为

1.71±0.07cm，高于 NSRC组胃壁平均厚度（1.46±0.07cm），两者间存在显著差异（P 
<0.05）。SRC患者的大体类型以弥漫浸润型最为多见（42.4%），其次为局限溃疡型

（30.3%）；而 NSRC患者则以局限溃疡型最为多见（65.6%），两者间存在显著差异（P 
<0.0001）。在肿瘤最大径、平扫 CT值及强化方式方面，SRC与 NSRC组间没有明显差异。 

结论 进展期胃印戒细胞癌的临床病理特征及 MDCT表现具有一定的特征性，有助于指导临床治

疗及判断预后。 

   

 
PU-1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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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性肝脏神经内分泌肿瘤的影像学表现 

 
冯秋霞,张海龙,徐迅,刘希胜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10029 

 

目的 探讨原发性肝神经内分泌肿瘤的 CT和 MRI表现及其特征。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9 年 1月

到 2017年 1月本院收治的 8例原发性肝脏神经内分泌肿瘤患者的临床、病理及影像学资料，

综合分析其影像表现及特征。结果 本组 8例患者中，2 例行 MR检查，6例行 CT检查。单发病

灶者 2例，多发病灶者 6例。6例患者 CT平扫均表现为肝内低密度肿块，病灶中央可见不规

则更低密度区，边界清晰，周围血管受压推移。2例患者 MRI T1WI上病灶均呈低信号，T2WI

呈稍高信号。CT及 MR增强扫描提示，7例病灶实质部分动脉期轻至中度强化，静脉期持续强

化，强化程度轻度下降，中心更低密度区无明显强化。结论 分析并总结原发性肝脏神经内分

泌肿瘤的 CT和 MRI影像学表现特征，为临床的诊断及鉴别诊断提供借鉴。  

 

 
PU-1288 

钆塞酸二钠增强 MR 与增强 CT 在 

肝脏局灶性病变诊断中的对比研究 

 
佟晶,卑贵光,李玉泽,徐冉,刘宁,曹乐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202 医院 110003 

 

目的 比较有肝胆期钆塞酸二钠增强 MR、无肝胆期钆塞酸二钠增强 MR及增强 CT对肝脏局灶性

病变的诊断效能。 方法 38 例患者（55个局灶性肝脏病变）行增强 CT及钆塞酸二钠增强 MR

检查，所有肝脏病变均经病理或随访证实。四名放射科医生以六分制评分标准进行独立盲法分

析。 结果 与增强 CT及无肝胆期钆塞酸二钠增强 MR相比，有肝胆期钆塞酸二钠增强 MR上阅

片者将更多的肝脏病变准确归类于良性病变及恶性病变。增强 CT诊断肝脏病变的敏感度为

51.6%，特异度为 56.5%，准确度为 53.6%；无肝胆期钆塞酸二钠增强 MR诊断肝脏病变的敏感

度为 68.8%，特异度为 59.8%，准确度为 65.0%；有肝胆期钆塞酸二钠增强 MR诊断肝脏病变的

敏感度为 89.1%，特异度为 78.3%，准确度为 84.5%，高于增强 CT及无肝胆期钆塞酸二钠增强

MR，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与增强 CT及无肝胆期钆塞酸二钠增强 MR相

比，有肝胆期钆塞酸二钠增强 MR可提高阅片者对肝脏局灶性病变的诊断效能。  

 

 
PU-1289 

DWI 不同数学模型对前列腺癌的诊断价值研究 

 
吴慧,高阳 

内蒙古医科大学附院 010050 

 

［摘要］目的：比较 DWI单指数模型 ADC值、IVIM双指数模型 D，D
*
，f值及拉伸指数模型

DDC、α值在诊断前列腺癌中的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经穿刺活检证实的前列腺癌 30 例、

基质型前列腺增生 27例的临床资料。所有患者均行 T2WI、T1WI、DWI、多ｂ值 DWI扫描。根据

穿刺病理结果确定癌或增生的部位，与 DWI及多ｂ值 DWI图像进行匹配，测量两组的 ADC，

D，D
*
，f值及 DDC、α值，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进行差异性比较；受试者 ROC曲线分析各参数

鉴别诊断效能，计算其诊断阈值；对具有统计学意义且诊断效能较好的参数进行相关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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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1、ADC、D、DDC、α、D
*
值在鉴别前列腺癌与基质型增生中均有统计学意义,f值无统计

学意义。2、在诊断前列腺癌时 D、DDC、α、ADC均具有较高诊断效能，曲线下面积 AUC分别

为：0.998,0.994,0.986,0.985；分别的诊断阈值为 0.000765，0.000978，0.564，

0.000874。3、无论是前列腺癌组还是基质型增生组 ADC、D、DDC两两之间均具有较好相关

性。结论：拉伸指数模型 DDC、α值和双指数模型 D值在诊断前列腺癌中较常规的单指数 ADC

价值更高，且 ADC、D、DDC 具有较好相关性。 

 

   

 

 

PU-1290 

20.迟达—CT 仿真膀胱镜成像的临床应用 

 
迟达 

辽宁省肿瘤医院 110042 

 

CT仿真膀胱镜成像的临床应用 

辽宁省肿瘤医院 迟达 

｛摘 要｝ 目的 探讨 CT仿真膀胱镜成像技术的应用和价值。 

方法 应用 16排螺旋ＣＴ采集排泄期膀胱断面影像 17例，层厚 5mm，螺距 5mm，重建层厚

1.25mm；将源影像送至工作站作仿真内窥镜成像等后处理。 

结果 VE技术成功率达 100%，无并发症。VE内镜样显示了膀胱内壁、内腔及其病变的三维结

构，对 5mm以上膀胱癌检出率达 100%，较好地显示了肿瘤特征，丰富了医生的诊断信息。但

VE无法显示尿路结石，亦见显示病变细节也无膀胱镜佳。 

结论 CT仿真膀胱镜成像内镜样显示了膀胱内腔与病变，对肿瘤病变准确性高，但无法检出

膀胱结石。 

[关键词] 膀胱癌；诊断；计算机辅助；内镜检查； 

CT仿真膀胱镜成像的临床应用 

辽宁省肿瘤医院 迟达 

｛摘 要｝ 目的 探讨 CT仿真膀胱镜成像技术的应用和价值。 

方法 应用 16排螺旋ＣＴ采集排泄期膀胱断面影像 17例，层厚 5mm，螺距 5mm，重建层厚

1.25mm；将源影像送至工作站作仿真内窥镜成像等后处理。 

结果 VE技术成功率达 100%，无并发症。VE内镜样显示了膀胱内壁、内腔及其病变的三维结

构，对 5mm以上膀胱癌检出率达 100%，较好地显示了肿瘤特征，丰富了医生的诊断信息。但

VE无法显示尿路结石，亦见显示病变细节也无膀胱镜佳。 

结论 CT仿真膀胱镜成像内镜样显示了膀胱内腔与病变，对肿瘤病变准确性高，但无法检出

膀胱结石。 

[关键词] 膀胱癌；诊断；计算机辅助；内镜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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梗阻性黄疸的螺旋 CT 诊断探讨 

 
迟达 

辽宁省肿瘤医院 110042 

 

 

目的 通过分析梗阻性黄疸的螺旋 CT表现，探讨螺旋 CT在该病诊断中的价值。 

方法 本组 64例病人中，男 30例，女 34例；年龄 21—73岁，平均 58.9岁,病程 9—156

天。其中恶性 34例，包括壶腹癌 12例，胰头癌 14例，肝细胞癌 2例，胆管癌 4例，胆囊癌

2例。良性病变 30例，包括胆总管结石 26例，胆囊切除术后 2例，胆总管炎 2例。 

采用 TOSHIBA XPRESS/GX螺旋 CT扫描机：以层厚 10mm，间隔 10mm，扫描从膈顶至胰腺钩突

部，重点区域以层厚、间隔 3-5mm加扫。随后应用高压注射器自病人的肘静脉以 3ml/s的速度

注入 100ml优维显注射剂，注射造影剂后 25s，以层厚 3-5mm，间隔 3-5mm，对整个肝胰区进

行扫描。注射造影剂后 60-70s，以层厚 3-5mm，间隔 3-5mm，对整个肝胰区再次进行扫描。之

后，用每 3mm作动脉期图像重建及每 5mm作门静脉期图像重建。 

结果 64例病人中有 56例表现出胆总管不同程度扩张，其中重度扩张（直径大于 20mm）34例

中，恶性 24例，而 22例轻中度扩张（6mm-20mm）病人中，18例为良性。在胆总管逐渐变细

至消失、呈“鼠尾”改变的 34例患者中，良性 28例；而表现为胆总管梗阻端突然截断的 22

例患者中，全部为恶性。 

64例病人中,表现肝管扩张的病人 58例。扩张的肝管呈分枝状、条状或圆点低密度。其中重

度扩张（I-II级肝管直径大于 9mm）的 34例患者中，有 22例为恶性；轻中度扩张（直径

5mm-8mm）的 24例患者中，仅有 10例为恶性。扩张的肝管累积全肝的 30例患者中，有 24例

为恶性；累积范围仅限肝门区或附近肝叶的 30例患者中，仅有 8例为恶性。 

结论：螺旋 CT在梗阻性黄疸病因诊断上有着较大的价值。 

   

 

 
PU-1292 

肝脏泡型包虫病双能量 CT 成像及其临床应用初探 

 
蒋奕,王静,赵建卿,刘文亚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830054 

 

目的 

通过分析肝脏泡型包虫病双能量 CT成像特点，探讨双能量 CT多参数成像技术在显示 HAE组织

和血供特点上的临床诊断价值。 

方法 

自 2016年 7月至 2017年 3月间收集来我院就诊并经手术或综合影像学诊断为肝泡型包虫病患

者 45例。所有患者均行腹部双能量 CT三期增强扫描（动脉期，门静脉期，静脉期）。根据病

灶影像特征进行影像学分型。对所有患者双能量扫描图像并通过图像重建获得病灶的碘基物质

图、单能量图像、最佳对比噪声比图及能谱曲线图，分析各组图像的特点并进行相应的定量测

算，包括 CT值、碘定量、最佳 CNR值，曲线斜率。 

结果 

45例肝脏泡型包虫共检出 53个病灶；病灶直径 87.6±50.7mm。所有病灶中实体型占 36%

（19/53），假囊肿型占 11%(6/53)个，混合型占 52.8%（28/53）。双能量 CT碘图成像较常规

CT更容易显示 HAE病灶边缘 5~12mm的强化区域，检出率比较分别为 71.6% 和 50.9%；在对病

灶大小的测量上，双能量碘图（79.53±53.77mm）高于常规 CT（71.36±50.16mm），二者之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3277 

 

间无明显统计学差异（P=0.52）。肝泡型包虫病灶的囊性成分、实性成分、边缘区域及正常肝

实质之间的碘值均数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HAE病灶边缘区碘值高于病灶内及正常肝

实质。不同影像分型病灶边缘区的碘值无明显统计学差异（P<0.05）。65keV 是显示 HAE 病灶

的最佳能量级水平，所对应的对比噪声比（CNR）为 10.24±2.62。能谱曲线显示 HAE病灶内

实性成分为特异性的“倒置马鞍样”形态，病变实性成分与病灶边缘区及正常肝实质在各个能

级水平下的能谱曲线斜率均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不同影像分型下 HAE病灶实性成分区

在不同能级下能谱曲线斜率无明显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双能量 CT多参数成像较常规 CT能够提供更多的关于 HAE病灶组织结构和血供方面的信息。 

   

 

 
PU-1293 

3.0T 磁共振小视野不同高 b 值扩散加权成像 

联合动态增强对膀胱癌肌层浸润价值的探讨 

 
王建秋,齐鑫,李先琴,张洋,王伦志 

宜宾市第一人民医院 644000 

 

目的 分析 3.0T磁共振小视野不同高 b值扩散加权成像（rfov DWI）联合动态增强（DCE-

MRI）的影像征象，分别对非肌层浸润膀胱癌(NMIBC)和肌层浸润性膀胱癌(MIBC)进行统计分

析，探讨膀胱癌肌层是否浸润的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病理证实接受 MRI检查的 84例膀胱

癌患者。根据病理分期和级别高低：（1）NMIBC和 MIBC组；（2）高级别的 NMIBC和 MIBC

组；（3）NMIBC的低级别和高级别组。分析 NMIBC 和 MIBC的 9个征象分别统计出阳性率和

组间有无统计学意义。结果 1、NMIBC和 MIBC组：9个指标均有统计学意义。2、高级别的

NMIBC和 MIBC组：除 DWI信号衰减外其余 8项指标均有统计学意义。3、NMIBC的低级别和高

级别组：DWI衰减、DWI缩小、ADC低信号 3个指标有统计学意义。马蹄征、DWI下低信号、延

迟强化、雪花样强化判断 NMIBC阳性率大于 80%；ADC低信号、边缘强化判断 MIBC阳性率大于

80%。结论 马蹄征、DWI下低信号、延迟强化、雪花样强化判断 NMIBC具有重要价值；ADC低

信号、边缘强化判断 MIBC具有重要价值；DWI衰减、DWI缩小和 ADC低信号判断高级别和低级

别有意义。综上 3.0T磁共振小视野不同高 b值 DWI联合 DCE对判断膀胱癌肌层是否浸润具有

重要价值，并对判断肿瘤级别高低有意义。 

   

 

 
PU-1294 

2 型糖尿病大鼠早期肾脏功能改变的 DKI 研究 

 
周海鹰,张小明 

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637000 

 

目的：运用磁共振扩散峰度成像(DKI)无创性活体评估 2 型糖尿病(DM)大鼠早期肾脏功能改

变。 

材料与方法：采用 8周龄雄性 ZDF大鼠作为 2型 DM组(n=20)，以空腹血糖＞7.8 mmol/L为成

模标准。选用同龄雄性 ZL大鼠作为对照组（control group,C, n=10)。分别于成模后 4周、8

周、12周、16周测量两组大鼠的体重、空腹血糖及 24小时尿微量白蛋白，并对其进行常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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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WI、T2WI及 3个 b值（b=0 s/mm
2
,300 s/mm

2
,600s/mm

2
）的呼吸触发 DKI序列扫描。将得到

的多 b值原始数据应用 DKI 模型进行后处理。感兴趣区(ROI)均在肾门中心平面皮、髓质分界

清楚的区域选择，用自由线勾画出皮质、外髓外带、外髓内带及内髓轮廓，面积约 5～10mm
2
，

从而得到各部位的 FA、MD、Dr、Da、MK、Kr及 Ka值。 

结果：DM组 20例于 10周龄时模型建立成功，继续喂养 4周，无死亡（DM4组，n=20）；8

周，死亡 2只（DM8组，n=18），至 12周共死亡 7只（DM12组，n=13），至 16周时，共死亡

10只（DM16组，n=10）。对照组无 1例死亡（C4、C8、C12、C16组，n=10）。DM组各亚组平

均血糖值及体重均高于对照组相应亚组(p＜0.05)；两组间 24h尿微量白蛋白含量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p＞0.05)。DM组各亚组间皮质、外髓外带、外髓内带及内髓的 FA、MK及 Kr值随 DM

病程延长逐渐增加(p＜0.05)；DM4组与 DM12组、DM16组, DM8组与 DM12组、DM16组之间的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成模后 8周、12周、16周，DM各亚组间皮质、外髓外带、

外髓内带及内髓上述各值均大于对应的对照组各亚组(p＜0.05)。 

结论：DKI成像能无创性活体评价糖尿病肾脏功能的早期改变，为糖尿病肾病的早期诊断提供

了新的手段。  

 

 
PU-1295 

基于肝门静脉分布的肝段划分法的探讨 

 
任福欣,高飞,齐耀东,巩若箴 

山东省医学影像学研究所 250021 

 

 

目的：分析传统影像“直线法”肝段划分法的不足，回归肝段的解剖原始定义的来源——根据

肝 Glisson系统（肝动脉、门静脉、胆管）的走行支配区域划分，通过分析增强 CT门脉期的

肝门静脉的分布对肝脏进行划分，从而实现最符合解剖原始定义的肝段精准划分，为肝脏外科

手术提供肝段最接近真实的肝段分布展示。再辅以三维展示，将兴趣区与毗邻结构的细致解剖

关系更好的展示，提高手术治疗效果及安全性。 

方法：①传统影像“直线法”划分肝段与塑化标本的真实肝段的差异性研究。②利用 SIEMENS 

syngo.via CT VB10工作站中新开发 Liver Analysis软件，对肝脏的增强扫描 CT数据进行分

析，通过肝门静脉肝内各支所分布区域的计算分析，辅以人工核实，实现肝段的半自动识别，

从而实现符合解剖原始定义的肝段精准划分。③将划分数据融合在 MPR及 VRT图像上，将不同

肝段、肿瘤及管道等感兴趣区赋予不同伪彩，利用彩色胶片打印机进行多角度三维伪彩展示。 

结果：①传统影像学的“直线法”肝段划分法，其准确度只有 60%左右。②Liver Analysis 软

件可以根据肝门静脉各支的走行分析出肝段的实际范围，其准确度明显高于传统“直线法”肝

段的划分。③多角度三维伪彩展示能基本满足临床对三维观察的需求，对手术提供了直观的影

像学帮助。 

结论：本研究通过分析肝门静脉各支的支配区域实现肝段的精准划分，回归了肝段的解剖原始

定义这个基础，明显提高了划分的准确度。肝段分割配以 CT三维后处理技术及伪彩渲染技

术，可以将更直观的肝脏三维影像交付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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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性肝脏淋巴瘤的 CT 及 MRI 表现与病理分析 

 
钟唐力,管彬,刘启榆 

绵阳市中心医院 621000 

 

目的：探讨原发性肝脏淋巴瘤(primary hepatic lymphoma, PHL)的 CT及 MRI表现，并与病理

结果对照分析，旨在提高对该病的认识和诊断。材料与方法：回顾性分析经手术、CT或超声

引导下穿刺后病理证实的 PHL8例，7例行 CT检查，5例行 MRI检查，其中 4例同时进行了 CT

及 MRI检查。分析 PHL的 CT及 MRI表现。结果：PHL8例，其中单发 7例，多发 1例。CT表

现：平扫所有病变均呈低密度,绝大多数密度均匀，边界清楚；MRI表现：T1WI所有病变均呈

低信号，T2WI呈稍高/高信号，DWI呈特征性的高信号。CT及 MRI增强扫描病灶呈无明显强化

或轻～中度强化，1例出现不规则坏死；4例显示血管穿过病灶，而血管本身无明显狭窄、包

绕等受侵表现。单发病例中 1例呈肝段分布，误诊为脂肪肝，多发 1例误诊为转移瘤。病理证

实为弥漫大 B细胞淋巴瘤 7例，小淋巴细胞性淋巴瘤 1例。结论：PHL呈乏血供肿瘤表现，增

强扫描病灶内有血管穿过而血管本身无明显受侵（即血管漂浮征）可能具有一定特征。结合临

床相关资料，可提高其诊断准确性。  

 

 
PU-1297 

使用 SPECIAL 序列定量检测大鼠 

肝脏缺血再灌注损伤的糖代谢 

 
吴美妮

1
,沈智威

2
,吴仁华

2
 

1.惠州市中心人民医院/广东医学院附属惠州医院 

2.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使用短 TE SPECIAL序列和 LCModel分析软件定量检测在体大鼠肝脏氢质子磁共振波谱

（
1
H-MRS）中缺血再灌注损伤（IRI）模型肝糖原浓度变化，探索其糖代谢机制，有助于术后

早期提供肝脏功能及代谢信息，给予肝脏保护。 

方法： 采用 7T磁共振扫描仪将 13只不分雄雌的 SD大鼠在气体麻醉及呼吸触发条件下，分别

于术前及缺血再灌注损伤术后 2h采集肝脏 SPECIAL序列波谱，采集参数为

TR/TE=2000ms/4.42ms，重复次数=256次，voxel=5×5×5mm
3
，尽量选定相同体素重复采集。

以水为内标，定量检测活体大鼠肝脏主要代谢物浓度，使用 LCModel定量分析软件，测出肝脏

中脂质（Lip）、糖原（Glyc）、胆碱（Cho）代谢物绝对浓度及糖原、胆碱峰下面积与脂质峰

下面积之比（Lip/Glyc、Lip/Cho）。评价术前术后测量数据之间差异采用配对样本 t 检验分

析。 

结果：IRI术后 2小时测得 Cho、Glyc浓度（5.58±3.53mmol/L 及 17.63±11.39mmol/L）均

小于术前（9.97±6.80mmol/L 及 31.20±24.79mmol/L，t=3.248、2.537，P＜0.05）。IRI术

后 2小时与术前测得代谢物峰下面积的比值 Lip/Cho（22.23±15.95 与 12.98±6.84，t= -

3.237，P＜0.05）具有统计学差异，而比值 Lip/Glyc（28.63±33.83 与 13.03±9.35，t= -

2.09，P＞0.05）未见统计学差异。 

结论：使用
1
H-MRS SPECIAL 序列及 LCModel定量方案可无创测量急性缺血再灌注损伤后糖原

浓度变化。使用 SPECIAL序列可实现动态监测在体肝脏糖代谢及其他代谢变化，有利于早期诊

断及评估肝功能受损程度。 

   
PU-1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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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 CT 对肝移植儿童术前的血流动力学的评估的多参数研究 

 
赵丽琴,商书范,曹邱婷,杨正汉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100050 

 

目的：探讨应用能谱 CT对儿童胆汁淤积性肝硬化患者肝血流动力学评估的价值。 

方法：回顾性选取北京友谊医院 100例拟行肝移植术术前进行能谱 CT检查的胆汁淤积性肝硬

化患儿。按照肝功能 Child-Pugh分级标准：A级 40例，B级 40例，C级 20例。所有患儿均

行能谱 CT扫描，并注射 100ml非离子型造影剂（优维显 370），流速约 4ml／s。应用 AW4.6

工作站的 GSI viewer软件，在动脉期的碘（水）基图像上，在肝实质内选择两个形态、大小

一致的两个类圆形感兴趣区 ROI(region of interest)，同时注意避开肝内大血管，ROI面积

约 60-100ｍｍ２，测量动脉期肝实质内的碘含量(IA)，在门静脉期的碘（水）基图上，在相

同位置，选取大小、形状相同的 ROI，测量门静脉期肝实质的的碘含量（IV），并计算肝动脉

碘分数（AIF），计算公式为：AIF=碘含量（动脉期）/碘含量（门静脉期）。对不同 Child-

Pugh分级肝硬化患者的 IA、IV及 AIF行方差分析，p<0.05 为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不同 Child-Pugh分级的动脉期和门脉期肝实质内碘含量及 AIF分别为：Child-pugh 

A：4.17±0.29，15.46±0.74， and 0.27±0.01；Child-pugh B：5.64 ±0.53，

16.53±0.67，0.35±0.03；Child-pugh C：9.95±1.72， 17.06±1.18， 0.60±0.10。统计

学分析结果显示，不同肝功能分级的 Ia及 AIF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能谱 CT扫描获得的 Ia及 AIF参数在不同肝功能分级小儿胆汁淤积性肝硬化患者间不

同，可以用于评价小儿原发性胆汁性肝移植术前的血流动力学状况。 

   

 

 
PU-1299 

多排螺旋 CT 平扫在中老年急性右下腹痛患者中 

的鉴别诊断价值 

 
肖正光,尚鸣异,朱才松,杨军 

上海市同仁医院 200336 

 

目的：探讨急诊 CT扫描在以急性右下腹痛就诊的中老年人群中的诊断价值，为临床提供依

据。 

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5 年以急性右下腹痛为症状就诊，年龄大于 45岁并行 CT检查 109

例，其中男性 57例，女性 52例，年龄 47-82岁，其中 19 例行增强扫描，分析不同病灶影像

学特点。 

结果：1.手术证实急性阑尾炎或慢性阑尾炎急性发作 41例，主要表现为阑尾增粗，管径往往

大于 10mm，最粗者管径达 24mm，伴化脓性病灶者周边渗出改变较明显，肠系膜可见增厚，甚

至见积液或包块。CT见阑尾旁局限性点状气体，诊断阑尾穿孔 9例，术后证实有 7例的确为

阑尾炎穿孔。水肿型阑尾炎 CT可仅仅表现为头部筋膜增厚，诊断需结合病史。如果呈内位生

长，临床症状往往不典型。2.CT平扫表现为回盲部渗出性病变伴团块共计 31例，术后证实阑

尾炎并发炎性包块 12例，盲肠或升结肠癌并发阑尾炎 15例，回盲部结核 1例，憩室炎 3例，

其中 4例有不同程度肠套叠存在，CT对其中 24例作出了准确的判断，但 4例炎性包块误诊为

恶性肿瘤，2例存在肿瘤患者漏诊，仅考虑为阑尾炎或合并阑尾脓肿。3.不伴有回盲部炎症的

盲肠癌或结肠癌 13例，主要表现为肠壁的不规则增厚或腔内生长的不规则肿块，范围局限，

肠腔变形扭曲，7例存在不同程度小肠积粪表现，其中 5例并发肠套叠，2例表现为肠壁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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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厚病例漏诊。4.淋巴瘤 2例，CT诊断 1例，表现为肠壁广范增厚，肠腔变窄但无明显梗

阻，病灶密度高于水肿肠壁，增强后轻度均匀强化，误诊 1例为结肠癌，主要表现为肠壁结节

样增厚，形态不规则。5.阑尾类癌合并阑尾炎 2例，CT所见阑尾增粗，内见低密度影，无明

显钙化，周边见大片渗出，CT诊断急性阑尾炎。6.20例为输尿管结石嵌顿， 13例输尿管周

边筋膜增厚，CT均作出准确诊断。 

结论：中老年群体中，非阑尾炎导致急性右下腹痛所占比例较高，CT平扫及重建的运用，能

对急性右下腹痛患者作出准确诊断。 

 

 

 

PU-1300 

CT 平扫定量评定门脉高压及其对周围器官的影响 

 
刘长林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崇明分院 202150 

 

目的 探讨 CT平扫定量在评定门脉高压及其对周围实质器官的影响中的价值。方法 回顾分析

86例的 CT平扫资料，其中 45例门脉高压患者组成病变组，41例正常人群组成对照组，观测

两组的门脉左右肢汇合部、门脉汇合部同一扫描层腹主动脉、胰腺、双肾及脾脏的 CT值，对

门脉高压组按肝功能分级，以上各部位所对应的 CT值，计数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门脉高压

组门脉左右支汇合部、同一扫描层腹主动脉、胰腺、双肾及脾脏的 CT值（HU）分别为：

36.97±5.81、41.06±7.22、42.64±6.07、33.18±4.20 及 45.29±4.60；正常组 CT 值

（HU）分别为：43.92±5.71、47.19±5.80、50.06±7.80、36.12±4.50 及 52.38±4.95；以

上部位肝功能 A、B及 C级对应 CT值分别为：39.57±4.56、36.56±5.46、31.24±5.23；

45.23±6.73、40.86±6.92、36.06±7.12；45.97±6.07、42.76±6.35、38.67±7.35；

37.33±4.09、33.46±3.97、28.23±4.13；48.66±4.38、45.03±4.43、40.12±5.32；经方

差分析显示，门脉高压组与正常组的门脉、腹主动脉、胰腺、双肾及脾脏的 CT值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以上部位肝功能 I、II和 III级各部位组内差异有统计学差异

（p<0.05）。结论 门脉高压时，门脉、腹主动脉、胰腺、双肾及脾脏的 CT值将降低，而且肝

功能分级越高，CT值越低，提示门脉高压时，对周围器官的功能及主动脉血流动力学有一定

的影响。 

   

 

 
PU-1301 

MRI 平扫联合 CE-MRI 对宫颈癌分期的评估价值 

 
李石坚 

铜陵市人民医院 244000 

 

【摘要】目的 探讨 MRI平扫联合 CE-MRI对宫颈癌分期的评估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病理

证实为宫颈癌的 45例患者 MRI平扫及动态增强影像学改变，在 MR图像上测得病灶肿块容积。

把临床妇科体检分期与 MR分期准确性进行比较。对肿块容积大小与临床病理分期级别高低进

行相关性分析。结果 宫颈癌 MR平扫显示不同于邻近组织异常信号，在动态增强早期强化明

显，易与周围正常组织区分。MRI分期准确性为 77.7%（35/45），而临床妇科体检分期的准确

性 35.5%（16/45），二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
=16.661,P<0.01)。MR图像上测得病灶肿块平

均容积 10.94cm
3
（n=39）与临床病理分期级别高低呈正相关（r=0.746, P<0.01)。结论 M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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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扫结合动态增强对病灶范围清晰显示有帮助，可提高宫颈癌治疗前分期的准确性。测量肿块

容积对肿瘤术前分期评估具有一定的价值。 

   

 

 
PU-1302 

个案报道----一例脾脏炎性假瘤 

 
林月,李春媚,陈敏 

北京医院 100730 

 

目的：脾脏炎性假瘤是一种罕见疾病，现报道一例经病理证实的脾脏炎性假瘤，以提高对该疾

病的认识。方法：患者 男 54岁，不明原因发热 2年余，行外院全身 CT平扫检查，发现脾占

位，来我院进一步检查，上腹部 MRI平扫加增强示：脾脏内见巨大肿块影，T1WI序列表现为

等及稍高信号，T2WI序列表现为等及高信号，DWI呈不均匀高信号，增强扫描后呈持续渐进性

强化，其内散在小片状无强化区，肿块边缘可见包膜，呈延迟强化。CT增强表现：脾实质内

巨大肿块影，边界清楚，增强扫描三期呈不均匀向心性填充样强化。当时影像诊断为脾脏脉管

来源肿瘤可能。结果：行腹腔镜下脾切除术，见肿物位于脾脏中下极被膜下，大小约

7×6×6cm，肿物切面灰褐实性质稍韧，与周围脾组织界限清楚；免疫组化结果：AE1/AE3(-

)，Vimentin(+++),SMA(+),S100(散在+)，CD68（组织细胞+），CD1a(散在+)，CD38(浆细胞

+)，Desmin(-),ALK(-),Kappa(+),Lambda(+)；病理诊断结果为：炎性假瘤（黄色肉芽肿

型）。讨论：1、脾脏炎性假瘤是由多种细胞成分组成而形成纤维化的炎性肿块。炎性假瘤发

病年龄无特异性，可发生于任何年龄，临床表现可无发热等一般炎性症状；2、脾脏炎性假瘤

病因及发病机制尚不清楚，可能与 EB病毒感染、自身免疫反应有关，依据病理可以分为 3

型：①黄色肉芽肿型，以组织细胞、泡沫细胞为主；②浆细胞肉芽肿型，以浆细胞、淋巴细胞

为主；③硬化型，以大量胶原纤维伴透明样变性或炎性瘢痕为主； 3、CT对脾脏炎性假瘤诊

断意义不大，MRI显示肿块常单发，呈长 T1短 T2信号，持续渐进性强化，延迟期强化是脾脏

炎性假瘤较有意义的征象。有学者认为 MRI表现与纤维组织、坏死、含铁血黄素沉着等有关，

病灶坏死为凝固性坏死，因此在 T2WI上呈低信号，此征象特异性较高。  

 

 

PU-1303 

Progress in Imaging Research on lymph node metastasis 

i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Cai Yu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outhwest Medical University 646000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is the fifth leading cause of cancer-related death 

in the United States (U.S.) among men and eighth in women.Despite improvements in 

detection and treatment of HCC, the 5-year survival rate remains just 12–28%.LNM 

has been found to b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dverse prognostic factors in 

patients with HCC.Therefore, it is of great value to improve the preoperative 

imaging of lymph node metastasis i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In this review, we 

reviewed the application of imaging methods in the imaging diagnosis of lymph node 

metastasis, and reviewed the application and prospect of molecular imaging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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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gnosis of lymph node metastasis.The primary criterion for assessing lymph nodes 

by CT and MRI is nodal size. The size criterion frequently overlooks metastases 

particularly if only microscopic or partial metastases of the lymph node are 

involved. Specificity may be reduced by benign inflammatory or infectious lymph 

node enlargement, which leads to the incorrect characterization of a benign lymph 

node as malignant. Although the cost of PET is expensive, it can detect local 

lymph node metastasis and distant metastasis at the same time, and can monitor the 

metabolic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rate of proliferation of the tumor. DWI, 

especially DWIBS is superior to PET/CT in terms of lower price, lack of ionizing 

radiation, higher spatial resolution, and better assessment for non-FDG-avid 

tumour types. USPIO-enhanced MRI is one of the most promising modalities for the 

evaluation of the lymph-node metastases in patients with cancer. In addition,tumor 

targeting probe MR imaging has become a hot focus.Many specific probes have been 

reported in diagnosis of malignant tumors, such as pancreatic cancer, ovarian 

tumors and hepatic cell carcinoma.Although they were in the laboratory animal 

research phase, it is expected that it will become a specific means of early 

diagnosis and lymph node metastasis diagnosis in the near future.  

 

 
PU-1304 

CT 术前评价结肠癌 TNM 分期准确性的回顾性研究 

 
王春龙,韩丹,黄益龙,谢晓洁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650032 

 

目的：探讨结肠癌 CT扫描 TNM分期的征象特征以提高 CT TNM 分期的准确性。方法：将结肠癌

CT扫描 TNM分期与术后病理 TNM分期作比较。结果：356例结肠癌患者，T1、T2、T3、T4分

期准确率分别为 99.4%、95.5%、80.6%、88.2%；卡方值＝610.65，P＜0.01；相关系数 R＝

0.83，P＜0.01。N0、N1、N2分期准确率分别为 76.1%、77.5%、91.3%；卡方值 c
2
＝174.00，P

＜0.01；相关系数 R＝0.56，P＜0.01。Mx分期准确率为 96.6%，卡方值 c
2
＝171.90，P＜

0.01；相关系数 R＝0.70，P＜0.01。T1期病例数较少。T2、T3、T4期均有将不是该期的分为

该期，将是该期的分成了其他期的情况，最可能的原因是扫描层厚过厚的问题。结论：对于期

待术前对结肠癌进行 CT分期的缓和，可做 CTC检查并采取薄层扫描及多平面重建方法提高 CT

分期的准确性。 

   

 

 

 

 

 

 

 

 

 

 

 
PU-1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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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 of quantitative measurement and heterogeneity 

analysis of perfusion parameters obtained from 

Triphasic CT scans in the diagnosis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and hemangioma 

 
Pang Guodong

1
,Shao Guangrui

1
,Zhao Fang

2
 

1.The No2 Hospit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2.Qilu Hospit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Purpose: To investigate quantitative measurement and heterogeneity analysis of 

perfusion parameters in diagnosis and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two common hepatic 

tumors: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and hemangioma (especially atypical 

hemangioma). 

Material and methods: Seventy-six patients (32 with HCC, 44 with hemangioma) were 

included in this retrospective study. According to enhanced pattern, hemangiomas 

were usually divided into type-1, type-2 and type-3 hemangioma. Type-2 hemangioma 

is typical, while type-1 and type-3 are atypical. Hepatic artery coefficient (HAC), 

portal vein coefficient (PVC) and arterial enhancement fraction (AEF) were 

calculated. And heterogeneity of tumor was analyzed voxel-wise by histogram 

analysis. Perfusion parameters and corresponding percentiles were compared between 

HCC and hemangioma as well as between lesion substantial part and surrounding 

normal liver tissue in both HCC and hemangioma.  

Results: Mean value and 10th, 50th, 75th, 90th percentiles of PVC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in HCC than in type-1 and type-2 hemangiomas (P<0.0001); 90th 

percentile PVC in HCC was also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in type-3 hemangioma 

(P=0.0005), whereas mean and all percentiles of AEF in HCC were higher than in 

type-2 and type-3 hemangioma (P<0.0001). 10th percentile HAC in HCC was higher 

than in type-2 hemangioma (P<0.05). Mean and 10th, 50th percentile HAC in HCC were 

higher than in type-3 hemangioma (P<0.05).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HAC between HCC and type-1 hemangioma (P>0.05). 

Conclusion: Quantitative measurement of perfusion parameters and heterogeneity 

analysis of HCC and hemangioma has great significance in early detection, 

differentiating diagnosis and increasing diagnostic accuracy.  

 

 
PU-1306 

Bokhman II 型（非激素依赖型）子宫内膜癌 MRI 诊断 

 
李瑞梅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200233 

 

     

目的 ：回顾性分析 II型子宫内膜癌的 MRI表现，以提高对本病影像学表现的认识。 

方法 ：回顾性分析本院 2007-2012年收治的 16例 II子宫内膜癌的 MRI表现，与病理结果对

照，并按 FIGO2009手术病理分期标准分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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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3例子宫浆液性乳头状癌中 2例 T1W子宫形态欠规则，呈不均匀低信号肿块影，T2W

子宫正常 3层结构消失，呈高低混杂信号肿块影，子宫浆膜面毛糙，双侧子宫角及输卵管间质

部信号不均匀，增强 T1W动脉期呈不均匀强化，延迟期仍强化，双侧髂血管旁均见肿大淋巴

结，诊断子宫内膜癌Ⅳ期，与手术病理分期相符；10例子宫形态正常，T2W子宫内膜局限性或

弥漫性不规则增厚，局部结合带中断，侵犯肌层（8例>1/2 肌层，2例<1/2肌层），1例与子

宫浆膜分界欠清，4例宫颈管积液，宫颈粘膜增厚，宫颈间质信号连续，2例宫颈间质信号连

续性中断，7例发现盆腔肿大淋巴结，1例子宫内膜不规则增厚，结合带显示不清，肌层似有

侵犯，子宫周边脂肪间隙清晰，诊断 7例子宫内膜癌Ⅲ期，1例Ⅱ期，2例Ⅰ期；1例子宫内

膜不规则增厚，结合带显示不清，肌层似有侵犯，子宫周边脂肪间隙清晰，诊断为 1期。3例

透名细胞癌 T2W均表现为子宫内膜局限性增厚，结合带中断，侵犯肌层，1例宫颈粘膜增厚，

宫颈间质信号连续性中断，诊断Ⅱ期 3例。 

结论： Ⅱ型子宫内膜癌的磁共振表现与普通子宫内膜癌的表现有相似性，由于Ⅱ型子宫内膜

癌手术病理分期较 I型晚，恶性度高，预后差，增强对本病的认识及敏感性，有助于本病的早

期发现及正确诊断，为临床制定合理治疗方案提供重要依据。 

   

 

 
PU-1307 

CT 引导下穿刺引流治疗胰腺周围积液的临床研究与体会 

 
徐迅,刘希胜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10029 

 

目的 

探讨 CT引导下穿刺引流治疗不同因素引起胰腺周围积液（积脓）的适应症及临床疗效。 

材料与方法 

回顾性分析 59例于 2012年 1月至 2016年 12月间因胰腺周围积液在我院行 CT引导下穿刺置

管引流患者的临床及影像学资料。记录患者一般信息、病因及术前症状，对胰腺炎患者进行

CT severity index (CTSI)评分，术后观察患者有无并发症的发生，评估患者术前症状是否有

好转，随访记录患者穿刺引流次数、是否最终行手术治疗、住院时间以及疾病最后转归。以不

同病因将患者分组进行两两比较，患者性别、CTSI评分、穿刺次数、穿刺后症状是否缓解、

是否手术治疗、最后疾病转归采用χ2
检验、校正χ2

检验、Fisher精确检验。患者年龄、住

院时间采用 t检验、Mann-Whitney U检验。 

结果 

CT引导下穿刺引流术配合内科综合治疗对于胰腺周围积液治愈率 88.14%（52/59），中转开腹

手术清创率 10.16%（6/59），引流后一次手术治愈 83.33%（5/6），死亡率 11.86%

（7/59）。胰腺炎与腹部手术两组在穿刺次数（p=0.01）、是否进行手术治疗（p=0.022）、

住院时间（p=0.023）上具有统计学差异。急性水肿型胰腺炎及急性坏死型胰腺炎两组在 CTSI

评分（p=0.011）、穿刺次数（p=0.02）、穿刺后症状是否缓解（p=0.013）、是否手术治疗

（p=0.005）上具有统计学差异。胰腺手术及消化道手术两组在住院时间（p=0.009）上具有统

计学差异。 

结论 

CT引导下穿刺引流术创伤小、成功率高、可重复操作，对腹部手术引起的深部胰腺周围积液

效果更明显，尤其是对于消化道术后的患者。CT引导下穿刺引流可显著改善急性水肿型胰腺

炎引起胰腺周围积液患者的临床症状，可以稳定急性坏死型胰腺炎患者的病情。 
PU-1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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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 IVIM-DWI 成像对肾癌分型的价值及其 

与强化程度和微血管密度的相关性 

 
丁玉芹,胡骁轶,戴辰晨,冒炜,曾蒙苏,周建军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000032 

 

目的：探讨 IVIM-DWI对肾癌组织分型的应用价值，评价灌注相关参数（D*和 f）与病灶强化

百分率和微血管密度的相关性。材料与方法：回顾性分析 2013年 5月至 2015年 3月期间经病

理证实的 52例 57个肾癌患者资料，所有患者术前均经常规磁共振和 IVIM-DWI检查，其中 34

例 36个肾癌术后经免疫组化 CD34染色评估微血管密度。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Pearson相关

分析和 ROC曲线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透明细胞肾癌的 ADC值和 D值高于乳头状肾癌和嫌色

细胞肾癌（P<0.01），乳头状肾癌和嫌色细胞肾癌的 ADC值和 D值无统计学差异

（P=0.536）；透明细胞肾癌和嫌色细胞肾癌的 D*值无统计学差异（P>0.05）；三种肾癌亚型

之间的 f值均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ADC、D、D*和 f值鉴别透明和非透明细胞肾癌的

ROC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84、0.85、0.65和 0.80。D*值和 f值与皮髓质期和肾实质期病灶强

化百分率均呈正相关（r值分别为 0.45，0.30；0.56，0.55）；D*值和 f值均与肾癌的 MVD值

呈正相关（r值分别为 0.362 和 0.501）。结论：IVIM-DWI成像能够鉴别常见肾癌亚型，灌注

相关参数 D*和 f与病灶强化百分率和微血管密度具有一定的相关性。  

 

 
PU-1309 

卵巢支持-间质细胞瘤的 CT 表现及其病理基础 

 
刘衡,董泽天,柏永华,黄可忻,李邦国,张体江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710061 

 

目的 分析卵巢支持-间质细胞瘤（SLCT）的 CT表现，提高对本病的认识和影像诊断水平。资

料与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6例卵巢 SLCT的 CT图像，其中 4例行增强扫描。结

果 6例 SLCT均为单侧，CT平扫：5例呈囊实性肿块，1例呈实性。4例增强扫描：囊壁、间

隔及肿瘤实性部分呈进行性、明显强化。3例睾酮升高，2例泌乳素升高，1例 AFP升高。免

疫组织化学检查：Inhibin-α（+）6例，Vimentin（+）4例，Calretinin（+）2例，CD99

（+）1例，Ki-67（+）1例，CK20（+）1例。结论 卵巢支持-间质细胞瘤 CT表现有一定特

点，单侧附件区、椭圆形、囊实性或实性肿块，边缘清晰，实性部分进行性、明显强化，结合

临床资料特别是血清睾酮水平升高，有助于诊断与鉴别诊断。  

 

 
PU-1310 

卵巢良性囊性病变的 CT、MRI 表现 

 
刘衡,张道恩,柏永华,戴辉,李邦国,张体江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710061 

 

目的 分析卵巢良性囊性病变（BOCL）的 CT和 MRI表现，提高对其的影像诊断与鉴别诊断水

平。资料与方法 回顾分析 48例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BOCL 的 CT和 MRI表现。35例行 CT 平扫检

查，其中 20例行 CT增强检查；8例行 MRI平扫检查，其中 3例行 MRI增强检查及 DWI检查；

5例同时行 CT、MRI检查。结果 囊肿 11例（单纯性囊肿 3例、黄体囊肿 3例、子宫内膜异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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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肿 5例），浆液性囊腺瘤 10例 13个病灶，黏液性囊腺瘤 8例，囊性成熟型畸胎瘤 9例 10

个病灶，卵巢甲状腺肿 10例。BOCL的大小、形态、囊壁（厚度、有无壁结节）、密度或信

号、强化程度和方式等特征有助于其诊断与鉴别诊断。结论 部分 BOCL的 CT、MRI表现具有

一定特点，术前可做出正确诊断，为临床治疗方案的选择及预后判断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PU-1311 

应用 2 点 Dixon 方法快速量化非酒精性脂肪肝含量的研究 

 
王嫚,姚文君,郑穗生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放射科 230000 

 

摘要：【目的】利用氢质子磁共振波谱（
1
H-MRS）作为参考标准，评价 2点 Dixon方法量化

NAFLD患者肝脏脂肪含量的可行性及准确性。【方法】选取 42名志愿者行 1.5T磁共振肝脏

Dixon容积扫描和
1
H-MRS采集，后将序列传输至 SIEMENS后处理工作站，测量肝脏脂肪含量

（liver fat content LFC）。【结果】采用西门子 syngoMMWP VE40B 软件在 Dixon图像测量

的肝内脂肪含量记为 LFCDixon，平均为（15.7 ± 8.7）％（范围为 6.5％～25.8％）。用
1
H-

MRS测量得到的肝内脂肪含量记为 LFCMRS，平均为（15.0 ± 9.9）％（范围为 6％～26％）。

Pearson 相关系数为 0.925（P < 0．0001）。用 Bland-Altman方法，95.2％数据点都在％一

致性范围内。【结论】2点 Dixon方法能快速、准确量化非酒精性脂肪肝患者肝脏脂肪含量。 

 

   

 

 
PU-1312 

小肠 CT 在克罗恩病与肠结核鉴别诊断中的价值 

 
潘景润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30601 

 

目的：  

1. 初步建立 CD的 CTE评分方法，与内镜、临床评分比较并观察其可行性，探讨 CTE 在克

罗恩病（CD）和肠结核（ITB）诊断及鉴别中的价值。 

2. 制定综合评分系统（包含临床、内镜及 CTE），与单一评分系统比较，观察各评分系

统效能，探讨综合评分系统的临床意义。 

方法：  

1. 收集 2010年至 2015年 CD及 ITB病例 84例，回顾性分析其临床、内镜及 CTE资料。 

2. 求出有统计学意义指标，根据特异度高低赋予分值，按照拟定评分标准对两组患者进

行评分，计算各评分结果。 

3. 绘制工作特征曲线（ROC曲线），比较几种不同评分方法的灵敏度及特异度。 

结果：  

1. 临床及内镜指标中，5项指标倾向于 CD诊断，4项倾向于 ITB诊断。 

2.CTE指标中，多节段病变等 10项指标利于 CD诊断；肠系膜对侧肠壁增厚等 5项指标提示

ITB可能大。 

3.最终临床+内镜中纳入指标 CD、ITB组分别为腹泻、肛周病变史、节段性病变、纵行溃疡及

盗汗、PPD强阳性、肺结核、环形溃疡、回盲瓣固定开放。CTE中纳入 CD诊断指标为节段性病

变、肠系膜侧增厚、假憩室征、分层强化、回盲瓣闭塞、肠粘连及梳状征，纳入 ITB诊断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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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系膜对侧肠壁增厚、回盲瓣挛缩或固定开放、淋巴结沿右半结肠动脉分布及淋巴结中心坏

死。 

4.通过 ROC曲线比较得出，CTE评分标准对 CD诊断的灵敏度及特异度分别为 83.6%及 100%，

较临床及内镜高。而联合评分时，综合评分系统曲线下面积最高（0.993），约登指数最大时

其特异度及灵敏度分别为 100%及 93.4%，而临床+内镜评分分别为 78.3%及 88.5%，但均较单纯

临床内镜指标高。 

结论：  

1. CTE在 CD诊断中有较高价值，可提供肠壁以外的信息以助于判断疾病的综合情况。 

2. CTE评分标准对 CD诊断的特异度及灵敏度较高，可提供较多量化指标。 

3. 综合评分系统可提高 CD诊断的灵敏度及特异度，多征象联合应用更有利于 CD与 ITB

的鉴别诊断，为临床综合诊断提供更全面的信息。   

4.  

5.  
PU-1313 

血管肌纤维母细胞瘤影像学表现及文献复习 

 
肖钦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野战外科研究所 400042 

 

[摘 要 ] 目的 ：探讨血管肌纤维母细胞瘤(angiomyfibroblastoma，AMF ) 的影像学特征及

诊断。方法 ：通过对 3例 AMF CT和 MRI观察 ，结合文献复习,总结 AMF的影像学特点。结

果：肿瘤境界清楚，CT表现界限清楚的等密度肿物，中度不均匀强化，其内可见结节状、条

索状明显强化影，延迟期及静脉期条索影强化减弱，而肿瘤实性部分呈渐进性强化。MR 表现

T1WI呈等信号，T2WI呈混杂信号，呈结节状条索状稍低信号（考虑和该区域细胞较少，胶原

基质含量丰富有关）、稍高信号及高信号，T2WI高信号区增强扫描呈快速明显强化，T2WI低

信号区呈延迟性强化。 

   

 

 
PU-1314 

MRI 对前置胎盘的诊断价值  

 
姚文君

1
,郑穗生

1
,杨硕

2
,王龙胜

1
 

1.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安徽省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放射科 

 

目的 探讨 MRI对前置胎盘的诊断价值。 材料与方法 回顾性分析手术及病理证实的前置胎盘

患者共 15例的临床及 MRI资料，包括 1例前置胎盘合并胎盘植入及 1例前置胎盘合并胎盘粘

连，分析并总结其 MRI影像学诊断要点。 结果 MRI术前诊断完全性前置胎盘 6例(诊断符合

率 100%)，部分性前置胎盘 2例(诊断符合率 67%)，边缘性前置胎盘 6例(诊断符合率 100%)；

1例为完全性前置胎盘合并胎盘植入 MRI术前诊断正确，1例为完全性前置胎盘合并胎盘粘连

MRI术前漏诊。 结论 MRI对前置胎盘具有较高的诊断价值，多方位多角度观察有助于前置胎

盘的明确分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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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15 

Clinical feasibility assessment of T3 sub-stage in 

rectal cancer using MRI 

 
Tripathi Pratik

1,2
,Chun Yang

1
,Weifeng Guo

1
,Rai Bimal

3
,Mengsu Zeng

1
,Keqin Yang

2
,Zhanghua Liu

2
,Min 

Zuo
2
,Zhihao Li

2
,Xianchun Yang

2
,Wangfu Hu

2
 

1.Zhongshan Hospital affiliated to Fudan University. 

2.Hanyang Hospital affiliated to Wuh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3.Tongji Hospital affiliated to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eproducibility of extramural depth of tumor 

invasion in T3 stage rectal cancer by evaluating substages T3a, T3b T3c and T3d 

individually versus T3a，T3b (T3ab) and T3c, T3d (T3cd) combined together using 

MRI. 

Methods: From July 2014 to December 2015, 188 patients with surgically and 

histological confirmed T3 rectal cancer who underwent preoperative MRI were 

enrolled for this study. Two blinded radiologists evaluated the maximum extramural 

depth of tumor invasion in T2 weighted image in MRI. The study population was sub 

classified into T3a (<1mm), T3b (1-5mm), T3c (5-15mm) and T3d (>15mm) according to 

extramural depth of tumor invasion. The inter-observer and intra-observer data 

were then assessed using Kappa analysis; 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were 

then analyzed subsequently. 

Results: For T3a, T3b, T3c and T3d, kappa (k) for the depth of mesorectal 

extension for inter-observation and intra-observation, were 0.700 and 0.718 

respectively. 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for inter-observation was 0.772 

and intra-observation was 0.786. For T3ab & T3cd, the inter-observation and intra-

observation k were 0.819 and 0.883 respectively; the inter-observation and intra-

observation 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were 0.829 and 0.796 respectively. 

Conclusion：The high reproducibility result suggested that it is more reliable to 

measure T3ab and T3cd combined together than individually. This finding can play a 

crucial role in the management of rectal cancer and clinical decision making for 

non-expert radiologist in non-academic setting. 

   

 

 

PU-1316 

胰周血管改变在急性胰腺炎 MCTSI 分级中的价值 

 
宫希军,邹立巍,郑穗生,王龙胜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30061 

 

摘要 目的 观察急性胰腺炎胰周血管改变的影像表现，统计胰周血管改变发生率，探讨胰周血

管 CT改变在急性胰腺炎改良 CT严重指数（MCTSI）分级中的价值。方法 对 2013年 1 月至

2016年 12月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检查的 173例急性胰腺炎（AP）患者的 CT增强影像

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对 AP并发胰周血管改变，如胰头动静脉弓、脾动、静脉、门静脉、肠

系膜上动、静脉出现的增粗、管壁毛糙、受压性改变、狭窄／闭塞、血栓形成以及侧枝循环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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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等的 CT异常表现进行统计分析。并参照 MCTSI将血管并发症作为评分标准之一对 AP严重程

度进行分级。结果 173例 AP患者中出现胰周血管改变 84例（占 48.6%），143次血管损伤。

其中以脾静脉病变发生率较高，占 25.17%。胰周血管改变的发生率在不同严重程度 AP中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01）。所有出现胰周血管改变的病例中，仅 1例未合并其他胰周血管改

变。结论 AP患者胰周血管改变常累及多支血管且具有多种 CT表现，不同严重程度 AP中胰周

血管改变的发生频率不同，并与 MCTSI分级具有较高的一致性，详细评价血管变化有助于判断

SAP严重程度。 

   

 

 

PU-1317 

Evaluation of renal parenchymal enhancement and 

urinary tract opacification of monochromatic images 

derived from a dual layer spectral CT in CT urography 

imaging 

 
qin le,Yan Fuhua,Song Qi,Zhu Xiaolei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Medical School Affiliated Ruijin Hospital 200025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renal parenchymal enhancement and urinary tract 

opacification of monochromatic images from 40keV to 200keV derived from a dual 

layer spectral CT and to determine the optimal level of monochromatic images in CT 

urography imaging. 

Methods: 39 patients underwent CT urography imaging on a dual layer spectral CT 

scanner using 120kVp protocol. Conventional series and monochromatic series (40, 

50, 60, 70, 80, 100, 120, 160, and 200keV) were derived from the raw data of the 

excretory phase. CT attenuation of renal parenchymal and urinary tract, and image 

noise were measured and compared on conventional and all monochromatic images. 

Moreover, the opacification of the urinary tract was graded on volume rendered 

images of excretory phase according to a 3 point-scale and also compared. 

Results: CT attenuation of both renal parenchymal and urinary tract decreased 

along with the increased keV, among which 40, 50, and 60keV exhibited highest CT 

attenuation compared to other images (p<0.001). Significant higher image noise 

were found in 40keV and conventional images (p<0.01). 40, 50, 60, 70, and 80keV 

images and conventional images exhibited better scores in urinary tract 

opacification of renal collecting system and proximal ureter (p<0.05); 40,50, and 

60keV images exhibited better scores in urinary tract opacification of middle 

ureter(p<0.01); 40, 50, 60, and 70keV exhibited better scores in urinary tract 

opacification of distal ureter(p<0.05). 

Conclusion: 40, 50, and 60keV monochromatic images exhibited higher CT attenuation 

and better urinary tract opacification especially in middle ureter, which could be 

used as optimal monochromatic options for CT urography. 

   

 
PU-1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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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al layer spectral CT in abdominal scan: image noise 

and accuracy of CT numbers in virtual non-contrast 

imaging 

 
qin le,Yan Fuhua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Medical School Affiliated Ruijin Hospital 200025 

 

Objective: To measure and compare the image noise and CT numbers accuracy of true 

non-contrast (TNC) images with virtual non-contrast (VNC) images acquired by a 

dual layer spectral CT of abdomen. 

Methods: 46 patients underwent abdominal dynamic enhanced CT on a dual layer 

spectral CT scanner using 120kVp protocol, plain scan, arterial phase, portal vein 

phase and delayed phase were acquired for each patient. The VNC images were 

derived from datasets of portal vein phase using a dedicated software, and TNC 

images were acquired by plain scan. The mean attenuation of relevant tissues and 

image noise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NC and VNC images. Measurements were 

compared using Student two-tailed t-test.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for tissue 

attenuation measurements between TNC and VNC were calculated and the relative 

deviations were illustrated using Bland-Altman plots. 

Results: Mean image nois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NC images than VNC 

(7.8HU±2.03 vs. 6.5HU±2.51, P < 0.05). Mean attenuation differences between TNC 

and VNC (VNC - TNC) image sets were as follows: liver parenchyma 1.35 HU, spleen 

1.56HU, pancreas 0.11HU, right kidney -0.24HU, left kidney -0.45HU, muscle 0.53HU, 

vena cava 1.16HU, vena portae 0.06HU, aorta -2.63HU(all p>0.05); fat 10.2HU, and 

bone marrow -40.8HU(both p<0.05). Good correlations between VNC and TNC series 

were observed for all relevant tissues (Pearson'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0.80). 

Conclusion: The Hounsfield units in VNC images closely resemble TNC images in the 

majority of abdomen organs (kidneys, liver, pancreas, and spleen). Hounsfield 

numbers in VNC images are tend to be higher than in TNC images in fat while lower 

in bone marrow. VNC images exhibited a low image noise. 

   

 

 
PU-1319 

磁共振扩散加权成像对膀胱癌肌层浸润及分级的诊断价值 

 
张孝先 

河南省肿瘤医院 450003 

 

目的： 

本研究的目的是对比高清扩散加权成像（DWI）与常规 DWI在膀胱癌中的图像质量，高清 DWI

的诊断效能，分析表观扩散系数（ADC）与膀胱癌肌层浸润及术后病理分级的关系。 

方法： 

40例患者均行常规 MRI、常规 DWI、高清 DWI检查。两位医师对不同序列图像质量进行主观评

分，分析用不同序列组合判断膀胱癌的肌层浸润情况；计算不同序列组合诊断膀胱癌肌层浸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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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灵敏度、特异度、准确度，绘制 ROC。对定量参数进行正态性检验，并进行两独立样本 T检

验。 

结果： 

两位医师评价高清 DWI组与常规 DWI组图像质量主观评分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用 T2WI

＋高清 DWI诊断膀胱癌肌层浸润的灵敏度、特异度、准确度分别为 93.8%、79.2%、85.0%，

T2WI（68.8%、66.7%、67.5%），T2WI＋常规 DWI（81.3%、75.0%、77.5%）；非肌层浸润性膀

胱癌组与肌层浸润性膀胱癌组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8.231，p=0.000）。当 ADC值为

0.994×10
-3
mm

2
/s时，鉴别两者的灵敏度及特异度均为 87.5%；低级别尿路上皮癌组与高级别

尿路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12.250，p=0.000）。当 ADC值为 0.921×10
-3
mm

2
/s时，鉴

别两者的灵敏度及特异度分别为 100%和 93.7%。 

结论： 

与常规 DWI相比，高清 DWI 有更好的图像质量，有助于疾病的检出及诊断；相比于 T2WI 及常

规 DWI，T2WI＋高清 DWI能够较好地辅助诊断膀胱癌的肌层浸润，提高诊断准确度；ADC 值在

判断膀胱癌肌层浸润及术后病理分级方面有一定的价值，当界值为 0.994×10
-3
mm

2
/s、

0.921×10
-3
mm

2
/s时，能较好地辅助诊断膀胱癌的肌层浸润及术后病理分级。  

 

 
PU-1320 

探究 T2*在输血性铁过载肝脏铁含量中的应用价值 

 
徐佳佳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30601 

 

目的：探究磁共振 T2*技术对慢性输血患者肝脏中铁沉积的评估价值。方法：搜集 2015 年 11

月至 2017年 4月输血患者 31例，入组者排除肝脏肿瘤史，以及促红细胞生成药物服用史、铁

剂服用史；排除感染、活动性肝炎等因素；年龄分布在 22-76岁。抽出患者静脉血，用电化学

发光法检测血清铁蛋白浓度；利用磁共振设备对肝脏进行最大横断面扫描，用软件测量肝脏

T2*值，并进行相关性分析;同期收集 21例正常志愿者作为对照组，将输血组根据铁蛋白是否

大于 1000ug／l，分成铁过载组及未过载组,进行组间差异性分析。结果：肝脏 T2*值与血清铁

蛋白具有中度相关性,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组间均具有差异性。结论：T2*技术在评估

长期输血的患者肝脏铁含量方面有一定价值。 

   

 

 
PU-1321 

肝脏神经内分泌癌 MSCT 影像表现分析 

 
唐永强,张劲松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摘要】 目的 探讨肝脏神经内分泌癌不同 MSCT影像学表现特点。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6 年

08月至 2017年 07月经手术或穿刺活检病理证实的 45例肝脏神经内分泌癌患者资料，分析其

影像学表现特征。结果 46 例肿瘤中，9例为单发，37例为多发。MSCT表现平扫为低密度 44

例，其中 2例内斑点状钙化，2例部分病灶为不均匀团状类钙化高密度。根据起源不同分为：

肝脏原发神经内分泌肿瘤（9例）、肺神经内分泌肿瘤肝内转移（10例）、胃肠胰神经内分泌

肿瘤肝内转移（20例）、胆囊神经内分泌肿瘤肝侵犯及转移（5例）、胸腺及肾上腺神经内分

泌肿瘤肝转移（各 1例）。根据影像表现分为：多发大结节型 22例（早期周围部中高度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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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边缘线样环形强化，晚期强化区等低密度，中心低密区局部轻度渐进性强化）、多发小结

节型 13例（早期轻度不均匀强化，晚期减低）、弥漫散在融合型 5例（轻中度强化，晚期减

低）、单发巨大肿块伴周围转移 4例（轻中度强化，晚期减低）、单发囊实性肿块型 2例（囊

壁早期显著强化，晚期囊壁呈等高密度）。根据病理分级：2例 G1、8例 G2、8例 G3、未分级

28例。结论 不同起源肝脏神经内分泌癌 MSCT表现具有不同特征，以胃肠胰神经内分泌肿瘤

肝转移多见并具有明确特点。  

 

 

PU-1322 

混合型肝癌影像学表现 

 
杨光鑫,彭鹏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530021 

 

摘要 

目的探讨混合型肝癌的影像表现。 

材料与方法 回顾性分析 44 例经手术病理证实的混合型肝癌的影像资料。41例行 CT平扫和

动态增强扫描，6例行 MR平扫和动态增强扫描，观察及分析其影像特征。 

结果 41 例行 CT检查的中患者平扫表现为边界不清楚的低密度肿块(30例)， 

并有淋巴结肿大(3例)、血管侵犯(7例)、卫星灶(2例)、假包膜(2例)、肝内胆管扩张(5

例)，肝被膜凹陷（4例），肿瘤内出血（1例）等恶性肿瘤的特征；6例行 MR检查的患者平

扫 T1WI序列上表现为低或略低信号，T2WI序列表现为高或略高信号，l例伴有淋巴结肿大，l

例伴有血管侵犯，4例伴有假包膜。CT、MR的动态增强上，大部分肿瘤在动脉期表现为肿瘤内

部或周边不均匀环形强化，少部分肿瘤在动脉期出现边缘环形强化或中央网格状强化，在静脉

期肿瘤其它部分区域可见不均匀性高密度或信号(在动脉期图像上相对应为低密度信号区)，部

分延迟期仍可见对比剂潴留而呈高低混杂密度或信号。 

结论 

平扫和动态增强 CT及 MR扫描能反映混合型肝癌的影像特征，具有一定特征性，有助于提高该

病的诊断准确性。 

   

 

 
PU-1323 

血管黏液瘤的临床与影像表现探讨 

 
钟群,方梦诗,吴玉珍,曲利娟 

福州总医院 350025 

 

目的 回顾性分析探讨侵袭性血管黏液瘤（aggressive angiomyxoma，AA）及浅表型血管黏液

瘤（superficial angiomyxoma，SA）的临床及影像学表现。 

材料与方法 收集本院病理证实 AA 8例及 SA 1例，分析 6例超声、8例 CT、7例 MRI、1例

PETCT表现，分别描述病灶大小、质地、形态、强化方式等并进行分析探讨。 

结果 女性 7例，男性 2例，年龄 23-57岁，5例病灶大于 10cm；B超呈不均匀偏低/低回声 6

例；CT平扫不均匀低/等低密度影 8例，增强扫描表现不均匀逐渐强化 3例，分层漩涡征 2

例，灶内含小血管影 4例；MRI的 T2WI呈高/略高信号 6例，其中分层漩涡卷云征 3例；增强

后逐渐持续强化 8例，分层漩涡征 3例，2例时间-信号动态曲线（time-intensity dynamic 

curve，TDC）为缓升型；1 例 18F-FDG-PETCT示低浓聚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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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症女性多见，超声为低回声或囊实性；CT增强后具有小血管影和/或分层漩涡征的不

均质逐渐强化灶；MRI亦为逐渐强化，T2WI及增强后显示特征性分层漩涡征，PETCT低摄取，

这些特点有助于正确诊断。  

 

 
PU-1324 

应用 3.0TMR 扩散加权成像评估乙肝肝纤维化的研究 

 
许尚文,陈自谦,钟群,李东良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 350025 

 

目 的：本研究探讨 DWI在不同 b值条件下的肝和脾的 ADC值与肝纤维化程度、肝炎症活动度

和脂肪变性的相关性。 

材料与方法： 

1、研究被试：根据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最终病例组共有 43例纳入本研究，对照组共 13例

纳入本研究。 

2、检查设备及扫描参数：改良后的 DWI扫描参数：脂肪抑制单次激发 EPI序列，轴位

TR/TE：3024ms/73ms，b值分别为：0/200s/mm
2
，0/400s/mm

2
，0/600s/mm

2
，0/800s/mm

2
。 

3、图像后处理及分析：DWI 数据由 Siemens自带后处理软件自动生成 ADC图。由一名经验丰

富的肝脏影像医生测量 ADC 值。 

结 果： 

1、不同 b值条件下肝脏 ADC 值与纤维化程度均呈负相关，高 b值时（600，800s/mm
2
）呈高度

相关；肝脏 ADC值与炎症活动度均呈负相关，仅 b=200s/mm
2
呈低度相关，其余呈中度相关；肝

脏 ADC值与脂肪肝分级无相关关系(r均＜0.30，P值均﹥0.05）；而不同 b值条件下脾脏 ADC

值分别与纤维化程度、炎症活动度、脂肪肝分级无相关关系。 

2、不同 b值条件下不同程度肝纤维化组的肝 ADC值差别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 论： 

1、不同 b值条件下的肝 ADC 值与肝纤维化分期呈负相关，高 b值较低 b值诊断价值大，且以

b=800s/mm
2
时最佳； 

2、不同 b值条件下的肝 ADC 值与炎症活动度呈低度-中度负相关； 

3、不同 b值条件下的脾 ADC 值在肝纤维化程度、炎症活动度、脂肪肝分级中的诊断价值不

大。  

 

 
PU-1325 

宫颈癌的磁共振诊断 

 
彭传勇 

六安市人民医院 237005 

 

目的 探讨 MRI在宫颈癌诊断及分期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16例经手术病理或

宫颈活检证实的宫颈癌患者资料，通过观察肿瘤位置、信号及累及范围，将宫颈癌 MRI的影像

学分期与病理结果进行比较。结果宫颈癌常规 MRI序列信号具有明显特征性，T1WI以等信号，

T2WI以稍高信号为主，与邻近的正常宫颈基质、子宫、阴道壁及盆腔脂肪组织信号有明显差

异。DWI上呈稍高或高信号，边界清晰。增强后宫颈病灶强化低于正常宫颈基质。结论 MRI

对于宫颈癌早期诊断及临床分期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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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26 

应用 3.0T MR 动态增强扫描评估乙肝肝纤维化的研究 

 
许尚文,陈自谦,钟群,李东良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 350025 

 

目 的：探讨动态增强磁共振 (DCE-MRI)对慢性乙型肝炎所至的肝纤维化评估的诊断性能。 

材料与方法：1、研究被试：根据纳入和排除标准，最终病例组 43例、对照组 13例纳入本研

究。2、DCE-MRI扫描参数：采用改良的 3DVIBE序列，TR/TE：2ms/1ms，FOV：312×313mm，

矩阵：256×150，层厚/间距：4mm/0，自肘正中静脉注入对比剂马根维显，0.3mmol/kg，

3.0ml/s。扫描前给屏息口令，同时注射对比剂并启动扫描，以第二肝门为中心，采集 30层。

每个序列采集 4.3s，每 4个序列为 1期，总采集 20个序列共计 5期，每期间嘱患者自由呼吸

6s后再行采集下一期，总采集 128.3s。3、图像后处理及分析：将 DCE-MR所得图像导入

Syngo B15工作站 Mean Curve 软件进行处理。 

结 果：1、对照组，S0～S4 肝纤维化组的平均 HPI值分别为：0.23±0.04、0.23±0.03、

0.26±0.03、0.29±0.04、0.36±0.07、0.40±0.06。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F=25.799，

p=0.000，不同组间 HPI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2、对照组与 S2、S3、S4均有统计学差异；S0

与 S2、S3、S4均有统计学差异；S1与 S3、S4均有统计学差异；S2与 S3、S4均有统计学差

异；S3与 S4有差异，p=0.034。其余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3、HPI值与肝脏纤维化程

度、炎症活动度及脂肪肝分级的相关性系数分别为：0.825、0.364、0.280；P值分别为

0.000、0.017、0.068。HPI 值与肝脏纤维化程度相关性最好。 

结 论：1、HPI值分别与纤维化程度呈高度正相关，与炎症活动度均呈低度正相关，与脂肪肝

分级无相关关系。2、HPI对区分早期肝纤维化诊断价值有限，尚不能有效区分对照组与 S0、

对照组与 S1、S0与 S1、S1 与 S2组。  

 

 

PU-1327 

应用超声弹性成像评估乙肝肝纤维化的研究 

 
许尚文,陈自谦,钟群,李东良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 350025 

 

目 的：本研究探讨声辐射力脉冲成像(ARFI)弹性成像在慢性乙型肝炎所至的肝纤维化评估上

的诊断性能。评价其与肝纤维化程度、肝炎症活动度和脂肪变性的相关性。 

材料与方法：1、研究被试：根据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最终病例组共有 43例纳入本研究；对

照组共 13例纳入本研究。2、检查设备：西门子 Acuson S2000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3、检

查方法：患者仰卧，感兴趣区域的选择一般为右前叶。测量深度为距离肝表面约 3cm和 6cm处

两个区域被选为 ROI。确定好 ROI后，让患者平静呼吸时屏住呼吸一段时间来减少呼吸运动，

开始测量剪切波速度(SWV)。每点重复进行 5次有效测量，共 10个有效测量数据，求出 3cm和

6cm处均数作为此例肝脏弹性值纳入本研究。 

结 果：1、对照组、病例组整体及各分期组的 3.0cm与 6.0cm组的 SWV均数比较，并经独立样

本 t检验，所有 P值均>0.05，均无统计学差异，因此将 3.0与 6.0cm组数据求平均值，合并

成一组。2、合并后，对照组、S0～S4肝纤维化组的平均 SWV分别为：1.18±0.10 m/s、

1.15±0.08 m/s、1.20±0.11m/s、1.47±0.13m/s、1.85±0.13m/s、1.96±0.15m/s。采用单

因素方差分析，F=172.40，p=0.000，不同组间 SWV差异有统计学意义。3、SWV与肝脏纤维化

程度、炎症活动度及脂肪肝分级的相关性系数分别为：0.901、0.384、0.197；P值分别为

0.000、0.011、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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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1、SWV分别与纤维化程度呈高度正相关；与炎症活动度呈低度相关；而与脂肪肝分级

无相关关系。2、SWV对肝纤维化有较高的诊断价值，但尚不能区分对照组与 S0，对照组与

S1，及 S0与 S1组。  

 

 
PU-1328 

多排螺旋 CT 评估肝门部胆管癌的胆道侵犯 

 
朱飞鹏,季顾惟,刘希胜,徐青,李相成,施海彬 

江苏省人民医院 210029 

 

目的 以手术结果为标准，探讨多排螺旋 CT检测肝门部胆管癌侵犯肝门部各级胆管的准确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3年 1月至 2015年 12月在江苏省人民医院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HCCA 患者

的 MDCT图像，判别肝总管、左右肝管汇合部、双侧二级胆管汇合部是否受侵犯，并据

Bismuth - Corlette法分型。所有数据使用 SPSS 13.0软件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23 例患者

中，Ⅰ型 2例，Ⅱ型 3例，Ⅲa 3 例，Ⅲb 4 例，Ⅳ型 11例。MDCT对肝门部胆管受累检出的

敏感度、特异度、准确率分别为：肝总管 100%、100%、100%，左右肝管汇合部 100%、100%、

100%，左侧二级胆管汇合部 100%、87.5%、95.7%，右侧二级胆管汇合部 100%、66.7%、

87.0%。MDCT对 HCCA分型的准确度为 87.0 %，与手术病理分型具有良好的一致性 (Kappa 值= 

0.802，P = 0.000)。 结论 MDCT能较为准确的评估 HCCA 对肝门部胆管的侵犯范围，并对肿

瘤分型。  

 

 
PU-1329 

脾脏淋巴管瘤的 CT 表现与病理相关分析 

 
李晓华 

广西南宁市第二人民医院 530031 

 

目的 分析脾脏淋巴管瘤的 CT表现与病理组织之间关系。材料与方法 回顾性分析 11例经手术

病理证实为脾淋巴管瘤 CT 表现以及病理组织之间关系。结果 11例脾淋巴管瘤中海绵状淋巴

管瘤 9例，囊状淋巴管瘤 2例。CT影像示 1例呈单房型、10例呈多房型囊性低密度灶，可见

较薄囊壁及分隔，囊液 CT 值为 10~37HU。4例病灶内可见散在点状钙化。5例病灶弥漫分布致

脾脏体积明显增大，2例病灶呈局限性突出，4例脾脏体积正常。10例囊壁及分隔呈细线状、

网格状轻度强化，病灶局部见不规则小斑片状强化；1例呈明显强化。11例病理可见 5%~50的

不等血管成分，病变强化程度不随血管成分变化而发生变化。结论 脾脏淋巴管瘤病理类型多

为海绵状淋巴管瘤，CT表现呈单房或多房囊性低密度灶，囊壁和（或）分隔呈线状、网格状

轻度强化，病灶局部可见小斑片状强化，病变强化程度与其血管、淋巴管组成比例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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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30 

磁共振肠道弥散加权成像在诊断回盲部病变中的应用： 

最佳 b 值的优选研究 

 
余浩,胡道予,李震,沈亚琪,王梓,李建军,王艳春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探究常规磁共振肠道成像（MRE）及不同 b值大小弥散加权成像(DWI)在回盲部病变中的

应用价值，明确回盲部肠管弥散加权成像中最佳 b值 

材料与方法：76例临床怀疑回盲部病变的病人，禁食 8小时后提前 45分钟饮入约 1500ml 等

渗甘露醇溶液后在 3.0T 磁共振行常规肠道磁共振检查（TI/T2WI）及多 b 值 DWI（b=400,600 , 

800, 1000, 1200, 1500sec/mm
2
）。所有病人在两周内经过内镜或手术证实确诊的结果作为金

标准，其中肿瘤 22例、炎症 26例以及 28例经内镜检查回盲部正常。将图像传送到 GE 

ADW4.6 工作站，采取盲法由两名腹部影像诊断医师独立对常规 MRE及不同 b值 DWI图像分别

进行评判；在常规磁共振检查中回盲部管壁增厚、T2信号增高、肠周水肿渗出改变征象与弥

散加权成像中回盲部肠管弥散受限呈高信号并在 ADC图上呈低信号视为阳性结果。运用

SPSS19.0统计软件对常规磁共振成像及弥散加权成像的诊断结果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常规 MRE与不同 b值（b=400,600 , 800, 1000, 1200, 1500sec/mm
2
）DWI弥散加权成

像诊断回盲部病变的敏感度为 0.833,0.958,0.938,0.917,0.854,0.792,0.688;其特异度为

0.821,0.536,0.714,0.786,0.821,0.857,0.929；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面积(AUROC)分别为

0.827,0.747,0.826,0.851,0.838, 0.824, 0.808。当 b=800sec/mm
2
，DWI诊断回盲部病变的

曲线下面积最大；两位影像医师诊断的一致性良好(κ= 0.75-0.90)。 

结论：磁共振肠道成像在回盲部病变中具有良好的诊断价值；磁共振弥散加权成像中 b值为

800sec/mm
2
时诊断价值最高；选择合适 b值弥散加权成像能够提高肠道病变检出的灵敏度。 

   

 

 
PU-1331 

MSCT 联合 PET/CT 检查技术对肾癌诊断价值的研究 

 
钱根年,陈自谦,赵春雷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原：解放军九三医院）/东方医院 350025 

 

目的：探讨 18 F-脱氧葡萄糖(18 F-fluorodeoxyglucose,18 F-FDG) PET/CT成像联合多层螺

旋 CT（Multi slice spiral computed tomography,MSCT）动态增强扫描对肾癌的诊断价值。 

方法：回顾性分析临床诊断与手术病理证实 65例肾癌患者的全身 18 F-FDG PET/CT与 MSCT动

态增强完整的影像学资料，分析肾癌 PET/CT的代谢情况与 MSCT的影像学特点，比较两者对肾

癌的诊断价值。 

结果：65例中，11例因 18 F-FDG PET/CT显像发现远处转移放弃手术，其余均经手术病理证

实为肾癌，18 F-FDG PET/CT 检查阳性病例 52例，敏感度 80%，假阴性 13例，病理均为肾透

明细胞癌；MSCT平扫加动态增强诊断肾癌 61例，敏感度 93.8%。11例转移病例中，5 例为腹

膜后淋巴结转移，3例伴有下腔静脉和肾静脉癌栓形成，2例双肺多发转移， 1例发生骨骼转

移。PET/CT检查发现 10例，敏感度 15.4%，而 MSCT动态增强仅发现 1例，敏感度 1.54%。 

结论：18 F-FDG PET/CT对诊断原发性肾癌的敏感性不如 MSCT，但对淋巴结转移及远处转移诊

断的敏感度明显高于 CT，两者联合应用，能提高肾癌诊断的敏感度，同时对肾癌的分期及选

择最佳治疗方案有很高的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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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32 

消化系统神经鞘瘤的影像学表现与病理对照 

 
殷兵,朱文杰,李震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消化系统神经鞘瘤非常少见，尤其是位于十二指肠、肝脏和胰腺等处的神经鞘瘤，更为

罕见。且位于空腔脏器的消化道型神经鞘瘤和位于实性脏器的非胃肠道型神经鞘瘤影像学表现

具有很大的差异，所以临床工作中对于这类肿瘤的认识很是有限。本文旨在探讨消化系统神经

鞘瘤的影像学特征，并与病理对照，提高对这类疾病的诊断水平。 

方法：回顾性分析经病理证实的 18例消化系统神经鞘瘤（肝脏 2例，胰腺 2例，胃 12例和十

二指肠 2例）的病理学与影像学特征，包括肿瘤的发生部位、形状、大小以及在 CT和 MRI上

的影像学表现。 

结果：18例神经鞘瘤年龄最小 25岁，最大 59岁，平均年龄 49.5±8.6 岁。男性 4例，女性

14例。发生于肝脏者，左外叶 1例，肝尾状叶 1例；发生于胰腺者，胰腺头部 1例，胰腺体

部 1例；发生于胃者，胃窦 3例，胃体 9例（胃大弯 6例，胃小弯 3例；腔内外生长者 4例，

腔外生长者 8例；其中 3例肿瘤表面伴溃疡形成）；发生于十二指肠者，球部 1例，降部 1例

（均为腔内生长）。18例肿瘤中，类圆形 16例，分叶状 2例。最大径范围 9.9-90.1mm，平均

38.3±19.2mm。CT平扫均为低密度，在 T1WI上均表现为不均匀低信号，在 T2WI上均表现为

不均匀高信号。增强早期，所有肿瘤均表现为不均匀轻度强化；增强晚期，肿瘤呈渐进性强

化，表现为中度或明显强化。11例肿瘤内部可见到小结节状异常强化灶。14例胃肠道型神经

鞘瘤均未出现明显囊变，仅一例出现点状钙化。4例非胃肠道神经鞘瘤中，发生囊变者，3

例；发生钙化者，3例。18 例肿瘤均未见明显出血。除 1例胃神经鞘瘤出现肝胃间隙、腹膜后

淋巴结增多、肿大外，余病例均未见淋巴结增多、增大。 

结论：消化系统神经鞘瘤具有一定的特征，胃肠道型和非胃肠道型神经鞘瘤具有不同的影像学

和病理学表现。提高对这类疾病的术前诊断水平，可为临床治疗方案的选择提供重要参考。 

   

 

 
PU-1333 

The Evaluation of MＲ T2* on Long Term Blood 

Transfusion in Patients with Liver Iron Overload 

 
Xu Ma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200233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value of MＲ T2* in evaluation of long 

term blood transfusion in patients with liver iron overload． Methods From 

December，2011 to June，2012，28 long term blood transfusion patients with history 

of blood transfusion ranging from 12－69 months were collected．Gradient echo 

sequence was applied for all patients with liver scan and the appropriate software 

was used to calculate the T2* values of liver region of interest．At the same 

time，patients with venous blood taken，the serum ferritin level was detected by 

ultraviolet spectrophotometry．Ｒesults 28 patients with T2* value ranged from 0．

9－ 17.8 ms，mean ± standard deviation was ( 3．61 ± 4．84) ms; serum ferritin 

concentration ranged from 118－7855 ng /ml，mean ± standard deviation was the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3299 

 

( 2229．60 ± 1626．06) ng /ml．T2 * and serum ferritin was related using SPSS16．

0 statistical software( P = 0．015)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was － 0．518． 

Conclusion MＲ T2* has some value in assessing long term blood transfusion in 

patients with liver iron overload． 

   

 

 
PU-1334 

罕见男性肾脏混合性上皮间质肿瘤影像及临床病理表现 

 
梁亮

1,2,3
,鲁继东

1
,曾蒙苏

1,2,3
 

1.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上海市影像医学研究所 

3.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影像医学系 

 

目的 探讨肾脏混合性上皮间质肿瘤(mixed epithelial and stromal tumor of the kidney，

MESTK)的影像学表现及临床病理学特点。方法 对三例罕见的男性肾脏混合性上皮间质肿瘤的

临床表现、影像学资料和病理学特点进行回顾性分析研究，并复习相关文献。结果 三例患者

均为男性，年龄分别为 20岁、46岁和 68岁。影像学检查示单侧肾脏直径约 3.5-9cm的囊实

性占位，增强 CT检查病灶强化不均匀，可见明显强化的实质成分或分隔。术前均诊断为肾脏

恶性肿瘤。术后病理示肿瘤大体观呈复杂囊实性或多房囊性；镜下肿瘤组织中均可见到上皮成

分及间叶成分，上皮形成腺样结构，部分伴囊性扩张，间质中可见平滑肌成分或向平滑肌方向

分化；免疫组化染色为：平滑肌肌动蛋白（smooth musle actin，SMA）、结蛋白（Desmin）

和波形蛋白（Vimentin）阳性，两例雌激素受体（estrogen receptor，ER）和孕激素受体

（progesterone receptor，PR）阴性。病理诊断为肾脏混合性上皮间质肿瘤。结论 肾脏混合

性上皮间质肿瘤为一种罕见的肾脏肿瘤，以女性多见，男性罕见，无特异性临床表现，但具有

一定的影像学特征和独特的组织病理学特征。  

 

 
PU-1335 

Gd-EOB-DTPA 增强 MRI T1 mapping 评价 

兔肝纤维化模型肝功能的实验研究 

 
周智鹏

1
,黄仲奎

2
 

1.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2.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放射科 

 

目的：研究 Gd-EOB-DTPA增强 MRI T1 mapping评价兔肝纤维化模型肝功能的价值。方法：广

西医科大学实验中心家兔 80只，体重 2-3kg。实验组腹腔注射 40%的 CCl4橄榄油溶液，剂量

0.1ml/kg。对照组兔腹腔注射生理盐水。分别于建模第 6、8、10、12、14周吲哚菁绿滞留实

验，24小时后 MRI扫描。耳缘静脉穿刺注射吲哚菁绿溶液，总量 0.5mg/kg，DDG数据分析软

件自动处理和计算吲哚菁绿 15min的滞留率。Siemens Verio 3.0T MRI 扫描，静脉注射 Gd-

EOB-DTPA（0.025mmol/kg，0.2ml/s），生理盐水冲管。增强前、增强后 5min、10min 和

20min行 T1 Mapping扫描，测量肝脏 T1弛豫时间，计算 T1弛豫时间减少率={（增强前 T1弛

豫时间—增强后 T1弛豫时间）/增强前 T1弛豫时间}X100%。采用统计学软件 SPSS 20.0进行

数据处理和统计学分析，所有测量资料都用均数±标准差表示。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肝脏 T1弛豫时间在增强后明显减少，随着时间延长，又逐渐有所升高。增强后 T1弛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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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减少率在 20min时除了 S1和 S2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其他组之间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增强后 20min肝脏 T1弛豫时间和吲哚菁绿滞留率 ICG R15的相关性：T1

弛豫时间和 ICG R15两者显著正相关，Pearson相关系数 0.608（p=0.001，t=3.309）。增强

后 20min肝脏 T1弛豫时间减少率和 ICG R15的相关性：肝脏 T1弛豫时间减少率和 ICG R15 两

者显著负相关，Pearson相关系数 0.739（p=0.000，t=-5.592）。结论：Gd-EOB-DTPA增强后

20分钟肝脏 T1 mapping与 ICG R15有相关性；T1 mapping 能有效评价家兔肝纤维化模型的肝

脏功能。 

   

 

 

PU-1336 

Gd-EOB-DTPA 增强 MRI T1mapping 

在肝脏各段肝功能评价中的价值研究 

 
周智鹏

1
,黄仲奎

2
 

1.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2.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放射科 

 

目的：研究肝特异性对比剂 Gd-EOB-DTPA增强 MRI T1 mapping 对肝脏各段肝功能的诊断价

值。方法：本研究为前瞻性研究，收集到病例 103例，肝功能正常组 38例，Child-Pugh A组

33例，Child-Pugh B组 21 例，Child-Pugh C组 11例。MRI扫描得到 T1 mapping图像，测量

肝脏 T1弛豫时间，计算 T1 弛豫时间减少率={（增强前 T1 弛豫时间-增强后 T1弛豫时间）/增

强前 T1弛豫时间}X100%。统计学软件 SPSS 20.0统计学分析，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

果： Gd-EOB-DTPA增强前后各肝段的 T1弛豫时间差异，平扫时各组 T1弛豫时间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增强后 10min各段差异都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两比较发现，增强

后 10min LCC组各段和其他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LCB组部分肝段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增强后 20min，LCC组全部肝段和其他组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LCB组和 NLF组以及 LCA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肝段增多，但仍有部分肝段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T1弛豫时间对 LCB组的诊断价值，其中 S6段的最高

(AUC=0.904)，S2段最低（AUC=0.654），T1弛豫时间减少率对 LCB组的诊断价值，其中 S7段

最高(AUC=0.904)，S2段诊断最低（AUC=0.709）。T1弛豫时间对 LCC组的诊断价值，所有肝

段的 AUC都大于 0.842。T1 弛豫时间减少率对 LCC组的诊断价值，所有肝段的 AUC都大于

0.887。结论：1、对于 LCB 患者来说，T1弛豫时间在肝脏各段的诊断价值差异较大，S6 和 S7

段的诊断价值最高，S2段最低。2、对于 LCC患者，T1弛豫时间和弛豫时间减少率都有很高的

诊断价值。  

 

 
PU-1337 

睾丸精原细胞瘤的影像学表现 

 
王晓阳,林亚妹,虞浩,陈自谦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 350025 

 

目的 分析睾丸精原细胞瘤的 CT、MR影像学表现，以提高对该病的认识，为临床治疗提供理论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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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回顾性分析 13例经手术及病理证实的精原细胞瘤的影像表现，观察病灶的形态特征、密

度、信号强度及强化特点，8例行 CT平扫检查，5例行 MRI检查。 

结果 精原细胞瘤大多边界清，多呈类圆形，有包膜；阴囊内精原细胞瘤 CT平扫较正常睾丸密

度稍高，密度较均匀，坏死囊变、出血少见，一般不出现钙化，MR上肿瘤 T1WI多表现为等信

号，T2WI多表现为低信号（较正常睾丸组织），DWI多为高信号，增强后呈边缘和或瘤内分隔

样早期明显强化，肿瘤实质轻度或中度强化，多发生患侧睾丸鞘膜积液，患侧腹股沟管内血管

多较对侧增粗。腹部精原¬细胞瘤较阴囊内精原细胞瘤的明显大，坏死囊变较阴囊内精原¬细胞

瘤多见，MR上肿瘤 T1WI多表现为等信号，T2WI多表现为稍高信号，DWI为稍高信号，增强后

同阴囊内精原¬细胞瘤的表现相似，并可见较明显的血管影。 

结论 睾丸精原细胞瘤影像学表现具有一定特征性，结合临床资料，有利于提高诊断水平。  

 

 
PU-1338 

64 排螺旋 CT 在诊断嗜铬细胞瘤中的价值 

 
张丽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33000 

 

【摘要】目的 探讨嗜铬细胞瘤在 CT影像中的特征表现及鉴别诊断，提高对嗜铬细胞瘤的认识

及诊断的正确率。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3例经手术病理证实的嗜铬细胞瘤的 CT影像表现，主要

观察病灶部位及最长径、内部成分（包括囊变、坏死、钙化）、包膜完整与否、平扫 CT 值及

增强后三期 CT值。 结果 11例（84.62%）病灶位于肾上腺区，2例（15.38%）位于腹膜后

（分别位于下腔静脉与腹主动脉之间、胰腺体部与腹主动脉之间）；病灶最小者长径约

2.31cm，最大者长径约 15.00cm，平均长径约 6.27cm，其中 5例（38.46%）长径＜5cm，6例

（46.15%）长径在 5-10cm，2例（15.39%）长径大于 10cm；1（7.69%）例出现钙化，5

（38.46%）例囊变，7（53.85%）例坏死，1（7.69%）例囊变与坏死程度相当，13（100%）例

病灶有完整的包膜；病灶 CT值：平扫约 46.58±15.14HU，皮质期约 116.08±17.85HU，髓质

期 108.04±16.07HU，延迟期 102.86±12.18HU；4例诊断为嗜铬细胞瘤，1例诊断为副节瘤，

1例诊断为神经源性肿瘤伴囊变坏死，1例诊断为肾上腺良性病变，1例诊断为嗜铬细胞瘤、

孤立性纤维瘤或神经源性肿瘤待排，1例诊断为无功能腺瘤，2例诊断为腺瘤，1例诊断为腹

膜后间叶组织来源肿瘤，1 例诊断为腹膜后囊实性占位。 结论 嗜铬细胞瘤有其典型的影像表

现，多发生于肾上腺区，少数见于肾上腺外腹膜后区。当病灶体积大、内部坏死或囊变、包膜

清晰、增强后实性成分明显强化、且以动脉期强化最为显著时，高度提示嗜铬细胞瘤可能性

大。 

   

 

 

PU-1339 

64 层螺旋 CT 对肾脏占位性病变的诊断价值 

 
张丽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22000 

 

【摘要】 目的 探讨不同类型肾脏占位的 CT影像特点及其鉴别诊断。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手术

病理证实的 35例肾脏占位的 CT图像，主要观察病灶部位、最长径、强化方式及程度，有无坏

死、出血、钙化。结果 恶性占位（25例）：透明细胞癌（15例）：左肾 9例，右肾 6 例，最

长径 3.2-13.0cm，15例囊变坏死，7例出血，5例钙化，13例呈典型的“快进快出”，2例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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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期强化达高峰，延迟期减退；乳头状细胞癌（5例）：右肾 5例。长径 1.8-9.0cm。4例坏

死，3例延迟强化，1例于髓质期强化显著；1例“快进快出”；嫌色细胞癌（1例）：左肾 1

例，长径 10.7cm，1例囊变坏死，轻度强化，峰值在髓质期；TFE-3相关肾癌（1例）：右肾

1例，长径 4.4cm，1例钙化，轻中度强化，髓质期达峰值；肾母细胞瘤（2例）：左肾 1例，

右肾 1例，长径 8.3-9.5cm，2例坏死，中度延迟强化；透明细胞肉瘤（1例）：右肾 1例，

长径 3.7cm，1例坏死，“快进快出”样强化。肾脏良性占位（10例）CT表现：血管平滑肌脂

肪瘤（5例）：右肾 5例，长径约 1.7-20cm，5例含脂肪，2例坏死，1例钙化，中度不均匀

性强化；上皮样血管平滑肌脂肪瘤（2例）：右肾 2例，长径约 10.0cm、3.0cm，2例坏死，1

例出血，1例病灶钙化；嗜酸性细胞腺瘤（1例）：右肾 1例，长径 4.9cm，1例钙化，明显延

迟强化，3例见星芒状疤痕；成熟性畸胎瘤（1例）：左肾 1例，长径 13.0cm，内见骨骼、软

组织及脂肪；肾脏结核（1 例）：右肾萎缩，肾盂、肾盏积水扩张，呈“花瓣样”改变，输尿

管壁弥漫性均匀增厚、毛糙，增强后均匀强化。结论 肾脏不同占位具有不同的影像特征，尤

其是强化方式，对于其鉴别诊断有重要意义，部分不典型病变诊断较为困难，需结合临床病史

及病理。 

   

 

 
PU-1340 

多层螺旋 CT 增强扫描在诊断肝脏占位性病变的临床价值 

 
万林凰 

上海市同仁医院 200000 

 

摘要：目的 探讨多层螺旋 CT增强扫描在诊断肝脏占位性病变的临床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

析 2013年 10月-2015年 10 月 35例（48个病灶）肝占位性病变患者的 CT平扫及增强扫描的

影像资料，并与临床病理比较。结果 以临床病理检查作为“金标准”，CT平扫诊断肝脏占

位性病变的准确性为 60.42%，敏感性 59.26%，特异性 61.90%；CT增强扫描诊断肝脏占位性病

变的准确性为 93.75%，敏感性 92.59%，特异性 95.24%，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CT增强扫描诊断肝癌的的准确率为 92.59%高于 CT平扫的 59.26%（P＜0.05），肝囊

肿、例肝腺瘤、例局灶性结节增生、肝血管瘤病例数过少未进行统计学分析。CT平扫显示肝

内小结节状稍低密度影，无清晰边缘；动脉期扫描病灶呈结节性、边缘性强化，部分病变轮廓

清楚显示；门脉期扫描病灶密度下降，呈典型的“速升速降”改变。结论 螺旋 CT增强扫描

可提高肝脏占位性病变检出率，可为临床确定治疗方案提供丰富信息。  

 

 

PU-1341 

Freedom 宝石能谱 CT 70KeV 单能量成像对肝脏小肿瘤及转移

瘤早期诊断的临床应用 

 
韩洋,孙宇飞,陈国强,孙凯,胡江 

包头市中心医院 014040 

 

目的 探讨宝石能谱 CT70KeV 单能量成像对小肝癌及转移性肝癌的早期诊断的临床价值。方法

内蒙古包头市中心医院普通外科 2013年 8月至 2014年 7月，临床疑诊为小肝癌患者或已确

诊为其他部位肿瘤 30例患者，对比剂使用记录齐全及影像资料完整。包头市中心医院伦理委

员会批准，每个病人签署知情同意书。采用 GSI成像模式扫描，获取平扫、动脉期、门静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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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延迟期的单能量图像、QC图像及碘基图， GSI viewer 软件能谱分析进行图像后处理，分

析并得到三期最佳 KeV。2名高年资的放射科进行图像质量的评价并测量所有患者在动脉期、

门脉期、延迟期下的碘浓度。结果 30例病人，原发性肝癌图像，转移性肝癌图像动脉期、门

脉期、延迟期碘含量分别为 1.06±0.56（mg/ml），1.85 ± 0.23（mg/ml），1.47 ± 0.04

（mg/ml）， 0.62 ± 0.46（mg/ml），2.40 ± 0.99（mg/ml），1.69 ± 0.68（mg/ml）。

肝血管瘤三期碘浓度分别为 3.23 ±1.87（mg/ml），3.63 ±1.81（mg/ml），2.84 ± 1.14

（mg/ml）。单能量图、混合能量图像病灶的检出数目分别为 1.70±1.21 与 0.80±0.57。单

能量图像与混合能量图像主观评分分别为： 4.20±0.71 与 3.13±0.68。单能量图像与混合能

量图像病灶与肝组织对比度分别为：22.24±10.23 与 8.35±3.97。单能量图像与混合能量图

像对比噪声比分别为：1.57±0.89 与 0.63±0.30。单能量图像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92.1%、80%，混合能量图像诊断的灵敏度和特异度为 87.9%、80%。结论 Freedom宝石能谱 CT

单能量 CT 实现了最佳单能量 70KeV成像，同时显著优化病变与正常肝实质间的对比度，提高

了图像质量，影像学定量、定性做出精准诊断。能够为原发性肝肿瘤及转移瘤提供早期预警和

监测。 

  

 

 

 

PU-1342 

胰腺癌的影像学精准诊断与评估 

 
余日胜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310009 

 

目的：探讨＜2cm及特殊类型胰腺癌的影像学诊断价值，以期达到早期及精准诊断目的；解读

2017版《NCCN 胰腺癌临床实践指南》和 AJCC第 8版胰腺癌 TNM分期的最新进展，为临床治

疗方案选择提供帮助。 

方法：采用高治疗 CT及 MRI 影像学对胰腺癌检查进行诊断与评估。 

结果： 

胰腺癌早期诊断要点：①重视肿瘤标记物监测，尤其 CA199、CEA渐进性升高者；②CT/MRI 提

示不均密度/信号小病灶；③<2cm 等密度胰腺癌伴随间接征象达 88%（胰管中断、双管征、胰

腺萎缩）；④局灶性急性胰腺炎。 

特殊类型胰腺导管腺癌：①共同特征为病灶较大或巨大，易出现出血坏死囊变；②腺鳞癌：病

灶较小，明显厚壁环形渐进性强化灶；③未分化癌：实性或囊实性肿块，发现病灶时 50%转

移；④胶样癌：囊样无明显强化灶；T2WI呈“盐-胡椒征”。非导管性胰腺癌：①腺泡细胞

癌：病灶巨大，可伴有钙化、出血、坏死，常有薄包膜，很少上游胰管扩张；②胰母细胞瘤：

1-8岁，巨大囊实性肿块，多分叶、有包膜。 

2017版《NCCN 胰腺癌临床实践指南》：强调增强 MRI在胰腺癌评估中的重要性。AJCC 第 8

版胰腺癌 TNM分期：强调病灶大小与 T分期关系密切，将 N分期区分为 N1与 N2。 

结论：影像学对胰腺癌诊断、分期以及术前评估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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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43 

Effective Atomic Number Accuracy for Urinary Stone 

Characterization using using gemstone spectral 

imaging（GSI) on spectral CT 

 
li xiaohu,YU YONGIQIANG,LIU BIN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Anhui Medical University 230022 

 

PURPOSE 

To evaluate the accuracy for Urinary Stone Characterization using Effective Atomic 

Number（Zeff) on spectral CT 

METHOD AND MATERIALS 

Twenty freshly excised pig kidneys with 120 extracted human Urinary stones in them 

( two in the upper calices, two in the renal pelvis, two in the lower calices of 

each kidney) which were immersed in a 15cm-deep water tank underwent GSI using 

spectral CT(Discovery CT750 HD). All data were transferred to Workstation (AW4.4, 

GE Healthcare) GSI Viewer to obtain Effective Atomic Number(Zeff) images for 

measurement of the mean Zeff. The mean Zeff was compared among the stone groups. 

The composition of stones was determined by infrared spectrom 

RESULTS 

Dual energy imaging is dependent upon accurate attenuation measurements. From our 

observations 

we find that the Zeff measurements closely match expected values.The measured Zeff 

correlates well with the analytically calculated Zeff for each stone type . Our 

results showed good separation in effective Z for Uric Acid vs. Cystine/Struvite 

group vs. Calcium based stones.There was some overlap between the Cystine and 

Struvite stones. However, in conjunction with density measurements,we are able to 

differentiate all 4 stone types. We color coded the stones using a threshold in 

Zeff combined with a threshold in density 

CONCLUSION 

The combination of effective atomic number and monochromatic 

attenuation demonstrated good separation of all four stone types considered – 

even Cystine and Struvite which have poor 

separability in conventional CT. These results are encouraging and motivate 

further study to confirm the role of spectral CT in the diagnostic imaging of 

urinary st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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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44 

Dual-energy CT in distinguishing different 

composition of in vitro urinary calculi——Comparison 

of Dual-source CT and Gemstone spectral CT 

 
li xiaohu,Ding Xianyun,Shu Hongmin,Yu Yongqiang,Liu Bin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Anhui Medical University 230022 

 

PURPOSE 

According to the result of stone composition determined by infrared spectroscopy，

one-hundred and twenty four pure urinary stones were divided in to five groups, 

were placed in a pig kidney then immersed in a deep water tank, which performed 

using dual-energy mode of DSCT and gemstone spectral(GSI) scan 

METHOD AND MATERIALS 

 The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and accuracy of the kidney stones software of 

Spectrum CT for the detection of UA stones were 100%, 100% and 100%, Kappa value 

was 1.000, CYS stones were 100% , 92.4% and 92.7%, Kappa value was 0.496, calcium 

stones were 93.5%, 85.7% and 89.5%, Kappa value was 0.773. GSI kidney stones 

software are uncertain diagnosis 19 UA stones, 5CYS stones, 87 calcium stones, and 

4 CaP stones，2 COX stones and 3 STR stones were diagnosed with CYS stones, 4STR 

stones were diagnosed with calcium stones. 

RESULTS 

 The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and accuracy of dual energy software for the 

detection of UA stones were 100%,100%and 100%, Kappa value was 1.000; for the 

detection of CYS stones were100%,92.2%,and 92.2%, Kappa value was 0.905; for the 

detection of oxalate were 100%,53.3%and 83.1%, Kappa value was 0.593. Compared 

with Dual-source CT and spectrum CT, Dual-source dual-energy CT imaging for the 

analysis composition of in vitro stone is more fast and convenient, but spectrum 

CT imaging spectroscopy (GSI) to provide multi-parameters, quantitative 

analysis .Both Dual-source CT and spectrum CT can accurately distinguish different 

composition of in vitro urinary calculi, both for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non-uric 

acid stones and uric acid stones have high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and can be 

distinguished cystine stones, but for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class of calcium 

and struvite stones is difficult. 

CONCLUSION 

 Compared with Dual-source CT and spectrum CT, Dual-source dual-energy CT imaging 

for the analysis composition of in vitro stone is more fast and convenient, but 

spectrum CT imaging spectroscopy (GSI) to provide multi-parameters, quantitative 

analysis .Both Dual-source CT and spectrum CT can accurately distinguish different 

composition of in vitro urinary calculi,  

CLINICAL RELEVANCE/APPLIC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dual-energy CT, it not only has a high sensitive and specific 

examination to determine the location and the size, but also for the 

distinguishing different composition of urinary calcu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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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45 

Differentiation of Uric Acid and Non-uric-Acid Kidney 

Stones Using a Single-source 64 slice CT Scanner: 

Initial Clinical Experience 

 
li xiaohu,Shu Hongmin,Liu Bin,Yu Yongqiang,Zhang Yujiao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Anhui Medical University 230022 

 

PURPOSE 

To prospectively assess the accuracy of Single x-ray Single-source 64 slice CT 

Scanner technique that uses two consecutive scans for differentiating uric acid 

(UA) and non-uric-acid (No-UA) Kidney stones 

METHOD AND MATERIALS 

52 patients (24 males and 28 females) undergoing clinically-indicated dual energy 

spectral CT( DESCT，fast kilovolt-age switching) to differentiate UA and No-UA 

Kidney stones were enrolled in this IRB-approved study. Immediately following the 

DESCT scan, each patient was scanned on a single-source 64 slice CT scanner 

(SS)with two consecutive scans (80 and 140 kVp) over a scan range limited to where 

stones had been identified using DESCT. UA and No-UA stones were differentiated 

using Advantage Workstation 4.5 (GE Healthcare, Milwaukee, WI, USA).. The accuracy 

of stone classification for stones >1.5mm in diameter was calculated using the 

results from the DESCT scanner as the reference standard. 

RESULTS 

A total of 364 stones were identified in DS exams (32 UA and 332 No-UA). Average 

stone diameter was 4.1 ± 1.4 mm (range 1.5 to 15.6 mm). Among these stones, SS 

exams detected 82 UA and 282 No-UA stones. Overall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for 

identifying UA stones were 67% and 85%. For stones ＞4 mm (37 UA and 235 No-UA on 

SS exams, 26 UA and 266 No-UA on DESCT exams),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were 

93% and 96%. Image quality of the SS exam was similar to or slightly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DESCT exam 

CONCLUSION 

Differentiation of UA and No-UA Kidney stones is feasible by using two consecutive 

scans. UA stones could be identified using a SS CT scanner with an accuracy of 96% 

for stone sizes >4mm.  

 

   

 

PU-1346 

子宫瘢痕妊娠的影像学特征及临床治疗 

 
黄艺生,付丽媛,陈建新,陈自谦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 350025 

 

目的：分析子宫瘢痕妊娠的影像学特征及不同治疗方法和疗效。 

方法：收集我院 2012年 1月至 2015年 12月收治的子宫瘢痕妊娠 56例患者，分析其超声和磁

共振图像、临床表现及不同治疗方法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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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56例患者均经超声和磁共振诊断为子宫瘢痕妊娠。其中 50例患者行甲氨喋呤联合米非

司酮治疗、子宫动脉栓塞联合甲氨蝶呤后行清宫术治疗、超声引导下清宫术；1例经子宫动脉

栓塞后给予清宫术，术后 7天阴道大量出血，再次急诊开腹子宫局部病灶切除治疗；5例行开

腹子宫病灶切除术。所有患者均未行子宫切除，均痊愈出院。 

结论：早期影像学诊断对于子宫瘢痕妊娠诊断至关重要，MRI具有重要的临床使用价值；明确

诊断后，需要尽早选择合适的治疗方案，避免严重的并发症及子宫切除的风险。  

 

 

PU-1347 

Update and Review of Dual-Energy CT Clinical 

Applications of the Urolithiasis 

 
li xiaohu,Zhang Yifei,Zong Ran,Jiang Zhaoxiang,Liu Bin,Yu Yongqiang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Anhui Medical University 230022 

 

TEACHING POINTS 

• Review DECT technique and discuss clinically specific renal protocols 

• Apply various DECT imaging displays and advance post-processing techniques to 

differentiate urinary stone composition and use Ultra-low-dose to find urinary 

stone  

TABLE OF CONTENTS/OUTLINE 

Dual energy implies at two different kV(80KV,140KV) levels simultaneously., which 

allows characterizing the imaged tissue or material.Imaging review of DECT 

protocols used to characterize different urinary stone composition: vitro and vivo. 

Dual energy spectral CT provide a novel method to better characterize pure urinary 

stones using the mean CD, CWR, and the radio density of stones at 50 keV CT 

imaging. Dual source dual energy can use DEI to characterize UA and No-UA stone. 

with high accuracy. Urinary calculi can be effectively evaluated at Ultra-low-dose 

with use of lower tube voltages and the adaptive statistical iterative 

reconstruction algorithm not only in vitro but also in vivo.DECT provides diverse, 

easily utilized series that aid in more accurate characterization of different 

urinary stone composition not only in vitro but also in vivo, which can increase 

confidence and performance. which offers scientific evidence for the causes of 

stone development,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PU-1348 

子宫切口内瘢痕妊娠的 MRI 诊断价值及临床意义 

 
袁晓春,王夕富,张贵祥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 200080 

 

摘要：目的 探讨 MR 多序列成像对子宫切口内瘢痕妊娠的诊断价值。材料与方法 回顾性分

析经手术及病理证实的 35例切口瘢痕妊娠患者，术前均行 MRI检查与超声检查。MRI影像分

析包括孕囊的位置、形态大小、信号特征，测量子宫前壁肌层的厚度，并与手术结果对照。结

果 35例患者在 MRI上均清晰显示孕囊，33例患者的孕囊位于子宫前壁切口瘢痕内，2例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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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位于切口上方 5mm以内。33例中 7例全部植入于子宫肌层瘢痕内，占比为 21.2%。孕囊形态

均呈类圆形或椭圆形结构共 23例，占比 65.7%，矢状面大小为 21×18～45×37mm,均值为

25×32mm。呈不规则包块型共 12例，占比为 34.3%。在 MRI T2WI序列上，均匀高信号影 13

例，占比 37.1%，混杂信号灶为 22例，占比 62.9%，在 LAVA增强上，孕囊显示环形强化壁结

构 27例，占比为 77.1%。子宫前壁肌层厚度为 0.7-5.8mm，均值为 2.8mm。子宫前下壁菲薄前

凸，呈“Ｃ”字型 9例，占比为 25.7%，穿破子宫浆膜层达膀胱后壁 2例。35例患者超声检测

孕囊大小均值为 27*35mm，子宫前壁最薄处肌层厚度的均值为 3.5mm。35例患者均行手术治

疗，其中 11例行子宫动脉栓塞术加高危人流术，17例经腹腔镜子宫切口瘢痕妊娠孕囊取出术

并子宫修补术；5例经开腹手术妊娠物切除，２例行子宫切除。结论 MRI多序列成像诊断子宫

切口内瘢痕妊娠具有临床指导意义，可为临床选择治疗方案提供可靠的信息。 

   

 

 
PU-1349 

基于模型的迭代重建在低剂量上腹部 CT 中的应用 

 
贾永军,杨创勃,段海峰,贺太平,张喜荣,马光明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712000 

 

目的 比较自适应统计迭代重建（ASIR)、基于模型的迭代重建（MBIR）中 standard联合或不

联合纹理增强设置对低剂量上腹部 CT图像质量的影响，探讨 MBIR联合纹理增强设置

（MBIR
TX
）在低辐射剂量上腹部 CT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收集我院 1年内接受两次腹部增强 CT

受检者共 60例。使用能谱 CT(Discovery CT750HD)，初检 180秒延迟期采用常规辐射剂量

（噪声指数=10）扫描，FBP 重建。复查延迟期采用低辐射剂量方案（噪声指数=20）扫描，分

别采用标准算法 FBP、ASIR、MBIR和 MBIR
TX
四种方法重建层厚 0.625mm的图像后进行对比分

析。在相同位置皮下脂肪、背部肌肉、肝脾实质放置感兴趣区测量 CT值与标准差值(SD），SD

代表噪声，计算以皮下脂肪为背景肝脾实质对比噪声比（CNR），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各

重建算法 CT值、SD和 CNR。由两名放射科医生以常规剂量 FBP重建为基础，使用半定量目测

评分法（-3至+3）盲法进行噪声和细节结构、病变边缘清晰度评分，采用 wilcoxon符号等级

检验主观评分差异性。结果 初检有效剂量（ED）=5.52±2.19mSv；复查

ED=1.40±0.62mSv，下降约 74.64%。低剂量 MBIR和 MBIR
TX
重建图像肌肉、脂肪噪声低于常规

剂量 FBP重建和低剂量 ASIR、FBP重建，肝脾 CNR高于常规剂量 FBP重建和低剂量 ASIR、FBP

重建（P＜0.05）。低剂量 MBIR和 MBIR
TX
主观图像噪声最低、显示上腹部细节结构和病变边缘

特征最清晰，优于常规剂量 FBP（P＜0.05）但低剂量 MBIR 存在纹状伪影，影响部分小结构的

显示。结论 减少辐射剂量约 75％低剂量上腹部成像时，MBIR重建图像质量优于常规规剂量

FBP和低剂量 ASIR，且 MBIR
TX
可减少低剂量 MBIR重建产生的纹状伪影，能更清晰显示细节结

构和病变边缘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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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50 

MRU 对小儿先天性肾积水应用研究 

 
范跃星 

武警山西省总队医院 30006 

 

【摘要】目的 探讨泌尿系统水成像技术对小儿先天性肾积水的临床应用。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

手术证实为先天性肾积水的 52例小儿患者，术前均采用 1.5T磁共振扫描仪行 MRU检查及兴趣

区 T2WI轴位扫描。MRU检查运用冠状位扫描，范围包括肾脏、输尿管、膀胱，图像采集方式

为不屏气 3D重 T2WI 成像，用重 T2加权半傅立叶采集单次激发快速自旋回波序列

( Haste) ，加脂肪抑制技术，无间隔薄层扫描；T2WI轴位扫描定位于肾脏区及可疑输尿管狭

窄区，4mm层厚连续扫描。MRU后处理主要运用最大信号强度投影（MaxIP）技术，对兴趣区进

行三维旋转观察，获取显示病变最佳角度的图像留存、分析。结果 52例小儿患者中，单侧肾

积水 42例，双侧肾积水 10 例；肾盂输尿管连接部狭窄合并肾积水 35例，原发性巨输尿管 4

例，重复肾盂输尿管畸形 7例，输尿管末端囊肿 2例，肾发育不全或异位肾 4例。手术术中所

见与 MRU图像表现基本一致。结论：MRU能够多角度、直观显示肾脏积水及输尿管扩张情况，

是目前诊断小儿先天性肾积水较好的选择。  

 

 
PU-1351 

CT 增强扫描在诊断肾癌合并下腔静脉内癌栓形成的价值体会 

 
范跃星 

武警山西省总队医院 30006 

 

摘要 目的：探讨 CT增强扫描在肾癌合并下腔静脉内癌栓形成诊断中的价值。方法：搜集我院

最近 5年诊断为肾癌的患者资料，挑选 25例经 CT增强扫描诊断为肾癌合并下腔静脉内癌栓形

成并经手术治疗的患者，将 CT诊断结果与手术病理结果对照。结果：术前 25例经 CT 增强扫

描诊断为肾癌合并下腔静脉内癌栓的患者，手术及病理结果均与 CT诊断符合，CT诊断准确率

100%。结论：CT增强扫描对肾癌合并下腔静脉内癌栓形成能做出明确诊断，并为手术提供指

导，是一种有效的无创检查手段。  

 

 
PU-1352 

1 例黑斑息肉综合征 CT 特征分析 

 
彭腾飞 

辽宁省肿瘤医院 110042 

 

摘要：目的探讨黑斑息肉综合征(PJS)的临床特点及 CT影像学改变，分析 CT检查在 PJS 诊断

中的应用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经临床病理证实的 1例 PJS患者的临床和 CT检查资料,

探讨其 CT影像特点。结果：患者临床特点为色素斑沉着且多发胃肠息肉；CT平扫见胃、十二

指肠、小肠、结肠、直肠官腔内可见大小不等结节状软组织密度影，肿块内密度不均,增强扫

描明显强化。术后病理结果示错构瘤性息肉。结论：CT表现结合病史及临床表现,有助于 PJS

的确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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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53 

Gd-EOB-DTPA 灌注 MRI 定量参数联合肝特异期 

图像对肝癌的诊断价值 

 
周智鹏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530021 

 

目的：研究 Gd-EOB-DTPA灌注扫描联合肝胆特异期图像对肝癌的诊断价值。材料与方法：本研

究属于前瞻性研究，连续收集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 2013年 3月至 2015年 5月符合实验条件的

患者共 64例。Gd-EOB-DTPA 灌注扫描的患者 18例作为 A 组，采用灌注扫描计算定量参数，结

合肝胆期图像联合诊断肝癌；Gd-EOB-DTPA常规增强的患者 30例作为 B组，常规动态增强和

肝胆期图像诊断肝癌；Gd-DTPA灌注扫描的患者 16例作为 C组，采用灌注扫描计算定量参数

用于诊断。所有病例均由两名放射科副主任医师独立诊断，以手术或者穿刺病理结果作为最终

诊断依据。结果：三组病例病灶直径之间的差别无统计学意义（p>0.05，t=1.058）。两名医

师诊断正确率结果一致性较好 K>0.7，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影像诊断和病理诊断对

照 A组 18例有 1例不符合，符合率为 94.4%，B组 30例有 3例不符合，符合率为 90.0%； C

组 16例有 3例不符合，符合率为 81.3%。C组诊断符合率和 A、B两组差别有统计学意义

（p<0.05）；A、B两组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A组和 C组灌注扫描所得的定量

参数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t=1.537），两组病例肝癌的 Ktrans、Kep和 iAUC值

明显高于周围正常肝脏组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Ve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结论：Gd-EOB-DTPA灌注扫描联合肝胆期图像，有望为肝癌患者提供一站式的精确

诊断和肝脏功能方面的信息。  

 

 
PU-1354 

MRI 灌注定量参数对肝细胞癌和肝良性 

肿瘤鉴别诊断的价值研究 

 
周智鹏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530021 

 

目的：研究磁共振动态增强定量参数在肝细胞癌和肝良性肿瘤鉴别方面的意义，探索定量参数

对肝脏占位性病变良恶性诊断的界值及其诊断效能。方法：对存在肝占位的 25例患者进行磁

共振动态增强扫描，经病理证实或通过随访确诊肝细胞癌和肝良性肿瘤共 28个病灶，利用

tissue4D后处理软件测定病灶及周围正常肝组织的定量参数值（Ktrans、Kep、Ve、iAUC）,

利用独立样本 T检验比较肝细胞癌组、良性组病灶与周围正常肝组织的定量参数，同时比较两

组病灶间的定量参数值，并通过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来确定肝细胞癌和肝良性肿

瘤间定量参数的最佳界值及其诊断效能。结果：良性组、肝细胞癌组病灶的各定量参数均值大

于周围正常肝组织，其中良性组 Ktrans、iAUC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肝细胞癌组

Ktrans、Kep、iAUC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肝细胞癌组和良性组比较，肝细胞癌组

病灶的各定量参数均值大于良性组，Ktrans、Kep及 iAUC 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其中 Ktrans=0.215min
-1
时，敏感度为 81.3%，特异度为 66.7%，诊断效能大于

Kep（界值为 0.477）、iAUC（界值为 24.706）。结论：动态增强定量参数能为肝细胞癌和良

性肿瘤的鉴别诊断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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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55 

ADC 图纹理分析与 ADC 值预测转移性胃肠间 

质瘤患者预后的对照研究 

 
付佳,方梦捷,李健,沈琳,唐磊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100142 

 

目的： 比较纹理分析与基线 ADC值对转移性胃肠间质瘤（GIST）患者生存的预测能力。 

方法：回顾性分析 2007年 1 月至 2012年 12月我院收治的 51例转移性 GIST患者基线磁共振

扩散加权图像，男性 28例，女性 23例，平均年龄(55±11.8)岁，其中 GIST切除术后复发或

转移 46例，5例未手术，为初次就诊时发现占位合并转移。所有患者治疗前均行 DWI（b=0，

1000s/mm
2
）扫描。分析原发灶位置，ADC图像上勾画基线最大病灶的最大层面，计算 ADCmean,

并在 ADC图像上利用灰度游程矩阵计算的低灰度游程度（Low Gray Level Run Emphasis，

LGLRE）及低灰度短游程度（Short Run Low Gray Level Emphasis，SRLGLE）方法提取图像的

纹理特征。对影响预后的相关因素采用 Cox风险比例模型和 Kaplan-Meier单因素生存分析。 

结果：51例患者均连续随访至 5年，死亡 33例，中位生存时间 43.5个月，1、3、5年生存

率分别为 78.7%、63.6%、27.8%。基线 ADC纹理特征与患者生存时间相关（LGLRE：

P<0.001 ；SRLGLE：P<0.001）。生存期与基线 ADCmean 值无显著关联（P=0.11）。 

结论：ADC图纹理分析预测转移性 GIST患者长期预后的能力优于 ADC值。 

   

 

 
PU-1356 

多参数 MRI 成像在前列腺良恶性病变鉴别诊断中的价值 

 
罗瑛译,邓德茂,袁文昭 

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530021 

 

目的：探讨扩散加权成像（DWI）和动态增强 MRI（DCE-MRI）定量分析在前列腺良恶性病变鉴

别诊断中的价值。材料与方法：回顾性分析 50例前列腺癌与 50例前列腺增生患者 DWI 和

DCE-MRI定量参数,包括表观扩散系数（ADC）、容积转运常数 Ktrans、回流速率常数 kep、血

管外细胞外间隙体积比（ve）值,并运用 SPSS13.0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前列腺癌癌灶和增

生灶的 ADC、Ktrans和 kep 值分别为（0.87±0.26）mm2/s 和（1.08±0.32）mm2/s、

（0.47±0.21）min-1和（0.15±0.05）min-1、（0.93±0.46）min-1和（0.46±0.28）min-

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ADC、Ktrans、kep值在前列腺良恶性病变中存在

显著不同，DWI和 DCE-MRI 定量评估对前列腺良恶性病变的鉴别具有一定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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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57 

CT 区分 Siewert Ⅱ型食管胃结合部腺癌 T3 期与 T4 期：

UICC/AJCC 第 8 版分期与 IGCA 第 4 版分期对照研究 

 
付佳,唐磊,李子禹,李晓婷,张燕,孙应实,季加孚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100142 

 

目的：通过与手术结果的对照研究，探讨国际抗癌联盟（UICC）及美国癌症联合协会（AJCC）

第 8版分期和国际胃癌协会（IGCA）第 4版分期系统下 Siewert Ⅱ型食管胃结合部（EGJ）腺

癌 CT区分 cT3与 cT4的准确率差异。材料方法:回顾分析 43例术后证实≥pT3 期的Ⅱ型食管

胃结合部腺癌的 CT资料。两名影像医生盲法评估，轴位联合冠状位测量肿瘤中心距食管胃交

界线的距离及浆膜面情况。评估 CT判断 Siewert Ⅱ型 EGJ 癌的效能（肿瘤中心点位于食管胃

交界线下方 2cm范围之内）。分别按 UICC/AJCC第 8版及 IGCA第 4版分期规定（Siewert Ⅱ

型 EGJ癌，UICC/AJCC按食管癌分期，IGCA按胃癌分期），综合判定 cT分期，比较二者与病

理结果的一致性。结果：肿瘤中心距食管胃交界线平均长度 1.5cm±0.4cm（0.7-2.5cm）。

IGCA分期：cT3期 18例，cT4期 25例。UICC/AJCC分期：41例 CT测量肿瘤中心点位于食管

胃交界线下方 2cm内，按食管癌分期为 cT3；2例位于 2cm之外，按胃癌分期，其中 1 例浆膜

面光滑分为 cT3，1例浆膜侧密集索条分为 cT4。术后病理 pT3期 33例，pT4期 10例。根据

IGCA第 4版分期标准，CT区分 cT3和 cT4的准确率 51.1%；按照 UICC/AJCC第 8版分期标

准，CT区分 cT3和 cT4的准确率 74.4%。结论： CT轴位和冠状位联合可较准确判断 T3期以

上的 Siewert Ⅱ型 EGJ癌，采用 UICC/AJCC第 8版分期区分此部位癌 T3与 T4分期的准确率

高于 IGCA第 4版标准。  

 

 
PU-1358 

医源性播散性腹膜平滑肌瘤 1 例并文献分析 

 
宋芹霞 

安徽省安庆市立医院 246000 

 

【摘要】目的 提高对播散性腹膜平滑肌瘤病（LPD）的认识。方法 回顾性分析 1例少见的

LPD临床、病理资料及治疗方法，并复习相关文献。结果 该患者在治疗上予以手术切除病

灶，术后病理提示 LPD。结论 LPD是罕见的，术前很难诊断，结合患者腹腔镜手术剔除子宫

肌瘤病史，有助于诊断。 

   

 

 
PU-1359 

胰腺实性假乳头状瘤 CT 及 MRI 表现 

 
廖大伟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646000 

 

目的 分析胰腺实性假乳头状瘤(SPN)的 CT及 MRI表现，提高对本病的认识和诊断水平。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21例 SPN CT及 MRI图像，其中 13例行 CT平扫和增强扫描，8

例行 MRI平扫和增强扫描。结果 21例均为单发，其中位于胰头 8例，胰颈 6例，胰体 3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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胰尾 4例。21例均为囊实性肿块，肿块均位于胰腺边缘，18例有完囊包膜，3例包膜显示欠

清，CT及 NRI增强扫描实性成分及囊壁动脉期轻度强化，静脉期及延迟期中度不均匀强化，

且呈渐进性向心性强化。 结论 胰腺 SPN的 CT及 MRI有一定特点，囊实性肿块，且位于胰腺

一侧，呈渐进性强化。CT及 MRI对本病有一定的诊断价值，但应与发生在胰腺的其它肿瘤进

行鉴别诊断。 

   

 

 

PU-1360 

腹膜后神经节细胞瘤误诊分析 

 
何杰,胡红杰,章士正,邓丽萍,孙继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310016 

 

目的：分析腹膜后神经节细胞瘤误诊原因，提高诊断能力 

方法：分析 11例腹膜后误诊为神经节细胞瘤或把神经节细胞瘤误诊为别的肿瘤的病例，分析

其 CT和 MRI征象。 

结果：4例腹膜后神经鞘瘤、脉管瘤、肾上腺腺瘤及支气管源性囊肿误诊为神经节细胞瘤，把

7例神经节细胞瘤分别误诊为淋巴管瘤、肾上腺腺瘤（2例）、副节瘤、神经纤维瘤、血管瘤

及囊肿。分析神经节细胞瘤的 CT和 MRI征象，发现较大的肿瘤具有三大征象：形态比较软；

强化比较低，呈渐进性强化；有墨水征或勾边征。较小的肿瘤不典型，难诊断，极易误诊为其

他肿瘤。 

结论：腹膜后神经节细胞瘤具有自己特异的征象，掌握其三大征象可以帮助我们鉴别诊断。 

   

 

 

PU-1361 

磁共振扩散加权成像及动态增强扫描在宫颈癌分期中的应用 

 
董雪,罗娅红 

辽宁省肿瘤医院 110042 

 

目的：探讨常规 MRI联合扩散加权成像（DWI）和动态增强（DCE）MRI在宫颈癌诊断及分期中

的价值。方法：35例经手术病理或活检证实的宫颈癌患者按临床治疗方式分为手术组（20

例）和非手术组（15例），以病理及临床分期为参照，评估常规 MRI联合 DWI、DCE-MRI（多

模态 MRI）对宫颈癌的分期诊断准确性。结果：手术组中常规 MRI和多模态 MRI对宫颈癌分期

诊断符合率分别为 80%（16/20）和 95%（19/20）。术后病理证实盆腔淋巴结转移 4例，MRI

检出 3例。非手术组中多模态 MRI分期与临床分期符合率为 67%（10/15)。结论：常规 MRI联

合 DWI和 DCE-MRI可提高对宫颈癌分期的准确性，有助于宫颈癌治疗方案的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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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62 

DWI 和 CE-MRI 评价高强度聚焦超声刀（HIFU） 

治疗子宫肌瘤术后早期的疗效价值比较 

 
王素青 

山西省中医药研究院山西省中医院 030012 

 

目的：探讨 DWI和 CE-MRI在评价高强度聚焦超声刀（HIFU）治疗子宫肌瘤术后早期的疗效价

值对比 

方法：18例患者共 48个子宫肌瘤病灶在 HIFU治疗术前及术后一天分别行常规 MRI 、DWI检

查及 CE-MRI检查，分别分析术前、术后消融区及残留区 DWI信号特征及 ADC值差异，并比较

DWI和 CE-MRI所测的肌瘤的消融率。 

结果：48个子宫肌瘤在 HIFU 治疗后一天 DWI和 CE-MRI均能不同程度的发现瘤体残留区。

HIFU术后一天肌瘤消融区平均 ADC值，较术前有降低，且差异有显著性统计学意义

（P<0.001）；HIFU术后一天肌瘤残留区平均 ADC值，较术前有升高，且差异有显著性统计学

意义（P<0.001）；DWI和 CE-MRI对术后一天子宫肌瘤的平均消融率，统计学差异无意义

（P>0.05）。 

结论：1、DWI早期评价 HIFU 治疗子宫肌瘤疗效是非常有效的方法；2、DWI和 CE-MRI 在早期

评价 HIFU治疗子宫肌瘤术后疗效方面无明显差异。 

 

  

 
PU-1363 

Effects of Echo Time on IVIM Quantification and 

Reproducibility of Normal Prostate 

 
Feng Zhaoyan,Min Xiangde,Wang Liang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Tongji Hospital， Tongji Medical College，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Hubei， China. 430030 

 

Purpos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echo time (TE) on intravoxel incoherent 

motion (IVIM) 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 (DWI)-derived parameters and short-term 

test-retest reproducibility of the prostate at 3.0T. 

Materials and methods: In this prospective study, 17 healthy volunteers underwent 

two repeat examinations at 3.0 T. Each scan included IVIM-DWI using 9 b values (0, 

10, 20, 50, 100, 200, 500, 800, 1000 s/mm
2
), the IVIM-DWI data were scanned 6 

times with variable TE values of 60, 70, 80, 90, 100, 120 ms. The ADC of mono-

exponential model and D, D*, f of IVIM model with variable TE were calculated. The 

repeat measures was assessed by calculating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CV) and 

Bland–Altman limits of agreement (BA-LA) for each parameter.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were used to test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diffusion indices and TE. 

Results: Both of the ADC and D achieved good reproducibility in the peripheral 

zone (PZ) and central zone (CZ) for different TE value (CV: 1.641% and 6.661%; BA-

LA: -4.965% to 4.263% and -24.413% to 21.284%). Poor measurement reproducibility 

was observed for f, with a CV of 12.337% and 25.108%, BA-LA -43.961% to 30.994% 

and -52.185% to 62.516%; D* was found to be the most unreliable parameter, with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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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V of 11.640% and 33.644%, BA-LA: -29.917% to 35.054% and -96.248% to 81.146%. The 

ADC and D* demonstrated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TE both at PZ and CZ (p＜0.05). 

The D demonstrated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TE in the PZ(p＜0.05), while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with TE in the CZ(p＞0.05). The f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E in the CZ(p＜0.05), while there was no correlation 

with TE in the PZ(p＞0.05). 

Conclusion: Good reproducibility of ADC/D and poor reproducibility of D*/f were 

observed in normal prostate. TE had effect on diffusion quantification, which 

should be kept constant in each examination protocol. This may be helpful for 

guiding clinical research, especially longitudinal studies.  

   

 

 
PU-1364 

双能量能谱 CT 虚拟平扫成像在尿路造影中 

替代常规平扫的可行性研究 

 
李小虎,张进,余玲,刘斌,束红敏,余永强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30022 

 

目的 探讨在 CT泌尿系成像中能谱 CT虚拟平扫（virtual non-contrast, VNC）替代真实平

扫（true non-contrast, TNC）的可行性。方法 本文共入组 24例患者，分别测量并比较

TNC和 VNC的客观指标（噪声、CNR、辐射剂量、结石大小及检出率）及两位医师对图像质量

主观评分值。客观指标运用配对 t检验，图像质量主观评价结果运用秩和检验方法进行统计学

分析。结果 VNC图像噪声值 SD皮质=10.31±2.34，SD髓质=10.64±2.76，对比噪声比为

CNR皮质=2.37±0.98，CNR 髓质=2.14±1.08；TNC图像噪声值 SD皮质=9.56±1.46，SD 髓质

=9.46±1.57，对比噪声比为 CNR皮质=2.42±0.97，CNR 髓质=2.40±1.14；VNC和 TNC 图像的

噪声及对比噪声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能谱 CT虚拟平扫 CTU患者接受的有效辐

射剂量为（16.04±1.84）mSV，常规 CTU检查患者接受的有效辐射剂量为（21.60±2.37）

mSV，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有效辐射剂量减少了 25.74%。≥3mm 的结石在 TNC和

VNC图像上直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3mm以上结石在 VNC图像上的检出率达到 90%

以上，3mm以下较小结石虚拟平扫完全未检出。两位放射科医师对 TNC和 VNC图像质量评价具

有高度一致性，Kappa值均>0.6，主观评分均≥3分。结论 CT泌尿系成像中，能谱 CT 虚拟

平扫替代常规平扫，可在图像质量满足临床诊断需求下有效减少辐射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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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65 

Assessment and Classification of Cystic Arteries with 

64–Detector Row Computed Tomography before 

Laparoscopic Cholecystectomy 

 
Yang jia 

Shanghai General Hospital 200080 

 

Major complications of laparoscopic cholecystectomy are bleeding and bile duct 

injury and it is necessary to clearly identify structures endoscopically to keep 

bleeding and injury from occurring.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depict the 

anatomical variation between cystic arteries among patients using 64–detector row 

spiral computed tomography (CT) prior to laparoscopic cholecystectomy. 

The cystic arteries were delineated by CT in 73 of the 78 patien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ystic arteries and the Calot triangle was identified in 

71 of the 78 patients. One cystic artery was found in 53 (73%) of the 73 patients, 

while two cystic arteries were found in 20 (27%) of the patients. A total of 55 

(60%) of the 91 cystic arteries passed through the Calot triangle. The remaining 

36 cystic arteries (40%) passed anterior, posterior, or inferior to the cystic 

du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ystic arteries and the Calot triangle detected 

by CT was in agreement with the surgical records for all patients. 

The configuration of the cystic arterie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the Calot 

triangle can be identified using 64–detector row CT before laparoscopic 

cholecystectomy.  

 

 
PU-1366 

Comparison of CT Versus MRI 

 
LI Yue,Ren Ke 

The first hospital affiliated to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110001 

 

OBJECTIVE: This study aimed to compare the image manifestation and clinical value 

of enhancement CT and enhancement MRI in the diagnosis of pancreatic carcinoma. 

MATERIALS AND METHODS: Forty suspected pancreatic cancer patients who underwent 

enhancement CT or enhancement MRI were included in this retrospective study. 

Sensitivity, rate of missed diagnosis, 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 and imaging 

manifestation of pancreatic carcinoma were compared. 

RESULTS: Twenty patients underwent enhancement CT examination and fifteen of them 

were diagnosed with pancreatic carcinoma which were all pathologically verified. 

Actually, nineteen were pathologically or clinically proven pancreatic cancer. The 

sensitivity, rate of missed diagnosis and 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 of enhancement 

CT were 78.95%, 21.05% and 100%, respectively. Nineteen cases demonstrated equal 

or slightly low density in CT and low density in enhancement CT. Tumor with less 

than 2cm was found in CT images of seven patients and the positive rate was 57.14%. 

Sixteen cases out of twenty patients underwent enhancement MRI were diagnosed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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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creatic carcinoma, and 15 of them were pathologically verified. Actually, 

eighteen patients were pathologically or clinically proven pancreatic cancer. 

Sensitivity, rate of missed diagnosis, positive and predictive value were were 

83.33%, 16.67% and 93.75%, respectively. Out of eighteen patients with verified 

pancreatic carcinoma, seventeen had low T1w and high T2w signal and sixteen showed 

heterogeneous enhancement in enhancement MRI. Tumor with less than 2 cm were found 

in MRI images of six patients and the positive rate was 66.67%. 

CONCLUSION: CT and MRI examinations could provide valuable information for the 

diagnosis of pancreatic cancer diagnosis. Tumors show low density against 

obviously enhanced parenchyma . Most tumor prone to low T1w and high T2w signal 

and heterogeneous enhancement. Both CT and MRI have high reliability in the 

diagnosis of pancreatic cancer. For small tumors with less than 2cm, positive rate 

of MRI is appare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CT. 

   

 

 
PU-1367 

胰腺腺泡细胞癌 CT 诊断 1 例 

 
尹华 

广西南宁市第二人民医院 530031 

 

胰腺腺泡细胞癌是一种罕见的胰腺外分泌恶性肿瘤，具有高度侵袭性，临床罕见，其发病机理

至今仍不明确。今笔者收集经手术病理证实胰腺腺泡细胞癌 1例，结合文献，分析其 CT 表

现，以提高对其认识和 CT诊断水平，同时为临床提供更好的术前判断。  

 

 
PU-1368 

Can CT Quantitative Volumetric Histogram Analysis be 

used to Differentiate Duodenal Adenocarcinoma from 

other Solid Tumours arising from the Periampullary 

Area ? 

 
Lu Jingyu 

Tongji Hospital， Tongji Medical College， Huazhong University 430030 

 

 

Purpos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whether quantitative volumetric 

histogram analysis on computed tomography (CT) is helpful for distinguishing 

duodenal adenocarcinoma from pancreatic head carcinoma (PC) and duodenal 

gastrointestinal stromal tumours (GIST) arising from the periampullary area. 

Materials and Methods: 

A total of 74 patients who underwent surgery and had histopathology available were 

included in this retrospectively study (26 with duodenal adenocarcinoma,20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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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28 with GIST). All patients underwent the whole abdominal dual-phase enhanced 

MSCT before surgery. Volumetric histogram quantitative analysis on the image of 

these three types of tumors was performed with post-processing software CT 

Kinetics．The mean，median and the 10th，25th，75th，90th percentile of CT value，

kurtosis，skewness，and entropy of the entire tumor of arterial and venous phase 

were calculated. Multiple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curves analysis 

was used to determine and compare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each significant 

parameter. 

Results: 

Duodenal adenocarcinoma had significantly higher CT mean，median and the 10th，

25th，75th，90th percentile of both arterial and venous phase（arterial phase，

P=0.000，P=0.000, P=0.001, P=0.000, P=0.000, P=0.000, venous phase, P=0.001, 

P=0.000, P=0.000, P=0.000, P=0.000, P=0.004, respectively）compared with PC.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n skewness ，kurtosis and entropy of both phase

（arterial phase，P=0.219，P=0.251，P=0.128，venous phase，P=0.414，P=0.265，

P=0.510）.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found between duodenal adenocarcinoma and 

GIST on CT mean ,median, the 25th，75th，90th percentile, skewness , kurtosis and 

entropy of arterial phase (P=0.001, P=0.001, P=0.012，P=0.000，P=0.000，P=0.005，

P=0.025，P=0.003).All the parameters of venous phase show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In the ROC analysis, the75th percentile of venous phase 

generated the highest AUC for differentiating duodenal adenocarcinoma from PC (AUC, 

0.854; Sensitivity, 92.3%; Specificity, 80%; cut-off value,94.46HU). The75th 

percentile of arterial phase generated the highest AUC for differentiating 

duodenal adenocarcinoma from GIST (AUC, 0.809;Sensitivity,100%;Specificity,64.3%; 

cut-off value,123.51HU). 

Conclusion: 

CT Quantitative volumetric histogram analysis may be helpful for differentiating 

duodenal adenocarcinoma from PC and GIST arising from the periampullary area.   

 

 
PU-1369 

Characterization of testicular germ cell tumors: 

Assessment with whole-lesion histogram analysis of 

the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at 3T 

 
Min Xiangde,Wang Liang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Tongji Hospital， Tongji Medical College，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Hubei， CN 430030， China 430030 

 

Purpose 

 To assess the value of parameters derived from whole-lesion histograms of the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ADC) at 3T for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testicular 

germ cell tumors (TGCTs). 

Materials and methods 

 A total of 24 men with TGCTs underwent 3T 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 Fourteen 

tumors were pathologically confirmed as seminomas, and ten tumors w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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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hologically confirmed as non-seminomas. Whole-lesion histogram analysis of the 

ADC values was performed. A Mann-Whitney U test was employed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s in ADC histogram parameters between seminomas and non-seminomas.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analysis was used to identify the best cutoff 

values for each parameter for differentiating seminomas from non-seminomas; 

furthermore, the area under the curve (AUC) was calculated to evaluate the 

diagnostic accuracy. 

Results 

 The 10
th
, 25

th
, 50

th
, 75

th
, 90

th
 percentile and mean, minimum and maximum ADC were all 

significantly lower for seminomas than for non-seminomas (p < 0.05 for all). In 
contrast, the kurtosis and skewness of the ADC of the seminomas were both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for non-seminomas (p = 0.003 and 0.001, 
respectively). For differentiating non-seminomas from seminomas, the 10

th
 

percentile ADC yielded the highest AUC, with a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of 100% 

and 92.86%, respectively. The AUC of the 10
th
 percentil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minimum value. 

Conclusion 

 Whole-lesion histogram analysis of ADCs can be used for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TGCTs preoperatively. The 10
th
 percentile ADC may prove to be optimal for 

differentiating seminomas from non-seminoma testicular neoplasms. 

   

 

 
PU-1370 

Whole-Tumor Quantitative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Histogram Analysis: Differentiating 

Intrahepatic Mass-forming Cholangiocarcinoma from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Zou Xianlun,Shen Yaqi,Li Zhen,Hu Daoyu 

Tongji Hospital， Tongji Medical College，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430030 

 

Objectives: To explore the value of whole-tumor quantitative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ADC) histogram analysis in differentiating intrahepatic mass-forming 

cholangiocarcinoma (IMCC) from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Methods: We retrospectively reviewed 25 patients with IMCC and 96 patients with 
HCC who underwent 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 (DWI) (b=0, 800 sec/mm

2
) at 

3.0 Tesla (T) MR scanner. The whole-tumor ADC assessments were employed on all 

slices of the tumor to obtain different histogram parameters. Quantitative 

histogram parameters were compared between IMCC and HCC.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curve analysis was used to determine and compare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each parameter. 

Results: IMCC had significantly higher mean ADC, median ADC, 10th percentile ADC, 
25th percentile ADC, 75th percentile ADC, 90th percentile ADC and entropy than 

those of HCC (P=0.000-0.005). The kurtosis of IMCC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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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of HCC (P=0.009).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observed in the skewness 
between IMCC and HCC (P=0.481). During ROC analysis, 75th percentile ADC generated 
the highest area under the ROC curve (AUC, 0.797) for differentiating IMCC from 

HCC with cut-off value of 148×10
-5
mm

2
/s. 

Conclusions: ADC histogram analysis based on the whole-tumor might be considered 

as a useful and noninvasive method to help differentiate IMCC from HCC. 

   

 

 
PU-1371 

分次团注双期增强在肾透明细胞癌中的可行性研究 

 
蔡雯雯,张瑞平 

山西省肿瘤医院 030013 

 

目的：探讨 CT分次团注双期增强在肾透明细胞癌诊断中的可行性以及受检者有效辐射剂量的

研究。 

方法：根据实验所需，将 2013-12到 2016-1期间因泌尿外科疑似或腹部 B超体检发现肾脏占

位性病变行双肾 CT增强检查,并我院术后病理结果为肾透明细胞癌的患者(BMI:18.5-28)进行

收集整理。按照患者检查的顺序依次将病例分为实验组（分次团注双期增强扫描）和对照组

（ 单次团注三期增强扫描）。实验组及对照组各 30例，增强扫描方法：实验组：碘普罗胺，

110ml 300mgl/ml，分两次给药，注射速度：第一次为 4.0ml/s，剂量：40ml，以腹主动脉的

密度作为触发点（即当腹主动脉密度达到 150HU时开始扫描），进行皮质期 （CMP） 扫描，

180s 后进行第二次注射，速度：4.0ml/s，剂量：60ml，第二次给药 70s后进行 N-EP 扫描。

对照组：碘普罗胺，110ml 300mgl/ml，单次给药，注射速率：3.0ml/s，以腹部动脉的密度作

为触发点（即当腹主动脉密度达到 150HU时开始扫描），进行皮质期 （CMP ）扫描；皮质期

47s扫描结束，然后采集 NP图像，180S后进行 EP扫描（图 2）。采集图像范围同实验组。由

两名非课题组高资质 CT医师分别独立对 CT增强扫描图像进行分析及评估：1、肾透明细胞癌

增强扫描 CT值的定量分析；2、肾透明细胞癌 CT 图像质量的主观评价。 

结果：实验组肿瘤 N-EP平均 CT值比对照组肿瘤 NP平均 CT高，但二者无统计学差异

（P=0.312）；实验组肾实质 CNR平均 CT 值略高于对照组，但二者不具有统计学差异

（P=0.361）；实验组 LKR 值接近 0.8，对照组 LKR 值接近 1.0，二者具有统计学差异

（P=0.006）。 

结论：应用分次团注双期增强扫描，肾透明细胞癌较好的强化效果, 诊断需求既能得到满足,

又能明显降低患者的有效辐射剂量。  

 

 

PU-1373 

囊性肾癌的 CT 与 MRI 表现及鉴别诊断 

 
潘洁娜,王晓阳,陈自谦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 350025 

 

目的 分析囊性肾癌的 CT及 MRI表现，以提高对此病的认识及正确诊断率。 

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14例囊性肾癌患者的 CT及 MRI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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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囊性肾癌 14例，其中多房型 10例，单房型 4例；透明细胞癌 13例，乳头状肾细胞癌 1

例；有壁结节者 8例，无壁结节者 6例；壁及分隔厚薄不均匀者 11例，囊壁光滑者 3 例；增

强扫描囊壁、分隔及壁结节中度或明显强化。 

结论 囊性肾癌的 CT及 MRI 表现具有一定特征性，CT及 MRI表现典型者可做出诊断,对提高其

术前诊断正确率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PU-1374 

急性阑尾炎的 CT 表现与病理的对照分析 

 
陈海荣 

上海市同仁医院西院 200050 

 

【摘要】目的：探讨急性阑尾炎的 CT表现及特征，并与病理分型对照分析。方法：搜集 300

例临床拟诊为急性阑尾炎的病例，采用３２层螺旋ＣＴ进行扫描，以１．２５ｍｍ 层厚行薄

层多平面容积重组图像后处理，分析其ＣＴ表现及特征，并将诊断结果与手术及病理结果进行

对照分析。结果：300例急性阑尾炎患者中，CT检出 289例，其中，单纯性阑尾炎 68例，化

脓性阑尾炎 126例，并阑尾腔内肠石 35例，坏疽性阑尾炎 71例，并穿孔 16例，阑尾脓肿 20

例，慢性阑尾炎 4例。结论：急性阑尾炎有典型的 CT表现，MSCT的平扫及图像后处理技术的

联合应用，能直观地显示阑尾的形态及病理改变，在急性阑尾炎的分型诊断中，有重要的临床

应用价值。 

  

【关键词】阑尾；阑尾炎；体层摄影术，X线计算机 ；图像处理，计算机辅助 

  

   

 

 
PU-1375 

周围型肝内胆管细胞癌的影像表现及临床病理基础 

 
何其舟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 646000 

 

[摘 要]：目的 探讨原发性外周肿块型胆管细胞癌的影像表现特征及病理学基础。方法 回

顾性分析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19例原发性周围型肝内胆管细胞癌的临床及影像表现特征，并与

病理结果进行对照；19例中，16例行 CT扫描，其中 15例平扫后加增强；3例 MRI扫描，常

规 SE序列，T1加权相(T1WI)和 T2加权相(T2WI)，其中 1例行动态增强扫描。结果 19 例好

发于 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主要症状为腹痛；影像学均表现为肝内实性肿块，直径大小 3.0-

8.5cm，肝左外叶 6例，肝方叶 6例，肝右后叶 3例，肝右前叶 4例；所有肿块边界规则 13

例，不规则 6例，16例 CT 平扫均呈低密度，边界不清，其中 15例 CT增强肿块边缘呈延迟强

化。3例在 MRI表现为 TWI1 等低信号，TWI2稍高信号，DWI呈稍高信号，增强均呈环状强

化；1例动态 MRI病灶表现为特征性的从周边到中心的向心性强化。所有病灶周围肝内胆管轻

度扩张，局部肝被膜回缩明显。结论 周围型肝内胆管细胞癌的影像表现具有一定特征性，其

在与肝内其他常见的占位性病变的鉴别方面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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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76 

直径小于 2.0cm 小肝癌 MR 表现 

 
郑敏,陈自谦,潘洁娜,张钰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 350025 

 

目的：分析小肝癌的 MR表现并根据肿瘤大小分析小肝癌 MR典型表现发生频率，以提高术前诊

断率。 

方法：回顾性分析 2010年 11月至 2017年 6月经病理证实 89例直径小于 2.0cm小肝癌患者，

所有患者均行 MR平扫及增强扫描。 

结果：89位患者中共 97个病灶，其中 77个病灶（79.3%）T2WI表现为稍高信号，73个病灶

（75.2%）表现为低信号，73个病灶（75.2%）DWI表现为高信号，87个病灶（89.6%）动脉期

明显强化，70个病灶（72.1%）表现门脉期或延迟期廓清。 

结论：小肝癌的定性诊断相对困难，不仅因为体积小，还因为其典型 MRI表现发生率频率相对

较低。  

 

 
PU-1377 

256 层螺旋 CT 血管造影肝脏假性动脉瘤的诊断价值 

 
郑敏,陈自谦,王晓阳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 350025 

 

目的：探讨 256层螺旋 CT血管造影在肝脏假性动脉瘤中的诊断价值及临床意义。 

方法：回顾性分析解放军福州总医院 2010年 12月至 2017 年 7月收治的肝脏假性动脉瘤 21例

患者临床资料，并分析 256 层 CT血管造影影像学表现，并对其诊断准确性进行分析和评价。 

结果：入选 21例患者均经手术或血管造影确诊为假性动脉瘤，其中 6例患者因外伤所致，8

例患者因胆石症手术所致，3例患者因肝移植手术所致，3例因肝癌手术所致。21例肝脏假性

动脉瘤患者中共 28个瘤体，其中 12于肝右动脉，7位于肝左动脉，2例位于肝固有动脉。 

结论：256层螺旋 CT是较为便捷有效的影像学检查技术，能够有效显示出肝脏假性动脉瘤的

特征，对其临床诊断和治疗都有重要的价值。  

 

 
PU-1378 

MRI 在宫颈癌临床分期的应用现状 

 
谢艺才 

广西梧州市红十字会医院 543002 

 

宫颈癌是妇科发病率很高的恶性肿瘤。近年来，临床手术治疗、放射治疗、化学药物治疗等技

术的快速发展，宫颈癌治疗效果得到不断提高
 [1-2]

。随着医学科学技术发展，恶性肿瘤的临床

治疗提出了精准医疗、个体化医疗。目的就是增加恶性肿瘤的治疗效果及提高患者的生存率
[3]
 。因此，对于宫颈癌诊疗而言，早期诊断及准确的临床分期诊断显得尤为重要。本文结合

国内外文献，介绍 MRI在显示宫颈癌侵犯深度、程度以及累及宫旁组织等方面的影像学信息，

评价 MRI在宫颈癌的临床 FIGO分期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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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79 

卵巢卵泡膜细胞瘤的 MRI 诊断 

 
谢艺才 

广西梧州市红十字会医院 543002 

 

目的 主要探讨卵巢卵泡膜细胞瘤 MRI表现特点，并结合临床特征，进一步加深对卵巢卵泡膜

细胞瘤的认识，提高对该病的 MRI诊断水平。方法 收集于本院住院并行手术切除后经病理证

实为卵巢卵泡膜细胞瘤的病例 25例，对其 MRI平扫及动态增强表现进行回顾分析，观察肿瘤

形态、大小、边缘、周围组织器官的 MRI平扫及增强扫描信号特征。结果 25 例均为单侧单

发，19例为实性，6例为囊实性；实性肿瘤 MRI平扫 T1WI 均呈稍低信号或等信号，T2WI呈等

低信号（囊变区为高信号），T2WI抑脂序列等低信号内夹带絮状、斑片状高信号，增强扫描

实性肿块呈轻-中度强化，囊变区不强化。结论 结合临床与实验室检查，综合分析卵泡膜细胞

瘤 MRI表现，对术前正确诊断有很高价值。  

 

 

PU-1380 

感兴趣区选择方法对宫颈癌磁共振弥散加权成像参数的影响 

 
潘晗,陈长春,刘玉林,张照喜,郭小芳 

湖北省肿瘤医院 430079 

 

目的：评价宫颈癌磁共振弥散加权成像（DWI）中相同观察者应用不同勾选感兴趣区（ROI）方

法的测得表观扩散系数（ADC）的可重复性研究。 

方法：15宫颈癌经 1.5T磁共振行 DWI扫描，轴位，TR/TE 4500/93，FOV 400×400， 

4mm/1mm，b值 0/800。由两名具有多年影像诊断经验的放射医生共同确定宫颈癌病灶范围。采

用 4种 ROI选取方法获得肿瘤 ADC值： 10点法，在肿瘤病灶范围内随机选取 10处圆形 ROI， 

面积 15～25mm
2
。容积法，在各层面依次沿病灶内缘手动勾选感兴趣区；最大层面法，勾选病

变的最大横截面。3点法，在肿瘤最大截面及邻近层面，随机选取 3处 15～50mm
2
面积的圆形

ROI。以均排除肿瘤内坏死及空腔，按面积计算加权 ADC 平均值。同一医生 10～15天后同样方

法再次测量 ADC。用方差分析比较各方法取得 ADC值有无差异。可重复性评价采用 Bland 

Altman法，计算两次测量中不同 ROI选取方法所得 ADC值的变异系数（CV）、组内相关系数

（ICC）及其 95%变化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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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81 

One-stop Free-breathing CTPA (CT perfusion and 

angiography) Scanning for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Hepatic Vascularized Nodules 

 
qingguo wang,Wang Han,Xu Yan Hong,Xie Xue Qian,Meng Jie 

Shanghai General Hospital 200000 

 

PURPOSE 

To assess the value of one-stop Free-breathing CTPA technique in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Hepatic vascularized nodules by using a 256-row CT scanner. 

METHOD AND MATERIALS 

One-stop free-breathing CTPA was performed on 20 patients ｛4 hepatic focal 

nodular hyperplasia (FNH) nodules, 5 hepatic cavernous hemangiomas (HCH) and 11 

hepatic cellular carcinomas (HCC) ｝ by using a 256-row CT scanner (Revolution CT, 

GE healthcare). CT perfusion and CTA was obtained in one scanning frame by singly 

injection of contrast medium. All original images were registered by using a non-

rigid registration software. All registered perfusion images were processed by 

using CT perfusion software (AW 4.7, GE Heathcare). The effective radiation dose 

was calculated. The perfusion parameters (Blood Flow:BF, Blood Volume:BV, Hepatic 

Aterial fraction:HAF, Hepatic Arterial Blood Flow: HABF and Hepatic Portal Vein 

Blood Flow:HPBF)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se three groups. 

RESULTS 

The effective perfusion curves and angiography images can be obtained in one 

scanning frame by using one-stop free-breathing CTPA with a safe effective 

radiation dose (14.32±2.87mSv). The perfusion parameter values of these three 

groups were different from each other (All P values＜0.05). The mean BF and BV of 

whole lesion was sequentially deceased in FNH, HCC and HCH. The mean HAF and HABF 

of whole lesion were sequentially deceased in FNH, HCH and HCC. HPBF of whole 

lesion was sequentially deceased in HCC, FNH, and HCH. The different types of 

nutrient vessels could be demonstrated on CTA images. 

CONCLUSION 

One-stop free-breathing CTPA is a safe and valuable method for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hepatic vascularized nodules. 

   

 

 

PU-1382 

ROI 对宫颈癌 IVIM 参数测量的影响 

 
潘晗,陈长春,刘玉林 

湖北省肿瘤医院 430079 

 

目的 研究感兴趣区选取方法对宫颈癌体素内不相干运动( intravoxel incoherent motion，

IVIM)参数值测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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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15例宫颈癌患者在 GE1.5TMR 行 IVIM检查， 10 个 b 值( 0～1000s/mm2)，利用双指数

模型测定肝脏的 IVIM DWI 的参数，包括灌注分数(f)，真性弥散系数（slowADC），假性弥散

系数（FastADC）。采用 4种 ROI选取方法：10点法,在肿瘤病灶范围内随机选取 10处.容积

法,在各层面依次沿病灶内缘手动勾选感兴趣区；最大层面法,勾选病变的最大横截面.3点法,

在肿瘤最大截面及邻近层面,随机选取 3处.同一医师间隔 10～15天测量用于评估 IVIM 参数

值的可重复性。 

结果 f值： 四种方法测量的 CV(%)分别为 8.06,10.743,12.547,29.685;组内相关系数(ICC)

和 95%CI分别为

0.974(0.921,0.991),0.897(0.694,0.966),0.881(0.645,0.96),0.68(0.047,0.893). 

slowADC： CV(%)分别为 11.873,7.297,12.143,18.540;ICC 和 95%CI分别为

0.941(0.824,0.98),0.967(0.903,0.989),0.907(0.722,0.969),0.882(0.649,0.96). 

FastADC： CV(%)分别为 29.6135,13.797,19.956,47.458;ICC和 95CI分别为

0.781(0.348,0.926),0.916(0.749,0.972),0.879(0.639,0.959),0.635(-0.086,0.878). 

结论 宫颈癌使用容积法测量 IVIM参数可重复性好。不推荐使用 3点法测量 IVIM各参数值，

不推荐使用 10点法和最大层面法测量 FastADC值。  

 

 
PU-1383 

不同类型浸润性肾盂癌：MDCT 动态增强表现及误诊分析 

 
姚婧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200065 

 

目的：分析浸润性肾盂癌的 CT增强表现，旨在提高诊断正确率。方法：回顾性分析经病理证

实的 20例浸润性肾盂癌的 CT影像表现特点，术前均行多排螺旋 CT及 CTU扫描。根据影像学

图像上肾盂内肿块形态及肾实质浸润程度将本组病例分为 I型：肿块浸润型，肾盂内明显肿

块，病变隆起高度（H）≥横径（L），肾窦脂肪受侵，伴或不伴肾实质浸润；II型：浅表浸

润型，肾盂内扁平型肿块，病变隆起高度（H）＜横径（L），肾窦脂肪消失，肾实质受侵，扁

平的肾盂肿块、增厚肾盂壁及肾实质融合；III型：深部浸润型，向肾盂外浸润生长，肾盂内

无明显肿块，增厚的肾盂壁、肿块及肾实质融合，常伴肿大淋巴结、邻近血管及输尿管受侵。

结果：20例中，16例术前诊断为肾盂癌，2例误诊为肾癌，1例误诊为急性肾盂肾炎，还有 1

例误诊为集合管癌，经病理诊断全部为浸润性肾盂癌。I型 4例，II型 4例，III型 12 例。

结论：浸润性肾盂癌不仅仅是肾盂内肿块伴肾窦脂肪和肾实质浸润，部分肿瘤、肾盂、肾实质

融合，部分肿瘤肾盂外浸润明显而肾盂壁增厚相对不显著。认识浸润性肾盂癌不同表现有助于

提高诊断准确性。 

   

 

 
PU-1384 

胰腺实性假乳头状瘤的 CT 影像学诊断 

 
陈婧

1
,周正荣

2
 

1.上海交通大学附属胸科医院 

2.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目的：探讨胰腺实性假乳头状瘤（solid pseudopapapillary tumor,SPT）的螺旋 CT影像学表

现，以提高诊断能力。方法：回顾性分析 5例经病理证实的胰腺实性假乳头状瘤的术前 CT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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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分析肿瘤的部位、大小、形态、密度及增强方式。5例均行 CT平扫加增强。患者 1名男

性，4名女性，年龄在 23岁到 55岁之间，平均年龄为 38岁。结果：5例 SPT中 2例病灶位于

胰尾，3例位于胰头，其中 1例伴胰管扩张。肿块边界清晰，似有包膜，直径为 4~8cm。1例

可见边缘环形钙化，2例见少量点状钙化。3例以实性成分为主，1例囊实性结构比例近似，1

例囊性成分为主，增强后动脉期 4例实性成分均轻度强化，1例未行动脉期扫描，静脉期 4例

实性成分较动脉期强化明显，1例未行动脉期扫描无法比较，5例病灶囊性成分均始终不强

化。结论：胰腺实性假乳头状瘤女性多见，其 CT图像表现具有一定的特征，即胰腺囊实性肿

块，边界清晰，实性部分为渐进性强化，部分病例伴钙化，这些特征有助于提高病变的诊断

率。    

 

 
PU-1385 

CT 联合 CA125 及 HE4 对卵巢癌的诊断价值 

 
高淳

1,2
,文智

2
 

1.上海交通大学附属胸科医院 

2.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目的：评价螺旋 CT联合血清糖链抗原 125（carbohydrate antigen 125,CA125）和人附睾蛋

白 4（human epididymis protein 4，HE4）对卵巢癌的诊断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新疆肿

瘤医院 2012年 3月至 2013 年 12月期间收住的卵巢疾病 212例，且术前均经过 CT、CA125 及

HE4检查，经病理证实卵巢癌 108例，卵巢良性疾病 104例。对良恶性卵巢疾病的 CT、CA125

及 HE4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并以病理为金标准计算 CT、CA125、HE4、CT+CA125、

CT+HE4、CT+CA125+HE4对卵巢癌诊断的敏感度、特异度、粗符合率、诊断指数与约登指数。

结果：卵巢癌与卵巢良性疾病在病变的大小上没有统计学差异。对卵巢癌的诊断，CT、

CA125、HE4、CT+CA125、CT+HE4、CT+CA125+HE4敏感度分别为 83.3%、86.1%、72.2%、

88.9%、90.7%、95.3%，粗符合率分别约 82.5%、78.3%、81.6%、83.0%、83.5%、85.4%，诊断

指数分别约 165.0%、156.3%、163.5%、165.8%、166.6%、170.3%,约登指数分别约 65.0%、

56.3%、63.5%、65.8%、66.6%、70.3%。结论：CT对卵巢癌的诊断具有重要价值，病变的大小

不能作为诊断卵巢良恶性疾病的依据。CT与 CA125和 HE4联合诊断提高了卵巢癌诊断的敏感

度、粗符合率、诊断指数与约登指数，对临床诊治具有较高的指导意义。 

   

 

 
PU-1386 

非脏器源性急腹症的多层螺旋 CT 诊断应用价值 

 
梁萍 

广西北海市人民医院 536100 

 

[摘要] 目的 探讨非脏器源性急腹症的多层螺旋 CT表现及应用价值。方法 回顾分析 36例经

影像及临床证实的非脏器源性急腹症 MSCT平扫、增强及多种后处理技术成像表现。结果 1、

动脉瘤破裂并假性动脉瘤 6例，发生在腹主动脉 4例、腹腔干、左髂总动脉各 1例；CT 平扫

表现为紧贴主动脉壁的软组织肿块影，增强后对比剂自主动脉腔溢出壁外进入动脉瘤外的血肿

包块； 2、腹主动脉夹层 8例，CT增强 7例见真假“双腔”，1例见腔内新月形无强化的稍高

密度影，提示壁内血肿；3、血管栓塞 16例，包括肠系膜上动、静脉栓塞 6例、肾动脉栓塞 3

例，脾动脉栓塞 2例，门静脉血栓形成 5例，CT平扫 2例表现为相应动脉或静脉内稍高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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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3例为等密度，增强扫描均呈血管腔内充盈缺损；4、肠系膜扭转 3例，CT增强扫描示肠

系膜及其血管呈“旋涡征”改变；5、肠系膜脂膜炎 2例，肠系膜密度增高呈雾状，周边见

“假包膜征”，病变中可见“脂环征” 及多发小结节；6、原发性化脓性腹膜炎 2例，表现为

腹腔积液、积气，网膜系膜密度增高、水肿，腹膜多发脓腔形成。结论 1、MSCT增强及 CTA

重建可以明确诊断非脏器源性急腹症及其继发改变。 

   

 

 

PU-1387 

多层螺旋 CT 增强扫描在肾癌诊断中的价值 

 
尹克杰,许尚文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 350025 

 

目的：探讨多层螺旋 cT增强扫描及后处理技术在肾癌术前诊断、显示肿瘤血供及周围关系等

方面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回顾性分析 2012年 5月-2017年 5月我院 40例经手术病理证实为肾癌的 CT平扫及多

期增强扫描的影像资料，并与临床病理对照，对肿瘤的形态、大小、范围进行分析，并按照最

大密度投影、多平面重组和容积再现进行后处理，观察肿瘤的供血动脉及周围浸润情况，病患

者的临床及螺旋 CT检查资料， 通过观察其影像学特征，并与病理诊断结果进行对照分析。 

结果：CT扫描显示 38例病灶突出肾轮廓外，2例局限于肾轮廓内。平扫密度较为复杂，部分

出血表现为高密度影，部分伴随囊变、出血，部分可有钙化，CT平扫表现为肾实质占位病

变，瘤体与肾实质分界不清。动脉期均有不同程度中度强化和明显强化，15例动脉期增强后

可见清晰边界，16例可见假包膜，9例可见“短刺”征： 肾实质期扫描，强化程度明显减

弱， 静脉期强化程度进步一减弱肿瘤的形态主要为圆形或类圆形、不规则形，绝大部分呈

“快进快出”特征性强化。 

结论：多层螺旋 CT增强扫描及 CT后处理技术在肾癌中的诊断价值较高，其影像具有一定的特

征性，可提高对肾癌的诊断准确性，对肿瘤的供血情况、瘤体的浸润程度可以作出分析、评

估，为临床合理选择手术方式、降低手术风险及评估预后具有重要价值。  

 

 

PU-1388 

肾脏 IVIM-DWI 在慢性肾脏病肾功能评估中的应用初步研究 

 
刘永久

1
,查云飞

2
 

1.荆门市第一人民医院 

2.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放射科 

 

[摘要] 目的：探讨肾脏皮质体素内不相干运动磁共振扩散加权成像（IVIM-DWI）在慢性肾脏

病肾脏功能评估中的应用价值。材料与方法：共 85例临床诊断为慢性肾脏病的患者纳入本研

究，所有患者均在 3.0T 磁共振成像仪行肾脏斜冠状位 IVIM-DWI（10个 b值）检查。按照简

化的肾脏病膳食改善（MDRD）公式来计算估算的肾小球滤过率（eGFR），根据所得 eGFR，参

照慢性肾脏疾病分期将患者分为 3组：即 eGFR <30 ml/min/1.73m
2
（第 1组）、30≤eGFR<60 

ml/min/1.73m
2
（第 2组）、eGFR ≥60 ml/min/1.73m

2
（第 3组）；分别测量计算各组肾脏皮

质表观扩散系数（ADC），单纯水分子扩散系数（Dslow），微循环灌注系数（Dfast）、灌注分数

（PF）。比较 3组各参数的差异，并分析与 eGFR的相关性。结果：慢性肾脏病患者肾皮质

ADC、Dslow、Dfas数据满足正态分布；ADC、Dslow、Dfast、PF 不同组间指标值均存在显著差异（1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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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组<3组，P<0.05）；ADC、Dslow、Dfast、PF均与 eGFR存在线性相关性（r 皮=0.620、0.628、

0.575、0.619,  P<0.05）；结论：IVIM-DWI作为无创性的检查技术，用于肾脏皮质微观结构

观察和功能的测量，其参数值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肾脏肾小球滤过功能。  

 

 
PU-1389 

T2 液体衰减翻转恢复成像对比剂增强诊断脾血管瘤 1 例 

 
许欢,张晓欢,王昆,樊文萍,王雪,云捷,陈志晔 

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分院 572013 

 

目的：报告 T2液体衰减翻转恢复成像对比剂增强诊断脾血管瘤 1例。方法：磁共振成像采用

GE SIGNA HDxT 3.0T磁共振扫描仪进行扫描，采集线圈采用 8通道体线圈，分别行常规 T1WI

增强磁共振扫描及 T2-FLAIR 增强磁共振扫描。结果：MRI表现：脾脏形态不规则，内见多发

大小不等结节及肿块影，呈长 T1长 T2信号，边界清晰，内信号欠均匀， T1WI增强扫描动脉

期、门脉期及静脉期（注射对比剂后 9s-45s）病灶未见明显强化，延迟期（注射对比剂后

5min）病灶呈填充式强化，于注射对比剂后 259min扫描病灶强化完全。T2 FLAIR预扫描病灶

呈稍高信号，增强 T2-FLAIR 扫描（注射对比剂后 1min、4.5min及 8min）可见病灶呈明显强

化，于注射对比剂后 11.5min 及 15min扫描，病灶强化程度逐渐减低。结论：脾血管瘤在常规

T1WI增强扫描呈不典型强化表现时，T2-FLAIR增强成像可作为其辅助诊断序列，且能早期显

像，从而缩短扫描时间。  

 

 
PU-1390 

双源 CT 对腹膜后良性肿瘤的诊断价值 

 
程留慧,王道清,张保朋,周舟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00 

 

【摘要】目的：评价双源 CT对腹膜后良性肿瘤的诊断价值。 

方法：回顾性分析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40例腹膜后肿瘤的双源 CT表现，从肿瘤发生部位、大

小、密度、血供及与周围组织关系等方面分析其影像学特征，所有患者行 CT平扫及增强检

查，对原始图像进行薄层重建利用 3D软件进行多方位重建进行观察肿瘤的 CT特征。 

结果：嗜铬细胞瘤 9例，神经源性肿瘤 15例（神经鞘瘤 7例，神经纤维瘤 8例），间叶组织

来源的肿瘤 7例，胚胎残余组织来源的肿瘤 3例，其它类型肿瘤 6例，CT定性正确诊断率为

75%（30例/40例），其中嗜铬细胞瘤 7例，神经源性肿瘤 13例，间叶组织来源的肿瘤 5例，

胚胎残余组织来源的肿瘤 1例，其它类型肿瘤 4例，定位正确率 90%（36例/40例）。 

结论：双源 CT通过对 3D软件对腹膜后良性肿瘤的定位诊断、定性诊断具有较高的临床价值，

帮助临床医生制定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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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91 

肠系膜韧带样纤维瘤 13 例影像表现特点 

 
谢君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 646000 

 

目的：了解肠系膜纤维瘤的影像表现特点。 

方法：通过收集本院 13例肠系膜韧带样纤维瘤的影像表现及临床背景。 

结果：13例韧带样型纤维瘤病病灶中，位于于腹部外 3例，其中颈部 1例，四肢 1例，肩部 1

例；腹壁型 3例，都位于腹壁肌肉；腹内型 7例，分别位于肠系膜和腹膜后。肿瘤直径 3.7-

21.8cm，<5cm3例，5~10cm7 例，> 10cm3例，平均 7.2cm。肿瘤浸润性生长 2例，其形态不

规则，境界不清楚；膨胀性生长 11例，其形态呈圆形或类圆形，瘤体大粥分境界清楚，部分

境界模糊不清。肿瘤密度或信号相对均匀 6例，不均匀 7例.CT表现，病变密度与肌肉相仿，

CT值 20.6-27.3Ha，密度较均匀，形态不规则，境界欠清楚.CT增强肿瘤 CT值 29.4~70.1Hu。

5例肠系膜来源病灶内可见强化血管影。 

结论：影像学表现瘤体大小差异很大，直径 3.7-21.8cm。多数肿瘤形态不规则，边缘可见分

叶或结节状突起。病灶密度均匀或不均匀，但坏死少见。肿瘤主要有两种生长方式，一种为浸

润性生长，肿瘤形态很不规则，无假包膜，境界不清；一种表现为膨胀性生长，病灶常呈圆形

或椭圆形，部分边缘可见假包膜，境界部分清楚，部分模糊。位于腹病内的肿瘤，体积一般较

大，可包绕正常血管。位于腹壁肿瘤多直接侵犯肌肉，表现为病灶边缘肌肉增粗，呈羽毛状。

位于四肢或颈部肿瘤，可直接侵犯肌肉或位于肌间隙，很少累及骨骼。肿瘤毛糙、模糊的边缘

类似恶性度很高的软组织肉瘤或急性炎症。    

 

 

 
PU-1392 

肝脏炎性假瘤的 MRI 表现及临床病理对照 

 
赵大伟

1
,贾翠宇

1
,宋文艳

1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目的：探讨肝脏炎性假瘤的 MRI表现及临床病理对照。方法：对 18例病理证实（肝穿活检 15

例，手术切除 3例）的肝脏炎性假瘤的临床及影像表现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本组病例男

11例，女 7例，年龄 23 ~ 63 岁，平均年龄 48岁。既往发热 7例，腹痛 3例，白细胞增高 6

例，甲胎蛋白轻度增高 1例，癌胚抗原增高 1例。影像检查初诊为炎性假瘤 6例、恶性肿瘤 4

例、脓肿 5例，诊断不明确 3例。病变发生在肝右叶 11例，肝左叶 5例，多发 2例。18例中

出现胆道系统疾病 3例，包括胆道结石 2例、胆囊癌 1例。本组 18例患者行肝脏多期增强 CT

检查 8例，平扫为低密度 6例，等密度 2例，高密度 0例。增强动脉期出现强化 8例（8/8, 

100 %），强化方式包括境界模糊的环形强化 4例，结节状强化 4例；8例患者均表现门静脉

期及延迟期的延续强化，包括境界模糊的病变中央低密度的环状强化 6例，病灶与周围肝实质

等密度 2例。肝脏增强 MRI 检查 18例，平扫 T1WI低信号 17例（17/18, 94.4 %），等信号 1

例；T2WI高信号 17例（17/18, 94.4 %），等信号 1例。增强后动脉期强化 13例（13/18, 

72.2 %），包括环形强化 10例，结节状强化 3例，门静脉期及平衡期表现连续性强化 17例，

15例病变中央表现低信号。DWI（b值 = 800）出现高信号 15例（15/18, 83.3 %），等信号

3例（3/18, 16.7 %）。8例进行了肝胆期扫描（Gd-BOPTA），表现低信号 7例（7/8, 87.5 

%），低信号范围较动态增强缩小 6例；等信号 1例（1/8 12.5 %）。本组病理组织学显示病

变内较多的纤维成分、炎细胞浸润，增生的纤维母细胞及肉芽组织形成。结论：肝脏炎性假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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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少见的肝脏良性病变，最典型的 MRI表现为动态增强的延续强化和肝胆期的病变范围缩小。

准确诊断应该结合患者的临床病史，实验室检查结果和影像表现，以避免误诊及不必要的手

术。  

 

 
PU-1393 

肾实质浸润型尿路上皮癌的能谱 CT 及 ADC 值的诊断价值 

 
刘宏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730030 

 

目的：研究肾实质浸润型尿路上皮癌的能谱 CT及 ADC值的诊断意义。 

材料与方法：搜集既行能谱 CT动态增强扫描又行 MRI扫描的 8例肾实质浸润型尿路上皮癌患

者，测量皮质期及皮髓质期肿瘤实性部分的能谱曲线斜率、碘浓度定量参数；在 MRI设备测量

病灶内同一感兴趣区的 ADC 值，分析病变能谱 CT动态增强及 ADC值的表现。 

结果：8例肾实质浸润型尿路上皮癌均为单侧病变，其中 1例肾轮廓肿大，其余肾脏轮廓基本

正常，但肾窦脂肪间隙均消失，均表现为肾盂及肾实质内软组织肿块，边界模糊，密度欠均

匀，其中 5例有液化坏死，8例病灶增强扫描均呈轻中度渐进性强化。皮质期能谱曲线斜率约

为 4.03±1.11；实质期能谱曲线斜率约 6.74±0.46；皮质期碘浓度约为 0.58；实质期碘浓度

约 0.76。 ADC值平均为 1.101×103 mm2/ s。 

结论：能谱 CT动态增强扫描结合 ADC值的测量对肾实质浸润型尿路上皮癌的诊断有重要意

义。 

   

 

 
PU-1394 

小型猪肝硬化模型不同病理阶段肝脏 CT 值 

变化与病理对照研究 

 
黎宁钦,廖锦元,黄仲奎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530021 

 

摘要】目的 探讨小型猪肝硬化模型制备过程中不同病理阶段肝脏 CT值变化的病理学基础。

方法 同种系巴马小型猪 50头（实验组 40头，对照组 10头），雌雄不限，4月龄，体重 15-

20kg。实验组予四氯化碳复合因素造模法喂养，正常组予饲料及清水喂养。于造模的 0、4、

8、12、16、20、24周末行肝组织活检，同时测量肝脏 CT 值；统计学分析肝硬化制模过程中

不同病理阶段肝实质 CT值的差异。结果 24周末，正常对照组获得数据 S0期 70例次；实验组

获得数据 S0期 47例次，轻度肝纤维化（S1+S2期）82例次，重度肝纤维化（S3+S4期）62例

次，肝硬化共 39例次。正常组、轻度肝纤维化组、重度肝纤维化组及肝硬化组肝实质密度分

别为（63.43±5.34，59.52±4.99，55.11±4.57，53.33±5.44）HU，从正常组到肝硬化组，

肝实质平均 CT值呈逐渐下降的趋势，组间有统计学差异（P＜0.01）。各实验组的肝脏 CT值

比值均小于正常组，以肝硬化组最低（P＜0.01）。结论 四氯化碳复合因素造模法可以成功

制备出小型猪肝硬化模型，而肝实质 CT值的测量能较为准确的反应肝硬化形成不同阶段的病

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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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95 

3.0TMRI 高分辨率成像对直肠癌术前局部浸润的影像学评价 

 
王铮 

广西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530021 

 

【摘要】 目的：探讨 3.0T MR高分辨率成像在直肠癌术前局部浸润的评估价值。方法：回顾

性分析经手术病理证实的直肠癌患者资料 168例，术前均行 MRI常规盆腔、直肠高分辨 MRI检

查。评价 MRI高分辨成像术前 T分期的准确性；探讨 T3期直肠癌局部浸润特征性影像学表

现。结果：直肠癌累及肠周径程度与病理 T分期呈中等正相关(rs=0.530, P=0.003)。MRI直

肠癌 T分期与病理 T分期比较，总体诊断准确度为 84.52%，各分期 MRI征象与病理 T分期有

较强的相关性（rs=0.837，P=0.001）。MRI诊断 T3期直肠癌中，各单一征象以肿瘤结节样外

凸特异性最高（91.1%），肌层信号中断灵敏度最好（89.7%）。而各叠加征象中则以肠壁索条

影+肌层信号中断特异性最高（89.3%），灵敏度最好（78.0%）。结论：3.0T MR能较好显示

直肠癌局部浸润表现，对术前 T分期有一定的临床应用价值。 

   

 

 
PU-1396 

胃癌 MRI 非形态学表征与 Her-2 表达的相关性研究 

 
王铮 

广西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530021 

 

【摘要】 目的：分析胃癌 MRI非形态学表征（血流动力学、功能学）与 Her-2表达水平相关

性。材料与方法：回顾性分析 47例经手术病理证实的胃癌患者资料，术前行常规 MR 、胃 DWI

及增强扫描，分别记录病灶时间-信号强度曲线、早期强化率，测量 ADC值，应用 t检验、c2

检验及非参数 Spearman秩相关与 Her-2表达水平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胃癌时间-信号强度曲

线、早期强化率与 Her-2表达无明确相关。ADC值与 Her-2表达程度呈负相关（r=-0531，

P=0.001＜0.05）。非参数多个样本 Kruaskal-Wallis检验法分析显示：Her-2表达程度不同

组间病灶 ADC值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F=7.532，P=0.001＜0.05）。应用 ROC曲线分析显

示，判断 Her-2表达的最佳 ADC值诊断界值 1.087×10
-3
 mm

2
/ s。结论：胃癌血流动力学指标

尚不足以反映 Her-2表达程度，而 ADC值与 Her-2表达程度呈负相关，ADC值能在一定程度上

间接评价肿瘤增殖及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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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97 

表观扩散系数直方图预测局部晚期直肠癌患者 

新辅助化疗疗效的价值 

 
王铮 

广西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530021 

 

 

【摘要】目的 探讨 MRIADC 直方图预测局部晚期直肠癌患者新辅助放化疗疗效。方法搜集经术

后病理证实为直肠癌且未治疗的患者 45例，治疗前均行盆腔常规 MRI、DWI及动态增强检查，

治疗结束后择期行 TME手术。以术后病理将患者分为完全缓解组（pcR组,24例）和非完全缓

解组（非 pcR组，21例）。运用处理软件生成 ADC值直方图，分析 2组患者直方图并记录 ADC

值各数值，再分别运用 t检验和 Mann-Whitney 检验比较各组参数值。绘制 ROC分析 ADC 直方

图各参数区分 pcR组和非 pcR组的诊断效能。结果 pcR组 ADC值直方图呈正偏度，非 pcR组

ADC值直方图呈负偏度；pcR 组 ADC值平均数、最小值分别为（0.955±0.135）×10⁃3mm
2
/s、

（0.535±0.115）×10⁃3mm
2
/s，偏度系数和峰度系数分别为 0.85±0.61、2.93±0.17；非 pcR

组患者 ADC值平均数、最小值分别为（1.103±0.233）×10⁃3mm
2
/s、（0.650±0.104）

×10⁃3mm
2
/s，偏度系数和峰度系数分别为－0.42±0.17、3.11±0.25，上述参数组间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均＜0.05）。2组间 ADC值众数、最大值和中位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均＞

0.05）。两组间的峰度系数重叠过多，未能获得最佳临界值。以 ADC值平均数为

0.956×10⁃3mm
2
/s为阈值的 ROC曲线下面积为 0.678，其预测的敏感度为 73.7%，特异度为

62.5%；以最小值 0.580×10⁃3mm
2
/s为阈值 ROC曲线下面积为 0.770，对预测的敏感度为

78.9%，特异度为 68.8%；以偏度系数 0.890为阈值绘制 ROC曲线下面积为 0.730，预测的敏感

度为 63.2%，特异度为 75.0%。结论 ADC直方图预测局部晚期直肠癌患者新辅助放化疗疗效

中，ADC最小值的敏感度最高，偏度系数的特异度最高。 

 

 

 

PU-1398 

新一代基于模型的迭代重建算法对上腹部 CT 图像质量的评估 

 
樊丽华,贺太平,于勇,于楠,贾永军,魏伟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712000 

 

目的: 比较自适应统计迭代重建技术（ASiR）、新一代基于模型迭代重建算法(MBIR)对常规剂

量上腹部 CT图像质量的影响。 

方法： 回顾性选取 17例患者上腹部 CT增强延迟 180秒图像，分别采用 40%ASiR、MBIRRP20、

MBIRSTND和 MBIRNR40重建技术对原始数据进行 0.625mm重建，主客观评价各重建算法的图像质

量。客观方面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肝脏、脾脏、胰腺及背部肌肉的 CT值、噪声值（SD）

及对比噪声比（CNR）。主观评价由两名有经验的影像医师达成一致采用 5级评分法（1至 5

分）对图像噪声及细小结构显示情况进行评分，并且采用 Kruskal -Wallis检验主观评分差异

性。 

结果: 40%ASiR、MBIRRP20、MBIRSTND和 MBIRNR40图像的肝脏的客观噪声值分别为 17.94±2.04、

18.94±1.95、11.98±1.20、7.59±1.48；40%ASiR与 MBIRRP20比较，肝脏、脾脏及胰腺的噪

声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与 40%ASiR相比，MBIRRP20、MBIRSTND和 MBIRNR40图像的肝脏

客观噪声值分别降低了-0.75%、39.45% 、61.37%。MBIRNR40图像的肝脏的 CNR为 3.9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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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于 40%ASiR(1.49±0.72)、MBIRRP20（1.62±0.35）、MBIRSTND重建（2.60±0.58）

（P<0.05）； MBIRRP20、MBIRSTND和 MBIRNR40图像的 CNR较 40%ASiR分别增加了 18.51%、

91.28%、138.07%。MBIRNR40重建算法可以使图像噪声降到最低，但是它对血管等细小结构的显

示却略次于 MBIRSTND。 

结论：MBIR重建算法提高了上腹部 CT图像质量， MBIRNR40重建算法在降低噪声方面能力最

强，MBIRSTND对血管等细小结构的显示最好。 

  

 

 
PU-1399 

DCE-MRI 定量参数在良恶性前列腺增生鉴别诊断中的价值及与

Gleason's 评分的相关性评价 

 
周红梅,徐向阳,李玉敏,成盼盼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梨园医院 430077 

 

目的：探讨动态增强磁共振成像（DCE-MRI）定量参数在前列腺癌和前列腺增生鉴别诊断中的

价值；分析定量参数与前列腺癌病理 Gleason's 评分的相关性，评估各参数在前列腺癌诊断

中的敏感性。方法：156例经活检和病理确诊前列腺增生和前列腺癌患者行 DCE-MRI 检查，其

中前列腺癌 61例，前列腺增生 95例。定量参数包括微血管转运常数（Ktrans）、反流速率常

数（Kep）、血管外细胞外容积分数（Ve）、血浆容积分数（Vp）等均值、标准差及百分位数

并方差分析；同时分析前列腺癌中 DCE-MRI 定量参数与病理 Gleason's 评分相关性。结果：

与前列腺增生组比较，前列腺癌组 Ktrans 值、Ve值及 Vp值的平均值、标准差、50%位数、

75%位数、90%位数均明显较高（P＜0.01）；前列腺癌组 Kep值 10%位数显著降低

（P=0.0402），且 Kep 值 10%位数在两组鉴别诊断中准确性较高（AUC=0.782，P=0.016）；若

以 Kep 值 10%位数＜0.01 作为前列腺癌诊断标准，其敏感度为 66.7%，特异性为 72.7%。直线

相关与回归分析发现：前列腺癌组 DCE-MRI 定量参数中：Ktrans 均值（Mean）、75%位数、

90%位数及 Ve均值、标准差、50%位数及 75%位数与 Gleason's 评分（本研究中，前列腺癌组

评分均为 6、7 或 8 分）呈线性相关（其 r 值分别 0.8357、0.8151、0.8224、0.8690、

0.8333、0.8930、0.8167），其最大相关系数是 Ve 50%位数，为 0.8930。结论：DCE-MRI 无

创性定量反应前列腺组织微血管分布和灌注信息；其中多项定量参数能用于鉴别前列腺增生和

前列腺癌组织，Kep 值 10%位数特异性和敏感性较高；且多项参数与 Gleason's 评分线性相

关，能反映病变分级信息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3334 

 

PU-1400 

腹膜后恶性血管周上皮样肿瘤一例 one case：

Retroperitoneal Perivascular Epithelioid Cell 

Neoplasm 

 
刘念军,刘茂森 徐凯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730000 

 

【摘要】 目的 探讨恶性血管周上皮样细胞瘤的 CT影像学表现及病理。 方法 对一例腹膜后

恶性血管周上皮样细胞瘤的临床病理、免疫表型及 CT影像学表现进行观察，并结合文献进行

分析。 结果 患者因双下肢水肿，行 CT扫描发现左侧腹膜后包块，术中见降结肠后方最大直

接约 15cm的不规则包块，边界不清，与周围组织粘连。镜下见瘤组织大部分出血坏死，内可

见异型细胞弥漫排列，局部见瘤细胞围绕血管排列。免疫组化：CD31(0)，CD34(0)，Facter 

VIII(1+)，ckp(0)，S-100(0)，GFAP(0)，HMB45(2+)，CD68(2+)，vimentin(1+)，

KI67(20%)，myoglobin(0)，Desmin(0)。 结论 腹膜后恶性血管周上皮样细胞瘤的 CT 表现具

有自身的特性，需要不断总结经验，以提高术前诊断率，做出更好的术前评估，更好的为患者

服务。 

 

 

 

PU-1401 

腹盆部孤立性纤维瘤的 CT 表现及临床病理特征 

 
韩佳悦,沙琳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16000 

 

目的：分析腹盆部孤立性纤维瘤(solitary fibrous tumors ,SFTs)的 CT征象以及临床病理特

征，提高对本病认识及诊断水平。方法：复习近年来国内外文献，回顾性分析本院经病理证实

的 11例腹盆部 SFT的病例资料，就其临床、病理及影像诊断进行分析及总结。结果：11例中

发生在腹膜后 7例，盆腔、肾脏各 2例；11例共 13个病灶，表现为圆形或分叶形肿块，最大

径约 2.5-24.8cm，12个病灶边缘清晰，1个病灶边缘不清晰；8例 10个病灶 CT平扫可见囊变

或坏死，1个伴钙化，增强扫描 9个病灶表现为动脉期中等或明显强化伴延迟强化，4个病灶

表现为动脉期轻度强化伴延迟强化；6个病灶增强后显示病灶周围及内部血管影。免疫组化：

bcl-2+（12/12），Vimentin+(9/12)，CD34+(11/12)，CD117、SMA、CK、S-100均为阴性。结

论：腹盆部 SFT的影像学表现有一定多样性，前瞻性诊断不易。若发现孤立性肿块，边界较

清，增强扫描呈持续或延迟强化且见到迂曲血管影时，应考虑到该肿瘤可能，确诊需要依靠免

疫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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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02 

增强 CT 三期扫描和 DSA 对原发性肝癌血供的评价 

 
刘姝兰,斯光晏,张向琼,杨彬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 646000 

 

目的：对比分析肝脏肿块行增强 CT三期扫描与 DSA时的血供情况，以提高用增强 CT判断患者

病灶血供情况的水平。 方法：回顾性分析 35例原发性肝癌患者的增强 CT三期扫描及癌灶供

血动脉 DSA检查结果。 结果：35例患者中，CT提示病灶强化明显者 28例，DSA造影均提示

病灶血供丰富；5例患者 CT 提示无明显强化，DSA造影提示病灶血供丰富；2例患者 CT及 DSA

均提示提示病灶血供不丰富。 结论：肝癌供血动脉管径的大小、路径的长短、供血动脉的角

度、医源性动脉损伤均可影响增强 CT检查的血供评判结果。  

 

 

PU-1403 

小肠肠壁增厚的多层螺旋 CT 征象分析和诊断价值 

 
覃小燕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溪山医院/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二人民医院 541002 

 

目的 探讨小肠肠壁增厚的 MSCT征象在不同类型小肠疾病诊断中的价值。方法 搜集我院 2016

年 1月至 2017年 4月 MSCT 发现小肠壁增厚并经手术病理证实为小肠肿瘤、小肠梗阻、小肠炎

性疾病的患者共 22例，由两名有经验的放射科医师共同阅片，分析增厚肠壁的肠段、病变长

度、是否对称、强化方式以及肠周异常在不同类型疾病中的影像表现。 结果 肠壁增厚发生在

十二指肠 5例，空肠 3例，回肠 9例，弥漫性 5例。其中均匀强化和对称性的节段性肠壁增厚

多见于炎性或感染性疾病小肠梗阻，而不均匀强化和不对称性的局限性肠壁增厚多见于小肠腺

癌、间质瘤和转移瘤。节段性或弥漫性肠壁增厚除淋巴瘤外，主要见于良性病变，增厚肠壁分

层状强化多见于炎性或感染性疾病，强化减弱多见于肠缺血，均匀强化和不均匀强化多见于肿

瘤；增厚肠壁邻近淋巴结增大多见于小肠恶性肿瘤、Crohn 氏病和结核，邻近肠系膜血管异常

多见于小肠梗阻或炎性疾病。 结论 小肠肠壁增厚的长度、对称性、强化方式及肠周异常的不

同影像表现有助于小肠肿瘤、小肠梗阻、小肠炎性或缺血性疾病的诊断和鉴别诊断。 

   

 

 
PU-1404 

MR Imaging findings of Hepatic Follicular Dendritic 

Cell Sarcoma: Report of Three Cases and Literature 

Review 

 
Ji aihua,Lin Jiang,Lv Peng 

Zhongshan Hospital，Fudan University 200032 

 

Purpose To describe the MR findings in patients with hepatic follicular dendritic 

cell sarcoma dendritic (FDCS), and to discuss MR diagnostic value and limitations 

in hepatic FDCS and its differential diagn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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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 MR images and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of three hepatic FDCS were collected 

and analyzed retrospectively. We analyzed the locations, size, pre-contrast MR 

features and the enhanced pattern of the three lesions. Review the published 

literature related with hepatic FDCS and summary MR imaging features of this 

disease. 

Results The three lesions were solid-cystic (d=12 cm), solid with intratumoral 

necrosis (d=4 cm), solid, respectively (d=2cm). MR findings of the three different 

lesions of solid components included slightly high signal on T2WI, low signal on 

T1WI, prominent high signal on DWI and dark intensity on ADC. In artery phase, all 

of the three lesions presented distinct enhancement with intratumoral solid 

components. The smallest solid lesions presented persistent enhanced pattern and 

the other two lesions presented progressive enhanced pattern. 

Conclusion Hepatic FDCS is a very rare disease. The diagnosis relies on the 

results of pathological examination. However, preoperative MRI examination can 

provide important information. The diagnosis of hepatic FDCS should be considered 

with high signal DWI and dark intensity on ADC, solid components distinct 

enhanced.  

   

 

 

PU-1405 

利用富士 Synapse v3.0 软件模拟 

显示肝硬化患者食管胃底静脉 

 
盛静 

广西医科大学附属第五医院/柳州市人民医院 545001 

 

目的：肝硬化患者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程度不同，选择手术方案大不相同。本研究通过 64 排螺

旋 CT肝脏增强检查联合富士血管后处理软件的融合成像功能，探讨模拟立体直观显示食管胃

底静脉对临床医师为肝硬化患者选择合理、个性化手术方案有指导作用。 

材料及方法：5例确诊为肝硬化患者，行肝脏增强 CT检查，采用荷兰 Philips 64排螺旋 CT， 

扫描范围从肝顶到肝下缘。扫描结束后将薄层图像传至富士 Synapse v3.0后处理工作站，重

建门静脉立体模型，结构清晰，形像逼真，完整显示门静脉及其分支、走行同时，可筛查食管

胃底静脉是否曲张，根据曲张静脉位置、形态及直径，从 3D影像学的角度可对 EVB进行初步

分级，并与术后曲张静脉程度进行比较。 

结果：5例肝硬化患者，1例无曲张静脉，1例轻度食管静脉曲张，1例中度食管静脉曲张，2

例重度食管静脉曲张，经胃镜及手术证实，模拟食管胃底静脉位置、形态、直径显示与术中所

见基本一致，曲张静脉程度大致相同。 

讨论：初次确诊肝硬化的患者均应筛查是否存在食管胃底静脉曲张及其严重程度，从而确定合

理化诊疗方案，该研究能直观、无创、清楚显示食管胃底静脉位置、形态及直径，筛查是否存

在食管静脉曲张，并能从 3D影像学的角度对曲张的食管胃底静脉进行初步分级，对临床医师

选择个性化手术方案有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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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06 

MRI 化学位移成像和扩散加权成像评估肝细胞癌病理分级的价

值 

 
杨震,龚良庚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30006 

 

目的：探讨 MRI化学位移同反相位成像联合扩散加权成像评估肝细胞癌病理分级的价值。 

方法：回顾性收集本院经病理确诊为肝细胞癌（HCC）且术前 2内周有 MRI 检查的病例；排除

既往行肝脏射频、TACE、放化疗、或肝脏合并有其他肿瘤的病例。根据病理分化程度，分为低

分化、中分化、高分化 3组； 后处理 MRI化学位移同反相位成像（IOP）及 DWI图像，分析瘤

内实质成分脂质程度及 ADC 值。脂质程度采用信号丢失率（signal loss ratios ，SLR）表

示，SLR=（SIin—SIopposed ）/SIin  ，其中 SIin 、SIopposed分别为同、反相位图像上 ROI平均信号

强度。采用非参数 Kruskal–Wallis检验和 Mann-Whitney U 检验比较不同病理分级病变间

SLR值及 ADC值的差异；采用 ROC曲线评价病变 SLR值、ADC值及二者联合区分不同病理分级

的效能。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采用 SLR值鉴别高中、中低分化组的 ROC下面积分别为 0.951、0.681 ；以 0.0823 为

阈值鉴别高中分化组的敏感度、特异度分别为 91.67%、100%；以 0.1631为阈值鉴别中低分化

组的敏感度、特异度分别 100%、55.56%。采用平均 ADC 值鉴别高与中低（非高）分化组的Ｒ

OC下面积为 0.648，以 1.052× 10 
－ 3

mm2 /s 为阈值，鉴别高和中低分化组的敏感度为

60.26%，特异度为 70.25%。SLR值联合 ADC值鉴别高和中低分化组的 ROC下面积为 0.965，诊

断敏感度 92.53%、特异度 61.23%。 

结论：MRI化学位移同反相位成像联合扩散加权成像评估 HCC病理分化程度更精确。 

  

  

   

 

 

PU-1407 

肝脏炎性肌纤维母细胞瘤的影像学特征及文献回顾 

 
向海波,邹小琴,谭必勇,胡兴荣 

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心医院 445000 

 

【摘要】 

目的  总结肝脏炎性肌纤维母细胞瘤（hepatic inflammatory myofibroblastic tumor ，

HIMT）的影像学表现特征，与病理对照、分析，并复习文献，以提高对该病的认识和影像诊断

水平。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8年 10月至 2017年 6月我院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6例 HIMT 的影像学表

现，重点观察病灶的位置、大小、形态以及平扫密度、信号特征和动态增强后表现特点，并与

病理结果对照、分析。 

结果  6例病灶均为单发，其中位于肝右叶 4例，肝左叶 2例。病灶大小不一，形态多呈类圆

形或不规则团块状，5例边界欠清，1例边界尚清晰。CT 平扫病灶表现为低密度、稍低密度，

密度均匀 1例，密度不均匀 5例，其病灶中心可见更低密度区，MRI平扫表现为 T1WI病灶呈

低信号、稍低信号， T2WI 病灶为稍高信号，信号不均匀，外周见等或略高信号环，多期增强

扫描后，层状环形强化 4例，结节样强化伴中心坏死区无强化 1例，分隔状强化 1例，呈渐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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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强化，1例病灶伴肝内胆管扩张，未见明显血管侵犯和淋巴结肿大。病理特征为：病灶均由

大片增生的纤维结缔组织构成，主要由层列杂乱的纤维母细胞、肌纤维母细胞以及多量以浆细

胞、淋巴细胞为主的炎细胞混合组成，中性粒细胞少见，6例病灶均可见凝固性坏死，肝索结

构无明显异常。免疫组化：Vimentin(++～+++)6例，SMA(++)4 例；CD68(+)2例；CD34、CK均

为阴性。与文献报道基本一致。 

结论  肝脏炎性肌纤维母细胞瘤是一种少见的肿瘤，CT、MRI检查不仅能为其提供准确的解

剖定位，在定性诊断方面亦有一定的特征性，肝脏 IMT的影像学表现可为肿块病灶，病灶层状

强化和病灶外周环存在以及外周环的延迟强化有一定的特征，其动态增强扫描可充分反映该病

变的病理学特征。具有较特征性影像学表现时，应考虑到本病的可能，但最终确诊仍依赖于病

理和免疫组化检查。 

   

 

 
PU-1408 

腹膜后神经内分泌肿瘤影像诊断并文献复习 

 
吴博云 

宝鸡市中心医院 721008 

 

摘要：目的：提高对腹膜后神经内分泌肿瘤的 CT诊断认识水平。方法：分析经病理证实腹膜

后神经内分泌肿瘤两例并结合相关文献进行复习。结果：两例均表现为腹膜后肿块，内密度不

均匀，内可见囊变坏死，一例可见点状钙化，一例内部可见分隔，两例增强扫描囊壁及实性部

分明显不均匀强化，渐进性强化，术前检查前 B超、CT及 MRI及临床均未诊断出神经内分泌

肿瘤。结论：原发于腹膜后的神经内分泌肿瘤十分罕见，诊断较困难，但影像学表现具有一定

的特征性，提高对该病的影像学表现及认识，可有助于临床诊断及治疗  

 

 
PU-1409 

肝脏铁过载的 MRI 特征及其 IDEAL-IQ 序列定量评估的可行性 

 
吴瑶媛,董江宁 

安徽省肿瘤医院 230031 

 

目的：探讨继发性血色病导致肝脏铁过载的 MRI特征以及 IDEAL-IQ序列定量评估肝脏铁过载

的可行性。方法：回顾性分析经骨髓穿刺证实的 9例再生障碍性贫血，4例骨髓异常增值综合

征，2例急性单核细胞白血病，经反复输血治疗后的导致继发性血色病的患者 15例，中位年

龄 26岁，并且 15例均行血清铁蛋白实验室检查。行肝脏常规 MR平扫(T1WI、T2WI、T2WI FS、

DWI、In/Out Phase)，以及 IDEAL-IQ(iterative decomposition of water and fat with 

echo asymmetry and least square estimation-iron quantification)序列扫描，得到水

相，脂相，R*映像图，脂肪比图。在 T1WI、T2WI、DWI、In/Out Phase序列上观察铁过载的影

像特征，并在 IDEAL-IQ序列所得的 R*映像图上于肝实质上、中、下三个层面避开血管、胆

管，各勾画 3个圆形 ROI（面积约 50-60mm2），测量 R*值，取其平均值作为结果。采用

Spearman相关性分析，评价 R*值和血清铁蛋白的相关性。结果：1.继发性血色病铁过载的

MRI表现：① 15例肝脏在 T2WI上信号弥漫性减低，其中 12例为明显低信号，呈“黑肝”，

2例伴有 T2WI上脾脏信号减低；② DWI上 15例肝脏均呈明显低信号，伴有磁敏感伪影；

③ 15例肝脏同相位上信号稍低，反相位信号反而升高，伴有 2例脾脏同相位上信号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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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相位信号增高。2. R*值与血清铁蛋白呈正相关（r=0.43，p<0.05）。结论：肝脏铁过载在

MRI上表现具有特征性，IDEAL-IQ测得的 R*值能够定量评估肝脏铁过载。  

 

 

PU-1410 

Peutz-Jeghers 综合征的临床及影像表现 

 
赵越,龙世亮 

湛江中心人民医院 524000 

 

探讨黑斑息肉综合征（Peutz-Jeghers syndrome）的临床及影像表现。方法：收集 2014 年 7

月至 2017年 7月经临床及病理证实的 PJS患者资料 8例，回顾性分析 PJS的临床及 CT影像特

点。结果：8例均以腹痛为首发症状，伴黑便及多次呕吐入院。7例行 CT平扫+增强检查，1

例先行 CT平扫+增强，后行 MR平扫检查。8例均表现为胃肠道多发息肉，6例合并肠套叠，其

中 5例为小肠-小肠型肠套叠，1例为结-结型肠套叠；8 例均未见明显恶变征象。术后病理结

果类型多样，2例增生息肉，2例管状腺瘤息肉，3例错构瘤息肉。结论：PJS患者的主要 CT

表现为胃肠道多发息肉，可伴肠套叠或肠梗阻，结合病史及临床表现，有助于 PJS的确诊。 

   

 

 

PU-1411 

婴儿先天性中胚叶肾瘤 CT 及病理学表现特点 

 
薛潋滟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00127 

 

目的：探讨婴儿先天性中胚叶肾瘤 CT影像学特征及病理学表现。方法：对 5例手术完整切

除、病理证实的进行分析。结果：肿瘤单发、较大、边界清楚。密度不均匀、未见钙化，增强

后不均匀强化，由肾动脉供血。结论：婴儿先天性中胚叶肾瘤具有一定的特征，可提供较高的

临床诊断信息。  

 

 

PU-1412 

动态增强 CT 对胃神经内分泌瘤和神经内分泌癌的鉴别诊断价

值 

 
万慧子

1
,董越

2
 

1.辽宁省人民医院 

2.辽宁省肿瘤医院 

 

 

目的 探讨动态增强 CT扫描对于胃神经内分泌瘤（NET，Neuroendocrine tumors）和神经内分

泌癌( NEC，Neuroendocrine carcinoma )的鉴别诊断价值。 

方法 34例经手术病理确诊胃神经内分泌肿瘤患者，术前均进行过上腹部增强 CT检查，且临

床、影像和病理资料完整。分析肿瘤的 CT表现，包括肿瘤位置（贲门、胃底、胃体、胃

窦）、形态（是否规则）、大小(厚度和范围)、边界（清晰或模糊）、肿块的均匀性、平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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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扫描 CT值、强化方式及淋巴结转移等。参照 WHO 2010 消化系统肿瘤分级系统标准，将肿

瘤的病理分级分为 G1、G2、G3级。其中 G1和 G2，又称为神经内分泌瘤,G3又称为神经内分泌

癌。NET和 NEC间定量指标的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定性指标的比较采用 Fisher精确概

率法。 

结果 34例神经内分泌肿瘤病灶均为单发，病理分级 G1级 4例，G2级 3例，G3级 27例。病

灶厚度为 0.4~4.5cm,范围为 1.6~20.7cm。N病灶位于贲门 2个，胃底 9个，胃体 13个，胃窦

10个；形态规则 10个，不规则形 24个；密度均匀 17个，密度不均匀 12个；边缘清晰 22

个，边缘模糊 12个。淋巴结转移 29个。NET的增强扫描中，多表现为动脉期显著强化，延迟

期稍下降，而 NEC的增强扫描中，多表现为动脉期低度强化，延迟期持续增强。NET和 NEC性

别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NET与 NEC年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NET和

NEC的肿瘤大小、形态、边缘及强化方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NET和 NEC肿块的位

置、均匀性、淋巴结转移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NET和 NEC平扫及增强扫描所有期

CT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 神经内分泌肿瘤的动态增强 CT表现具有一定特征，肿瘤大小、形态、边缘及强化方式对

NET和 NEC的鉴别具有重要意义。 

   

 

 

PU-1413 

卵巢扭转的影像学表现 

 
唐文伟

1
,韩素芳

2
,王莉莉

1
,朱佳

2
 

1.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妇产医院（南京市妇幼保健院） 

2.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目的：探讨卵巢扭转的 CT和 MRI的影像表现。材料与方法：回顾分析近年来经临床手术病理

证实的 8例卵巢扭转的 CT和 MRI的影像特点。8例中儿童 5例，平均年龄为 14岁，均以阵发

性或持续性腹痛 2～１０天就诊，５例采用 Philips Brilliance 16层螺旋 CT横断面扫描，

扫描范围为全腹，120KV，200～250mA，层厚 3mm，层距 1.5mm，重建层厚 1～2mm，层距 0.5～

1mm，全组病例均为平扫，未给予口服对比剂。扫描后，在 Philips Extended BrillianceTM 

Workspace 2.0工作站上将图像进行 MPVR后处理分析。3例采用 Philips 1.5T MRI进行盆腔

平扫加增强扫描。 

结果：１、ＣＴ及 MRI检查结果：2例单纯卵巢扭转，２例卵巢畸胎瘤伴扭转，4例卵巢囊肿

伴扭转，8例均有少量盆腔积液，１例卵巢扭转伴出血。２、手术病理结果：５例手术切除病

变侧卵巢，病理结果为２例单纯卵巢扭转伴缺血坏死，２例卵巢畸胎瘤伴扭转，１例卵巢囊肿

伴扭转,3例腹腔镜下剥离囊肿，保留卵巢。结论：CT及 MRI的影像学表现能给卵巢扭转的临

床诊断提供有力依据  

 

 

PU-1414 

1 例脐尿管癌 CT 影像学表现及其临床价值 

 
马晓雯,罗娅红 

辽宁省肿瘤医院 110042 

 

摘要：目的探讨脐尿管癌的 CT影像学表现及其临床诊断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 1例经手术

及病理证实的脐尿管癌患者临床及 CT 资料。 结果：该患者因无痛性肉眼血尿半月来我院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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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膀胱镜提示膀胱占位；CT表现为膀胱右前壁见密度不均的肿块影，增强后呈不均匀强

化；术后病理结果为（膀胱）脐尿管癌（混合型腺癌）。结论：CT有助于脐尿管癌的诊断，

并对其定位及定性有重要价值。 

   

 

 

PU-1415 

磁共振扩散加权成像在评估子宫内膜癌病理分型及与 ER、

PR、Cerb-2 及 Ki-67 表达相关性的研究 

 
蒋璟璇,吴献华,赵金丽,张青,张思琦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226001 

 

目的：探讨 MRI扩散加权成像（DWI）的表观扩散参数与子宫内膜癌免疫组化预后因子及病理

分型的相关性。方法：回顾性分析自 2013年 1月至 2017 年 5月在我院经病理及临床确诊为子

宫内膜癌并获得免疫组化结果的患者 49例。所有患者均行盆腔增强 MRI及 DWI扫描，并测量

表观扩散系数（ADC）及相对表观扩散系数（rADC）。记录免疫组织化学结果，观察雌激素受

体（ER）、孕激素受体（PR）、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 II型（Cerb-2）及预后因子 Ki-67的表

达情况，同时患者进行病理分型。49例患者中，ER阳性 38例，阴性 11例；PR阳性 36例，

阴性 13例；Cerb-2阳性 18 例，阴性 22例（其中部分患者未同时获得 ER、PR及 Cerb-2受体

表达结果）。49例子宫内膜癌患者的病理分型分别为低分化 11例，中等分化 22例及高分化

16例。各受体在不同表达状态下及不同病理分型子宫内膜癌患者的 ADC值和 rADC值均采用

Mann-Whitney U检验比较，ADC值、rADC值和 Ki-67阳性表达率的相关性采用 Spearman 方法

评价。结果：低分化组子宫内膜癌患者的 ADC值低于高分化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ER、PR阳性患者的 ADC值及 PR阳性患者的 rADC值高于 ER、PR阴性患者，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Cerb-2阳性和阴性患者的 ADC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子宫内膜癌患者的 ADC值、rADC值与 Ki-67表达均呈负相关（r=-0.76和-0.66, P<0.05）。

结论：磁共振 DWI检查可在一定程度上提示子宫内膜癌的不同病理类型,并且有潜力从分子水

平评估恶性程度。  

 

 
PU-1416 

急性前列腺炎合并前列腺癌的 MR 表现 

 
刘汀,张洁,陈正光,牟丽颖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 100700 

 

 目的：研究急性前列腺炎合并前列腺癌的 MR表现。方法：回顾收集 15例急性前列腺炎合并

前列腺癌患者 MRI、DWI及 DCE资料并进行分析。结果：抗炎治疗前，15例患者前列腺移行带

及外周带显示为弥漫性低信号，移行带及外周带分界显示不清，包膜模糊；10例患者的扩散

加权图像可见明显高信号，ADC图在相应区域可见明显低信号；5例做动态增强的患者显示为

典型的流出型曲线。抗炎治疗后复查，T2WI外周带弥漫性低信号范围缩小，水肿消失，移行

带及外周带分界清晰；复查弥散扫描的患者扩散加权图像在相应区域仍可看到高信号，ADC图

为明显低信号。结论：在 MRI图像上常见的局灶性或弥漫性低信号并不具有特征性，水肿的存

在应是急性炎症的特异表现，在工作中应该仔细观察；弥散扫描的影像学特点没有因为前列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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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的治愈而发生变化，因此在前列腺癌的诊断上可能比动态增强更为可靠，结果必须结合临床

资料进行综合分析，方可得出正确的诊断。 

 

 

 
PU-1417 

探讨 PSA 联合第二版 PI-RADS 对前列腺病变的诊断价值 

 
徐加利 

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放射科 233004 

 

摘要 目的 探讨在 3.0T核磁共振上利用第二版 PI-RADS联合 PSA评价前列腺病变的应用价

值；方法 采用双盲法回顾性分析经临床或穿刺活检病理证实的 90例前列腺多参数 MRI扫描

的影像资料，分别由 A,B两位年资相近的影像诊断医师利用第二版 PI-RADS系统进行评分，其

中对 A医师不提供相应患者 PSA值，对 B医师提供 PSA值；对照病理及随访结果，运用统计学

软件判断两位医师评分的一致性，并对比两位医师间诊断正确率的差异，比较 PI-RADS 3 分的

出现率是否有差异。结果 共收集 90例，年龄 46~88岁，平均年龄 70±8.8 岁，中位年龄 71

岁；良性病变 55例，恶性病变 35例，临床显著癌 20例，两位医师评估一致性 kappa 值为

0.486，在 PI-RADS评分为 1和 5分的患者具有高度一致性，A医师诊断正确率为 69%

（62/90），B医师诊断正确率为 76%（68/90），差异无显著性意义（P=0.307）；A医师错误

诊断中 21%（6/28）为高估病情，B医师错误诊断中 41%（9/22）为高估病情，两者差异无显

著性意义（χ
2 
=0.449,p=0.503）；PI-RADS评分为 3分的患者，A医师为 27%（24/90），B

医师为 14%（13/90），差异具有显著性意义（p=0.043）。结论 PI-RADS v2是完全基于多参

数 MRI影像的评分系统（未考虑其它检查数据及临床资料），对前列腺病变诊断具有一定价

值，联合 PSA及其衍生指标对提高该评分准确率有一定帮助，并可降低 PI-RADS 3分的出现

率。 

 

 

 
PU-1418 

腹膜后促结蹄组织增生性纤维母细胞瘤一例 

 
李帮雪,周俊林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730030 

 

患者男性，65岁，2016年 4月主因“发现下腹部肿块并进行性增大 10月余”就诊；患者于入

院前 10月余发现下腹部肿块，大小约 2×2cm，后进行性增大。既往史：2014年 2月行左侧腹

股沟疝无张力修补术。专科检查：下腹部肿块，大小约 12×10cm，质硬，无压痛，活动度

差。实验室检查阴性。 

影像学表现 

 全腹部增强 CT示：下腹部及盆腔内较大软组织肿块，其内密度不均，病灶周围可见低密度环

绕，边界清，膀胱受压变扁、移位；增强后肿块呈轻度渐进性强化，动脉期肿瘤内可见多发迂

曲小血管影。患者行腹腔探查，见腹腔内巨大实性肿瘤，大小约 15×13×13cm，质硬，包膜

完整，活动度差。基底部与盆腔后腹膜联系紧密，与膀胱分界清楚。术中诊断：后腹膜肿瘤，

决定行腹膜肿瘤切除术。于肿瘤表面打开后腹膜，分离肿瘤后腹膜，完整分离并切除肿瘤。术

后病理示：（腹膜后肿物）促结蹄组织增生性纤维母细胞瘤。免疫组化示：CD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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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mentin(+),SMA(-),Desmin(-),Calponin(-),CD117(-),Dog-1(-),Bcl-2(-),EMA(-

),S-100(-),HMB(-),KI67阳性细胞数 30%。 

讨论 

 促结蹄组织增生性纤维母细胞瘤（Desmoplastic fibroblastoma，DF）又名“胶原纤维

瘤”，是一种罕见的良性肿瘤，其特征在于存在梭形和星芒状形状成纤维细胞，稀疏分布在胶

原基质中。肿瘤通常生长缓慢，表现为孤立性的皮下或肌肉内肿块，常发生于颈部，前臂，肩

部，大腿或脚；生物学行为表现为良性，没有复发或转移。男性发病率是女性的 4倍，其发病

高峰年龄为 50-60岁。 

 肿瘤呈分叶状，边界清；T2内高信号区域代表肿瘤内的细胞密集区；T2和 T1增强后图像中

低信号区域代表瘤内细胞疏松区。鉴别诊断：淋巴瘤，软组织肿瘤（肌肉筋膜纤维瘤病），低

级别纤维粘液样肉瘤或结节性筋膜炎。 

   

 

 

PU-1419 

原发性卵巢 Burkitt 淋巴瘤一例 

 
孙岳,胡春洪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15006 

 

 

卵巢淋巴瘤通常为继发性，原发性卵巢淋巴瘤较为罕见。原发者发病率低，仅占非霍奇金淋巴

瘤（NHL）的 0.5%，占卵巢恶性肿瘤的 1.5%。而原发性卵巢 Burkitt淋巴瘤是原发性卵巢淋巴

瘤中占比较低的一种组织学类型之一，仅占 19%，更为少见。本例为女性，23岁，下腹膨隆伴

下腹痛半月。无阴道出血，月经正常。体格检查示腹部膨隆如孕四月大小，可及一质中包块，

上达脐上一指，右侧达腹侧壁，边界清，无压痛及反跳痛。全身浅表淋巴结未及肿大。实验室

检查示血 HCG在正常范围内，外周血中性粒细胞增多（8×10
9
/L），乳酸脱氢酶（LDH）、α-

羟丁酸脱氢酶（α-HBDH）升高（分别为 328U/L、237U/L），肿瘤标志物 CA125升高

（145.5U/mL）。B超示宫底右后方一实性低回声区，形态欠规则，边界清晰，其内回声不均

匀，内见丰富彩色血流信号。CT表现：盆腔内见一巨大软组织肿块影，大小约

11×10×12cm，与子宫及附件分界不清，密度欠均匀，肿块内可见片状低密度坏死区。增强扫

描后肿块实质部分呈轻—中度持续性强化，动脉期可见粗大扭曲的血管穿行于肿块内，血管管

腔未见明显狭窄或闭塞。静脉期可见右侧卵巢静脉增粗。盆腔内见游离液体密度影。膀胱直肠

受压推移。(图 1-4) 

手术病理：巨检示肿瘤组织切面中央部分出血，周边区域灰白，质软。免疫病理：瘤细胞

LCA、CD20弥漫阳性，PAX5、CD10阳性，Ki-67阳性（100%），PLAP、CD117、CD34、a-AFP、

CD30、CD3、EMA、TdT、Bcl-2均阴性。病理诊断：右侧卵巢恶性 B细胞性淋巴瘤，考虑

Burkitt淋巴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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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20 

胃神经鞘瘤的 CT 诊断 

 
胡粟,胡春洪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15006 

 

 

目的：胃神经鞘瘤属于神经源性间质肿瘤，起源于肌间神经丛的施旺细胞，由 Daimaru于

1988年首次报道。其发生率较低，且临床症状和体征无特异性，常被误诊为胃间质性肿瘤。

本文收集 6例经手术病理证实的胃神经鞘瘤的临床和 CT检查资料，回顾性分析其特征性表

现，以提高对本病的认识水平。 

材料和方法：收集 2008年 1月至 2015年 1月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收治的 6例胃神经鞘瘤的

临床及影像资料，全部病例均经手术病理证实。其中男 4例，女 2例。年龄 37～72岁不等，

平均 57岁。临床表现包括腹痛 5例，恶心、呕吐 1例。由两位经验丰富的放射科医生对 CT图

像进行分析，分析内容包括：病灶部位、形态、大小、密度、生长方式、边界和增强表现等。

意见不一致时经协商取得一致。 

结果：肿瘤位于胃体小弯侧及大弯侧各 3例。最大径 2.8～5.3cm不等，平均约 4.0cm。肿块

均呈圆形或类圆形。6例均行 CT平扫及增强。平扫呈等或稍低密度，密度较均匀，无明显坏

死囊变、钙化或出血；肿块边界较清。增强扫描表现为明显强化 5例，中等度强化 1例。肿瘤

表现为腔外生长 5例，腔内生长 1例。 

结论：胃神经鞘瘤少见，CT 表现具有一定特征，临床工作中应想到本病的可能。   

 

 
PU-1421 

非对比剂增强磁共振血管成像技术在评估移植 

肾血管并发症方面的研究 

 
汤浩,邹显伦,竺笛,胡道予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探讨基于多翻转脉冲空间标记技术（SLEEK）的非对比剂增强磁共振血管成像序列在显

示移植肾血管并发症方面的价值。 

方法：对 23例移植肾血管并发症患者行 SLEEK及彩色多普勒超声扫描。由两位放射医师对

SLEEK显示移植肾血管并发症情况进行评估，并将 SLEEK结果与彩色多普勒超声、DSA及手术

结果进行对照。 

结果：23例患者均成功进行了 SLEEK扫描，其中移植肾动脉狭窄 11例，移植肾动脉闭塞３

例，移植肾动脉扭曲３例，移植肾静脉狭窄２例，动静脉瘘２例，假性动脉瘤１例，肌纤维发

育不良１例。SLEEK检出了所有 23例并发症，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出了其中 19例，两者检出

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基于 SLEEK的非对比剂增强磁共振血管成像序列无创、无辐射，在显示移植肾血管并发

症方面具有很高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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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22 

IDEAL-IQ 评估非酒精性脂肪肝患者胰腺脂肪定量的价值 

 
张钦和,刘爱连,宋清伟,李烨,牛淼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6011 

 

目的 探讨应用 IDEAL-IQ评估非酒精性脂肪肝患者胰腺脂肪定量的价值。方法 回顾性收集在

我院行上腹部 1.5TMRI检查并患有非酒精性脂肪肝的患者 15例（A组），同时收集同时期与

其年龄和 BMI相匹配的正常人 20例（B组）。A组（非酒精性脂肪肝患者，15例，男性 7

例，女性 8例，年龄 27-86 岁，平均年龄 53±16 岁,BMI 21.34-34.15kg/m
2
,平均

BMI26.05±4.02kg/m
2
），B组（正常人，20例，男性 8 例，女性 12例，年龄 26-80岁，平均

年龄 56±15 岁,BMI17.96-29.64kg/m
2
,平均 BMI25.18±3.45 kg/m

2
）。由两位观察者（诊断经

验分别为 3年和 5年）采用双盲法对图像进行测量。采用 SPSS 19.0统计分析软件进行统计学

分析。两组间年龄和 BMI的差异性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两组间性别的差异性比较采用

卡方检验。两组间胰腺各部位脂肪分数值以及胰腺平均脂肪分数值的比较，采用非参数 Mann-

Whitney U检验。各组内胰腺各部位脂肪分数值的差异性比较采用 Friedman检验。以 P<0.05

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果 两组间年龄、BMI以及性别的差异性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间胰腺各部位脂肪分数值以及胰腺平均脂肪分数值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各组内胰腺各部位脂肪分数值的差异性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A组内胰

腺脂肪含量尾部>体部>头部>钩突部,B组内体部>尾部>头部>钩突部。结论 IDEAL-IQ用于评估

非酒精性脂肪肝患者的胰腺脂肪定量是可行的。非酒精性脂肪肝患者的胰腺脂肪含量明显高于

正常人，并且胰腺脂肪在胰腺各部位的分布是不均匀的，胰腺体部和尾部更容易产生脂肪浸

润。  

 

 
PU-1423 

基于低单能量水平图像结合自适应迭代重建算法 

探讨低碘负荷在门静脉成像中的应用 

 
韩冬,陈晓侠,任占丽,雷雨欣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712000 

 

目的 基于能谱 CT低单能量水平图像结合自适应迭代重建算法探讨低碘负荷在门静脉成像中的

应用。资料与方法 前瞻性收集临床需行 CT门静脉成像患者 41例，随机分为对照组 A

（n=21）、研究组 B（n=20）两组。对比剂用量为 A组：0.6gI/kg，B组：0.3gI/kg。A组采

用常规扫描：管电压 120kVp,smart mA,噪声指数为 10；B组采用能谱扫描，根据患者常规 120 

kVp、NI10-5 mm的平均毫安秒进行个性化选择能谱扫描协议。两组对比剂总注射时间均为

30s，根据总量设定不同的注射流率，扫描延迟时间为开始注射对比剂后 60s。扫描后 A组重

建 1.25mm、40%ASiR常规混合能量图像，B组重建 1.25mm、40%ASiR 50keV单能量图像。在横

断面图像上分别测量 3支静脉及同层面肝脏实质、腹壁脂肪和竖脊肌的 CT值和 SD值。以竖脊

肌的 SD作为背景噪声，计算 3支静脉的对比噪声比。由两名有经验的影像科医师采用 5分制

对两组图像整体质量和肝内门静脉分支数目进行双盲法主观评价。结果 两组患者基本资料，

辐射剂量及门静脉直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B组患者碘负荷(17.21±3.30gI)较

A组(35.80±6.18gI)降低了 52%。B组门静脉平均 CT值高于 A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8）；B组噪声高于 A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两组肝内外门静脉的

CNR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两名影像科医师对两组图像质量主观评价和肝内门静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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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支数目的一致性较好（all Kappa>0.750,p<0.0001）。两组图像整体质量及肝内门静脉分支

数目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两组患者 BMI与肝内外门静脉 CNR均无相关性（p

均＞0.05）。结论 基于能谱低单能量图像的门静脉成像，在降低患者 52%碘负荷情况下，相

对于常规碘负荷仍可获得相当的图像质量。  

 

 

PU-1424 

基于双能量 CT 泌尿系结石成分的分析结果 

预防术后患者结石复发的可行性分析 

 
江杰,韩丹,谢晓洁,赵迅冉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650032 

 

【目的】通过追踪我院进行手术治疗的泌尿系结石患者 125例，观察预后情况，探讨根据双能

量 CT结石成分分析结果进行相应预防性治疗或饮食控制对减少结石复发的临床价值。 

【材料和方法】收集 2010年 10月至 2012年 4月到我院首次诊治并行外科手术治疗的上尿路

结石患者 125例，术前行 DSCT双能量成像，利用 dual-energy Kidney Stones 应用分析软件

分析结石成分。根据术后是否依据结石成分做预防性治疗或饮食控制，分为 A组（是）、B组

（否）；分析两组术后 1年、2年、5年结石复发情况。比较 A组、B组不同结石成分构成比

采用 X
2
检验。比较 A组、B组不同结石成分 1年、2年、5年结石复发率差异采用 X

2
检验。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两组年龄比较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性别具有差异统计学意义。A组中女性多于男

性，B组中男性多于女性。比较 A组、B组结石 1年、2年、5年复发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B组明显高于 A组，其中 A组 5年复发率为 15.52%，明显低于 B组 5年复发率

31.40%。A组 5年 复发结石共 8例， 大小范围 为 8mm-17mm，多发结石 2例，再手术者 1

例；B组结石 5年复发 21例， 大小范围为 7mm-32mm，多发结石 8例，再手术者 7例。 

【结论】根据双能量 CT分析泌尿系结石成分的结果进行相应预防性治疗或饮食控制对减少结

石复发具有重要临床价值。 

   

 

 
PU-1425 

肾嗜酸细胞腺瘤的 CT 特征及其病理基础  

 
刘学玲,方向明,陈宏伟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人民医院 214023 

 

目的：提高肾嗜酸细胞腺瘤（renal oncocytoma, RO）的 CT诊断水平。方法：回顾性分析 7

例经手术病理证实的肾嗜酸细胞腺瘤患者的 CT表现。 结果：7例均为单肾单发病灶，肿瘤呈

椭圆形或类圆形。病灶平均直径 3.5cm，境界清晰。CT平扫呈等、低或高低混杂密度，增强后

7例 RO均呈明显强化，其中 3例呈均匀强化，2例呈轮辐状强化伴中央瘢痕，2例可见强化翻

转；其强化特征包括快进快出 4例，渐进性强化 2例，延迟强化 1例。结论：RO的 CT特征包

括：均匀强化，轮辐状强化伴中央瘢痕，强化翻转，增强后明显强化伴渐进性（或延迟）强

化，有助于其术前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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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26 

双胆囊畸形磁共振胰胆管成像(MRCP)影像特征以及误诊原因 

 
朱秀兰,李华,崔丽霞,张桂华 

哈尔滨市第五医院 150040 

 

目的：探讨双胆囊畸形磁共振胰胆管成像(MRCP)影像特征以及误诊原因。 

方法：对术前 MRCP疑诊为双胆囊畸形的 12例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所有病例均行胆囊切除

术。 

结果：术后诊断符合双胆囊畸形 4例:2例为 H型,副胆囊体积较小,副胆囊颈管紧贴右肝管起

始处;2例为 Y型,副胆囊呈梭条状横位胆囊,跨越肝总管两侧;3例正常胆囊窝区见形态正常的

胆囊,未见结石;而副胆囊均位于肝门区、内见结石。术前误诊双胆囊 7例,5例为胆囊折叠或

分隔,1例为胆囊周围脓肿,2例为十二指肠降部壁内段结石性肿块。 

结论：双胆囊畸形少见,除胆囊数目变异外,合并副胆囊位置、形态及颈管的发育变异,副胆囊

位置较高,较正常胆囊窝区胆囊更易发生结石;误诊双胆囊畸形的常见原因为胆囊折叠或分隔。

术前 MRCP可显示双胆囊畸形分型和复杂解剖变异,有利于避免二次手术及医源性胆道损伤。  

 

 
PU-1427 

Renal angiomyolipoma with inferior vena cava invasion: 

a case report and literature review 

 
Liu xueling,Fang Xiangming,Chen Hongwei 

Wuxi People's hospital affiliated to Nanjing Medical school 214023 

 

Renal angiomyolipoma (AML) is the most common type of benign mesenchymal tumor of 

the kidney and usually occurs in the renal cortex. It is composed of variable 

amounts of mature adipose tissue, smooth muscle, and thick-walled blood vessels 

derived from perivascular epithelioid cells. Most AMLs were typically asymptomatic 

with an imperceptible onset and slow growth. The detection of AML may be 

incidental during the course of a routine inspection or health check‑up. However, 

few of them may exhibit aggressive behavior and may show intravascular extension. 

In our study, the novel case of a 40‑year‑old female patient was detected with 

multiple AMLs in both kidneys and a tumor embolus extending to the renal vein and 

inferior vena cava (IVC).   

 

 
PU-1428 

腹内疝的 MSCT 显像特征 

 
丁志强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210028 

 

[摘要]目的：探讨腹内疝的 CT表现，提高该病术前诊断水平。 方法：回顾性分析自 2010 年

1月至今 17例经手术证实的腹内疝的 MSCT表现；本组 17例中男性 10例，女性 7例，平均年

龄 50.9岁。结果：小肠系膜裂孔疝 5例；粘连束带疝 4 例，此 4例均有腹部手术史；大网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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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疝 3例，其中 1例合并乙状结肠癌；回盲部周围疝 2例，此 2例均有阑尾炎手术史；乙状结

肠系膜疝 2例；横结肠系膜疝 1例；所有患者均出现肠梗阻、肠袢聚拢、肠系膜聚集或扭曲，

其中有 8例可直接发现狭窄的疝口，同时有 14例出现肠缺血坏死的影像表现。结论：MSCT及

其后处理技术可显示腹内疝疝口等各种征象，有助于腹内疝术前诊断。 

   

 

 
PU-1429 

高分辨 T2WI 联合 ADC 值对于直肠黏液腺癌的诊断价值 

 
刘周,陈宝莹 

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710038 

 

目的：探讨高分辨 T2WI联合 ADC值对于直肠黏液腺癌的诊断价值。 

方法：回顾性分析经病理证实的 11例直肠黏液腺癌的 T2WI 信号及 ADC值特点，并对比 15例

直肠腺癌的 T2WI信号特点及 ADC值差异。 

结果：1、11例直肠黏液腺癌病变内部均存在 T2WI高信号区（与肠腔内液体信号相近），其

中 10例病变内部 T2WI高信号区范围大于病变的 50%，1例病变内部 T2WI高信号区范围小于

50%；15例直肠腺癌病变均以 T2WI稍高信号为主（相对于肠壁肌层），其中 2例病变内部存

在 T2WI高信号区，且范围小于 50%。2、直肠黏液腺癌 ADC值[(1.50±0.23)×10
-3
mm

2
/s]高于

直肠腺癌 ADC值[(1.02±0.15) ×10
-3
mm

2
/s]，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结论：高分辨 T2WI序列上高信号区范围大于 50%并联合 ADC值对于直肠黏液腺癌的诊断具有

重要价值。 

   

 

 

PU-1430 

初探先天性巨结肠术后并发症的 MRI 诊断价值 

 
何欣,邓德茂,袁文昭 

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530023 

 

目的 通过回顾性分析先天性巨结肠术后并发症的 MRI影像资料， 初探 MRI检查对其诊断的临

床价值。方法 收集 2013年 1月~2017年 7月先天性巨结肠术后并发症的患者 5例，对比分析

进行 MRI表现与临床诊断。结果 5例先天性巨结肠术后患者的并发症行 MRI检察发现，复杂

型肛瘘 2例，肛窦感染 1例，右侧肛提肌及外括约肌损伤 1例，左侧肛提肌及内、外括约肌瘢

痕形成 1例。结论 MRI可帮助明确诊断先天性巨结肠术后并发症的原因，对临床治疗具有指

导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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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31 

肝脏原发恶性黑色素瘤 1 例 

 
张瑞池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100069 

 

恶性黑色素瘤好发于中老年，常发生于皮肤及其邻近的黏膜、眼球、肛周，而原发肝脏恶性黑

色素瘤（Primary liver malignant melanoma，PLMM）罕见。目前全球对该病报道极为有限，

且多为个案报道，对其确切发病机制尚无法阐明。多数学者认为，对于未暴露在日光下的部位

发生的恶性黑色素瘤，可能是由于日光作用使得暴露部位如皮肤或黏膜释放一种物质，这种物

质可以进入血液循环，日光循环因子再作用于人体非暴露区皮肤或黏膜的黑色素母细胞所致［

1-2］。还有学者认为，可能在损伤因素( 如放射线和局部细胞所产生的生长因子) 作用下，

其黑色素细胞增生，进而发展为恶性黑色素瘤［3-4］。有学者报道认为

CXCL8( interleukin-8) 在恶性黑色素瘤进展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CXCL8 能诱导细胞的增殖

和肿瘤细胞血管的生成，而 CXCL8 受体 CXCR1 和 CXCR2通过调节 CXCL8 的分泌而介导了恶性

黑色素瘤细胞的浸润和转移过程［5］。 

目前国内外尚无该病的流行病学资料，现有的资料均为个案报告。临床表现及体征均无特征

性，与其他肝脏占位性、肿瘤性病变无法区分，此为该病的临床特征。诊断主要依赖临床、影

像学及病理组织学，确诊需病理形态学和免疫组化染色。 

   

 

 

PU-1432 

肝脏原发性平滑肌肉瘤 2 例 

 
张瑞池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100069 

 

肝脏原发性平滑肌肉瘤( primary hepatic leiomyosarcoma，PHL) 是一种罕见的肝脏原发性

恶性肿瘤，约占原发性肝肉瘤的 8% ～ 10%［1］，其病因和发病机制尚不清楚，病灶早期临

床表现无特异性，往往病灶体积较大时才得到诊断，导致该病预后较差，5 年生存率为 14.5%

［2］。主要临床表现为腹痛、体重减轻、呕吐、黄疸等。肝功能试验、血清标志物（如甲胎

蛋白）可能正常，诊断依靠临床、影像学和病理学，确诊依赖病理和免疫组织化学。肝脏该类

肿瘤多来源于消化道、子宫及肺部，故诊断该病应排除肝脏转移瘤及肝肉瘤样癌。 

影像学在 PHL 的诊断中具有重要作用，CT 的主要表现包括［3］： 肿瘤体积较大，边界清，

内部质地不均匀，较多囊性密度，不规则低密度区占据肿瘤大部，可以直达肿瘤边缘，平扫

CT值多低于 30Hu，增强后动脉和门静脉期强化不显著。 

PET-CT可灵敏地检测原发肿瘤和转移瘤，当检查中发现边界清楚的囊实性病灶，囊变成分较

多且以周边部明显，应考虑到 PHL 的可能性，FDG 轻度摄取增高提示肿瘤的恶性度较低［

4］。 

MR上肿瘤常呈均匀或不均匀的 TlWI低、T2WI高信号，在 DWI肿瘤呈高信号，提示肿瘤的水分

子的扩散限制。在动态增强 MR中，动脉和门静脉期肿块多无明显增强，明显增强多出现在延

迟 5分钟后，可能是该病的一个特征性 MR表现［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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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33 

多 b 值双指数衰减模型 DWI 对宫颈癌诊断价值的研究 

 
张雪峰

1
,李瑶

2
 

1.深圳市宝安区中心医院 

2.泰康仙林鼓楼医院 

 

目的探讨多 b值双指数衰减模型 MRI技术对宫颈癌的诊断价值。方法 对 30例经病理证实的宫

颈癌患者及 30例盆腔其它疾病而宫颈正常的患者，行 MR常规序列和多 b值双指数衰减模型

DWI扫描（b值为 0、30、50、100、150、200、500、800、1000、1500、2000s/mm2），并通

过分析。病例组选取病变较大的横断面，绘制 ROI，尽量避开囊变、出血、坏死等区域，并于

不同层面绘制三次，每次 ROI面积尽量一致；正常对照组于宫颈粘膜处绘制 ROI，避开宫颈管

分泌物，测量并记录两组 ROI的 Standard ADC值、D值、D*值和 f值，取三次测量的平均

值。分析比较上述各参数在宫颈癌组织与正常宫颈组织之间的差异，及不同病理分级之间的差

异，对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参数，采用 ROC曲线下面积评价各参数值的诊断效能。结果病例

组中均为宫颈鳞状细胞癌，其中高分化 7、中分化 19、低分化 4，按照细胞分化程度的不同将

病例组分为高分化组、中分化组及低分化组。病例组及对照组的平均 SADC值分别为

0.782 0.149mm2/s、0.605 0.075mm2/s；平均 D值分别为 0.700 0.143mm2/s、

0.492 0.070mm2/s；平均 D*值分别为 5.12 2.32mm2/s、5.52 2.09mm2/s；平均 f值分别为

0.553 0.096、0.338 0.088；病例组的 SADC值、D值、f值均低于正常对照组，且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ROC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911、0.938、0.930；而 D*值在病例组与对照组间差异

并无统计学意义。宫颈鳞癌不同细胞分化程度间，分化程度越高 Standard ADC值和 D值也随

之增高，而 f值随分化程度减低而增高。D*值在三组间差异则无统计学意义，p=0.876。结论 

多 b值双指数衰减模型 DWI 可区分宫颈癌及正常宫颈组织，并能一定程度帮助鉴别宫颈鳞癌的

病理分级。  

 

 

PU-1434 

原发性肝癌的 MRI 分析 

 
陈锦华 

泰州市人民医院 225300 

 

目的探讨原发性肝癌的 MRI 平扫及动态增强表现。资料与方法搜集 95例原发性肝癌患者的

MRI资料，43例同时行动态增强扫描，着重分析瘤灶信号强度、瘤周情况、静脉瘤栓及动态增

强表现。结果原发性肝癌在 T1WI95.7%（91/95）为低信号，1%（1/95）为等信号，高信号占

3.1%（3/95），T2WI均为高信号，68.4%（65/95）伴瘤周水肿，31.5%（30/95）伴假包膜

征，15.8%（15/95）伴卫星灶，52.6%（50/95）伴静脉癌栓。动态增强扫描动脉期明显强化

18例，轻至中度强化 20例，5例基本无强化。门静脉期及延迟期有不同程度强化。结论 MRI

能够准确诊断原发性肝癌，对肝功能较差的病人 MRI应当列为首选的检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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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35 

肾嫌色细胞癌的 CT 表现及鉴别诊断 

 
丁洪彬 

泰州市人民医院 225300 

 

目的：探讨肾嫌色细胞癌的 CT表现，以提高对本病的认识。方法：回顾性分析经病理证实的

11例肾嫌色细胞癌患者的影像资料。11例均行 CT平扫及多期动态增强扫描。结果：病灶位于

左肾 5例，右肾 6例，最大径 2.1~12.1cm，平均 4.6cm。11例 CT检查中，7例病灶平扫呈等

密度，3例为略高密度，1例为混杂密度。增强扫描后 11例肿瘤均呈轻至中度强化，密度低于

肾实质，2例肿块内见稍低密度影。结论：肾嫌色细胞癌的 CT表现有一定的特征性，尤其是

多期动态增强扫描为正确诊断本病提供了可能。  

 

 

PU-1436 

肝脏血管平滑肌脂肪瘤一例 

 
李伟 

泰州市人民医院 225300 

 

女，48岁，因行声带息肉手术入院，术前常规检查 B超发现肝右叶占位；患者一般情况良

好，无腹部不适症状，无肝炎病史，肝功能正常，AFP及 CEA检查均为阴性。 

CT及 MRI 表现 CT平扫时肝右叶后段见一大小约 54*40mm低密度影，密度均匀，境界清晰，增

强后动脉期病灶中度不均匀强化，门脉期持续强化，延迟期表现为等密度（图 1）；MRI 示相

同部位一分界清楚的类圆形病灶，T1WI相为均匀低信号，T2WI相大部分表现为中高信号，中

央区域见少许条片状稍低信号影；静脉注射 Gd-DTPA后，病灶强化方式于 CT基本相同（图

2）。CT薄层与 MRI化学位移成像均未见到明显脂肪成分。 

  

手术及病理诊断 肝右叶下段近膈面处可见一大小约 4*4*5CM 肿块，质软，边界清楚。病理诊

断：肝脏上皮样血管平滑肌脂肪瘤；疫组化标记结果显示： 瘤细胞 HMB45+、MeLanA+、

Vimentin+、SMA+、Desmin 部分+、CAM5.2-、CK-、AFP-、CD34-、CEA-、EMA-、S100-、CK19-

、Ki-67＜1%+。 网染显示网状纤维+。 

   

 

 

PU-1437 

原发性肝癌 TACE 前后 MRI、CT 与 DSA 对比研究 

 
刘海日 

泰州市人民医院 225300 

 

目的 研究 MRI、CT对原发性肝癌（HCC）行肝动脉栓塞化疗（TACE）术后的随访价值。材料和

方法 对 27例原发性肝癌患者分别于 TACE术前一周及术后一月行 MRI、CT和 DSA检查，比较

MRI、CT和 DSA对于 TACE术前肝癌病灶显示及 TACE术后肝癌病灶的残留及复发情况。 结果

TACE术前肝癌病灶检出数 DSA与 MRI、CT比较无统计学意义，但对 1cm以下富血供肝癌比较

有差异。一次及多次 TACE术后残留病灶检出数 DSA、MRI与 CT比较有差异，新发病灶检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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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无统计学意义。结论 MRI和 CT均能够较敏感地显示肝癌病灶及新发病灶，对于 TACE 术后

肝癌残留病灶显示，MRI较 CT更有优势，二者均作为肝癌介入治疗后随访方法。 

   

 

 
PU-1438 

CT 引导下 125I 放射性粒子植入治疗中晚期肝癌 

 
王秀平 

泰州市人民医院 225300 

 

目的：探讨放射性
125
I粒子组织间植入治疗原发性中晚期肝癌的应用价值。方法：原发性肝癌

中晚期患者 30例，在 CT引导下组织间植入
125
I粒子；随访 1-30个月观察疗效。结果：30例

均顺利完成粒子植入，技术成功率 100％；30例患者近期疗效 CR 8例，PR13例，NC 7 例，

PD 2 例，21例（CR+PR）患者肿瘤局部均无明显进展，近期总有效率 70％。结论：放射性
125
I

粒子植入治疗原发性肝癌能有效控制病灶。 

   

 

 
PU-1439 

高场磁共振扩散加权成像对胃癌淋巴结转移的诊断价值 

 
苏伟,晋记龙,李华兵,赵瑞峰 

晋城煤业集团总医院 048006 

 

 

目的 探讨 3.0T磁共振扩散加权成像结合扩散系数（ADC）对胃癌转移淋巴结的诊断价值。方

法 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42例胃癌患者，术前使用 Siemens Verio 3.0T磁共振行常规 MR及 DWI

检查，测量目标淋巴结的表观扩散系数（ADC）值，评估 3.0TMR对胃癌转移淋巴结诊断的准确

率；并对转移淋巴结与非转移淋巴结 ADC值的差异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以病理结果为金标

准，3.0TMR对胃癌淋巴结转移诊断的敏感性、特异性及准确率分别为 84.6%、79.7%、83.1%；

转移淋巴结与非转移淋巴结 3.0T磁共振扩散加权成像 ADC值分别为（1.153±0.178）

×10mm2/s、（1.506±0.261）×10mm2/s，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转移淋巴结的

ADC值明显低于非转移淋巴结。结论 3.0T 磁共振扩散加权成像对胃癌淋巴结转移有较高的诊

断价值。ADC值可以作为诊断淋巴结转移的定量指标。   

 

 

PU-1440 

多种 MRI 成像技术在胰腺癌诊断中的价值 

 
杨维柘 

泰州市人民医院 225300 

 

目的: 探讨胰腺癌的最佳 MRI成像技术, 提高胰腺癌诊断的准确率.   

方法: 搜集经手术病理证实或临床随访的胰腺癌患者共 67例, MRI扫描技术分别为 FLASH-2d 

T1WI、T1WI+FS、T2WI+FS、True-FISP T2WI、HASTE-T2WI、MRCP和动态增强 3D-VIBE序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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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67例胰腺癌在 T1WI 上呈低信号者 55例, 等信号 9例, 高信号 3例; T2WI上高信号

53例, 等信号 14例; T1WI + FS 相有 63例病灶显示低信号, 4例为等信号; T2WI +FS图像

61例病灶呈明显的高信号区, 有 6例病灶信号与正常胰腺无明显差异; (2)动态增强扫描, 动

脉期除 5例为等信号, 其余 62例均表现为无强化或边缘轻度强化, 其强化程度低于正常胰腺

组织, 其中 56例肿瘤延迟相呈等或略高信号; (3)MRCP可清楚显示胰管及胆总管受侵和扩张

情况: 54例胰头癌均显示胆总管或胰管梗阻, 其中 46例表现为“双管征”; 13 例胰颈、体、

尾癌中仅 5例表现为胰胆管受侵犯及扩张. 

结论: 选择正确的 MRI检查技术可准确诊断胰腺癌并对其进行分期; 对胰腺肿块的定位、定性

准确率较高, 联合运用 MRI 多种成像技术是鉴别诊断胰腺肿块的理想方法.  

 

 
PU-1441 

胰头癌致胆管梗阻双介入及放射治疗 

 
张富强 

泰州市人民医院 . 

 

目的 探讨双介入疗法结合放疗治疗胰头癌梗阻性黄疸的临床意义。 方法 对 33例胰头癌梗阻

性黄疸患者采取经皮肝穿刺胆管支架置入术并进行动脉灌注化疗或栓塞术，结合放射治疗，术

后观察血清胆红素下降程度，并随访患者生存期。 结果 31例患者平均生存期为 11.6月, 12

个月生存率 63.6%。 结论 双介入疗法结合放射治疗胰头癌梗阻性黄疸能延长患者的生存期，

提高生存率。 

   

 

 
PU-1442 

磁共振动态增强和弥散加权对诊断 

前列腺中央腺体癌的临床价值 

 
王晶,任克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0001 

 

目的：研究分析动态增强磁共振成像（DCE-MRI）和弥散加权成像（DWI）对前列腺中央腺体癌

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经穿刺活检病理证实的 63例前列腺中央腺体疾病患者的临床资料，其

中前列腺中央腺体癌 34例，中央腺体增生 29例。每位患者均行磁共振常规扫描、动态增强及

弥散加权成像扫描。首先分析前列腺中央腺体癌的 MRI影响特点（转移、侵犯周围脏器、淋巴

结肿大等）；其次选取最大层面感兴趣区来记录动态增强半定量参数（达峰时间 TTP、最大增

强斜率 MSI）、定量参数（K
trans

、Kep）及表观扩散系数 ADC 值，观察前列腺癌组内转移与非转

移病灶间的 ADC值，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34例前列腺中央腺体癌中有 12例发生转移，26例侵犯膀胱和（或）精囊，19例有淋

巴结肿大。中央腺体 BPH的 TTP及 MSI均高于 PCa(两者均 P<0.05）。前列腺癌灶和增生灶的

K
trans

、Kep分别为（1.0214±0.3735）min
-1
和（0.5990±0.2835）min

-1
、（2.7308±0.8153）

min
-1
和（1.8077±0.6977）min

-1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前列腺癌中发生转移、未发生转移

与增生灶的平均 ADC值分别为（0.6580±0.1051）×10
-3
mm

2
/s、（0.8349±0.2353）×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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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mm

2
/s和（1.2109±0.2655）×10

-3
mm

2
/s，除 PCa组间比较无统计意义（P＞0.05）外，其他各

组比较均有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DCE-MRI及 DWI在前列腺癌中各具有特征性影像表现，对中央腺体前列腺良恶性病变的

鉴别具有较好的临床诊断价值。  

 

 

PU-1443 

急性胰腺炎的 MRI 特征与评价 

 
张继 

泰州市人民医院 225300 

 

目的：探讨急性胰腺炎的 MRI特征及其诊断价值。方法：对 233例采用呼吸门控磁共振序列进

行扫描的急性胰腺炎 MRI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所有病例经一次扫描获得图像能够满足

临床诊断要求。190例诊断为急性水肿性胰腺炎，表现为胰腺的局部或弥漫性肿大，花边样轮

廓消失，T1WI胰腺信号减低，T2WI呈稍高或高信号。43例诊断为急性出血坏死性胰腺炎，T1WI

可呈斑片状高信号，T2WI呈混杂信号，可出现低信号环，坏死部分增强不强化。腹腔渗液 T1WI

为低信号，T2WI为高信号。结论：MRI对于急性胰腺炎的诊断具有重要价值，可为临床治疗提

供重要依据。  

 

 
PU-1444 

增强 CT 及磁共振 DWI 序列对自身免疫性 

胰腺炎与胰腺癌的鉴别诊断价值 

 
任帅

1
,王中秋

2
,刘林祥

1
 

1.泰山医学院 

2.江苏省中医院放射科 

 

目的：探讨增强 CT及磁共振扩散加权成像（DWI）序列对鉴别自身免疫性胰腺炎（AIP）与胰

腺癌（PC）的诊断价值。 方法：12例 AIP患者、15例 PC患者均行 CT增强及磁共振 DWI扫

描，观察 AIP与 PC病灶形态及胰胆管形态，测量两组胰腺病灶 CT值，对各种征象频数及所测

CT值的差异进行统计学分析。比较两组病灶 DWI表现，计算各组表观弥散系数值并进行对

照。结果：AIP多表现为弥漫性肿胀、腊肠样外观、胰周包壳、胰管贯穿，受累胆管壁增厚，

这些征象对于鉴别 AIP与 PC有统计学意义（P＜0.05）。AIP组与 PC组在 CT增强各期病灶 CT

值、胰腺病灶/肝脏病灶 CT 值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AIP组病灶 ADC值显著低

于 PC 组病灶（P＜0.05）。结论：增强 CT与 DWI序列对 AIP和 PC具有较高的鉴别诊断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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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45 

CT、MRI 及 MRCP 在恶性胆道梗阻中的诊断价值 

 
杨涛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222002 

 

目的:探讨 CT、MRI和 MRCP 对恶性胆道梗阻的综合诊断价值.方法:搜集 2014年 9月～2017年

6月经手术病理和临床治疗证实的胰胆管恶性肿瘤 298例,包括肝内胆管癌 13例,肝门胆管癌

56例,胆总管癌 34例,壶腹癌 19例,胆囊癌 20例,胰头癌 156例.回顾性分析其 CT、MRI及

MRCP的表现.结果:全部患者 MRCP检查均一次成功,胆管及胰管显示满意;MRCP对胆道梗阻定位

符合率为 94.3%,MRCP结合 MRI定位符合率提高到 100%;CT、MRI和 MRCP对恶性胆道梗阻病变

的定性诊断符合率分别为 80.5%、84.2%和 76.2%,MRI结合 MRCP定性诊断符合率为 89.6%.CT、

MRI及 MRCP定性诊断符合率提高至 91.6%.结论:MRCP联合 MRI能够提高恶性胆道梗阻的定位

符合率,综合分析 CT、MRl及 MRCP表现能提高恶性胆道梗阻的定性诊断符合率.  

 

 

PU-1446 

磁共振小视野扩散加权成像对胆囊病变的成像研究 

 
邹显伦,沈亚琪,李震,胡道予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对比分析 3.0T MRI小视野扩散加权成像（r-FOV DWI）与全视野扩散加权成像（f-FOV 

DWI）在胆囊病变成像中的效果。 

材料和方法：收集 22例（23 个病灶）经超声或腹部 CT 检查发现胆囊病变而进一步 MRI 检查

的胆囊疾病患者，利用 3.0T MRI 扫描仪行常规胆囊平扫、小视野扩散加权成像（r-FOV DWI）

（b=800s/mm
2
）与全视野扩散加权成像（f-FOV DWI）（b=800s/mm

2
）。分别测量 r-FOV DWI与

f-FOV DWI图像的病灶 ADC 值；采用盲法由两名腹部诊断医师利用四分法分别对 r-FOV DWI与

f-FOV DWI扫描图像质量进行主观评分。利用 SPSS 17.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r-FOV DWI测量胆囊病灶的平均 ADC值为 1.36±0.31mm
2
/s，f-FOV DWI测量胆囊病灶的

平均 ADC值为 1.39±0.36mm
2
/s，两者无统计学差异（P=0.455）。两名腹部影像诊断医师对

r-FOV DWI与 f-FOV DWI图像主观评分一致性良好（Kappa 值=0.644），r-FOV DWI的主观评

分为显著高于 f-FOV DWI的主观评分（医师 1：Z=-3.50，P=0.000；医师 2：Z=-3.05，
P=0.002）。 

结论：在胆囊 DWI检查中，与 f-FOV DWI相比，r-FOV DWI 可减轻图像变形程度，更清晰显示

病灶形态和边界，提高更优质的诊断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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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47 

卵巢甲状腺肿的 MR 诊断及病理分析 

 
宫敬 

四平市中心医院 136000 

 

 

【摘要】 目的 总结卵巢甲状腺肿的 MR影像及病理特点，以提高诊断水平。方法 回顾性分析

10例经过手术证实的卵巢甲状腺肿患者，观察总结病变的 MR影像学特征及病理学表现。 结

果 10例患者均单侧发病，6例位于右侧，4例位于左侧，10例患者全部行 MR平扫+增强扫描

检查，其中 8例呈多房囊性，2例呈囊实性，实性成分及囊壁、壁间隔强化明显，囊性成分未

见明显强化。 结论 MR可以清楚的显示卵巢甲状腺肿的形态及内部信号特征,并具有一定特

征，并有无辐射、准确率高的特点,基本可以实现诊断目的。 

   

 

 

PU-1448 

卵巢 Brenner 瘤多层螺旋 CT 诊断价值分析及临床病理表现 

 
初占飞 

中国医科大学四平医院 136000 

 

【摘要】 目的 回顾卵巢 Brenner的 CT影像资料，总结并探讨卵巢 Brenner的 CT影像表现及

特征，以提高对本病的认识及诊断水平。方法 分析本院 6例卵巢 Brenner患者的 CT图像，观

察总结卵巢 Brenner的临床及影像学特征。 结果 本组 6例盆腔不适，胀痛腹胀为首发症状，

其中 2例患者伴有腹水，本组 3例发生在右侧卵巢，1例发生在左侧卵巢，2例发生在双侧卵

巢。CT图像 4例良性病灶房囊性病变为主，与周围分界清晰，无明显强化；1例交界性病灶囊

壁增厚，不规则，与周围分界欠清，并散在不规则钙化，增强扫描呈轻度强化；1例恶性病灶

表现为不规则软组织密度影，囊实混合，与周围组织分界不清，合并盆腔积液及腹水，增强扫

描实性部分强化明显。结论 MSCT能够帮助卵巢勃勒纳瘤的诊断，有助于和其他卵巢病变相鉴

别。 

   

 

 
PU-1449 

腹部间质瘤的 MSCT 影像诊断 

 
宫敬 

吉林省四平市中心医院 136000 

 

摘要：目的 针对腹部间质瘤的 MSCT影像诊断加以分析。方法 对本院在 2016年 1月至 2017

年 2月接收的 8例腹部间质瘤患者 MSCT影像诊断进行回顾分析。结果 在 MSCT检查下，能较

为准确对腹部间质瘤可方面特点进行显示，8例患者均表现为腹腔软组织肿块， 其中上中腹

部７例， 下腹部３例， 全腹２例。结论 MSCT在检测腹部间质瘤中存在有较高的准确性，能

为临床诊断提供有效指导，帮助患者尽快确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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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50 

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肝、脾体积与骨髓象、血象 

之间关系的初步研究 

 
华晨辰 

无锡市人民医院 214000 

 

目的 

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chronic lymphocytic leukemia，CLL）的进展主要表现为大量淋巴细

胞浸润至肝脏及脾脏内并导致肝脾肿大，本研究采用 IQQA-Liver自动分析软件测量肝、脾体

积，探讨 CLL肝、脾体积的变化是否同骨髓象、血象之间的变化存在相关性，为临床提供更多

影像学信息及参考指标，辅助实验室检查判断 CLL的进展与缓解情况，同时亦为患者提供一个

无创安全的随访手段。 

方法 

回顾性收集 15例经临床免疫表型分析、细胞流式术、骨髓活检等检查确诊（其中 8例行个体

化化疗）并定期随访的 CLL 病例，每次随访患者均行全腹部或胸腹部多排螺旋 CT（multi-

detector CT,MDCT）扫描，且在 MDCT扫描后短期时间内（7天内）亦行骨髓象、血象等相关

实验室检查,分析每名患者前后肝、脾体积变化与实验室骨髓象、血象变化之间的相关性。  

结果 

（1）CLL患者的肝、脾体积及肝脾总体积与骨髓片、血片淋巴细胞比例计数之间有一定的相

关性（r值分别为 0.627、0.658、0.683及 0.674、0.654、0.695，P值均<0.05）；（2）CLL

患者肝脾总体积的变化率与骨髓片、血片淋巴细胞比例计数变化率之间有较高的正相关性

（r=0.736,p<0.05及 r=0.676,p<0.05）。 

结论 

MDCT辅以智能化自动分析软件可精确测量肝、脾体积，所测得的肝、脾体积变化率和骨髓、

血片淋巴细胞计数变化率之间存在正相关，对 CLL的进展、缓解及化疗效果的判断有一定的补

充价值。 

   

 

 
PU-1451 

超声联合 MSCT 对卵巢 Brenner 瘤的临床诊断 

 
赵静 

四平市中心人民医院 136000 

 

【摘要】 目的 探讨超声联合 MSCT对卵巢 Brenner瘤的诊断价值。方法 回顾分析在本院就诊

的 15例卵巢 Brenner瘤患者的 CT图像，观察卵巢 Brenner 瘤的发病部位、大小、密度、形

状、强化程度及与周围分界表现。 结果 3例发生在右侧卵巢，1例发生在左侧卵巢，2例发生

在双侧卵巢。病灶直径 6-20cm大小不等，囊实性不规则肿块。结论 Brenner瘤的超声及 CT

表现没有特征性，但是检查中若发现囊实性肿块，伴多形性钙化，增强扫描不均匀强化等征

象，可有助于卵巢 Brenner 瘤的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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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52 

钆塞酸二钠在肝脏局灶性结节增生诊断的应用探讨 

 
孙阳 

四平市中心医院 136000 

 

【摘要】目的 采用钆塞酸二钠行肝脏局灶性结节性增生（FNH）动态增强扫描及延迟 20min 肝

细胞期特异期检查，分析总结钆塞酸二钠对 FNH诊断的意义。方法 收集我院经临床、病理证

实的 7 例 FNH病例，１例腹胀不适，1例因肺炎做肺 CT检查发现，5例行常规体检时发现。7

例患者采用钆塞酸二钠进行 MR动态增强扫描。 结果 动脉期明显高于肝实质信号 7例，门静

脉期 5例仍明显高于肝实质信号，2例等信号，平衡期 4例呈略高信号，3例呈等信号，肝细

胞特异期 4例呈高信号，3 例边缘与肝实质相仿，且瘢痕均未见钆塞酸二钠摄取。当只利用动

态增强扫描分析 7例病灶时，其中两例诊断不除外肝细胞肝癌（HCC）,当进一步利用肝细胞特

异期后分析均给出 FNH的结论，术后病理证实均为 FNH. 结论 采用钆塞酸二钠行 MＲI增强扫

描对 FNH的诊断有较好的诊断价值，可以提供等更多相关信息，能够提高诊断符合率。 

   

 

 
PU-1453 

螺旋 CT 对于小肠 Crohn 病的诊断价值 

 
刘铁钢,崔国强 

山西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030001 

 

螺旋 CT对于小肠 Crohn病的诊断价值 

【摘要】目的: 探讨小肠 Crohn病的 CT表现。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病理证实的 5例 Crohn病

的 CT扫描及后处理图像,分析病变肠管的数量、部位、肠壁的厚度和增强后病变肠壁的强化及

并发症(蜂窝组织炎、炎性肿块、脓肿和瘘管)。结果:CT 及后处理图像均能显示小肠 Crohn 病

的病变肠段, 敏感度为 100%,5例共显示 20段炎症肠壁。小肠 Crohn病的 CT表现:增强后所有

病变肠段肠壁均有强化,20 个病变肠段(92%)肠壁增厚,病变累及第 6组小肠(回肠远段) 6 例,

累及第 5组(回肠中段)、第 4组(回肠近段)、第 3组(空肠远段) 和第 2组小肠(空肠近段) 者

分别 5例、3例、1例和 1例,累及回盲部 2例,广泛累及结肠 2例,6例均同时累及 2组及 2组

以上小肠并呈节段性分布。肠系膜血管改变 6例(62%),肠管周围蜂窝织炎 3例,炎性肿块 2例, 

腹腔脓肿形成 1例,未见瘘管形成。结论: 螺旋 CT及后处理技术是诊断小肠 Crohn病的一种敏

感的检查方法,并可判断病变的活动性,对指导临床治疗具有重要意义。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3359 

 

PU-1454 

Assessment of therapeutic response in Crohn’s 

disease using quantitative dynamic contrast enhanced 

MRI (DCE-MRI) parameters: a preliminary study 

 
zhu jianguo,Li Haige,Zhang Faming,Zhou Jinfa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210011 

 

Purpose 
To investigate dynamic contrast enhanced MRI (DCE-MRI) as a potential marker to 

assess the therapeutic responses of fecal microbiota transplantation (FMT) in 

patients with Crohn’s disease (CD). To determine the parameter 

or combination of parameters most strongly associated with changes in clinical 

indicators after treatment. 

Materials and Methods 
In 22 CD patients, DCE-MRI was performed with a 3.0T scanner. Parameters of DCE-

MRI [vascular transfer constant (Ktrnas
) and blood volume (BV)] in the terminal 

ileum were compared between before and day 90 after FMT treatment. The differences 

of clinical indicators [C-reactive protein (CRP), Harvey-Bradshaw index (HBI)] and 

DCE-MRI parameters (Ktrnas
, BV) between pre- and post- treatment was calculated by a 

Student’s 2-tailed, paired t-test.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percent change of 
clinical indicators (∆CRP, ∆HBI) with DCE-MRI parameters (∆Ktrnas

, ∆BV) was 

analyzed by Pearson’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A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was 

used to identify the changes of DCE-MRI parameters related to the treatment 

outcomes.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s (ROCs) were generated to assess 

which DCE-MRI parameter showed the best accuracy for evaluation of therapeutic 

response. 

Results 
After treatment, mean values of clinical indicators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CRP: 

62.68 ± 31.86 vs. 43.55 ± 29.63 mg/L, P = 0.008; HBI: 7.18 ± 2.10 vs. 5.73 ± 

2.33, P = 0.012). Both DCE-MRI parameters showed prominent difference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Ktrans
(1.86 ± 0.87 vs. 1.39 ± 0.83 min

-1
, P = 0.017), BV (61.02 ± 

28.49 vs. 41.96 ± 22.75 mL/100g, P = 0.005). There were significant correlations 
between ∆CRP or ∆HBI and percent change of DCE-MRI parameters (∆Ktrans

 to ∆CRP: 

0.659; ∆Ktrans
 to ∆HBI: 0.496; ∆BV to ∆CRP: 0.442; ∆BV to ∆HBI: 0.476). Compared to 

∆Ktrans
 and ∆BV individually, the combination of both parameters performed best in 

assessment of therapeutic response with an area under the ROCs (AUC) of 0.948. 

Conclusions 
Ktrans

 and BV parameters derived from DCE-MRI have the potential to assess for 

therapeutic response after FMT treatment for CD. The combination of Ktrans
 and BV 

measurements improved the predictive capability compared to the individual 

parame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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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55 

Interdigitating dendritic cell sarcoma presenting in 

the sigmoid colon mesentery: a case report and 

literature review 

 
zhu jianguo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210011 

 

 

Introduction: Interdigitating dendritic cell sarcoma (IDCS) is an extremely rare 

disease. It commonly occurs in middle-aged males and mainly involves the in the 

lymph node. Pathological examin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differentiating 

from other tumors. But far less published literature focus on the imaging 

characteristics of IDCS. 

Clinical Findings/Diagnoses: We reported a case of IDCS in a 52-year-old male, 

involving the pelvis with medical imaging and pathologic findings. Preoperative 

unenhanced CT scan revealed a 6.0×6.3×8.0 cm mass with equal density, located in 

the pelvis. On contrast-enhanced CT images, the tumor presented apparent 

homogeneous enhancement. CT angiography showed the tumor was supplied by the 

branches of inferior mesenteric artery. Pelvic MRI manifested a lobulated solid 

mass with low signal on T1-weighted and intermediate to high signal on T2-weighted 

images. Simultaneously, significantly high signal intensity was exhibited on the 

diffusion-weighted images. This patient underwent operative resection of the tumor. 

The pathologic diagnosis was IDCS. 

Conclusions: This case adds to the experience with IDCS by summarizing its 

characteristics as well as reviewing the literature.  

 

 
PU-1456 

非酒精性脂肪肝病理特征与 BMI、CCTA 及 MR 表现  

的相关性研究 

 
赵红星,蒋建萍,钱宇峰,李梅 

湖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313000 

 

摘要  目的 探讨临床指标，影像表现和非酒精性脂肪肝病理特征之间的相关性。 方法 回顾

性分析 47例非酒精性脂肪肝患者的临床资料和肝组织病理资料，通过单因素分析和 Logistic

多元回归分析临床，影像表现与非酒精性脂肪肝分期变化的相关性。 结果  在单因素分析

中，年龄、体重指数（body mass dex，BMI）、冠脉 CT血管造影（CCTA）、肝脏 MR表现在非

酒精性脂肪肝组（non alcoholic steatohepatitis， NASH）和非 NASH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Logistic多元回归分析提示，BMI、CCTA与肝脏组织活动分期评价有相关性，肝脏 MR表

现与肝脏组织纤维化程度评价有相关性。 结论  患者 BMI、CCTA与肝脏 MR表现与肝脏组织

非酒精性病理特征评价有密切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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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57 

无瘢痕的肝脏局灶性结节增生的 CT、MRI 诊断与鉴别研究 

 
廖立

1
,黄仲奎

2
 

1.广西医科大学附属第五医院/柳州市人民医院 

2.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研究无瘢痕的肝脏局灶性结节增生（FNH）的 CT、MRI表现特征；探讨其与肝腺瘤

（HCA）的 CT、MRI影像学鉴别诊断价值。材料与方法：收集 2013年 1月～2016年 9月期间

在广西医科大学一附院诊断并经病理证实的 66例 FNH患者共 76个病灶（病灶内无瘢痕组 19

个，有瘢痕组 57个），并选择 13例 HCA作为对照组。分析三组病灶的 CT、MRI影像特点及差

异；用统计学定量分析三组病灶各期的 CT值、CT强化值及对比增强率差异；分析 b=200、

500、800s/mm
2
时三组病灶 ADC值及病灶/肝实质 ADC的比值的差异。结果：84.2%的无瘢痕

FNH≤3cm，明显小于有瘢痕 FNH及 HCA。无瘢痕 FNH边界不清的概率（47.4%）高于有瘢痕 FNH 

和 HCA，供血动脉显示率（10.5%）低于有瘢痕 FNH组和 HCA组，假包膜的出现率（26.3%）低

于有瘢痕 FNH组，与 HCA无显著差异。三组病灶强化多呈“快进慢出”强化改变，但在门脉期

无瘢痕 FNH与有瘢痕 FNH多为进一步强化（76.5%、50.0%），而 HCA强化不变较多见

（41.7%）。11个 FNH可见“中心开花式”强化，HCA未见此征象。动脉期及门脉期，无瘢痕

FNH的 CT值、CT强化值与 HCA无显著性差异，均低于有瘢痕 FNH组（P≤0.05），平衡期无瘢

痕 FNH的 CT值稍低于 HCA（P≤0.05）。三组病灶在 MRI上多呈 T1等或稍低、T2等或稍高信

号，DWI及 ADC图等或稍高信号，强化表现与 CT类似。其中 1个 HCA在化学移位反相位上信

号减低。三种 b值条件下 FNH病灶 ADC值始终大于周围肝实质，两组 FNH之间的 ADC值及病灶

/肝脏 ADC比值无统计学差异。结论：无瘢痕 FNH体积多较小，假包膜及供血动脉显示率均低

于有瘢痕 FNH，多呈“快进慢出”强化表现，但在门脉期多进一步强化。FNH的“中心开花

式”强化与 HCA的反相位信号减低有助于二者的鉴别。 

 

   

 

 

PU-1458 

多层螺旋 CT 平扫对输尿管结石的诊断价值 

 
李国民 

阜新市中医医院 123000 

 

 

1.目的 

 探讨多层螺旋 CT平扫对输尿管结石的诊断价值 

2.方法 

 收集我院从 2015年 5月到 2016年 2月期间，临床高度怀疑输尿管结石，而 B超检查阴性的

患者，男 20例，女 15例，年龄 22-82岁，均急性起病，腹痛呈向下的放射性，伴尿意不尽。

采用 Simens Emotion16层螺旋 CT平扫，患者充盈膀胱，扫描范围为泌尿系全程，层厚

8.0MM，螺距 1.0，管球旋转速度 1秒，准直 16x0.6，电压 130kv，自动毫安调节，层厚 1MM，

层距 0.75MM，薄层重建。数据同时传入三维工作站。 

3．结果 

  35例患者中，诊断输尿管结石 28例，结石全部位于输尿管的中下段，右侧输尿管结石 15

例，其中中段 8例，下段 7例，左侧输尿管结石 13例，其中中段 7例，下段 6例，结石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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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径 6MM，最小直径 3MM。CT表现为输尿管内小结节状高密度影，CT值在 180HU以上，其近端

输尿管轻度扩张，扩张直径均不超过 1CM，肾盂肾盏轻度扩张，沿肾盂向下追踪输尿管至膀胱

入口处，均明确显示结石在输尿管内。 

4．结论 

  多层螺旋 CT扫描速度快，不受腹部气体、脂肪组织的影响，无需特殊准备，约 10余秒钟

就能完成泌尿系扫描，同步将采集的容积数据信息进行薄层重建，具有高分辨力，图像清晰，

部分容积效应影响极小，沿着扩张的肾盂输尿管逐层向下观察，很容易发现输尿管内的高密度

影，尤其是对中下段输尿管结石，多层螺旋 CT扫描有明显优势，结合 MPR重建，能明确输尿

管与周边结构的毗邻关系，可区分输尿管旁的钙化灶和盆腔静脉石。目前多层螺旋 CT已成为

泌尿系结石，特别是中下段输尿管结石最重要的检查方法。 

   

 

 
PU-1459 

成人型环状胰腺 MSCT 诊断 

 
王小鹏,朱才松,杨军 

上海市同仁医院 200336 

 

【摘要】 目的 评价 MSCT诊断环状胰腺的影像特征及价值。方法 回顾分析 MSCT诊断 8例成

人型环状胰腺病例，其中比剂增强扫描 7例，平扫 1例；1例同时进行 MRI增强扫描及 MRCP

检查；1例进行手术治疗。主要应用多平面重组(MPR)影像后处理技术进行三维成像，对影像

资料及临床资料进行详细分析，总结其特征性表现影像。结果 MSCT诊断 8例环状胰腺，完全

型 7例，部分型 1例，主要 CT影像表现环绕十二指肠降段软组织块影，增强扫描其组织密

度、强化特征与胰腺相同，十二指肠轻度狭窄、其上方十二指肠轻度扩张。3例见副胰管；胆

总管轻度扩张 2例；合并胰腺炎、胆囊炎、胃及十二指肠溃疡各 1例。结论 根据特征表现

MSCT能正确诊断环状胰腺，可以作为非侵袭性检查首选方法。  

 

 
PU-1460 

MRI-detected extramural vascular invasion is a strong 

risk factor in predicting distant metastasis in 

rectal cancer 

 
Tripathi Pratik

1,2
,Shengxiang Rao

1
,Weifeng Guo

1
,Rai Bimal

3
,Mengsu Zeng

1
,Keqin Yang

2
,Zhanghua 

Liu
2
,Min Zuo

2
,Zhihao Li

2
,Xianchun Yang

2
,Wangfu Hu

2
 

1.Zhongshan Hospital affiliated to Fudan University. 

2.Hanyang Hospital affiliated to Wuh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3.Tongji Hospital affiliated to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bjective: Extramural vascular invasion (EMVI) has been recommended as an 

independent prognostic factor for poor overall survival rate in rectal cancer. In 

this study, we aimed to evaluate the MRI-detected extramural vascular invasion 

(mrEMVI) in predicting (synchronous) distant metastasis in T3rectal c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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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Post-operative histopathologically confirmed T3 rectal cancer patients 

who underwent preoperative MRI without previous treatment from July 2014 to 

December 2015 were enrolled for this study. Two blinded radiologists evaluated 

location of the tumor, the degree of mesorectal extension and MRI detected 

extramural vascular invasion (mrEMVI). mrEMVI was further categorized into EMVI 

positive and EMVI negative in T2 weighted image using mrEMVI scoring system. The 

results along with other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age, sex, lymphatic invasion, 

perineural invasion, mrEMVI score and CEA) were then correlated with synchronous 

metastases to determine the risk factors using univariate and multivariate 

analysis. 

Results: Among 180 patients, 38 patients were confirmed to be mrEMVI-positive, 142 

patients mrEMVI-negative. There were total 34 patients with synchronous metastasis 

in which 25 were mrEMVI-positive and 9 were mrEMVI-negative. Three factors were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synchronous metastasis: mrEMVI (p=0.001; odd 

ratio=8.665), histopathological lymphatic invasion (p=0.001; odd ratio=12.940) and 

preoperative CEA (p =0.026; odd ratio=4.124). mrEMVI score 4 was more liable for 

synchronous metastasis (p=0.044; odd ratio=9.429) than mrEMVI score 3 in rectal 

cancer. 

Conclusion: There is an intimate relationship between mrEMVI and synchronous 

metastasis in rectal cancer. mrEMVI positive is an independent risk factor for 

synchronous distant metastasis in rectal cancer. mrEMVI score 4 is a strong risk 

factor for synchronous metastasis than mrEMVI score 3 in rectal cancer. 

   

 

 

PU-1461 

肝静脉直径、改良肝尾叶/右叶比值对肝纤维化 

和肝硬化病理学分期的诊断价值 

 
张洪,何波,周家龙,赵卫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650032 

 

 目的 探讨肝静脉直径、改良肝尾状叶/右叶比值（ crl-r ）及其组合无创定量评价肝纤维

化、肝硬化病理学分期的临床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 99例经病理穿刺证实肝纤维化、肝硬

化患者的 MRI图像。在三只肝静脉汇入下腔静脉前最宽处测量三支肝静脉的直径；以门静脉右

支发出第一分支处为分界测量尾状叶和肝右叶的宽度，计算 crl-r；分析三只肝静脉直径、

crl-r及两者组合与肝纤维化、肝硬化病理学分期的相关性；采用 ROC曲线分析各参数值对检

测肝纤维化、肝硬化的能力。  

结果 肝纤维化、肝硬化各组间肝右静脉直径（rhvd）、三支肝静脉直径和（ld）、改良肝尾

状叶/右叶比值（crl-r）、ld与 crl-r的比值（ld/crl-r）值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1）。肝纤维化、肝硬化程度与 rhvd、ld、ld/crl-r呈负相关，相关性系数为（-0.59、-

0.61、-0.74，P＜0.01），与 crl-r值成正相关（r=0.57，P＜0.01）。rhvd诊断 S≥2、S≥4

和肝硬化 ROC曲线下面积为 0.70、0.73、0.85，敏感度和特意度分别为（74%、64%，74%、

80%，86%，78%）；ld诊断 S≥2、S≥4和肝硬化 ROC曲线下面积为 0.69、0.78、0.86，敏感

度和特意度分别为（72%、71%，76%、80%，80%，71%）；crl-r诊断 S≥2、S≥4和肝硬化 ROC

曲线下面积为 0.65、0.75、0.75，敏感度和特意度分别为（57%、70%，68%、6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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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ld/crl-r诊断 S≥2、S≥4和肝硬化 ROC曲线下面积为 0.73、0.76、0.89，敏感度和

特意度分别为（86%、57%，84%、80%，88%，85%）。 结论 rhvd、ld、crl-r、ld/crl-r值对

肝纤维化、肝硬化的无创性评估具有一定价值，ld/crl-r是相对较好的指标。 

   

 

 

PU-1462 

2 型糖尿病肠系膜上动脉病变的螺旋 CT 诊断价值 

 
蒋锐 

成都军区总医院 610083 

 

【摘要】 目的：探讨 2型糖尿病肠系膜上动脉病变的 64排螺旋 CT诊断价值。 方法：选择患

者 78例性肠系膜上动脉检查，分为 2型糖尿病（T2DM）组 41例及单纯高血压(HP)组 37 例，

全部患者使用螺旋 CT平扫及增强检查,肠系膜上动脉图像后处理，采用肠系膜上动脉三分段

法，分析 2组病例各个血管节段的斑块分布情况（斑块检出率）、钙化积分、范围、斑块性质

及血管狭窄程度。 结果：T2DM组斑块检出率明显高于 HP组，T2DM组检出病灶 37例，HP组

斑块检出病灶 24例，T2DM 组以硬化斑块为主，HP组以软斑块为主，T2DM组钙化积分、范

围、血管狭窄程度与 HP组有显著性差异，T2DM组 2例肠系膜上动脉分支回肠动脉内栓子，引

发小肠肠壁环形增厚、腹水。结论：糖尿病与高血压肠系膜血管病变斑块及狭窄程度有所不

同，64排螺旋 CT可以快速、无创、精确显示肠系膜血管病变，能作为判断 2型糖尿病肠系膜

上动脉病变转归的常规检查。 

   

 

 
PU-1463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superior mesenteric arterious 

lesion in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T2DM) with spiral 

CT 

 
jiang rui 

Department of medical imaging， ChengDu ARMY GENERAL HOSPITA 610083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superior mesenteric arterious lesion 

in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T2DM) with 64-row spiral CT. Methods: 78patientes’ 

superior mesenteric arterious lesion were grouped into T2DM group(41cases) and 

hypertension(HP) group (37cases).All cases were performed the plain and 

enhancement CT scan. The images of superior mesenteric artery which was divided 

into segments were post-process to analyze the patch distribution(plaques 

detection rate),calcium scoring, scope, plaques properties and arteries stenosis 

degree of each vascular segment of two groups. Results: The plaque detection rate 

of T2MD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HP group. The former most with hard 

spot and the latter with soft spot. The calcium scoring, scope, the arteries 

narrow degree of the two groups has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There was a thrombus 

in ileal artery of 2cases in T2MD groups, to generate bowel wall thickening and 

ascites. Conclusion: The plaque distribution and properties of superior mesente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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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erious lesion in T2DM and HP have difference. 64-row spiral CT is rapid, non-

invasive and accurate method for superior mesenteric arterious lesion in T2DM,so 

that it should be taken as a routine examination to estimate disease trend.  

 

 
PU-1464 

低电压，大螺距 128 层双源 CT 下肢动脉成像中的应用价值 

 
周文珍,殷信道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南京医院（南京市第一医院） 210006 

 

目的：本研究采用低千伏，大螺距，ATCM，SAFIRE重建多项技术联合行下肢动脉 CTA成像，

旨在降低下肢动脉 CTA的辐射剂量。因此本研究旨在介绍一种膝关节水平小剂量对比剂测试技

术（test bolus）来决定低千伏，大螺距双源 CT下肢动脉成像的扫描延迟时间，另外评价图

像质量，造影剂强化程度以及放射剂量。评价膝关节水平 test bolus技术在低电压，大螺距

双源 CT下肢动脉成像中的应用价值，并评价图像质量和辐射剂量。 

方法：60例怀疑下肢动脉病变的患者分为两组：A组，30 例患者，扫描方式为 80kVp，大螺距

（3.2），迭代重建。B组，30例患者，120kVp，标准螺距（1.0），滤过反投影法重建。A组

患者采用膝关节水平 test bolus 技术决定扫描延迟时间。比较两组的平均 CT值，信噪比

(SNR)，对比信噪比(CNR)，图像质量评分和辐射剂量。 

结果：A，B两组平均 CT值分别为 507.78±103.01HU，317.54±62.03HU,有统计学差异

（P<0.001)，平均 SNR分别为 51.04±20.29，34.66±9.94，有统计学差异（P<0.001)和平均

CNR分别为 44.83±17.93，28.26 ±9.60，有统计学差异（P<0.001）。两组图像质量评分无

统计学差异（P>0.05）。两组有效放射剂量存在统计学差异(A组：0.76±0.06mSv，B组：

4.29±0.63mSv, P<0.001)。A组 30例患者膝关节水平 test bolus技术共获得 60条时间密度

曲线，其中 1条来源于侧枝循环。 

结论：在 PAOD患者双源 CT 下肢动脉成像中，80kVp，大螺距联合 SAFIRE重建技术的扫描模式

与标准扫描模式相比，可以提供同样高质量的图像，并显著降低放射剂量，采用膝关节水平

test bolus技术来确定该模式的扫描延迟时间使得该扫描模式具更有广阔的临床应用前景。 

   

 

 
PU-1465 

体部自发性血肿的影像学诊断及鉴别诊断 

 
石晓红,白卓杰 

南京江北人民医院 210048 

 

摘要 

目的  探讨体部自发性血肿的影像学表现，以期提高对该病的认识。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2例经穿刺病理证实的体部自发性血肿的 CT和 MRI表现。 

结果 12例均为单发，左锁骨上 1例，上腹部 2例，中腹部 1例，肾包膜下 2例，肾上腺 2

例，腹壁 1例，大腿 1例，小腿 2例。肿块 9例呈椭圆形或类圆形，3例呈长梭形，所有病灶

边界均较清晰。CT平扫呈稍高密度 5例，低密度 3例，3例呈混杂密度。T1WI低-等信号者 3

例，高信号 5例，混杂信号 3例；T2WI低-等信号 2例，高信号 6例，混杂信号 3例。增强扫

描所有病灶均未见明显强化，5例出现边缘强化。CT诊断准确率达 63.2%，MRI诊断准确率达

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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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体部自发性血肿的影像学表现具有一定的特点，结合临床症状，有利于其诊断及鉴别诊

断。  

 

 

PU-1466 

直肠注入生理盐水 CT 检查诊断直肠癌分析 

 
赵德明 

上海市第二人民医院 200011 

 

目的：探讨直肠注入生理盐水螺旋 CT检查直肠癌诊断价值。 

方法：搜集 100例直肠 CT检查病例，本组病例采用仰卧位直肠内注入生理盐水后平扫加增强

CT检查，CT设备采用西门子 Emtion螺旋 CT，扫描层厚 1~5mm，螺距 1.0，重建层厚

1.0~1.5mm，图像后处理成像技术包括 CT仿真内窥镜(CTVE)和多平面重建(MPR)及增强数据分

析。MPR横断位、冠状位、矢状位。静脉内对比剂总量 100ml（或每公斤体重 1.5ml）注射速

率 3~4ml/sec扫描启动时间：动脉期 26-30sec，静脉期 60sec ，部分延时期 120sec。 

检查前采用直肠内注入生理盐水作为对比剂，CT扫描体位采取仰卧位。分析直肠 CT检查表现

征象。 

结果：100例直肠 CT检查病例，男 61例，女 39例，平均年龄 56岁。直肠癌 36例，CT 表现

为不规则软组织肿块、溃疡及肠壁增厚，直肠形态改变，较固定。直肠息肉 16例，CT表现为

类圆形小软组织肿块，7例见蒂与直肠相连。直肠炎 30例，CT表现为直肠壁厚毛糙，腔挛缩

变形。正常 24例。 

讨论：直肠癌是常见病、多发病，对直肠癌的检查方法很多，直肠镜、直肠造影、CT、MR

等。早期直肠癌诊断方法多以直肠镜为主，但是直肠镜检查存在局限性，只能分析直肠粘膜层

癌变，对于粘膜下病变有局限性，对直肠癌直肠周围浸润不能显示，CT检查被证实是术前评

估及术后治疗较有价值的检查方法，可以弥补直肠镜检查的不足，直肠内注入生理盐水后检查

方法可以得到丰富影像资料，并且能够避免直肠内粪便对 CT图像造成的噪声影响，因此可以

提高早期直肠癌诊断阳性率，为临床治疗提供可靠依据。 

初步分析该方法应用在直肠癌检查中，CT影像表现征象增加，特别老年病人肠道准备不好

者，减少直肠粪便残留产生的 CT诊断假阳性。 

   

 

 

PU-1467 

结直肠癌 MRI 诊断的研究 

 
汪鑫睿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210000 

 

结直肠肿瘤的发病率逐年升高，结肠肿瘤疗效的好坏，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结直肠肿瘤的治疗

前正确分期。长期以来钡灌肠、CT和结肠镜是主要的检查手段，患者检查具有一定的痛苦。

关于磁共振评价大肠癌的报道较少，但随着高场强 MRI快速序列的开发和应用，应用高场 MRI

对大肠癌的诊断和预后评估提供影像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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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68 

肾小细胞神经内分泌癌病例报道及文献复习 

 
孙雪莹 

江苏省人民医院 210029 

 

目的：探讨原发性肾小细胞神经内分泌癌临床症状、病理表现、影像表现、治疗方法及预后。 

方法：报告 1例这种罕见病例并进行有关文献复习。 

结果：临床症状以腰痛及血尿常见；肿瘤可累及肾实质或肾盂，以肾实质居多，发生于肾实质

者病理成分单一，均为神经内分泌癌细胞，发生于肾盂者病理多为混合成分，可混有移行细胞

癌或鳞状细胞癌等成分。影像上多表现为肾脏单发体积较大的实性占位，密度或信号多不均

匀，多轻度不均匀强化，转移及局部浸润多见，以淋巴结转移最常见。手术切除及化疗可缓解

病情，但缓解期短，平均生存期不足一年。 

结论：原发性肾小细胞神经内分泌癌是一种恶性程度极高的罕见疾病，肿瘤生长迅速并快速转

移。影像学检查有助于疾病诊断及病情评估。依靠病理及免疫表型进行确诊。病情进展迅速，

手术+化疗的综合治疗可以缓解病情，但预后差。 

   

 

 
PU-1469 

表观扩散系数最小值与平均值在肝脏局灶性病变 

鉴别诊断中的价值 

 
柏根基 

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 223300 

 

目的： 探讨表观扩散散系数最小值（ADCmin）与平均值（ADCmean）在肝脏局灶性病变

（focal liver lesion，FLL）鉴别诊断中的价值。 

方法：回顾性分析临床或影像怀疑为 FLL，且经手术病理、穿刺活检、临床或随访结果明确诊

断的 168例患者。168例患者共取 168个病灶，分为良性组 58例（肝脏海绵状血管瘤 45灶、

肝硬化结节 10灶、肝脏局灶性增生[FNH]，8灶）和恶性组 105例（肝细胞肝癌 50灶、胆管

细胞癌 15灶、转移瘤 40灶）。所有患者均行常规 MRI及 DWI检查，在 ADC图上，测量并记录

以上各病变的 ADCmin值及 ADCmean值，绘制 ROC曲线，观察 ADCmin值及 ADCmean值的诊断

效能。 

结果：良性组平均 ADCmin值(×10
-3
 mm

2
/s)为 1.55±0.46 (肝血管瘤：1.75±0.43；肝硬化结

节：1.22±0.35；FNH：1.21±0.51)；恶性组平均 ADCmin值为 0.92±0.17 （肝细胞肝癌：

0.89±0.17；胆管细胞癌：0.97±0.16; 转移瘤：0.91±0.18）； 良性组平均 ADCmean为

1.72±0.48 (肝血管瘤：1.92±0.46；肝硬化结节 1.38±0.41；FNH：1.43±0.62)；恶性组

平均 ADCmean值为 1.19±0.21（肝细胞肝癌：1.13±0.17；胆管细胞癌：1.33±0.17；转移

瘤：1.20±0.24）。在良恶性 FLL鉴别中， ADCmean值及 ADCmin值其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01）。ADCmin值及 ADCmean值的 ROC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95、0.87；诊断恶性 FLL

的敏感性、特异性及准确率分别为 86%、95%、82%及 75%、80%、79%。 

结论：ADCmin值及 ADCmean 值有助于鉴别 FLL。ADCmin值 ROC曲线下面积明显高于 ADCmean

值 ROC曲线下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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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70 

小肠 CT 重建对克罗恩病合并腹腔脓肿 

治疗策略选择价值的研究 

 
刘炜

1
,孙颖昊

2
,刘婧娟

1
,薛华丹

1
,李骥

2
,钱家鸣

2
,金征宇

1
 

1.北京协和医院 放射科 

2.北京协和医院 消化科 

 

 目的 评价小肠 CT重建对克罗恩病合并腹腔脓肿内科治疗、介入穿刺或手术治疗策略选择的

指导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 34例 2014年 06月至 2017 年 04月间就诊于北京协和医院的克罗

恩病合并腹腔脓肿患者的临床及影像学资料，探讨小肠 CT重建结果对克罗恩病合并腹腔脓肿

治疗策略选择的影响。结果 34例患者男 28例，女 6例，入院年龄 14-67岁（平均 32.82

岁）。20例采取内科保守治疗，14例采取介入引导下经皮穿刺引流或/和手术治疗。内科保守

治疗组肠壁厚度 7.3±2.0mm，非保守治疗组 8.3±2.2mm，P=0.188。内科保守治疗组肠壁分层

强化 18例（90.0%），非保守治疗组 14例均为分层强化（100.0%），P＞0.05。内科保守治疗

组“齿梳征”12 例，非保守治疗组“齿梳征”4例，P=0.080。内科保守治疗组和非保守治疗

组淋巴结最大直径分别为 11.3±4.4mm vs 9.5±4.8mm，P=0.288。将脓肿分为肠周脓肿与非

肠周脓肿（腹壁脓肿、腹膜后脓肿、侵犯重要盆腹腔脏器脓肿），内科保守治疗组肠周脓肿

16例（80%），非保守治疗组肠周脓肿 4例（28.6%），P=0.005。内科保守治疗组脓肿最大直

径 42.7±20.2mm；非保守治疗组 78.9±58.5mm；P=0.042。内科保守治疗组 5例（25.0%）存

在单一窦道，15例（75.0%）多发窦道，非保守治疗组 5 例（35.7%）为单一窦道，9例

（64.3%）为多发窦道，P=0.704。内科保守治疗组窦道最大长度、宽度分别为 14.8±7.1mm、

6.2±2.0mm，非保守治疗组窦道最大长度、宽度分别为 14.8±6.9mm、8.0±2.6mm，P值分别

为 0.998、0.028。结论 非肠周脓肿、脓肿直径较大、瘘道较宽提示可能需要更积极介入穿刺

或手术治疗，尚未发现肠壁厚度、肠壁强化类型、瘘道数目、瘘道长度等对治理策略选择的提

示意义。  

 

 
PU-1471 

Value of 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 in predicting 

normal-sized lymph node metastasis in patients with 

early stage cervical cancer 

 
Song Jiacheng,Chen Ting,Huang Junwen,Ma Zhanlong 

Jiangsu Province peoples' hospital 210029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value of 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 (DWI) in 
evaluating normal-sized lymph node metastasis in operable early stage cervical 

cancer. 

Methods Seventy-one patients with early stage cervical cancer who underwent 
preoperative MRI and radical hysterectomy with lymphadenectomy (histologically 

metastatic, n=34; histologically benign, n=37) were included in this study. 

Preoperative clinical variables and MRI variables were analyzed and compared 

between the metastatic and benign node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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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The ADC value of metastatic lymph node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benign 
lymph node [(0.61±0.09 VS. 0.69±0.08)×10

-3
 mm

2
/s, p＜0.00]. Larger lymph node 

(7.37±2.09 VS. 6.17±1.55, p＜0.01) and tumor size (27.34±10.38 VS. 22.46±7.80, 

p＜0.03) were correlated with lymph node metastasis. The relative ADC value 

between tumor and node was larger in metastatic group [(0.07±0.10 VS. 

0.02±0.11)×10
-3
 mm

2
/s, p＜0.05]. The node ADC value showed the highest AUCs of 

0.75 (p < 0.001), with sensitivity of 91.9 % and specificity of 52.9 %,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DWI is important in discriminating metastatic state of normal-sized 
lymph node in patients with early stage cervical cancer.  

 

 
PU-1472 

探讨腹部创伤的 CT 诊断及其临床价值 

 
徐来成 

解放军第一五九中心医院介入放射 463008 

 

目的 探讨腹部创伤的 CT诊断及其临床价值。 方法 选取 2015年 1月~2015年 12月在我院采

取 CT检查的 76例腹部创伤患者作为 CT组，同时选取 2014 年 1月~2014年 12月在我院采取 B

超检查的 56例腹部创伤患者作为 B超组，同时将两组患者检查结果与手术结果相比较。 结果 

与手术结果相比，CT组患者腹部创伤诊断准确率为 97.4%，B超组患者腹部创伤诊断准确率为

76.7%，组间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与 B超相比，CT检查方法在诊断腹

部创伤方面具有较高的准确率，该方法值得推广应用。 

   

 

 
PU-1473 

胃癌腹膜腔转移的 CT 影像学表现 

 
孙娜娜,刘畅,刘希胜 

江苏省人民医院 210029 

 

目的 总结胃癌腹膜腔转移的螺旋 CT表现，提高胃癌腹膜腔转移的早期诊断率。方法 回顾性

分析 2013年 1月至 2016年 9月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78例胃癌伴腹膜腔转移患者的 CT

检查及临床相关资料，并进行总结胃癌腹膜腔转移的 CT影像学特征。结果 胃癌的肿瘤位置包

括胃窦 40例、广泛皮革胃 11例、胃底贲门 9例、胃小弯 9例、胃体窦 5例、胃大弯 4例。腹

膜腔转移常见 CT表现为腹水 71例（91.0%）、大网膜增厚 59例（75.6%）、腹膜增厚 54例

（69.2%）、肠系膜增厚 46 例（59.0%）、小网膜肝胃韧带增厚 18例（23.1%）、横结肠系膜

增厚 15例（19.2%）、卵巢转移 8例（10.3%）、肠管增厚 6例（7.7%）、肝包膜结节 2例

（2.2%）。结论 胃癌腹膜腔转移在 CT图像上有着一些特定的转移部位及表现。结合 CT轴位

图像、冠状位及矢状位重建图像，适当调节窗宽窗位，有利于观察胃癌原发灶及腹膜腔转移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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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74 

磁共振增强血管造影对肾动脉解剖变异初探 

 
徐敬慈,潘自来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北院 201801 

 

摘要：目的：探讨 MR增强血管造影（contrast enhanced MR angiography，CE-MRA）显示肾

动脉解剖变异的价值。方法：采用回顾性分析 213例肾动脉 CE-MRA检查图像，包括肾动脉变

异的显示情况以及分型。结果：肾动脉变异分别占病例数和肾脏数的 30.05％（64/213）和

19.72％（84/426），其中肾动脉过早分支发生率为 6.57％（28/426），副肾动脉变异发生率

为 13.15％（56/426）。女性肾动脉变异发生率小于男性，同一患者两侧肾动脉变异发生率无

显著性差异。常见肾动脉解剖变异类型均有显示。结论：肾动脉的解剖变异可以通过动态增强

MR血管造影准确显示。 

   

 

 

PU-1475 

肾上腺节细胞神经瘤的 CT 表现及误诊分析 

 
熊飞,王翅鹏 

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总医院 430070 

 

目的：回顾性分析本院 14例经手术病理证实的肾上腺节细胞神经瘤的 CT资料，探讨其 CT表

现，分析误诊原因，期望能提高该肿瘤的术前诊断准确率。材料与方法：搜集 2004年 1月至

2013年 12月本院经手术病理证实的肾上腺节细胞神经瘤 14例，其中男 8例，女 6例，年龄

为 13~52岁，中位年龄 38岁。采用日本 TOSHIBA公司 Aquilion16排螺旋 CT扫描仪，层厚

5mm，层间距 5mm，扫描范围自膈顶以上 2cm至双肾下极水平。全部患者均行 CT平扫及增强扫

描，其中有 4例患者行延迟期扫描。结 果 14例肾上腺节细胞神经瘤，边界清晰，病灶呈圆形

3例、椭圆形 6例，5例肿瘤边缘被邻近结构压迫变形并可见伪足样尖角形成。14例肿瘤密度

均低于同层面竖脊肌，其中 10例近似于囊性。平扫肿瘤 CT值为 14.8～28.6HU，平均

21.4HU。增强扫描 12例动脉期无明显强化呈类似囊肿表现，静脉期 7例可见环形、细线样轻

度强化。行延迟期扫描的 4例肿瘤内均可见斑片、云雾状轻～中度强化，具有一定特征性。讨

论：本组病例的 CT表现总结有以下特征：（1）肾上腺区边界清楚的占位病变，一般呈类圆形

或卵圆形（9/14），嵌入式生长并形成伪足样改变为其特征性生长方式（5/14）。（2）由于

节细胞胞浆丰富、核仁明显以及瘤内含有丰富的黏液基质，故 CT平扫肿块呈低或稍低密度

（14/14）。（3）14例肿块中有 4例行延迟期扫描，肿瘤内均可见斑片、云雾状轻～中度强

化，这种随时间延长对比剂蓄积的现象，可能是由于肿瘤内存在大量黏液样基质而导致细胞外

间隙容量扩大，进而表现为具有一定特征的延迟强化表现。回顾性分析其误诊原因，由于当时

对本病缺乏认识，5例误诊病例均未行延迟期扫描，增强扫描动脉期、静脉期无明显强化或轻

度环形强化表现导致笔者将肾上腺节细胞神经瘤与肾上腺囊肿、富含脂质的肾上腺皮质腺瘤及

囊变的嗜铬细胞瘤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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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76 

CT 检查对外周血淋巴细胞 DNA 双链断裂影响的研究 

 
陶舒敏,张龙江,卢光明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210002 

 

目的：评价腹部 CT增强检查对外周血淋巴细胞内 DNA双链断裂（double strand breaks, 

DSBs）水平的影响。 

材料与方法：选取 12例健康志愿者各抽取 8 ml静脉血，将每例志愿者的静脉血分为 A 组、B

组、C组和 D组，每组 2 ml，进行体外实验。其中 A组外周血作为对照组，不接受 CT 扫描；

B-D组外周血接受相当于 1、2、3次腹部 CT辐射剂量的扫描。选取 30例腹部增强检查的患者

进行体内实验。在 CT检查前（基线组）及检查后 5 min（辐射组）分别抽取 2 ml静脉血，并

记录剂量长度乘积（dose–length product，DLP）和 CT容积剂量指数（volume CT dose 

index，CTDIvol）。所有血样通过淋巴细胞分离及γ-H2AX 蛋白的免疫荧光染色，标记出

DSBs。通过配对样本 t检验比较基线组和辐射组间 DSBs水平的关系。采用 Pearson相关分析

分析辐射剂量与γ-H2AX焦点增加的关系。通过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及 ANOVA检验比较 A、B、

C、D组间 DSBs水平的关系。 

结果：在体外试验中，接受 CT辐射暴露的 B、C、D组的血样中 DSBs水平均较 A组明显升高

（所有 P＜0.001），且辐射剂量分组与 DSBs水平呈线性关（P＜0.001）。在体内实验中，CT

检查前γ-H2AX焦点基线的平均值及标准差为 0.62±0.35 焦点/细胞，检查后为 0.89±0.42

焦点/细胞，辐射组血样中淋巴细胞内 DSBs水平较基线组 DSBs水平显著升高（P＜0.001），

且升高约 43.5%；但 CT检查后 DSBs的增加量与 DLP或 CTDIvol未发现明显相关性。 

结论：外周血淋巴细胞内 DSBs水平在进行腹部 CT增强检查后明显升高，体外研究表明 CT检

查辐射剂量与细胞内 DSBs水平呈线性相关。 

 

 

 
PU-1477 

口服维生素 C 预防 CT 检查后 DNA 双链断裂的研究 

 
陶舒敏,张龙江,卢光明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210002 

 

目的：研究口服维生素 C对腹部对比增强 CT检查后患者外周血中 DNA双链断裂（double 

strand breaks，DSBs）损伤的预防作用。 

材料与方法：本研究共入组 60例腹部对比增强 CT检查患者，分为对照组（30例）及预防组

（30例）。预防组在 CT检查前 30~120 min口服 1 g维生素 C，对照组不使用任何药物。预防

组根据口服维生素 C时间点的不同分为 3组（30 min，n=16；60 min，n=10；120 min，

n=4）。所有患者在 CT检查前及检查后 5 min抽取 2 ml外周血。将所有血样分离出淋巴细

胞，进行免疫荧光染色，标记出细胞核内的代表 DSBs的γ-H2AX荧光焦点。两组间的计数资

料（包括性别和合并症）的组间比较使用卡方检验。两组间计量资料，包括剂量长度乘积

（dose–length product，DLP）、CT容积剂量指数（volume CT dose index，CTDIvol）、

γ-H2AX焦点基线水平间的比较使用 t检验及 u检验。不同时间点口服维生素 C的预防组间

γ-H2AX焦点增加的差异性使用 ANOVA检验。辐射剂量与 γ-H2AX焦点增加的关系使用

Pearson相关及 Spearman分析。 

结果：对照组和预防组两组间的 CTDIvol及 DLP没有统计学差异（P值均＞0.05）。对照组检

查后γ-H2AX焦点较检查前平均增加 0.49个/细胞，预防组检查后平均增加 0.19个/细胞，检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3372 

 

查后预防组较对照组γ-H2AX 焦点增加量显著减少（p＜0.001），减少量占对照组增加量的

61%。在预防组中，γ-H2AX 焦点增加量分别与 DLP及 CTDIvol呈显著相关（r值分别为 0.449

和 0.403，P值均＜0.05）。 

结论：检查前口服维生素 C能够显著减少腹部对比增强 CT检查后的 DSBs水平，对 CT所致的

DNA损伤起到一定保护作用。  

 

 
PU-1478 

Gd-EOB-DTPA 应用在肝脏局部结节性病变中的诊断价值 

 
王荃荣子 

江苏省人民医院 210029 

 

研究肝细胞特异性造影剂 Gd-EOB-DTPA在肝脏结节性病变的定性诊断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搜

集 30例经 CT或 MR（Gd-DTPA）增强检查证实肝内有结节性病变的患者，接受肝细胞特异性造

影剂 Gd-EOB-DTPA磁共振增强检查，采集 T1WI、T2WI、DWI、LAVA动态增强扫描，在注射造影

剂后 15-20分钟采集肝胆特异摄取期图像。结果 30名入组患者，共计 36个病灶。其中，中

低分化肝癌 14个，高分化肝癌 8个，再生结节（RN）或不良性再生结节（DN）9个，局灶性

再生结节（FNH）5个。结论 肝细胞特异性造影剂 Gd-EOB-DTPA在肝脏结节性病变的定性诊断

中有重要价值。  

 

 

PU-1479 

MR 血氧水平依赖成像评价兔肾输尿管梗阻肾纤维化 

可行性的实验研究 

 
查婷婷,陈杰,邢兆宇,张京刚,田小娟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213003 

 

目的 探讨 MR-BOLD评价肾纤维化的可行性。方法 将 40只健康新西兰大白兔随机分为对照组

（n=8）和兔输尿管梗阻（UUO）组（n=32），UUO组再随机分成四组（每组 8只）。UUO组实

验兔完全结扎左肾输尿管近段建立 UUO模型，分别于术后 2、4、6和 8W行 MR冠状 T2加权成像

（T2WI）和轴位 BOLD扫描，分别对应为 UUO 2、UUO 4、UUO 6和 UUO 8W亚组。MR扫描后立即

切除左肾并行病理组织学检查。在 BOLD图像上测量计算皮质（C）的 T2*弛豫率（CR2*）、髓

质（M）的 MR2*和同层面肌肉的 R2*肌，计算 C与 M的标化 R2*值（sR2*），以及 C和 M分别在

UUO前后的 sR2*的差值（△sR2*）。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比较对照组、UUO组每个时间点皮髓

质的 sR2*的差异；对照组组内及 UUO组组内 sR2*的两两比较采用 LSD检验；UUO 2W、4W、6W

及 8W每一亚组内皮髓质的△sR2*（△sCR2*、△sMR2*）的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结果 UUO

组各亚组的 sR2*均低于对照组对应时间点的 sR2*对照（P<0.05）, 对照组与 UUO组正常的 sR2*比

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左肾 C带，UUO 2W与 6W、8W比较，UUO 4W与 6W、8W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均<0.01）；左肾 M带，UUO 2W与 6W、8W比较，UUO 4W与 8W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均<0.01）。对照组各时间点之间 sCR2*对照和 sMR2*对照两两比较无明显差异（P均
>0.05）。UUO 2、4及 6W的△sCR2*均小于△sMR2*（P<0.05）；UUO 8W的△sCR2*与△sMR2*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肾纤维化时肾髓质的 R2*变化较皮质显著，MR-BOLD 可以反

映肾纤维化发生发展的过程，对评价输尿管梗阻肾纤维化具有可行性和较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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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80 

Correlative Analysis of GIST Risk Classification and 

Histological Differentiation 

 
zhang xueling,Zhou Junlin 

Lanzhou University Second Hospital 730030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GIST risk classification and 

histological differentiation,as well as spectral CT quantitative parameters. 

Materials and Methods Analyzing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umor risk rating and 

immunohistochemical markers in 75 patients with GIST. Results The positive rates 

of CD117, CD34, vimentin, Dog-1, S-100 and SMA were 97%, 87%, 99%, 81%, 5% and 20% 

respectively,lack of differentiation accounted for the majority (73%).High 

recurrence risk GIST can be expressed as CD117, CD34 partial negative 

(V=0.319,0.290, P= 0.020,0.039),the expression of Dog-1 and vimentin was not 
associated with GIST risk classification,GIST risk is not clearly related to its 

differentiation direction(c2
=8.099,P=0.231).The higher the risk, the more active 

cell proliferation(V=0.412,P<0.001). Conclusion The GIST differentiation 

direction is not associated with the risk classification and the spectral CT 

quantitative parameters. High risk GIST may not have KIT gene mutation. 

   

 

 

PU-1481 

Xp11.2 易位/TFE3 基因融合相关性肾癌的影像学表现 

 
任基伟,靳宏星 

山西省肿瘤医院 030013 

 

【摘要】目的 探讨 Xp11.2/TFE3 基因融合相关性肾癌的 CT和 MRI的特点，以利于术前诊断。

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15例 Xp11.2/TFE3基因融合相关性肾癌患者资料，从临床

表现、好发年龄、CT及 MRI 表现及增强扫描特点分析，并与病理对照分析，统计学经

Bofferoni校正法两两比较不同期相肿瘤组织的相对 CT值及绝对 CT值。结果 患者平均年龄

35岁（19-57岁），4例女性， 最大径线 6.54cm,10例伴出血，8例伴钙化，8例伴肾周侵

犯，2例伴淋巴结转移，1例伴腹水，平扫 12例呈稍高密度，2例呈等密度，1例呈稍低密

度，增强扫描皮质、髓质期病灶绝对 CT值低于正常肾皮质（P＜0.05）、高于肾髓质（P＜

0.05），延迟期病灶强化低于正常肾髓质（P＜0.05）。MR显示 3例 Xp11.2／TFE3基因融合

相关性肾癌 T1WI呈等高信号，T2WI呈等低信号，增强呈轻-中度强化。结论 Xp11.2／TFE3基

因融合相关性肾癌 CT及 MR 有一定的特征性表现，定量测定 CT值，结合好发于儿童及年轻

人、伴出血、钙化、多发淋巴结及远处器官转移，可有助于术前推断肾癌的病理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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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82 

阑尾粘液性肿瘤的多层螺旋 CT 表现 

 
陶广宇,方向明,华妙强,胡钢锋 

无锡市人民医院 214023 

 

【摘要】目的 探讨阑尾粘液性肿瘤的多层螺旋 CT表现，提高对该病的影像诊断。方法 回顾

分析 24例经病理证实的阑尾粘液性肿瘤病人的 CT图像，记录肿瘤形态、直径、CT值、强化

程度、囊壁厚度、有无间隔与钙化和阑尾的周围改变等。结果 24例阑尾粘液性肿瘤中，阑尾

粘液性囊腺瘤 6例、低级别粘液性肿瘤 16例、粘液性囊腺癌 2例。阑尾粘液性囊腺瘤形态规

则，囊壁相对光整，境界清楚，增强后囊壁轻度强化；低级别粘液性肿瘤可见腹腔假性粘液

瘤，肿瘤破裂时边界不清，周围可见渗出，增强后囊壁及间隔轻至中度强化；粘液性囊腺癌表

现为囊实性肿块，形态不规则，呈分叶样改变，增强扫描实质部分明显强化。结论 CT 对阑尾

粘液性肿瘤的病理分型有积极的意义，可为术前诊断和手术治疗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 

   

 

 
PU-1483 

CT 能谱成像在胃癌诊断中的初步研究应用 

 
吴玉锦,王希明,胡春洪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15006 

 

目的：本研究通过分析正常胃壁、胃癌能谱成像参数及特征，初步探讨 CT能谱成像在胃癌诊

断中的价值。 

材料和方法：回顾性分析经病理证实的 30例胃癌影像资料，分为分化组 13例，未分化组 17

例；患者均行 CT能谱双期扫描。记录双期扫描正常胃壁及胃癌在不同单能量水平下 CT值、

碘—水浓度、有效原子序数等进行统计学分析，并进行独立样本 t检验。 

结果：（1）胃癌组、正常胃壁组比较：动脉期及静脉期任意相同单能量下胃癌的 CT值均高于

正常胃壁，且动脉期及静脉期胃癌组能谱曲线斜率（2.41±0.47、2.72±0.57）大于对应期像

正常胃壁组（1.05±0.27、1.39±0.13）；在动脉期和静脉期碘基图上胃癌组的碘基值

（16.24±9.81、22.95±8.06）均高于相应期像正常胃壁组的碘基值（8.86±4.05、

11.76±1.94），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动脉期及静脉期胃癌组的有效原子序数

（8.43±0.65、8.90±0.39）分别高于相应期像正常胃壁组（8.14±0.24、8.31±0.12），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动脉期及静脉期水基值差别无统计学意义（P＞0.05）；

（2）不同分化程度胃癌组比较：静脉期 40~90kev各单能量水平下中、高分化组的 CT 值均低

于低分化组，且低分化组的能谱曲线斜率（4.02±1.52）大于中、高分化组（2.69±0.18）；

静脉期低分化组碘基值（27.30±4.51）、有效原子序数（9.12±0.24）分别高于中、高分化

组碘基值（18.52±9.43）、有效原子序数（8.51±0.44），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动脉期碘基值、有效原子序数及双期水基值差别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CT能谱成像能够对组织、病变进行定量分析，有助于胃癌的初步诊断及分化程度评

估，为影像诊断提供了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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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84 

不同风险等级的小肠间质瘤的 CT 表现 

 
张晓明

1
,苏倩

2
 

1.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山东省济南市中医医院 

 

目的: 评估不同风险等级的小肠间质瘤的动态增强 CT表现。 

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免疫组化证实的小肠间质瘤 40例（男 17例，女 23例）的临床特点及 CT

表现，具体征象包括肿瘤位置（十二指肠、空肠、回肠），最大径，是否均质，有无钙化，坏

死，囊变，出血，分析比较不同风险级别（极低风险、低度风险、中度风险、高度风险）小肠

间质瘤的上述 CT征象以及增强扫描各时相的 CT值的差别。 

结果: 40例小肠间质瘤患者中，90%患者出现症状，分别因消化道出血(57.5%)，腹部不适

(22.5%)，腹部肿块(10.0%)等症状就诊。90%患者无并发症，4例患者并发肠梗阻。82.5%患者

无转移，6例患者出现腹腔转移。 6例患者出现淋巴结增生，无患者出现淋巴结转移。40例

患者中，6例位于十二指肠，21例位于空肠，13例位于回肠。肿瘤最大径 8.1cm（1.4cm-

21.0cm）。病理组织学风险等级分别为极低风险 3例，低度风险 13例，中度风险 2例，高度

风险 22例。不同风险等级的小肠间质瘤在肿瘤大小、是否均质、是否合并坏死方面存在统计

学差异(p<0.05)。但在肿瘤发生位置、有无钙化、有无囊变、有无出血方面不存在统计学差

异。不同风险等级的小肠间质瘤在静脉期及延迟期的 CT值存在明显差别(p<0.05)，CT值自低

风险至高风险递减。而不同风险等级的小肠间质瘤在平扫和动脉期的 CT值无明显差别。 

结论: 不同风险等级的小肠间质瘤的动态增强 CT表现有一定特点，有助于在术前对肿瘤进行

正确诊断和预后评估。  

 

 

PU-1485 

CT 导引下肝肾盆腔巨大囊肿聚桂醇硬化治疗的临床应用 

 
刘希胜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江苏省人民医院） 210029 

 

【摘要】目的 探讨肝、肾、盆腔巨大囊肿在 CT导引下经皮囊肿抽吸后注入聚桂醇硬化剂治疗

的疗效。方法 将肝肾盆腔囊肿先行 CT扫描定位。用 18G穿刺抽吸针抽吸或 7F、8F引流管引

流，抽吸或引流囊液并注入聚桂醇乳化剂到囊腔内。囊肿的直径为 10-15 cm，抽出囊液 500-

1700 ml。其中肝囊肿 8例 9个囊肿；肾囊肿 7例 9个囊肿；盆腔囊肿 1例，其中，3例巨大

肝囊肿反复治疗 2-3次。结果 16例患者 19个病灶均成功穿刺抽吸，注入聚桂醇乳化剂治疗

后，随访 3个月，囊肿的治疗效果均为Ⅲ级；结论 CT导引下经皮囊肿抽吸后聚桂醇硬化剂治

疗肝、肾、盆腔囊肿是一种危险性小、并发症少而疗效好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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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86 

不典型肝细胞癌的 CT 及 MRI 表现 

 
蒋月明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530021 

 

目的：分析不典型肝细胞癌（HCC）的 CT及 MRI表现，提高不典型肝细胞癌的诊断准确率。 

方法：收集我院 2012年 6月 1日-2015年 1月 1日期间经手术病理证实的不典型 HCC 40 例，

回顾性分析此 40例 HCC 的 CT及 MRI表现。 

结果：40例 HCC中 35例行 CT检查，平扫 30例表现为不规则形低密度影，2例为混杂密度

影，2例等密度影，1例稍高密度影。8例行 MRI检查，平扫 7例表现为稍长 T1稍长 T2信

号，1例为等信号。增强扫描：19例动脉期轻度强化，门脉期强化较前明显，延迟期强化减

退；12例边缘持续性强化；3例呈类血管瘤样强化；1例始终无强化。40例 HCC中 10例为块

状型，5例为结节性，25例 HCC为小肝癌。 

结论：不典型肝癌易与其他肝脏疾病混淆，综合分析其 CT及 MRI表现可提高诊断准确率。 

   

 

 
PU-1487 

腹膜后神经鞘瘤的 CT 表现分析 

 
李洪杰 

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总医院 430070 

 

摘要：目的：分析腹膜后神经鞘瘤的发病部位、大小、形态、密度及其强化方式等 CT征象，

以提高对腹膜后神经鞘瘤的诊断率。 方法：分析本院经病理证实的 16例神经鞘瘤，16例全

部经过 CT平扫+增强扫描及 CT三维重建后处理，分析病变发病部位、形态、大小、边界、密

度及其强化方式，总结其影像表现。  结果：16例神经鞘瘤均呈囊实性，14例良性，2例恶

性，发生于腹膜后脊柱旁者 10例，腹膜后骶前区 6例。14例良性神经鞘瘤均呈圆/类圆形，

边界清晰、光整，大小 3.4cm*4.6cm-6.5cm*7.4cm，密度不均匀，2例出现钙化，增强扫描肿

瘤实质成分均明显延迟强化，延迟期 CT增加值 37HU-80HU；2例恶性神经鞘瘤，亦坏死囊变明

显，均呈不规则、浅分叶，边界不清，对邻近组织有不同程度的侵犯，大小 7.5cm*10.5cm-

8.4cm*16.7cm，增强扫描不均匀明显延迟强化，延迟期 CT增加值 50HU-77HU。 结论：腹膜后

神经鞘瘤发病部位、形态、大小、密度以及强化方式均有一定的特征性，熟悉掌握其 CT 表

现，有助于提高我们对腹膜后神经鞘瘤的诊断率。 

   

 

 
PU-1488 

肝包虫误诊为肝纤维组织细胞瘤 1 例 

 
唐春耕,周明,卓丽华 

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四川省精神卫生中心 621000 

 

患者，女，50岁，因“腹痛 2日”入院。既往身体健康，无疫区接触史，未饲养牲畜。查体:

体温 37． 1℃。意识清晰，查体配合，腹平坦，腹软，腹部叩诊鼓音，移动性浊音阴性，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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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无叩痛，听诊肠鸣音正常，全身皮肤、巩膜无黄染。实验室检查： AFP 阴性，肝功能正

常，甲肝抗体阴性，丙肝抗原、抗体阴性，乙肝三系：乙肝表面抗体、乙肝核心抗体阳性，余

阴性。 

影像学检查：上腹部 CT平扫及增强扫描示肝右后叶上段类圆形稍低密度占位，病灶较大截面

约 45mm*42mm，CT值约 43HU，轮廓尚清，密度较均匀，增强扫描未见明显强化（图 1A-1D）。

诊断：肝右后叶上段占位性病变，良性可能性大，间叶组织来源肿瘤不除外。上腹部 MRI 平扫

及增强扫描示肝右后叶上段类圆形异常信号灶，边缘光滑，信号欠均匀，T1WI为高、低混杂

信号，T2WI为混杂稍高信号，周围可见环形稍高信号影，其内可见迂曲条状分隔影，DWI 稍高

信号，大小约 48mm*43mm；增强扫描病灶内及边缘区见条状、结节状强化，囊性部分未见明显

强化（图 2A-2E）。诊断：肝右后叶上段囊实性占位，考虑间叶组织肿瘤，纤维组织细胞瘤？ 

手术所见：肝右叶内肿物，表面呈灰白色，与周围肝组织界限清楚，手术取出 大小不等的子

囊及淡黄色粉皮样内囊。 

术后病理检查:送检囊壁样组织，囊壁纤维化、玻璃样变，局部出血，间质多量嗜酸性粒细

胞，淋巴细胞浸润，附着炎性纤维素性渗出物，并见包虫角质层结构。病理诊断：肝包虫。  

 

 
PU-1489 

双源双能量 CT 分析上尿路梗阻性积水的结石成分 

 
朱宗明,方向明, 钱萍艳,陈寅,翟晓东,邹新农,陈宏伟 

无锡市人民医院 214035 

 

摘要：目的：运用双源双能 CT(DECT)对上尿路结石组成成分初步判断，验证其准确性，并探

讨与重要临床参数的关系；方法：连续性选择 212例确诊上尿路单发结石伴梗阻性肾积水的患

者，所有患者均行 DECT扫描，对 CT混合能量图像上测量的结石面积、最长径，与患者相关实

验室检查与肾盂积水程度进行相关分析；分别测量高低能量图像上结石的 CT值，采用双能量

软件对结石成分进行初步判断，对手术或自然排出取出的离体结石行红外光谱和联合应用化学

及高效液相色谱分析，并以此为参照标准，判断 DECT对上尿路结石成分诊断正确率。 结果：

212例患者中共有结石 212 个，肾盂输尿管移行处结石(48.6%, n=103)；输尿管上段结石

(27.8%, n=59)；输尿管中段结石(10.4%, n=22)；输尿管下段结石(13.2%, n=28)。Ⅰ级肾积

水(63.1%, n=137)；Ⅱ级肾积水(15.7%, n=34)；Ⅲ级肾积水(14.7%, n=32)；Ⅳ级(4.1%, 

n=9), Ⅴ级(n=0)。肾盂输尿管移行处、输尿管上段、下段结石面积和结石最长径与肾积水程

度具有相关性，212例离体结石中，含钙结石占 97.2%，不含钙结石占 2.8%，含钙结石与不含

钙结石两组间的尿液红细胞和白细胞计数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以红外光谱分析结石

成分为参照标准，DECT分析两种成分混合结石的诊断准确率为 91.2%，纯草酸钙的诊断正确率

为 90.3%；以联合应用化学及高效液相色谱分析结石成分为参照标准，DECT分析两种成分混合

结石的诊断准确率为 100.0%，纯草酸钙的诊断正确率为 85.7%；DECT对纯尿酸及胱氨酸的诊

断正确率为 100%。 结论：上尿路单发结石以含钙、两种成分混合结石为主，主要成分为草酸

钙和碳酸磷混合；结石的面积和最长径与肾积水程度具有相关性；DECT对上尿路结石的组成

成分进行初步判断，为临床个性化治疗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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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90 

钆塞酸二钠增强 MR 与 DWI 技术联合应用  

对 AFP 阴性肝癌的诊断价值 

 
张月浪,李香,刘海甜,李晨霞,王蓉,牛刚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710061 

 

目的：AFP阴性的肝癌患者具有相对较早的肿瘤分期，一旦早期诊断，其生存指标远好于 AFP

阳性患者
1
。然而对于此类患者，特别是存在肝硬化背景者，易与肝脏良性结节混淆，依赖常

用影像学技术将增加漏诊、误诊风险
2
。钆塞酸二钠是肝脏靶向对比剂，能够被正常的肝细胞

特异性摄取。弥散加权成像（DWI）已应用于肝脏局灶性病变的检出及疗效评价等方面，优势

显著。本研究将探究 AFP阴性肝癌的影像特征，并评价钆塞酸二钠增强 MR与 DWI联合应用的

诊断模式对 AFP阴性肝癌的诊断效能。材料方法：连续收集自 2012.06～2017.02在西安交通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行钆塞酸二钠增强 MR及腹部 DWI检查的肝占位患者。按照纳排标准，纳入

AFP阳性肝癌患者 30例，AFP阴性患者 31例。腹部增强采用肝脏三维容积快速成像序列，DWI 

b值采用 0，800s/mm
2
。依据肝脏影像报告数据管理系统（LI-RADS）记录病灶的影像特征、诊

断评分。比较各组影像特征的差异及钆塞酸二钠增强 MR、钆塞酸二钠增强 MR联合 DWI、单独

使用 DWI三种不同诊断方式的诊断效能。结果：AFP阴性肝癌出现包膜的机率低于 AFP阳性者

（P=0.04）；最大径 20mm以下的 AFP阴性肝癌动脉期多轻中度强化（P=0.02）。钆塞酸二钠

增强 MR，钆塞酸二钠增强 MR联合 DWI，及 DWI三种不同的诊断方式对 AFP阴性肝癌诊断的准

确度分别为 0.939（95%CI 0.874~0.977），0.972（95%CI 0.919~0.995），0.893（95%CI 

0.817~0.945）。三种诊断方式的诊断准确度两两间均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结论：与

AFP阳性肝癌比较，AFP阴性者不易出现包膜；最大径≤20mm 的 AFP阴性肝癌动脉期多为轻中

度强化。与钆塞酸二钠增强 MR及 DWI相比，联合应用两种技术的诊断方式对于 AFP阴性肝癌

具有更优的诊断效能，可发现早期微小病灶。  

 

 
PU-1491 

DWI 及 ADC 值测量在肝上皮样血管内皮瘤 

和胆管细胞癌鉴别中的价值 

 
王明亮,曾蒙苏,陈财忠,饶圣祥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00032 

 

目的：探讨磁共振扩散加权成像(DWI)及其表观弥散系数(ADC)在肝上皮样血管内皮瘤和胆管细

胞癌鉴别诊断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手术或穿刺病理证实的 16例肝上皮样血管内

皮瘤中的的 DWI检查结果（弥散敏感因子 b值取 0和 800 s/mm
2
），在 ADC图上测量 30个肿瘤

病灶的 ADC值，并随机选取 30例手术病理证实的胆管细胞癌病例，观察 DWI检查结果并在

ADC图上测量肿瘤的 ADC值，并采用 T检验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学检验。结果：肝上皮样血管

内皮瘤和胆管细胞癌的 DWI 均表现为高信号，但 ADC图信号不同，肝上皮样血管内皮瘤的 ADC

图呈稍高信号，胆管细胞癌 ADC图信号明显减低，肝上皮样血管内皮瘤和胆管细胞癌的平均

ADC值分别为（1.687±0.239）x10
-3
 mm

2
/s和（1.163±0.184）x10

-3
 mm

2
/s，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结论：DWl 及 ADC值测量在鉴别肝上皮样血管内皮瘤和胆管细胞癌的鉴别诊断

中可能有一定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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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92 

化疗后结直肠癌转移瘤钙化影像学表现 

与疗效之间的关系分析 

 
张菁,伍兵,周裕文 

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 610041 

 

目的 探究结直肠癌转移灶在化疗治疗（西妥昔单抗）过程中发生钙化的 CT特征与其治疗后疗

效的关系。 

方法 回顾性分析单中心 2011-2016年接受过化疗治疗（西妥昔单抗）且有完整资料的转移性

结直肠癌钙化患者。两位影像医生独立评估患者治疗前后的 CT肿瘤钙化和治疗疗效评价

（RECIST）。临床肿瘤医生收集患者的临床病例特征、治疗方案等信息。参照 RECIST标准，

对病人的最佳疗效评价进行记录，将完全缓解（CR）和部分缓解（PR）归为治疗有效组，将疾

病稳定（SD）和疾病进展（PD）归为治疗无效组。对两组病人探究钙化的不同影像学特征（钙

化形态、最大钙化密度、钙化时间斜率）与治疗疗效之间的相关性。 

结果 1.在所有符合要求的 111名病人中，出现肿瘤钙化的病人总计 27例（占 24.3%）。其中

肝脏转移灶钙化患者 19例（19/80，23.8%），淋巴结转移 8例,（8/32，25.0%），肺转移 2

例（2/35，5.7%），皮下转移 1例（1/1）。肿瘤钙化出现的常见部位是肝（占 70.4%），其

次是淋巴结（占 29.6%）。 2.肝转移瘤钙化灶均为无定形钙化，呈中心性钙化（占 36.8%），

偏心性钙化（占 36.8%）以及花环状钙化（占 15.8%）和弥漫性钙化（占 10.6%）。淋巴结转

移灶可呈弥漫型（占 75%），以及曲线或壳状钙化（占 25%）。在治疗有效组和无效组之间对

比，无明显统计学差异。 3．有效组对比无效组的最大密度为 125±69.8 VS 133±71.3，P值

为 0.631。有效组对比无效组的密度时间增长斜率为 11.9±4.0 VS 7.9±1.6，P值为 0.02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治疗有效组对比无效组的钙化数量增减情况，P值为 0.039，差值具有统

计学意义。 

结论 在接受西妥昔单抗治疗的晚期结直肠癌发生钙化的患者中，最大钙化密度和钙化形态与

疗效无明显相关性。密度增长快、钙化数量的增加可能成为有价值的治疗疗效的临床特征。 

 

 

 
PU-1493 

钆塞酸二钠增强磁共振在肝纤维化分级方面的应用： 

系统评价与 meta 分析 

 
张月浪,李香,刘海甜,李晨霞,王蓉,杨健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710061 

 

目的：钆塞酸二钠是能够被正常功能的肝细胞摄取的靶向磁共振对比剂。现诸多研究表明其在

肝纤维化分级方面具有很好的临床价值，但应用的观察指标繁多，致其实用性受限
1-3
。本研究

旨在运用 meta分析的方法探究钆塞酸二钠增强磁共振评价肝纤维化分级（病理分级 F0 F1 F2 

F3 F4）的最佳观察指标，并对其临床价值做出综合评价。方法：检索 PubMed、Web of 

science、Embase 及 Medline 数据库自 2004年 1月至 2016 年 4月的相关文献，并通过阅读

参考文献及综述扩大检索范围。统计相关文献使用的观察指标，并纳入应用最常见指标的文献

进行分析，使用 QUADAS-2对符合标准的文献进行质量评估。计算各观察指标的加权均数

（WMD）判断该指标对肝纤维化分级的诊断价值，然后分析拟合灵敏度、特异度，绘制 SROC曲

线，评价钆塞酸二钠增强磁共振对肝纤维化分级的诊断准确度。结果：使用对比增强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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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I，肝胆期肝肌信号比与增强前肝肌信号比的比值）的文献数量最多，并纳入 5篇进行

meta分析。比较不同肝纤维化分级间的 WMD，结果显示 F12与 F34间具有显著差异（WMD -

0.11，95% CI -0.16~ -0.06，P<0.0001），然而在 F0与 F1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WMD -

0.09，95% CI -0.20~ 0.02，P = 0.11）。对于纤维化分级≥F1，≥ F2 及 ≥ F3 的拟合灵敏

度、特异度、AUC值分别为 0.54（95% CI 0.49-0.59）、0.85（95% CI 0.74-0.98）、

0.8609；0.59（95% CI 0.54-0.64）、0.63（95% CI 0.60-0.75）、0.7629；0.63（95% CI 

0.58-0.69）、0.74 （95% CI 0.68-0.79）、0.7227。结论：CEI是钆塞酸二钠增强磁共振评

价肝纤维化分级最常用的指标，并能够有效的进行肝纤维化分级。  

 

 

PU-1494 

黄色肉芽肿性胆囊炎多层螺旋 C T 诊断及误诊原因分析 

 
刘希胜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10029 

 

【摘要】 目的 探讨黄色肉芽肿性胆囊炎(xanthogranulomatous cholecystitis，X G C )的

多层螺旋 CT表现，并对其误诊原因进行分析， 以期提高 XGC的术前诊断水平。 资料与方法 

搜集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9例 XGC病例，回顾性总结 CT影像表现，着重观察胆囊的厚度及范

围、胆道梗阻情况、胆囊壁有无内低密度结节、胆囊内壁黏膜线连续性、胆囊及胆管内有无结

石、邻近组织受累情况、胆囊周围有无肿大淋巴结。 结果 9例均有不同程度的胆囊壁增厚，

其中弥漫性增厚 7例，局限性增厚 2例。5例出现胆囊体积增大，2例合并肝内外胆管扩张；3

例胆囊体积缩小，但不闭塞。增强后有 8例均见胆囊壁内低密度结节或低密度带，1例壁未见

明显低密度结节。5例显示完整粘膜线，4例显示粘膜线中断。胆囊结石 6例、合并胆总管结

石 2例，3例胆道系统内未见结石。累及肝脏 5例，累及胃窦部 3例，累及结肠肝区 3例，累

及胆总管 1例。胆囊周围见多发肿大淋巴结 1例。CT诊断诊断胆囊癌 7例，XGC1例，慢性胆

囊炎 1例。术后病理证实均为 XGC。 结论 X GC的 CT表现有一定特征性，增强扫描增厚的胆

囊壁内低密度结节或低密度带在 X G C 诊断和鉴别诊断中有重要的价值。  

 

 
PU-1495 

Clinic-pathological and imaging features of bilateral 

adnexal masses: A retrospective study and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Yuan Cuiping,Wang Zhongqiu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210029 

 

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observe the imaging features by ultrasound and CT/MR before 

operation and assess the prediction to nature and consistency in pathology of 

bilateral adnexal masses in women retrospectively. 133 patients were collected 

from clinical records concerning primary clinical symptoms, serum CA 125, 

consistent and inconsistent pathology, concomitant pelvic adhesion, age 

distribution and the comparison of diagnosis between ultrasound and CT/MR imaging 

in different groups according to contents. 80.5% of all patients with bilat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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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nexal lesions were benign and 78.5% of these cases were cystic in composition. 

For consistent pathology in bilateral adnexa, endometriosis was most common in 

benign lesions, and primary epithelial cancers and metastasis were more common 

malignant illness. For inconsistent pathology bilaterally, simple cysts and 

terotoma come cross with some cystic lesion more usually but with no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The true positive rate of diagnosis by CT/MR imaging in all patients 

with bilateral adnexal masses was higher than ultrasound, especially for the 

lesions with more solid contents.  

 

 

PU-1496 

双管征在壶腹周围癌的鉴别 

 
丁维磊 

徐州医学院附属医学院 221006 

 

目的：研究双管征在壶腹周围癌的鉴别、 

方法：通过 40例壶腹周围癌的 ct增强的病例，分析的双管征在壶腹周围癌的诊断价值，以提

高对壶腹周围癌的诊断能力。 

结果：双管征是胰腺癌的特异性征象，在十二指肠下段癌，胆总管末端癌双管征明显低于前一

组，差别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双管征是胰腺癌的特异性征象，可以用于壶腹周围癌的鉴别  

 

 
PU-1497 

CT 导引下腹部脓肿穿刺引流的临床应用 

 
刘希胜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10029 

 

目的：探讨 CT导引下腹部脓肿穿刺引流的临床应用价值 

材料与方法：  

1. 临床资料 

总结 2012年至 2017年腹腔脓肿 CT导引下穿刺引流病例 536例，其中术后脓肿 263例、胰腺

炎脓肿 83例、腹膜腔脓肿 18例、盆腔积脓 172例。  

2. 设备与材料 

16排、64排 CT扫描机，自制定位器、消毒手术包、穿刺针（穿刺套件），超滑导丝、引流导

管（7-16F）、三通开关、引流袋、刀片、缝合针线、利多卡因、5、10、60ml注射器等  

3. 方法 

1）CT扫描定位；2）标记；3）利多卡因局部麻醉；4）表浅脓肿采用一步法穿刺；深部脓肿

采用分步法穿刺，细针或 18G针穿刺，CT证实穿刺针进入脓腔后置入导丝、沿导丝扩张、换

成超滑导丝，沿导丝植入导管，固定，接引流袋。 

结果：536例脓肿病例，除产生 5 例并发症外，其余病例临床症状均得到有效缓解，并发症中

2例误穿入结肠，1例继发感染，需二次手术，另 2例保持引流后，临床症状缓解后拔管，2

例引流管移动后周围出血。 

结论：CT导引下腹部脓肿穿刺引流直接有效，可以在临床推广应用，注意避免损伤结肠，其

优势更大，深部小脓肿采用分步法，安全有效，可大大降低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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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98 

胰腺神经内分泌癌 CT 与 MR 表现 

 
岳亚丽,王中秋 

江苏省中医院 210029 

 

目的：分析胰腺神经内分泌癌(PNEC)的 CT、MRI表现，提高影像学诊断的正确率。方法：回顾

性分析 15例经病理证实的 PNEC患者的临床和影像资料，8例行 CT平扫及增强检查，7例行

MRI平扫及增强检查，观察分析病变部位、形态及边界、CT密度及 MRI信号、病灶增强后的强

化模式等指标。结果：15例 PNEC平均大小为 38±17mm，其中位于胰头钩突 5例，胰颈部 2

例，胰体部 4例，胰尾部 4例。8例病灶 CT平扫图像上以等低密度为主，增强后肿块中 7例

呈不均匀轻度强化，肿块强化程度低于正常胰腺组织， 1例呈明显不均匀强化。7例病灶 MRI

平扫图像上多表现为 T1WI稍低信号，T2WI稍高信号，增强扫描显示 5例呈不均匀轻、中度强

化，另外 2例呈环形延迟强化。病变 DWI呈高信号，且肿瘤部位 ADC值低于周围正常胰腺组

织。结论：胰腺神经内分泌癌影像表现有一定的特点，其强化不明显，容易误诊为胰腺癌，而

其发生黄疸、“双管征”及血管侵犯的征象较胰腺癌少见，结合临床生化检查有助于提高正确

诊断率。  

 

 
PU-1499 

能谱 CT 评估结直肠癌分化程度的应用价值 

 
闫浩,任莹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盛京医院） 110015 

 

                       能谱 CT评估结直肠癌分化程度的应用价值 

背景和目的：结肠直肠癌（CRC）已经成为非常常见的恶性肿瘤，也是西方国家与癌症相关的

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近年来在中国也是如此。手术后 5年生存率约为 50％。大多数研究集

中在结肠直肠癌分期。然而，很少有研究评估肿瘤的分级。肿瘤分级与恶性程度密切相关。腺

癌是最常见的结直肠癌类型。能谱 CT作为一种新兴的成像技术，可以用于各种常见疾病的诊

断，并且可以提供更加准确、全面的信息。鉴于此，本研究目的为采用能谱 CT的 GSI 扫描模

式进行多参数成像，用于研究其在评估结直肠癌分化程度中的价值。 

方法：收集到于本院经病理确诊为结直肠癌的患者 45例，按照病理将其分为低等级（包括高

分化和中分化）17例和高等级（包括低分化和未分化）28 例，所有患者均行全腹 GSI 双期增

强扫描，获得动脉期和静脉期图像，并且所有患者行检查前从未进行过任何抗肿瘤或手术治

疗，检查前进行肠道准备。采用工作站的能谱分析软件进行能谱图像分析，所有数据均测量三

次并取其平均值。测量的指标如下：病灶及同层主动脉动脉期和静脉期碘浓度、标准化碘浓

度、分析能谱曲线，计算其斜率。 

结果：比较结直肠癌中高级别组与低级别组动脉期碘浓度、经过标准化的碘浓度及能谱曲线斜

率，发现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比较静脉期两组碘浓度、经过标准化的碘浓度

及能谱曲线斜率，发现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1． 能谱成像动脉期碘浓度及标准化碘浓度有助于结直肠癌分化程度的鉴别。 

2． 能谱曲线特征有助于不同分化程度结直肠癌的鉴别。 

3． 能谱 CT在结直肠癌的分化程度鉴别中具有一定的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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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00 

脾单发巨大结节病 1 例 

 
宋芹霞,胡汉金,陈平 

安徽省安庆市立医院 246000 

 

结节病是一种原因不明的多系统炎症性疾病，特点是非干酪样上皮样细胞肉芽肿。可以发生在

胸部、肝脾、腹腔腹膜后肿大淋巴结、眼睛、皮肤等部位，结节病单独累及脾脏者比较罕见，

影像学表现缺乏特异性，需与脾脏肿瘤鉴别。结节病的最终确诊需依靠病理学检查，组织学上

表现为非干酪性肉芽肿，同时除外其它肉芽肿性疾病方可确诊。  

   

 

 
PU-1501 

高场 MR 联合 MRCP 及 MSCT 在肝外胆管神经 

内分泌癌诊断中的价值 

 
何苹,闫建华 

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 300170 

 

 

目的 回顾性地分析肝外胆管神经内分泌癌的影像学表现和临床症状，以提高对该疾病的认

识。 

方法 收集我院从 2014年 1月—2017年 6月 10例肝外胆管神经内分泌癌的资料，其中男性 4

例，女性 6例，年龄从 32—88岁，发生在胆囊者 2例，肝总管 3例，胆总管 5例。所有患者

均行 MSCT增强扫描，其中 5例患者还行 MRI增强扫描。分析所有神经内分泌癌的生长形态

（结节型、管内生长型和管外浸润型）、平扫 CT值、MRI信号特点、增强强化程度（与肝脏

相比）等征象，并收集患者临床病史，包括有无胆道手术史、有无黄疸、腹痛腹泻，肝功指

标、CA199和 CEA是否增高等。 

结果 6例神经内分泌癌在 CT上呈结节样生长型，4例为管内生长型，2例向管外浸润。8例肿

瘤 CT平扫均为软组织密度影，增强动脉期 6例肿瘤强化程度与肝脏强化一致，1例（管内生

长型）强化程度高于肝脏，增强静脉期 5例强化程度低于肝脏组织，1例强化程度与肝脏基本

一致。在 MRI T1WI上所有 6例肿瘤的信号均低于肝脏，在 T2WI上 7例肿瘤信号高于肝脏，2

例与肝脏呈等信号，在 DWI（b=1000）上 6例肿瘤明显弥散受限。增强动脉期，3例患者强化

程度高于肝脏组织，4例与肝脏强化程度一致，静脉期 3例强化程度与肝脏一致，2例低于肝

脏强化程度。2例患者有胆囊切除病史，1例患者有长期腹痛腹泻，2例患者 CA199和 CEA增

高，10例患者 AST、ALT高于正常值。 

结论 肝外胆管神经内分泌癌是临床上罕见的肿瘤，可出现腹痛、腹泻等症状，肿瘤多呈结节

样生长，除管内生长型外其余类型动脉期强化程度低于肝脏组织，CT和 MRI可准确显示肿瘤

的生长部位和与周围组织的关系，根据其强化特点和临床表现可对胆管神经内分泌癌的诊断提

供有价值的信息，最后确诊仍依靠病理学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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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02 

Multiparametric functional MRI IN EVALUATING THE 

EARLY RESPONSE OF MALIGNANT LIVER TUMOR TO TACE 

 
Zhang Jing,Wu Bing 

West China School of Medicine，SiChuan University 610041 

 

Purpose：To evaluate the feasibility of multiparametric MRI in assessing early 

response to transcatheter 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 (TACE) in patients with 

hepatic malignant tumors. 

METHOD AND MATERIALS: This study was approved by the local institute review board, 

and written informed consent was obtained from each patient. 11 patients（median 

age,59 years; age range,32-75 years）with histologically proven hepatic malignant 

tumors (8 hepatic cell carcinoma;3 metastases) underwent transcatheter 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 Serial MR imaging which include FSE-T2WI, EP-DWI,BOLD-MRI, was 

subsequently performed 1-3days before,1-3 days and 10-23 days after TACE. Tumor 

size，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ADC) values and T2
*
values were recorded at 

all time. Changes in these parameters over time after TACE were assessed. To 

evaluate Treatment response, the follow-up enhancing CT/MR imaging was 

morphologically evaluated on basis of EASL criteria. Pearson correlation was 

performed in percentage changes of the functional parametric indices (△ ADC% and 

△ T2
* 
) and response rate of the corresponding treated tumor in various time after 

TACE. 

RESULTS: Mean tumor size before TACE was 7.8cm
2
 and was unchanged during the 

follow-up period (p>0.05), whereas the ADC and T2
*
values at different time points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p<0.05). The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tumor ADC 

occurred immediately (1-3days after TACE), and continuing over the observation 

period. Significant reduction in T2
*
 values occurred immediately after TACE, and 

returned to baseline levels occurring 10-23days after TACE. And the △ T2
*
% 1-3 

days after TACE showe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treatment response 

rate(r=0.502, P<0.05). 

CONCLUSION: Multiparametric f-MRI can monitor the dynamic changes of malignant 

liver tumor after TACE. And BOLD-MR is a feasible alternative modality for the 

early response assessment of malignant liver tumor to TACE. 

   

 

 
PU-1503 

双源 CT 双能量成像判断结肠癌浆膜受侵及淋巴结受累的价值 

 
何苹,闫建华 

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 300170 

 

 

目的:探讨应用双源 CT双能量成像测量结肠癌肠周脂肪组织碘浓度值判断浆膜受侵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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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5 年 4月-2017年 6月经手术病理证实的结肠癌患者 48例，于双能

量动脉期、静脉期分别测量浆膜受侵组（n=15）与未受侵组（n=33）结肠癌肠周脂肪组织碘浓

度值，采用两独立样本非参数 Mann-Whitney U检验对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并采用 ROC曲线

法评价其判断结肠癌浆膜受侵的价值。 

结果:动脉期、静脉期浆膜受侵组结肠癌肠周脂肪组织碘浓度值均显著高于浆膜未受侵组（动

脉期：0.55mg/ml vs 0.03mg/ml，Z=-4.72,P＜0.001；静脉期：0.48 mg/ml vs 0.10mg/ml，

Z=-3.68,P＜0.001）。动脉期曲线下面积（AUC）值为 0.93，碘浓度界值为 0.29mg/ml 时，灵

敏度为 92.9%，特异度为 93.5%；静脉期 AUC值为 0.84，碘浓度界值为 0.42mg/ml时，灵敏度

为 85.7%，特异度为 80.6%。受累各组淋巴结（n=10）碘浓度明显高于未受累淋巴结，并具有

统计学意义。 

结论:应用双能量成像测量结肠癌周围脂肪组织碘浓度值可以较为准确地判断结肠浆膜有无受

侵，并较准确的区分邻近各区淋巴结是否受累。   

 

 

PU-1504 

直肠癌 DCE-MRI 参数与病理分级的相关性研究 

 
谢雨恩,廖锦元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530001 

 

目的：探讨 3.0T DCE-MRI参数与直肠癌病理分级的相关性，为临床提高直肠癌术前诊断及预

后评估提供更多有价值的信息。 

材料与方法：收集我院 2015 年 3月到 2016年 4月直肠癌的患者 68例，其中男 48例，女 20

例，所有患者行 3.0T MRI常规盆腔、直肠高分辨、DWI序列及动态增强扫描，后测量 K
trans

、

Kep、Ve值。按照病理分级进行分组，比较直肠癌不同病理分级的 K
trans

、Kep、Ve值无差异

性，并研究其相关性。所有数据应用 SPSS17.0统计学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料用（平均值±

标准差）表示，以 P<0.05为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管状腺癌 45例、乳头状腺癌 5例、粘液腺癌 2例、管状-乳头状腺癌 13例、管状-粘液

腺癌 2例、印戒细胞癌 1例；高分化 14例、中分化 45例、低分化 9例。①平均 K
trans

值：高

分化组 0.776±0.22min
-1
、中分化组 0.812±0.2min

-1
、低分化组 1.009±0.21min

-1
；②平均

Kep值：高分化组 1.434±0.4min
-1
、中分化组 1.298±0.41min

-1
、低分化组 1.708±0.44min

-

1
；③平均 Ve值：高分化组 0.591±0.09、中分化组 0.686±0.09、低分化组 0.621±0.12。④

在直肠癌不同病理分级中，肿瘤 K
trans

、Kep及 Ve值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⑤当 Ve值为

0.631作为判断直肠癌高/中低分化组诊断阈值时，其诊断敏感性为 71.0%，特异性为 90%。直

肠癌病理 T分期与 K
trans

值呈正相关（r=0.403，p <0.01）；⑥直肠癌病理分级与 K
trans

值呈正

相关（r=0.275，P <0.05）。 

结论：DCE-MRI定量参数与直肠癌分级存在一定的相关性。直肠癌病理分级与 K
trans

值呈轻度正

相关，DCE-MRI参数可以为直肠癌术前诊断、临床预后提供一定参考价值。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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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05 

磁共振常规平扫联合扩散加权成像和动态增强 

检查诊断子宫内膜癌的应用 
 

黄恩善 

梧州市人民医院 543000 

 

【摘要】目的：探讨磁共振常规平扫联合扩散加权成像和动态增强检查诊断子宫内膜癌的应用

价值。方法：选取 2012年 1 月～2017年 7月期间本院收治的 50例子宫内膜癌患者，随机分

为研究组与对照组，各 25例。对照组，进行磁共振（MRI）常规平扫和动态增强（DCE）检

查，研究组，在常规平扫基础上，联合扩散加权成像（DWI）和动态增强（DCE）检查，对比两

组患者检查结果。结果：50 例患者，11例Ⅰa期，9例患者Ⅰb期，16例Ⅱ期，10例Ⅲ期，4

例Ⅳ期。研究组子宫内膜癌诊断敏感性、特异性、符合率分别为 91.6%、84.6%、88%，对照组

分别为 76.9%、58.3%、68%，研究组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结论：子宫内膜癌临床诊断中，以磁共振常规平扫为基础，联合扩散加权成像和

动态增强检查，诊断准确率高，效果显著，值得广泛推广。 

   

 

 

PU-1506 

肾脏混合上皮及间质肿瘤与广泛坏死囊变的透明细胞肾癌的

MRI 鉴别诊断 

 
吕海莲

1
,王海屹

2
,叶慧义

2
 

1.胜利油田中心医院 

2.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摘要】 目的 研究肾脏混合上皮及间质肿瘤（MESTK）与广泛坏死囊变的透明细胞肾癌（cc-

RCC）磁共振及临床表现的差异。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9例 MESTK和 23 例广泛

坏死囊变 cc-RCCs的临床及磁共振影像资料，分别作为病例组和对照组。对比分析两组患者性

别、年龄、有无血尿；病变大小、病变形状、部位、是否突入肾盂、有无包膜、有无出血、有

无脂质、DWI扩散受限分布的特点、病变强化方式、增强峰值时相。计算病变相对增强损失率

（RPLE），绘制 ROC曲线，计算其对 MESTK的诊断特异度、敏感度和 ROC曲线下面积。结果 

两组病例 病变形状、是否突入肾盂、DWI扩散受限分布的特点、增强峰值时相、相对增强损

失率存在显著差异（p<0.001)。当 RPLE呈负衰减，界值为-128%时，诊断 MESTK的敏感度为

95.7%，特异度为 67%，ROC 曲线下面积为 0.928。结论 肾脏混合上皮及间质肿瘤与广泛坏死

囊变的透明细胞肾癌磁共振表现有一定差异。中年女性患者，发生贯穿肾脏突入肾盂生长的长

圆形囊实性肿块，排泌期持续强化，首先要考虑到肾脏混合上皮及间质肿瘤的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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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07 

肝上皮样血管内皮瘤的影像学表现 

 
刘慧,林江,张兴伟,吴冰,姚家美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00032 

 

目的 探讨肝上皮样血管内皮瘤(EHE)的影像学表现，提高对该病的诊断水平。方法 回顾性分

析 25例经病理证实的肝脏 EHE的 MR及 PET-CT表现及临床资料，总结其影像特征，其中 2例

仅行 PET-CT检查，10例仅行 MR检查，12例同时行 PCT-CT和 MRI检查。由 2位腹部影像诊断

医生共同阅片分析影像学特点。结果 仅 1例病灶为单发，位于肝左外叶包膜下；其余 24例

EHE病灶为多发，病灶主要分布于肝包膜下，病灶之间可相互融合。PET-CT平扫表现为低密

度，大多数病灶无糖代谢增高，仅少数病灶轻度糖代谢增高；MRI平扫 T1Wl为低信号，T2WI

为稍高信号，DWI为稍高信号，ADC为等信号或稍高信号。动态增强 MRI示病灶动脉期呈边缘

环形强化，门脉期及延迟期持续强化，具有向心性强化的特征。另外肝脏 EHE还显示“包膜回

缩征”(n=10)、“血管漂浮征”（n=11）和“棒棒糖征”(n=6)。25例均行免疫组化检查，其

中有 20例 CD31、CD34和 FⅧ均阳性表达、5例 CD31和 CD34阳性表达。结论 肝脏 EHE在 MR

及 PET-CT上表现具有一定特征性，尤其是紧邻肝包膜下生长、病灶相互融合、无或轻度糖代

谢增高、“包膜回缩征”、“血管漂浮征”、“棒棒糖征”及强化方式可为该病的鉴别诊断提

供帮助。 

   

 

 

PU-1508 

急性胃肠炎的 CT 诊断价值 

 
付海军,梁秀梅,陈永权,易明川,谭勇 

重庆市第五人民医院 400062 

 

【目的 】目前急性胃肠炎的主要诊断依据包括典型的临床表现及相关实验室检查异常指标，

尚缺乏 CT表现及诊断标准。本文旨在探讨急性胃肠炎的 CT表现，以提高对急性胃肠炎的 CT

诊断及鉴别诊断水平。 

【方法】对 2016年 6月--2017年 7月期间经临床证实的我院 32例急性胃肠炎患者的临床资

料及 CT影像进行回顾性分析。患者主要以门急诊为主，常规行上腹部、下腹部或全腹部 CT检

查，其中包括平扫检查 31例，增强检查 1例。扫描范围为膈顶至耻骨联合下缘水平。扫描电

压 120kv，电流 50mA，层厚 5mm，薄建 1.0mm。增强用对比剂为 370碘帕醇注射液，剂量 70-

100ml，速率 4.0ml/s。 

【结果】急性胃肠炎是胃肠黏膜的急性炎症，临床表现主要为恶心、呕吐、腹痛、腹泻、发热

等。本病常见于夏秋季，其发生多由于饮食不当，暴饮暴食；或食入生冷腐馊、秽浊不洁的食

品。常规诊断根据患者的典型临床症状表现和实验室检查（大便常规检查及粪便培养；血白细

胞计数可正常或异常）可以确诊。本组病例统计分析如下：男 11例，女 21例；年龄 17-76

岁，平均年龄 31岁；腹痛 32例，腹泻 25例，恶心、呕吐 17例，发热 13例。节段性肠壁水

肿 30例（末段回肠 19例，结肠水肿 6例，空肠水肿 5例）；肠腔积气积液 28例（回肠 12

例，小肠及结肠 9例，空肠 5例，胃潴留 2例）；肠系膜血管增多增粗 22例；肠腔萎陷 6

例；腹盆腔少量积液 24例；肠壁及门静脉积气 1例。 

【结论】急性胃肠炎不仅常见典型临床症状及相关实验室检查异常，还具有多种 CT阳性征象

（包括肠壁节段性弥漫性水肿、肠腔积气积液、肠系膜血管增多增粗、肠腔萎陷、腹盆腔积

液、肠壁及门静脉积气等）。CT对急性胃肠炎诊断敏感性较高，缺乏特异性。综合典型临床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3%83%E8%82%A0%E7%82%8E/580345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5%B9%E6%B3%BB/2193261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3388 

 

症状及相关实验室检查指标，CT对急性胃肠炎具有较大的诊断价值，并且有助于鉴别诊断，

从而更好地指导临床治疗。 

   

 

 
PU-1509 

基于人工智能的离心性充盈征象及肝癌辅助诊断系统的研制 

 
欧陕兴

1
,欧舒斐

1,2
,蔡肯

1
 

1.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 

2.广州空军 458 中心医院 

3.华南理工大学  

 

 

目的 基于离心性充盈征象的肝癌辅助诊断系统，寻找定量计算机分析及建立自动辅助分析系

统，旨在提高早期 HCC的自动筛检与诊断效率。 

材料与方法 

 收集多中心的临床影像与手术证实的 HCC样本数据，进行肿瘤分期与分级，利用计算机图像

对病灶分割与特征的提取，结合临床与影像特征进行深度学习，个性与精准自动分析，构建

HCC大数据数学模型。 

结果 

采集样本与按照 HCC疾病分类；征象特征提取与诊断分型；临床验证与手术检验。 

结论 

构建计算机数学模型及辅助诊断系统，实现 HCC自动病灶分析，提高 HCC筛检效率及准确率。 

   

 

 
PU-1510 

CT 能谱平扫鉴别肝脏常见肿瘤的初步研究 

 
叶晓华,周诚,吴国庚,王妍焱,陈敏 

北京医院 100730 

 

 

目的 

近年来文献报道 CT能谱增强扫描有助于肝脏肿瘤的检出和鉴别诊断，但在临床工作中，不少

患者因为各种原因无法进行增强扫描，CT能谱平扫能否提供更多信息，提高肝脏肿瘤的检出

和定性诊断水平呢？本研究采用 CT能谱平扫，探讨其在肝脏常见肿瘤鉴别诊断中的价值。 

方法 

82例肝脏肿瘤患者（肝细胞癌 20例，肝血管瘤 40例，肝转移瘤 22例）行 CT能谱平扫及常

规三期增强扫描，测量和计算不同能量水平下病灶-肝脏的对比噪声比（CNR）、病灶的能谱曲

线斜率和钙（碘）、钙（水）、碘（钙）、碘（水）、水（钙）、水（碘）基物质浓度，对三

组间上述指标进行多样本均数的方差分析（ANOVA）和 LSD两两比较。 

结果 

肝细胞癌、肝血管瘤和肝转移瘤在 CT能谱平扫的最佳单能量水平均为 70keV，相应的 CNR分

别为 2.38±1.21、3.44±1.68 和 3.18±1.48。肝细胞癌的能谱曲线斜率绝对值、钙（水）、

碘（水）浓度（0.31±0.13，5.66±2.41，0.41±0.17）均高于肝血管瘤（0.2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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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7±1.05，0.27±0.12）和肝转移瘤（0.23±0.13，4.04±2.54，0.28±0.18），肝血管瘤

的钙（碘）、水（钙）、水（碘）浓度、碘（钙）浓度的绝对值（1642.54±11.94，

1028.77±9.02，1031.51±7.40，116.89±1.04）高于肝转移瘤（1635.13±13.8，

1024.16±8.74，1026.91±8.39，116.35±0.95），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CT能谱平扫的 70keV单能量图像是显示肝脏肿瘤的最佳单能量图像。肝细胞癌、肝血管瘤和

肝转移瘤的能谱曲线斜率、多种基物质浓度具有差异，CT 能谱平扫的多参数综合分析有助于

鉴别肝脏常见肿瘤。   

 

 

PU-1511 

肾脏淋巴瘤的影像学表现 

 
叶晓华,周诚,李惠章,王文超,陈敏 

北京医院 100730 

 

目的：分析肾脏淋巴瘤的 CT和 MRI表现，总结其影像学特点。  

方法：回顾性分析 24例病理确诊的肾脏淋巴瘤患者的 CT和 MRI影像学表现。  

结果：多发病灶 8例，单发病灶 4 例，腹膜后淋巴肿直接蔓延 6例，肾周淋巴瘤、肾脏弥漫性

浸润和肾窦累及各 2例。22 例病灶境界不清但密度（或信号）均匀，24例在 CT平扫均呈稍高

密度，10例 MRI平扫 T1WI 上呈稍低信号，T2WI上呈低信号。24例增强扫描病灶强化均低于

正常肾实质，其中 20例呈渐进性强化，4例呈皮髓质期明显强化。 

结论：肾脏淋巴瘤的影像学表现形式多种多样，CT和 MRI表现有一定特征性，是诊断、分期

和随访的重要方法。 

   

 

 
PU-1512 

淋巴管平滑肌瘤病致阴道乳糜漏影像学表现一例 

 
孙莹,霍萌,岳云龙 ,文哲 ,信剑锋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 100038 

 

淋巴管平滑肌瘤病（lymphangioleiomyomatosis LAM）是一种主要累及生育期女性的全身性罕

见疾病。散发 LAM的发病率约为全球总人口的百万分之一，在结节性硬化症（tuberous 

sclerosis complex, TSC）的女性患者中，约 30～40%合并 LAM。其基本病理基础是特殊的不

成熟的平滑肌样细胞（LAM cell）在淋巴系统、支气管及血管的异常增殖，常表现为进行性呼

吸困难、乳糜胸、乳糜腹，但导致阴道乳糜漏者临床极其罕见，直接淋巴管造影后 CT以及核

医学淋巴显像的影像学表现未见报道。本文报道一例女性淋巴管肌瘤患者合并阴道乳糜漏的直

接淋巴管造影、CT、核医学淋巴显像的影像学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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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13 

DWI 联合血清 CA125 评价原发性卵巢实性肿瘤 

 
黎军强,林海明 

贵港市人民医院 537100 

 

目的：探讨 DWI联合血清 CA125测定对原发性卵巢实性肿瘤的诊断价值。并利用 ADC值与血清

CA125作为半定量及定量指标，对原发性卵巢实性肿瘤的良恶性进行诊断和鉴别诊断研究。方

法：利用西门子 1.5TMR成像系统对 74例临床诊断为原发性卵巢实性肿瘤的患者行术前 MRI检

查及血清 CA125测定。对所有研究对象的术前 MR影像资料及血清 CA125数据进行对比分析，

测量所有卵巢良恶性肿瘤实性成分的 ADC值。应用 SPSS19.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处理，采

用独立样本 t检验对原发性卵巢实性肿瘤的 ADC值进行比较，并应用 ROC对卵巢良恶性肿瘤实

性成分的 ADC值阈值进行划分，采用单向方差分析对卵巢肿瘤实性成分各组间的 ADC值进行比

较，采用χ2检验及 Kappa 检验对单一血清 CA125、单一 MRI及 DWI联合血清 CA125 三种方

法分别与病理吻合度进行分析。结果：卵巢良恶性肿瘤实性成分的 ADC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ROC曲线下面积为 0.842，最佳良恶性阈值为 1.0759×10-3mm2/s。卵巢肿瘤实

性成分整体组间比较 ADC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组间多重比较分析卵巢肿瘤实性成

分 ADC值多重比较分析，良性组当中除卵巢卵泡膜细胞瘤和纤维瘤与卵巢恶性肿瘤之间 ADC值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之外，其余各组均与卵巢恶性肿瘤 ADC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DWI 联合 CA125诊断卵巢良恶性肿瘤的灵敏度、特异度、准确度及约登指数分别为 89.2%、

91.9%、90.5%、81.1%，检验吻合系数 DWI+CA125(0.811)＞MRI( 0.432)＞CA125（ 0.405）。

结论：DWI联合血清 CA125 测定对卵巢良恶性肿瘤进行诊断可弥补单一检查方法所带来的不

足，对诊断的灵敏度、特异度及准确度均显著提高，可以为卵巢肿瘤的早期定性诊断提供更为

准确的依据。  

 

 

PU-1514 

第二版前列腺影像报告数据系统在前列腺癌诊断中的价值 

 
王啸,余永强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30022 

 

目的 探讨前列腺影像报告数据系统第二版（Prostate imaging reporting and data 

system， PI-RADS v2）在前列腺癌诊断中的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行 3.0T MRI检查的穿刺

病理证实为前列腺癌的 69例患者。两位影像科医生在不提供病理资料的情况下参照 PI-

RADSV2标准，对前列腺出现癌的可能性进行评分。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曲线评价 PI-RADSV2在前列腺外周带（peripheral zone， PZ）和前列

腺移行带（transitional zone， TZ）的诊断效能，分析 PI-RADS V2评分对前列腺癌诊断的

敏感度和特异度。 结果 69 例患者包括有临床意义的前列腺癌 114个和无临床意义的前列腺

癌 15个。以病理结果为对照行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 114例 PZ和 TZ有临床意义前列

腺癌，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 0.90 和 0.86；以 PI-RADS≥4分为阈值对 PZ和 TZ前列腺癌诊

断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94％、92%和 75％、80%。15例无临床意义的前列腺癌中，5 例体积

小于 0.5cm
3
为假阴性。结论 PI-RADS v2对有临床意义的前列腺癌有很好的诊断价值，但对无

临床意义前列腺癌的诊断与病灶的体积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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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15 

CT 结石参数预测慢性胰腺炎体外震波碎石 

治疗效果回顾性研究 

 
刘日,边云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200433 

 

目的：通过术前 CT图像测量相应胰管结石相关参数，预测体外震波碎石（ESWL）首次碎石成

功效果。 

方法：本研究为回顾性研究，回顾 2015-2017年在我院就诊并首次接受 ESWL治疗的 62例 CP

患者的影像学资料。运用体外震波碎石机进行 ESWL治疗，每个疗程冲击波次数不超过 6000

次，结合 X线透视观察碎石效果，不满意次日继续 ESWL治疗，结石碎至临床满意效果，再行

ERCCP取石。记录患者碎石至临床满意所需疗程数，单疗程碎石满意者定义为单次成功组，疗

程大于一次定义为单次失败组。本研究采集治疗前 CT图像，三维重建得出结石体积、最大横

径（MSL）、平均结石密度（MSD）、结石密度标准差（SDSD）、结石密度变异系数（VCSD）等

参数。统计软件采用 SPSS Statistics 20.0，确立检验水准α=0.05，P＜0.05为差异有显著

性意义。 

结果：本研究共回顾 62例 CP胰管结石患者，男女比例为 42:20，平均年龄 44．02±13.43

岁，MSL=8.68±4.27mm，MSD=611.21±217.28HU，SDSD=427.38±152.36HU，

VCSD=0.69±0.12。本研究胰管结石 ESWL首次单次碎石成功率为 29%（18/62）。多因素二元

logistic回归发现 MSL为预测 ESWL单次碎石成功的独立预测因子，OR=0.709，P=0.001。ROC

曲线分析发现，MSL的临界值为 6.5mm（AUC=0.799，敏感度、特异性分别为 0.795、

0.218）。 

结论：MSL能预测 ESWL首次碎石成功效果。临床医生可以结合此结石特征，辅助选择 CP患者

最佳治疗手段，最优化治疗效能。 

   

 

 

PU-1516 

宫颈弥漫性大 B 细胞淋巴瘤一例 

 
黄道余 

六安市人民医院 237005 

 

患者 女，78岁，发现大便难解伴肛门坠胀感 2周就诊。体检：右下腹部可触及大小约

8cm×6cm 肿块，质韧，活动度差，无压痛，无明显肌紧张，余腹部无压痛及反跳痛。实验室

检查：三大常规、肝肾功能及肿瘤标志物（CEA、SCC、CA125、CA153）均未见明显异常。盆腔

B超示：相当于子宫位置探及一混合性实质性团块，大小约 75mm×50mm×91mm，界欠清，内见

不规则液性暗区，子宫体境界不清；考虑肿块来自子宫可能。盆腔 CT平扫示：盆腔后方乙状

结肠走行区域可见团块状等密度影，推压直肠及膀胱，周围结构尚清。盆腔 MR平扫+增强示：

宫颈后方、直肠前方示等 T1、稍长 T2信号团块影，信号欠均匀，病变在 DWI上呈高信号；子

宫明显受推变形；增强后病变呈斑片状中度强化，信号尚均匀，范围约 64mm×53mm×40mm。

钡剂灌肠示：乙状结肠远段、直肠近端前壁、右侧壁受压，可见不规则压迹；但腔壁线尚光

整，肠壁尚柔软，未见明显受侵征象；排钡后观察，粘膜形态未见明显改变。 

全身麻醉下行“盆腔肿块切除+全子宫及双侧附件切除+右侧髂动脉旁淋巴结切除术”，术中见

肿块位于子宫右下部，大小 6cm*7cm*6cm，质硬，活动度差，肿块内侧与子宫颈粘连融合，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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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侵及右侧盆壁髂腰肌，子宫体饱满，表面光滑，与周围无粘连；双侧输卵管见结扎痕，双侧

卵巢萎缩。腹膜、大网膜无转移结节，腹主动脉旁及肠系膜下动脉周围无肿大淋巴结，双侧输

尿管、膀胱等处未触及肿块；右侧髂总动脉及髂内动脉旁可触及质硬肿大淋巴结，大小约

4cm*5cm*5cm。结合术前影像学检查及术中探查结果，考虑肿块恶性程度大，不能除外宫颈癌

可能。手术顺利，术后预后尚可。病理结果：非霍奇金宫颈弥漫性大 B细胞淋巴瘤。 

   

 

 

PU-1517 

磁共振诊断在肛瘘术前的价值 

 
魏来 

上海市普陀区中心医院 200062 

 

目的：探讨磁共振肛瘘成像技术在术前分型诊断及预后评估的应用价值。方法：对 43 例肛瘘

患者于术前行 MRI检查，根据图像判断内、外口的位置及瘘管的走行，为临床治疗及手术方案

的制订提供影像学依据。结果：磁共振肛瘘成像对于病变的检出敏感性较高（37/43）。对于

大部分的肛瘘病例，均能较好的显示瘘管的走行情况及开口位置（32/37）。MRI分级与预后

有良好的相关性。结论：MRI 是目前用于肛瘘术前评估的最佳影像学方法。MRI可以准确显示

病变范围、评估预后，有助于治疗方案的制定和疗效监测。 

   

 

 
PU-1518 

扩散峰度成像在早期糖尿病肾病应用的初步研究 

 
魏伟

1
,王少彧

2
,贺太平

1
,于楠

1
,樊丽华

1
 

1.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2.西门子医疗系统有限公司磁共振事业部 

 

目的：探讨扩散峰度成像（DKI）参数对于早期糖尿病肾病的可行性研究。 

材料与方法：收集了 31个糖尿病患者和 28名健康对照组，所有受试者使用 3.0T MRI 进行常

规 MRI及 DKI扫描。感兴趣的区域(ROI)放置在各参数图肾门层面的前、中、后的肾实质。DKI

参数(MD，MK，FA)糖尿病患者和健康对照组之间比较，并使用 ROC曲线求得曲线下面积、敏感

度以及特异度。结果：DKI（MD、MK、FA）各参数糖尿病组与正常对照组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

值分别为 0.003，0.001，0.006。早期糖尿病组 MD及 FA值均低于正常对照组，而 MK值是高

于正常对照组。ROC曲线显示 DKI各参数（MD、MK、FA）曲线下的面积分别为 0.776，0.806，

0.755；Cut off值分别为 19.408×10
-3
 mm

2
/s，0.5448，0.1574×10

-3
 mm

2
/s，敏感性和特异度

分别为 87.5% 、52.6%，84.2%、 62.5%，68.8%、63.2%。结论：DKI参数能够发现糖尿病患者

肾脏的的早期变化，可以作为识别糖尿病肾病进展的风险，因此为临床提供更多的信息。  

 

 
PU-1519 

MRI 类 PET 成像在消化道肿瘤中的价值 

 
魏来 

上海市普陀区中心医院 20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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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探讨 3.0T全身磁共振成像(Whole-body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WB-MRI)的技术

可行性；分析总结其对于胃肠道恶性肿瘤性疾病的辅助诊断作用。方法：2015年 1月-2015年

6月于 GE 3.0T 750w MR对 19例确诊的胃肠道恶性肿瘤患者行 WB-MRI（DWI+T2WI），后处理

平台为 GE ADW4.6工作站。Functool工具拼接横断位弥散图像，得到 HD-MIP图像、黑白反转

图像（类“PET”图像）及伪彩色图像；Pasting工具拼接冠状位 T2加权图像，得到全身冠状

位 T2加权图像，再经图像融合得到类“PET-MR”图像。结果：19例患者（其中胃弥漫性大 B

细胞淋巴瘤 2例，胃癌 8例，结肠癌 7例，直肠癌 2例）均获得图像质量良好的全身磁共振图

像。发现恶性转移性病例 6例，阳性率约 32%。结论：使用头颈联合线圈及体线圈接收方法可

以改善中心频率漂移现象，得到符合诊断需要的全身弥散图像。3.0T MR全身弥散成像可清晰

显示胃肠道恶性肿瘤转移灶，对胃肠道恶性肿瘤的辅助诊断和临床随访具有重要价值。 

   

 

 

PU-1520 

CT 在成人肠套叠诊断中的应用 

 
周静 

江苏省中医院 

 

目的：评价多排螺旋 CT在成人肠套叠诊断中的应用价值。方法：收集本院经手术证实的肠套

叠患者 19例，8例行平扫加增强检查，11例行平扫检查， 分析肠套叠类型、套叠原因及套叠

表现。结果：19例中共 24 处肠套叠，其中，1例患者有 4处肠套叠，2例患者有 2处肠套

叠。小肠-小肠套叠 10处，回-结型套叠 8处，结-结型套叠 6处；19例均为继发性肠套叠， 

淋巴瘤 1例，错构瘤 2例，多发息肉 3例，单发息肉 1例，腺癌 6例，间质瘤 2例，腺瘤 2

例，纤维瘤 2例；CT表现为靶征 20处，彗星尾征 12处，8字形征 9处，继发性肠梗阻 4例。

结论：多排螺旋 CT能很好的显示肠套叠，是成人肠套叠首选检查方法。 

   

 

 
PU-1521 

CT 平扫不同定位征象在疑似急性阑尾炎定位诊断中的价值 

 
余燕武 

宁德市医院（原宁德地区第二医院） 352100 

 

 

目的 研究阑尾的多层螺旋 CT（MSCT）平扫影像征象，利用 MSCT多种后处理功能显示阑尾，

评估 CT不同定位征象在阑尾疾病定位诊断中的价值。 

方法 年龄≥18 岁疑似急性阑尾炎的 646 例患者，在本院行急诊 CT 平扫检查，经手术证实 531

例急性阑尾炎、115例非急性阑尾炎，回顾性分析多层螺旋 CT影像征象；MSCT平扫采用自动

噪声技术，扫描层厚 5mm，数据采用 1mm重建，重建间隔 1mm；采用薄层横断面结合冠状面、

矢状位及多平面重建（MPR）、曲面重建（CPR）观察，窗宽 300、窗位 0，统计分析不同定位

征象与阑尾的关系。  

结果 5mm和 1mm层厚观察阑尾，显示率为 80.3%、91.7%，1mm层厚横断面结合冠状面、矢状

面、MPR、CPR时阑尾显示率 100%。CT定位征象包括回肠末端-回盲瓣征、蚯蚓征、粪石征、

气泡征、系膜水肿征（阑尾系膜）、结肠旁沟积液征、盆腔积液征、回盲部游离气体征，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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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阑尾炎病例阳性率分别为 99.6%、74.2%、36.7%、28.7%、97.4%、20.0%、22.2%、

12.6%，非阑尾炎病例阳性率分别为 99.8%、45.2%、27.0%、73.0%、22.6%、22.6%、53.0%、

2.6%。 

结论 MSCT观察，层厚越薄，阑尾显示越好，结合多方位观察可提高阑尾的显示率。窗位采用

0，有利于同时观察阑尾、腹腔脂肪密度改变、游离气体影。回肠末端-回盲瓣征对阑尾的寻找

是最重要的征象，但在两组病例中显示率无差异。蚯蚓征、气泡征、阑尾系膜水肿征的显示率

在两组病例中有统计学差异（P＞0.05），是急性阑尾炎与其他急腹症病变的主要鉴别征象。

盆腔积液征、回盲部游离气体征的显示在两组病灶虽然有差异，但只能作为辅助诊断征象。   

 

 

PU-1522 

双能量 CT 定量参数鉴别克罗恩病肠腔狭窄性质可行性初探 

 
李淑娟,韩丹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学影像科 650032 

 

目的 探讨双源 CT双能量技术判断克罗恩病继发肠腔狭窄性质的可行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双源 CT 双能量双期扫描，病理活检达肠壁粘膜下层或以上的克罗恩病患者

34例，共 53段病变肠段及 30段正常肠段。根据病理评分将 53段病变肠段分为炎性肠段 30

段，纤维性肠段 23段。两名影像科医师在未知病变肠段病理结果的情况下，独立对病变肠段

CT小肠造影（CTE）征象进行评分，分别测量动、静脉期三组肠段碘浓度及同层主动脉碘浓

度，计算三者动、静脉期标准化碘浓度（NIC=肠段碘浓度/同层主动脉碘浓度）；比较三组肠

段 NIC及能谱曲线斜率（K）；各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参数进行 ROC曲线分析并计算曲线

下面积（AUC），评价 NIC及 K值鉴别肠段性质的能力。采用 Spearman相关性分析评价肠段病

理评分和 CTE评分的相关性。 

结果 所有肠段病变均分布于回盲部、结肠及直肠。动脉期正常、炎性、纤维性肠段 NIC

（0.11±0.02、0.15±0.02、0.13±0.03），静脉期三者 NIC（0.30±0.05、0.34±0.08、

0.32±0.03），动脉期三者 K值（1.78±0.42、2.35±0.31、2.09±0.33），静脉期三者 K值

（1.93±0.42、2.22±0.25、2.16±0.36），动脉期炎性肠段及纤维性肠段 NIC及 K值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静脉期炎性及纤维性肠段 NIC 及 K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动脉期 NIC值 AUC=0.616，敏感度 88%，特异度 52.2%。动脉期 K值 AUC=0.729，敏感

度 66.7%，特异度 77.3%，动脉期 NIC较动脉期 K值鉴别肠段性质更敏感，但特异性较动脉期

K值低。CTE炎性、纤维性评分和病理炎性评分（r=0.510，P=0.014）、病理纤维性评分

（r=0.445,P=0.033）正相关。 

结论 动脉期 NIC及 K值对鉴别克罗恩病肠腔狭窄性质有一定价值。  

 

 

PU-1523 

MSCT 征象在预测肾透明细胞癌 Fuhrman 分级中的价值研究 

 
舒俊

1
,孟小丽

2
,杨如武

3
,张劲松

1
 

1.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2.宝鸡市中心医院放射科 

3.西安西电集团医院放射科 

 

摘要：目的：探讨 MSCT征象在预测肾透明细胞癌（CCRCC）Fuhrman分级中的应用。方法：回

顾性分析经病理及免疫组化确诊的肾透明细胞癌 87例，将 I级与 II级共 47例合并作为低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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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组，将 III级与 IV级共 40例合并作为高级别组。采用 c2检验或 Fisher确切概率法对低级

别组与高级别组的 CT征象，包括囊性肾癌、假包膜、肿瘤血管、肾周侵犯、淋巴结转移、肾

静脉癌栓、钙化、坏死进行统计与分析。结果：低级别组囊性肾癌的发生率高于高级别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0）；高级别组肾周脂肪囊侵犯、肿瘤血管、淋巴结转移、肾静脉癌

栓、钙化、坏死的发生率高于低级别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5、0.000、0.041、

0.041、0.001、0.000）。 结论：MSCT可用于初步预测肾透明细胞癌的 Fuhrman分级。 

   

 

 
PU-1524 

The value of non-enhanced CT scan in diagnosis of 

unsuspected colorectal cancer 

 
Zhu Jinghao 

putuo hospital;Shanghai 200062 

 

Objectives: To reasonably optimize the diagnostic process of colorectal cancer for 

adapting the massive non-enhanced abdominal-pelvic multidetector computed 

tomography (MDCT) examinations in daily clinical work. Methods: forty-seven 

colorectal lesion patients underwent preoperative MDCT examination included both 

non-enhanced and dynamic enhanced MDCT. This study not only compared the results 

of non-enhanced and dynamic enhanced MDCT but also compared the results of MDCT 

and pathological finding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ocation of lesions and 

symptoms was analyzed as well. This research chose continuity correction of c
2
 

test or Fisher’s Exact Test (1-sided) to evaluate qualitative data by SPSS 

statistical software version 21.0. Results: The statistical results also verified 

the difference (P = 0.01) that lesions located at upper colon (included caecum, 

colon ascendens, colon transversum and colon descendens) were infrequent to cause 

symptoms, while more symptomatic patients with lesions located at lower colon 

(included colon sigmoideum and rectum).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malignant lesions located at upper colon and lower colon (P = 0.02) in all 49 

patients. The statistical results proved that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between non-

enhanced and dynamic enhanced MDCT in detecting intestinal lesions (P = 0.09) and 

malignant lesions (P = 0.27). Conclusions: Non-enhanced MDCT scan could detect out 

unsuspected colorectal cancer. 

   

 

 

PU-1525 

多层螺旋 CT 对盆腔异位妊娠诊断价值及分析 

 
张远 

上海市闵行区中心医院 201100 

 

目的：回顾性分析盆腔异位妊娠 CT表现，探讨多层螺旋 CT对盆腔异位妊娠诊断价值。方法：

收集我院 2012年 10月至 2016年 11月经手术病理证实的异位妊娠病例 62例，回顾性分析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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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表现。结果：所有患者术前均行 CT平扫或 CT增强检查，56例异位妊娠发生在输卵管，6

例发生在卵巢，CT表现为囊实性肿块 43例，实性肿块 19例，合并盆腔积血 41例，其中 25

例另行 CT增强检查，CT表现内部结节样强化 19例，轻度不规则强化 4例，无明显强化 2

例，肿块边缘可见增粗血管影 21例。结论：盆腔异位妊娠的 CT表现具有一定的特征性，并可

于阑尾炎、卵巢囊肿扭转等疾病鉴别，具有更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PU-1526 

自发性孤立性腹动脉夹层的 MSCTA 诊断 

 
鹿彩銮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221000 

 

目的：探讨多层螺旋 CT血管造影(MSCTA)检查及其后处理技术在孤立性腹主动脉夹层（SAAD）

诊断方面的价值。 

方法：回顾性分析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2010年 1月至 2014年 12月诊治的 22例经 DSA 证实

和／或有典型 CT表现的 SAAD 患者的临床及影像学资料。22例患者中，男 18例，女 4例，年

龄 32-87岁，平均 65岁。22例患者均行 MSCTA检查。依据 CTA，结合横断面图像及容积再现

（VR）、多平面重组（MPR）、曲面重组（CPR）及最大密度投影（MIP）后处理图像，分析

SAAD影像特征。 

结果：SAAD临床少见。CTA 检查，22例患者夹层均仅局限于腹主动脉，其中 2例位于肾动脉

水平上方，20例位于肾动脉水平下方。腹主动脉直径均增粗，19例清晰显示撕裂内膜片影，

可见真假双腔形成，2例伴有腹主动脉瘤形成，1例伴腹腔干动脉瘤形成，4例累及髂总动

脉。 

结论：MSCTA及其后处理技术能清晰显示 SAAD病变特征和累及范围，是孤立性腹动脉夹层首

选的检查方法。  

 

 
PU-1527 

不同原发灶肝转移癌 CT 特性分析 

 
魏来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0001 

 

摘要:目的 总结不同原发灶肝转移瘤的 CT平扫及增强扫描特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 90例肝外恶性肿瘤患者伴肝转移瘤的影像学资料，对肝转移瘤的位置、

数目、大小、分布、形态、密度等进行记录，并使用 SPSS17.0 统计软件对不同组间差别进行

统计学分析。 

 结果 100例肝转移瘤患者中，门静脉来源有结直肠癌 46例，胃癌 31例及胰腺癌 6例，动

脉来源肺癌 17例；平扫检出病灶 397个，动脉期检出病灶 589个，门脉期检出病灶 683个，

延迟期检出病灶 557个；肠系膜静脉源的结直肠癌 46例，肝右叶优势 37例，脾静脉来源的胃

癌 31例，肝右叶优势 15例，转移灶在肝脏右叶、左叶分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03）；右半结肠癌共 30例，肝右叶优势 28例，左半结肠癌共 16例，肝右叶优势 9

例，右半结肠癌患者与左半结肠癌患者肝脏内转移灶分布构成比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χ
2
=9.118，P=0.003）；40例患者病灶出现囊变，其中结直肠癌、胃癌、胰腺癌肝转移瘤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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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38例，肺癌患者 2例，结直肠癌、胃癌、胰腺癌肝转移瘤患者病灶囊变出现率明显高于肺

癌肝转移瘤患者（P=0.007），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肝脏 CT增强扫描门脉期更有利于肝转移瘤的显示；肝转移瘤中门静脉来源的转移瘤占

大多数；肠系膜静脉来源的结直肠癌肝转移瘤肝右叶优势较脾静脉来源的胃癌肝转移瘤肝右叶

优势明显；右半结肠癌患者肝右叶优势较肝左叶优势明显；门脉来源肝转移瘤患者病灶囊变出

现率明显高于动脉来源的肝转移瘤患者。 

 

 

 
PU-1528 

胰腺腺泡细胞癌 6 例影像学分析 

 
李海鸥,张晓明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50012 

 

摘要 

目的 通过对胰腺腺泡细胞癌（ACC）的 CT及 MRI表现进行分析，探讨胰腺腺泡细胞癌的影像

学特征性表现，以提高该病诊断正确率。 

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病理证实的 6例 ACC影像资料。患者均在本院行 CT或 MRI检查，其中 CT

平扫加增强 5例，MRI平扫加增强 1例。对影像学特征进行分析。 

结果 ACC患者男性 4例，女性 2例，平均年龄 54.33±8.35 岁（44岁-62岁）。6例（6/6，

100%）ACC为单发，发生于胰尾 3例（3/6，50%），胰头 1例（1/6，16.67%），胰颈 1例

（1/6，16.67%），胰体 1例（1/6，16.67%）。肿瘤平均最大径 5.28±3.86cm（1.5cm-

12.7cm）。5例行 CT检查，平扫 CT值平均为 42±5.57HU，增强扫描胰腺实质期呈中等程度强

化（CT值：59.2±8.26HU），静脉期（62.2±5.63HU）及延迟期（68±8.04HU）强化幅度初

步轻度升高。1例行 MRI检查，呈长 T1长 T2信号，信号均匀，呈持续渐进性强化。5例

（5/6，83.33%）ACC伴不同程度囊变。6例（6/6，100%）ACC无明显胆胰管受累及扩张。4例

（4/6，66.67%）ACC伴腹腔淋巴结肿大。2例（2/6，33.33%）ACC伴其他脏器转移，其中肝

脏转移 1例，肝脏及脾脏转移 1例。 

结论 ACC在影像学图像上有特征性表现，有助于该病的诊断。 

   

 

 

PU-1529 

胸膜外孤立性纤维瘤的影像表现与病理对照分析 

 
曹波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10011 

 

目的 结合胸膜外孤立性纤维瘤(ESFT)的病理特征，探讨其影像表现。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4例

经病理证实为 ESFT的 CT和 MRI表现，并与病理及免疫组化对照。6例行 CT扫描，10例行

MRI扫描，2例同时行 CT和 MRI扫描。 结果 ①14例 ESFT 中，位于颅内 2例，腹盆腔 9例，

眼眶、脊髓及右下肢各 1例，肿瘤均为单发，最大径线 1.7～24.5 cm，呈类圆形或不规则

形，12例边界清楚。②CT平扫，肿瘤多呈等密度，伴点片状或地图状低密度区，出血少见，

均未见钙化。③MRI 平扫，T1WI多呈等或低信号，2例见高信号出血；常规 T2WI多呈低、等

或略高信号；压脂 T2WI多呈略高或高信号；DWI多呈混杂高低信号；2例颅内病灶，FLAIR呈

低或稍高信号。④增强扫描，动脉期肿瘤呈轻度至明显不均匀强化，4例可见增粗迂曲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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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静脉期及延迟期呈进行性或持续强化；动态增强曲线，1例呈缓慢上升平台型，1例呈速

升缓降型。⑤病理，肿瘤主要由梭形细胞和致密胶原纤维构成；免疫组化，CD34、Vimentin、

CD99及 Bcl-2多呈阳性。 结论 ESFT的影像表现呈多样性，T2WI低信号区明显强化具有一定

特征性，结合 DWI、多期或动态增强扫描，可提高诊断准确性，确诊需依靠病理及免疫组化。 

   

 

 
PU-1530 

肝脏包虫病的 CT 影像表现 

 
李晶

1
,冯军

2
,王若楠

2
,石海峰

1
 

1.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2.新疆乌恰县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 CT的影像学表现对肝脏包虫病的诊断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临床和病理证实的

18例肝包虫病的 CT征象。结果 肝细粒棘球蚴病 CT表现分为以下类型：（1）单纯囊肿型，

本组共 5例，表现为肝内囊性低密度灶，单发或多发，呈圆形或类圆形，密度均匀，边缘光

滑，囊壁厚小于 5mm，内外囊壁紧贴。（2）含子囊型，本组 6例，除具有单纯囊肿表现外，

在母囊内可见更低密度的子囊，数量不等、大小不一，边界清，子囊较多时呈车轮状状、蜂窝

状改变。（3）钙化，本组 5例病灶见钙化，2例可见囊壁弧形或蛋壳样钙化，长短、厚薄不

一，1例囊内钙化，表现为类圆形或球形钙化灶，1例为多发钙化，既可见囊壁钙化型，也可

见球形钙化灶型。（4）混合型，1例有多种病灶并存，可见钙化型，亦可见含子囊型伴钙

化。（5）合并感染后表现，1例，囊内密度增高，囊壁增厚。（6）增强后表现，合并感染的

病例囊壁呈环形强化，其余病例未见明显强化。肝泡状棘球蚴病共 1例，CT平扫表现为密度

不均匀，边界模糊的斑片低密度影，内见小斑片状、沙粒样钙化，增强后病灶未见明显强化，

但因为周围肝实质的强化而使病灶境界变得清楚而类似“地图征”，该病例同时出现肝外肺转

移，表现为双肺散在厚壁空洞肿块，边界清，边缘欠光整，内可见细颗粒状钙化，空洞内壁呈

结节样凸起，酷似肿瘤。结论 CT能准确显示肝包虫病的类型，有利于治疗方案的选择。 

   

 

 
PU-1531 

FBP、ASiR 和 VEO2.0 重建算法对上腹部 CT 图像质量的影响 

 
樊丽华,贺太平,于勇,于楠,贾永军,魏伟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712000 

 

目的：比较滤波反投影（FBP）、自适应统计迭代重建技术（ASiR）、基于模型的迭代重建算

法（MBIR，商品名“VEO2.0”）对常规剂量上腹部 CT图像质量的影响。 

方法：对 21例患者进行上腹部 CT 增强 180秒延迟扫描，分别采用 FBP(0% ASiR)、40% 

ASiR、VEO2.0重建技术对原始数据进行 0.625mm重建。客观方面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肝

脏、脾脏、胰腺及背部肌肉的 CT值、噪声值（SD）及对比噪声比（CNR）。主观评价由两名有

经验的影像医师采用 5级评分法对图像噪声及细小结构显示情况（1至 5分）进行评分，并且

采用 Kruskal -Wallis检验主观评分差异性。 

结果: FBP、40%ASiR、VEO2.0 图像的肝脏的客观噪声值分别为 24.21±3.56、17.94±2.04、

11.58±1.22；FBP、40%ASiR、VEO2.0组之间比较，肝脏、脾脏及胰腺图像的客观噪声值的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与 FBP相比，40% ASiR、VEO2.0图像的客观噪声值分别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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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0.26±0.04、0.51±0.10。FBP、40%ASiR、VEO2.0图像的肝脏的 CNR分别为 1.33±0.43、

1.59±0.50、2.38±0.54；与 FBP相比，40%ASiR、VEO2.0 图像的 CNR分别增加了

0.21±0.19、0.85±0.36。FBP、40%ASiR、VEO2.0图像的噪声的主观评分分别为

2.36±0.51、3.36±0.51、4.45±0.52。 

结论：在相同常规剂量情况下，与 FBP相比，40%ASiR 、VEO2.0重建算法降低了图像噪声

（SD），增加了 CNR值，提高了图像质量。VEO2.0重建算法可以使图像质量达到最佳的状

态，有利于提高影像诊断的准确性。  

 

 
PU-1532 

腹内型侵袭性纤维瘤病的 MRI 诊断价值 

 
胡国祥,唐建华,朱磊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00032 

 

目的：探讨腹内型侵袭性纤维瘤病（AF）的 MRI影像特征，以期提高诊断率。 

方法：回顾性分析 10例经手术病理证实的腹内型 AF的 MRI影像信息和临床资料。 

结果：10例中 9例单发，l例多发；肠系膜 5例，腹腔 2例，盆腔 2例，腹膜后 1例；6例呈

类圆形，4例形态欠规则；病灶直径为 3.8cm-10.4cm；6例局部边界不清或欠清，与邻近系

膜、血管或脏器关系密切。T1加权像信号与肌肉相仿，等或稍低信号，T2加权像及弥散加权

成像不均匀稍高信号，增强明显或中度强化，强化方式呈渐进性，病变 T1加权像、T2加权像

内见条片状低信号区，其不强化或轻度延迟强化，MRI还可以多角度观察邻近结构受压、侵犯

情况。 

结论：腹内型 AF的 MRI影像表现有一定特征，认识这些特征对 AF的诊断具有重要价值。  

 

 

PU-1533 

囊性卵巢甲状腺肿的 CT 表现分析 

 
李强

1
,李盛

1
,胡春洪

1
,郑建军

3
 

1.宁波鄞州人民医院 

2.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宁波市第二医院 

 

目的：探讨囊性卵巢甲状腺肿的影像表现，提高对该病的认识。方法：回顾性分析 7例囊性卵

巢甲状腺肿的临床、病理和 CT影像资料。分析指标包括位置、肿块大小、外形、边界、内部

成份、强化情况以及肿瘤标志物和甲状腺功能等生化指标。结果：7例囊性卵巢甲状腺肿左侧

4例（57.14%），右侧 3例。肿块大小 3.3-5.8 cm，平均 5.1 cm；囊壁均表现为光滑且边界

清晰，多分叶囊（分叶≥3 个）4例（占 57.14 %），囊壁弧形、线样钙化 7例（100%）；囊

内钙化 3例（42.86%），肿块内含脂肪成份 3例（42.86%）；内见结节高密度 4例

（57.14%），平均 CT值为(76.3±23.5)HU,3 例增强扫描患者的实性成份均表现为中度或显著

强化，强化幅度为（28.3± 16.4）HU，囊性部分未见强化。7例患者均未发现特异性临床症

状。结论：囊性卵巢甲状腺肿临床症状不典型。CT图像上附件区多分叶囊性结构、点线样钙

化的囊壁、贴壁生长的高密度实性成份是诊断该病的重要依据，增强扫描后实性结节明显强化

有助于确定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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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34 

影像学检查对胃肠道间质瘤诊断价值探讨 

 
王丽萍 

南京市第一医院 210006 

 

目的：近年来，随着临床病理学、分子生物学、免疫组化的发展，胃肠道间质瘤同平滑肌类、

神经类肿瘤已可进行可靠的区分,本文分析胃肠道间质瘤的影像学表现，进一步提高认识和诊

断水平。 

方法：收集 2000年 8月~2004 年 10月经影像学检查，有完整临床资料，并经手术、病理（免

疫组化）证实的 GIST共 23 例，螺旋 CT检查 21例，常规层厚 10mm,必要时 5mm薄层扫描，造

影剂为欧乃派克或优维显，剂量 1.5ml/Kg。X线胃肠道造影 18例，采用气钡双对比法，常规

摄黏膜相、充盈相、加压相。DSA检查 2例，经股动脉插管，注入碘海醇、优维显

100~200ml。 

结果：17例发生在胃，2例位于十二指肠，3例位于小肠，1例起源于横结肠系膜。良性 3

例，低度恶性 9例，恶性 11例。X线造影主要表现为腔内充盈缺损，局部黏膜展平，胃腔被

推挤，可见黏膜破坏，蠕动消失。CT表现为腔内、外、跨腔内外肿块，邻近胃肠壁无明显增

厚，沿管壁方向伸展。密度不均匀，瘤体内或边缘见气体或对比剂影。可见转移灶。瘤体实质

部分中等强化，双期增强动脉期瘤体轻度强化，门脉期瘤体中度强化。GIST的 DSA表现为增

生扭曲血管及肿瘤染色。 

结论：传统的 X线钡剂造影检查由于操作方便，费用相对低廉，仍是 GIST 的常规检查方法。

全消化道 X线造影对小肠的 GIST的诊断有一定的限制,因此如怀疑小肠的病变，应在充分口服

阳性对比剂后行 CT扫描。 螺旋 CT检查在判断 GIST的起源、大小、肿块内的密度改变、邻近

结构的侵犯、远处转移具有优势，尤其是增强后的表现具有特征性。仿真内镜可进步观察胃腔

内的情况，有无溃疡，结合多平面重建图像，对判断 GIST 起源、邻近侵犯、位于腔内或腔外

等可提供更多诊断信息。GIST 的 DSA表现可见肿瘤血管，肿瘤染色。结合本组资料，我们认

为 DSA对 GIST定位有帮助，而对确诊和定性有困难。 

   

 

 
PU-1535 

卵巢蒂扭转的多层螺旋 CT 诊断 

 
饶敏,潘自来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北院 201801 

 

目的：探讨多层螺旋 CT在卵巢蒂扭转中的诊断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 26例经手术病理证实

为卵巢蒂扭转的临床资料与 CT图像。术前均采用多层螺旋 CT平扫，部分行多期增强扫描和多

平面重建（MPR）后处理图像。结果：26例患者均表现为盆腔囊实性肿块，子宫均向实性肿块

侧偏移，23例囊壁局限性增厚，3例囊壁均匀增厚，3例囊内渗血。其中 17例患者经过 CT增

强扫描，12例实性成分无明显强化，5例轻度强化。17例见盆腔少量积液。结论：多层螺旋

CT平扫结合多期增强扫描和多平面重建图像可以更好的观察卵巢蒂扭转 CT表现特征，有助于

提高术前诊断的准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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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36 

胰腺癌血浆 cfDNA 浓度及 K-ras 突变与 MSCT 的关联分析研究 

 
周国锋,刘霄宇,陈颐,王小林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00032 

 

目的：分析胰腺癌血浆 cfDNA 浓度及 K-ras突变与临床资料及 MSCT表现的关联，探讨其临床

意义。 

方法：收集 113例胰腺癌患者术前血浆样本，基于 MagMax Cell-Free DNA Isioation Kit 试

剂盒抽提血浆 cfDNA；利用 Qubit3.0荧光定量仪检测 cfDNA 浓度；利用自主设计的胰腺癌靶

向深度测序 Panel，基于 NGS 靶向捕获胰腺癌患者血浆 cfDNA 中的 K-ras突变。所有的患者均

在术前一周内行胰腺 MSCT增强检查。 

结果：（1）胰腺癌血浆 cfDNA浓度在患者性别、年龄及手术组无显著性差异；以血清 CA199

＞37U/ml为阳性，血清 CA19-9阳性患者组血浆游离 DNA 水平显著高于 CA19-9阴性组。（2）

胰腺癌血浆 cfDNA浓度在 MSCT肿瘤发生部位、T及 N分期组无显著性差异，而在 M分期及

UICC分期组的差异具有显著性（P=0.002、P=0.016）。（3）胰腺癌血浆 cfDNA浓度在 MSCT

胰腺癌形态、胰管扩张、延迟环形强化及侵犯周围组织组无显著性差异；血浆 cfDNA浓度与在

MSCT肿瘤密度、血管侵犯组的差异具有显著性（P=0.019、P=0.029）。（4）血浆 cfDNA在

MSCT不同血管侵犯之间的差异有显著性（P=0.027），组内比较，门脉侵犯组血浆 cfDNA浓度

明显高于动脉侵犯组。（5）胰腺癌血浆 K-ras突变在临床基本资料及 MSCT表现各组无显著性

差异。 

结论：胰腺癌血浆 cfDNA浓度在 CA19-9水平及 MSCT表现 M分期、UICC分期、肿瘤密度及血

管侵犯组差异具有显著性；门脉侵犯组患者血浆 cfDNA浓度明显高于动脉侵犯组。血浆 cfDNA

浓度可为胰腺癌患者的准确分期和预后提供一定的线索。 

 

 

 
PU-1537 

Adhesive Internal Hernia: Multidetector CT Findings 

and Clinical Relevance 

 
Lu Chenying 

Lishui Central Hospital 323000 

 

Abstract 

Purpose: To review the clinical and multidetector computed tomography (MDCT) 

features of adhesive internal hernias (IHs). To ensure specific MDCT criteria to 

assist in diagnosis of adhesive IHs and early detection of intestinal 

strangulation. 

Materials and Methods: Medical records and preoperative abdominal MDCT findings of 

34 patients with surgically confirmed abdominal adhesive internal hernias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Results: The specific MDCT features of adhesive IHs included the following: 

dislocating and clustering of intestinal segments (100%); stretching and crowding 

of the mesenteric vessels (100%); presence of hernial orifice (88.2%), peritoneal 

adhesive bands (76.5%); and fat notch sign (85.3%). In addition, the signific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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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DCT features indicative of intestinal strangulation compared with those without 

intestinal strangulation were bowel wall thickening（P = 0.009）, intramural 

hemorrhage（P = 0.007） and abnormal bowel wall enhancement（P = 0.023）. 

Furthermore, bowel obstruction occurred in 17 (50.0%) patients, and mesenteric 

whirl was apparent in 8(23.5%) patients. 

Conclusion: This article illustrates the specific MDCT criteria of adhesive IHs. 

Knowledge of MDCT findings in adhesive IHs and their complications is essential 

for making the correct diagnosis and may help guide early clinical management.  

 

 

PU-1538 

3.0T 磁共振 DWI 成像与肾透明细胞癌 fuhrman 

核分级及 Ki67 相关性分析 

 
吴娟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226001 

 

【摘要】目的 探讨 3.0T磁共振 DWI（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 DWI）成像的 ADC值与

肾透明细胞癌（clear cell renal cell carcinoma, CCRCC）病理分级及免疫组化因子 Ki67

表达的相关性。资料与方法 研究分析经手术及病理证实的 39例 CCRCC患者 DWI图像的 ADC

值、Fuhrman病理分级及 Ki67 的表达，并将患者根据 Ki67 阳性细胞数的多少分级，阳性细胞

数＜10%为（+），10%~30%为（++），＞30%为（+++）。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不同病理分级之

间的 ADC值以及不同 Ki67阳性率分级之间的 ADC值，采用 Spearman秩相关分析所有患者的

ADC值与病理分级及 Ki67的相关性。结果（1）39例 CCRCC 患者 I级 12人，ADC均值

(1.92±0.52)×10
-3
mm

2
/s，II级 13人，ADC均值(1.77±0.37)×10

-3
mm

2
/s，III级 6人，ADC

均值(1.17±0.43)×10
-3
mm

2
/s，IV级 8人，ADC均值(0.93±0.33)×10

-3
mm

2
/s；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F=8.301，P=0.000）（2）39例患者中，Ki67（+）8例，（++）19例，（+++）12例，

各级别之间的 ADC值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38.8，P=0.000）（3）透明细胞癌 ADC值与

Fuhrman分级之间呈高度负相关（r=-0.826，p<0.05），Ki67的表达与 ADC值显著负相关

（r=-0.77，P=0.000）结论 CCRCC的 ADC值与病理分级及 Ki67阳性率分级有高度相关性，能

术前预测肿瘤的恶性程度，有助于制定手术方案、评估预后。 

   

 

 

PU-1539 

超高 b 值扩散加权成像鉴别前列腺癌和增生结节 

 
叶靖,陈冀,王守安 

苏北人民医院 225001 

 

探讨超高 b值扩散加权成像鉴别前列腺中央腺体良恶性结节的临床价值。材料与方法：经穿刺

活检证实的 28例前列腺中央腺体癌和 22例前列腺增生结节行磁共振常规扫描和扩散加权成像

（b=1000,2000 sec/mm
2
)检查。由两名泌尿系统 MR诊断医生分别测定前列腺结节的 ADC值,比

较不同 b值下良恶性结节 ADC值的差异，并以操作者特异性曲线评估 ADC诊断阈值 结

果： b=1000 s/mm
2
时前列腺腺体增生为主结节、间质增生为主结节和中央腺体癌的平均 ADC

值(×10−
3
mm

2
/s)为 1.71±0.48、1.27±0.23 和 1.12±0.17,中央腺体癌与间质增生结节无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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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差异（P>0.05),与腺体增生为主结节具有显著差异（P<0.05)；b=2000 s/mm
2
时前列腺腺体

增生为主结节、间质增生为主结节和中央腺体癌的平均 ADC值(×10−
3
mm

2
/s)为 1.14±0.27、

0.87±0.23 和 0.68±0.16,中央腺体癌与腺体增生为主结节、间质增生为主结节均具有显著差

异（P<0.05)。结论：超高 b值 DWI可显著提高磁共振对前列腺中央腺体良恶性结节的鉴别诊

断能力。 

   

 

 

PU-1540 

CT 脂肪定量分析在克罗恩病活动性评估中的价值 

 
周杰,李雯莉,曹务腾,刘得超,李芳倩,王馨华,李志,郭敏翊,周智洋 

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 510655 

 

目的：探讨 CT脂肪定量参数评估克罗恩病活动性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收集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 2015.1.1-2016.12.31行 CT检查并确诊为克罗恩病（CD）

的患者，排除既往腹部手术、近期服用激素、临床资料不全、CT伪影较大的患者，共 67例纳

入本研究。参照文献方法，设定脂肪 CT值范围-30~-190HU， 在 L3、L4、L5椎体层面勾选腹

腔内脂肪（IPF）、内脏脂肪（VF）、皮下脂肪（SF）含量，取其均值，计算 VF/SF、

IPF/SF、IPF/VF的大小。记录患者临床资料：年龄、性别、身高、体重、超敏 C反应蛋白

（hs-CRP）、血沉（ESR）、CD简化活动性评分（HBI）。评估 CT脂肪定量参数及临床炎症指

标与 CD活动性评分的相关性，进一步比较脂肪参数及临床指标区分活动性与非活动性 CD的诊

断价值。 

结果：67例患者中，男性 46例，女性 21例，男女之比约为 2.2:1，平均年龄为 25.2±10.6

岁，平均 BMI为 18.5±3.1kg/m
2
。相关性分析显示，hs-CRP、ESR、IPF、IPF/SF及 IPF/VF值

与 HBI评分存在一定的相关（P＜0.05）。67例患者中，活动性 CD 56例，非活动性 CD 11

例，两组患者之间 ESR、IPF、IPF/SF与 IPF/VF值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ROC曲线显

示 IPF/VF预测 CD活动性的准确性最佳（AUC=0.91），当 IPF/VF的阈值取 0.52时，预测 CD

活动性的敏感性、特异性、阳性预测值及阴性预测值分别为 93%、73%、95%、67%。 

结论：IPF有关的脂肪定量参数（IPF、IPF/SF、IPF/VF）与 CD活动性评分存在一定相关性，

另外，量化的 IPF/VF参数相对于临床炎症指标可以更好的预测 CD活动性。  

 

 

PU-1541 

CT 及消化道造影诊断腹茧症一例并文献复习 

 
姚容 

南京明基医院 211102 

 

目的：学习并了解腹茧症的 CT及消化道造影的表现。方法：通过我院治疗的一名腹茧症患者

的临床、影像表现及手术病理，并查看相关中英文文献。结果：上消化道造影：经鼻饲管注入

泛影葡胺 80ml观察：胃呈钩形，造影剂经胃窦幽门顺利进入十二指肠，十二指肠降段及水平

段扩张，造影剂难以通过。15分钟后方见少量造影剂进入近段空肠。提示：十二指肠水平段

(近升部)不全性梗阻(图 6)。全腹部增强：采显示大部分小肠被一包膜包裹，包膜较厚且均

匀，增强后持续强化。包膜内肠管聚集呈菜花样排列，肠系膜侧细条状阴影增多，包膜内肠管

周围可见积液；包膜外胃腔及十二指肠扩张。CT提示腹茧症并不完全性肠梗阻、腹水 (图 1～

5)。术中腹腔镜下探查见：腹腔内有少量黄色渗液，腹盆腔见大量纤维素性膜，并与腹壁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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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连，肝脏、胃表面及空肠表面广泛纤维素性膜，将各段空肠包裹，包裹部位扩张明显。考虑

为腹茧症，患者腹腔粘连重，难以在腔镜下完成手术。进腹后见空肠及肠系膜被纤维素膜间断

包裹并向上与胃、肝脏、大网膜等粘连，向下粘连延伸至盆腔，切除部分茧膜并注意松解粘

连。 

术后病理：1.肠壁结节，镜下囊壁由纤维组织构成，局灶见玻璃样变，未见上皮衬覆，符合单

纯性囊肿伴多灶性玻璃样变。2.茧腹，灰红囊壁样组织一堆，合计 5*2*1cm，壁厚 0.1-

0.3cm，其中一块一侧壁光滑，其余内外壁均光滑。镜下囊壁由纤维组织构成，局灶见玻璃样

变，未见上皮衬覆。结论：腹茧症相对不常见，其临床、影像具有一定的特异性，结合临床表

现往往可以诊断，但是部分不典型病例诊断困难。  

 

 
PU-1542 

磁共振检查中小肠及结肠同时显示技术 

 
林娜,郑贤应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5 

 

目的：评估在一次磁共振检查中，小肠及结肠同时显示的可行性。方法：50例成年患者行小

肠磁共振检查，剔除肠梗阻及肠道手术史患者。检查前一天清洁洗肠及灌肠，禁食 12h，不禁

水。检查前 1.5h内分次口服 2.5%等渗甘露醇共 1500ml，检查前 5分钟肌注 654-2 20mg。测

量 6组小肠、升结肠、横结肠、降结肠、乙状结肠扩张程度及图像质量评估，按肠道扩张程度

由窄-宽、图像质量由低-高分别行 1-4分评分；从肠道扩张程度、图像质量对该检查方法的可

行性进行评估。结果：6组小肠扩张程度评分 3分及以上占 80.0%，4分占 52.5%，其中第 6组

小肠扩张程度评分最高，评分 3分及以上占 95.0%。6组小肠图像质量评分 3分及以上占

81.7%，4分占 56.7%。4段结肠扩张程度评分 3分及以上占 77.5%，4分占 62.5%，其中升结肠

及乙状结肠扩张程度评分较高，3分及以上均达 90.0%。4段结肠图像质量评分 3分及以上占

80.0%，4分占 62.5%。结论：1.5h内分次口服 2.5%等渗甘露醇 1500ml，不仅小肠充盈效果

好，图像质量高，而且结肠的扩张效果及图像质量也较好。  

 

 
PU-1543 

新亚特兰大分类下急性胰腺炎严重程度的再评价： 

影像与临床 

 
肖波

1,2
,岳瀚

1
,蹇顺海

1
,张小明

1,2
 

1.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2.四川省医学影像重点实验室 

 

 

目的 探讨在新亚特兰大分类下轻度、中度重症、重症急性胰腺炎的 MRI表现和临床特征。方

法 回顾性分析从 2012年 1月至 2017年 6月间在我院住院的急性胰腺炎患者的临床资料：

（1）符合 2012修订版亚特兰大标准的首次发作的急性胰腺炎患者，住院期间按照新标准定义

轻度、中度重症、重症急性胰腺炎。（2）发病后 3-10天在我院有 MRI检查资料者。结果 总

共有 939例有 MRI检查资料的急性胰腺炎住院患者，其中男 531例、女 408例，年龄为

50.2±15.2 岁，胆源性胰腺炎 346例（36.8%）。轻度急性胰腺炎 471例（50.2%）、中度重

症急性胰腺炎 406例（43.2%），重症急性胰腺炎 62例（6.6%）。406例中度重症急性胰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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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首次 MRI上均可见局部并发症的出现，其中 128例（31.5%）系急性胰周液体积聚

（APFC）、278例（68.5%）系急性坏死性积聚（ANC）即合并胰周坏死。267例（65.8%）存在

一过性器官功能衰竭。与轻度急性胰腺炎相比，中度重症急性胰腺炎在 MRI上见胰腺和（或）

胰周坏死、MRSI评分更高（P < 0.05），胰周及胰外炎性渗出和液性积聚更剧即 EPIC评分更

高（P < 0.05），腹壁皮下水肿更常见（P < 0.05）。62 例重症急性胰腺炎均存在持续性器

官功能衰竭。其中 44例（70.9%）在重症急性胰腺炎的病程后期形成胰腺包裹性坏死

（WON）。与轻度、中度重症急性胰腺炎相比，重症急性胰腺炎在 MRI上胰腺实质坏死范围更

大、MRSI评分更高（P < 0.05），胰周坏死及胰外炎性渗出和液性积聚更重即 EPIC评分更高

（P < 0.05），腹壁皮下水肿更常见且程度比中度重症急性胰腺炎的腹壁皮下水肿更重（P < 

0.05）。结论 中度重症急性胰腺炎发生率仅次于轻度、且明显高于重症，在 MRI上能较好的

评价不同严重程度的急性胰腺炎，尤其是相关早期与后期局部并发症。   

 

 
PU-1544 

一例肝脏巨大血管瘤 CT 表现 

 
杨李 

南京明基医院 211102 

 

目的：研究肝脏血管瘤的影像学表现。 

方法：CT平扫及增强。 

结果：腹部膨隆，轻度腹壁静脉曲张，血流方向自下而上。右上腹可扪及质软包块，无压痛，

脾肋下未触及。CT平扫可见肝右叶后段一大小约 22.0cm×18.4cm×21.0cm类圆形低密度灶，

边界清晰，外带 CT值约 42Hu 左右，中央部呈不均匀液性低密度；周围组织及右肾明显受压变

形。增强扫描：动脉期，肝右叶低密度灶边缘见不规则结节状强化，CT值 130Hu，外缘清晰，

病灶内部无明显强化；门脉期，病灶强化范围进一步向中心延伸，CT值 164Hu，边缘清晰；延

至 9min，病灶大部分均一强化，CT值 90HU，仅中心见有“裂隙”样无强化区。 

结论：脏血管瘤是肝脏最常见的良性肿瘤之一，由残余的中胚叶或血管细胞形成。肝脏血管瘤

一般发展缓慢，其临床表现与其大小、部位、生长速度等有关。大部分患者由于病灶较小，一

般无临床症状，多在体检时偶然发现，临床无需治疗。肿瘤较大时可压迫邻近脏器，产生上腹

胀、钝痛等非特异性症状，血管瘤一旦破裂可出现腹痛和失血性休克，需要紧急处理。肝脏血

管瘤 CT平扫多为边界清楚的偏心性不规则低密度灶，伴发脂肪肝时可表现为等密度或高密

度。增强动脉期病灶边缘有强化，增强区域进行性向中心扩展，门脉期扫描时整个病灶均匀强

化呈高密度，延迟扫描后出现等密度。快进慢出为血管瘤典型的 CT增强表现。  

 

 
PU-1545 

低管电压与自适应迭代重组 V 对婴幼儿腹部增强 CT 辐射剂量

影响的对比研究 

 
谢双双,于子川,石祥,任燕,李清,季倩,沈文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300192 

 

目的 比较调节管电压与自适应迭代重组（ASIR）-V迭代率对降低婴幼儿腹部增强 CT扫描辐

射剂量的影响。方法 回顾性收集 20例行腹部增强 CT检查的婴幼儿患者影像资料，扫描条件

为 80kVp，ASIR-V 40%（常规组）。另前瞻性收集年龄、性别及体重匹配的婴幼儿患者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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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随机分为低管电压组（扫描条件为 70kVp， ASIR-V 40%）和高迭代率组（扫描条件为

80kVp，ASIR-V 60%）。记录并计算每例患者的单期 CT容积剂量指数（CTDI）、剂量长度乘积

（DLP）、体型特异性剂量评估值（SSDE）和有效剂量（ED）。并由 2名放射医师采用 5分法

对所有图像质量进行主观评分。采用组内相关系数（ICC）评价 2名医师图像质量评分的一致

性；采用方差分析比较 CTDI、DLP、SSDE、ED和主观评分在三组间的差异，两两比较采用

Bonferroni法。结果 常规组、低管电压组、高迭代率组的 CTDI分别为 0.51±0.06、

0.34±0.03、0.31±0.04mGy，DLP分别为 8.94±1.40、5.85±0.72、5.53±0.75mGy-cm，

SSED分别为 1.15±0.12、0.76±0.06、0.68±0.07mGy，ED分别为 0.35±0.08、

0.26±0.05、0.21±0.03mSv，图像质量评分分别为 4.26±0.30、3.74±0.28、3.50±0.53。

各剂量指标及图像质量评分在三组间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01）。低管电压组与高迭

代率组的辐射剂量、图像质量评分均明显低于常规组（P<0.001），但图像质量评分均能满足

诊断需求（≥3分）。低管电压组和高迭代率组的辐射剂量、图像质量评分均无统计学差异

（P>0.05）。结论 婴幼儿腹部增强 CT检查中，管电压降低 10kVp与 ASIR-V迭代率增加 20%

所受辐射剂量相似，且能获得同等水平图像质量。  

 

 
PU-1546 

髂静脉压迫综合征的多层螺旋 CT 血管成像研究 

 
欧光乾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 646000 

 

目的 探讨髂静脉压迫综合征的多层螺旋（multi-slice CT MSCT）血管成像扫描方法、后处理

技术及影像学表现，为临床提供可靠的诊断依据。材料与方法 对临床疑诊髂静脉压迫综合征

患者 7例行 MSCT血管成像，扫描设备为西门子 Somatom Emotion 16 slice CT，采集双期原

始数据，进行薄层重建，并在 Syngo acquisition workplace后处理工作站进行曲面重组

（Curve-planar reconstruction CPR）、最大密度投影（Max intensity projection 

MIP）、容积重现（Volume reconstruction VR）等后处理方式重建血管，观察右侧髂总动脉

与左侧髂总静脉间关系及左侧髂总静脉的受压程度、侧枝循环、静脉血栓等征象。结果 7例

均能直接显示右侧髂总动脉与左侧髂总静脉间压迫关系及静脉狭窄程度，其中 I°狭窄 4例，

II°狭窄 2例，III°狭窄 1例，间接征象包括受压远侧静脉血栓形成、侧枝静脉丛开放等。

结论 MSCT血管成像能直观显示髂血管间压迫关系及间接征象，为明确诊断髂静脉压迫综合征

提供重要依据。 

   

 

 
PU-1547 

不典型肝脏占位性病变 Gd-EOB-DTPA 增强磁共振影像表现 

 
雷军强

1
,许永生

1
,刘海峰

1
,王少彧

2
 

1.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2.西门子医疗系统有限公司 

 

 

目的:分析不典型的肝脏占位性病变的 MR平扫、Gd-EOB-DTPA 增强 MR及 DWI影像表现，并与

病理结果对照，探讨 Gd-EOB-DTPA 增强 MR对于不典型肝占位性病变的诊断及鉴别价值。材料

与方法:纳入行 MR平扫、Gd-EOB-DTPA增强及延迟 20min 肝胆期扫描的患者 20例，年龄 29-83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3407 

 

岁，男 15例，女 5例，共 27个病灶，直径 0.8-12.8cm，19例患者 26个病灶行 DWI扫描，所

有病灶经手术或穿刺病理确诊。由两名放射科医生分析其影像学表现，并与病理结果对照分

析。结果:1）纳入病灶较周围肝实质 T1低信号、T2高信号；17个病灶表现为 “快进快出”

的强化方式；5个病灶边缘动脉期强化，门脉期及延迟期边缘稍廓清，中心稍强化；1个病灶

增强未见明显强化；1个病灶为“快进慢出”的强化方式； 1病灶强化方式为“慢进慢出”；

1病灶造影剂逐渐向内填充，反相位信号肝脏部分较同相位减低。DWI（b=400s/mm
2
）示 1个病

灶弥散不受限，其余 25个病灶呈高信号。其中肝胆期 1 个病灶呈等信号，其余病灶呈低信

号。2）病理结果为肝内胆管细胞癌 8个、混合型肝细胞癌-胆管癌 6个、肝细胞肝癌 3 个、DN

结节 4个、恶性淋巴瘤 2个，肝脏转移性肿瘤、淋巴滤泡瘤样增生、RN结节、肝细胞腺瘤各 1

个。其中误诊 7例，1例为小肝癌伴出血坏死，1例为转移瘤，1例为肝胆管癌，1例为 RN结

节，2例为 DN结节，1例为淋巴滤泡增生。结论: Gd-EOB-DTPA动态增强、肝胆期及 DWI扫描

联合应用，可以提供病变形态、血供及功能等多方面的信息,从而提高对肝脏不典型病灶的诊

断信心及诊断准确性。  

 

 
PU-1548 

滤泡树突状细胞肉瘤伴 Castleman 病及副肿瘤性天疱疮 

 
刘静,焦俊,宋雯,廖欣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550004 

 

 

滤泡树突细胞肉瘤（FDCS）与 Castleman病（CD）及副肿瘤性天疱疮（PNP）同时

一起发生，是极为罕见的表现。一位 47岁的女性出现口腔皮疹疼痛、加重并全身

斑疹。皮肤活检病理显示多形红斑改变。影像学检查显示腹膜后左侧见约

8.8cm×8.1cm×5.8cm 大小的软组织，内见分支状钙化，病灶边界清楚，增强后呈

明显不均匀强化，周围见迂曲增粗引流静脉；腹膜后淋巴结增大。显微镜检查和免

疫组化结果显示（后腹膜）滤泡树突状细胞肉瘤并 Castleman病的特征。   

 

 
PU-1549 

肝窦阻塞综合征 16 例报道并文献复习 

 
宋瑞

1
,彭建

2
 

1.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 

 

目的：研究肝窦阻塞综合征的临床及 CT、MRI表现特征，结合文献，提高对该病的认识及影像

诊断水平。 

方法：搜集经临床及病理诊断为肝窦阻塞综合征的 16例患者的资料，其中男 9例、女 7例，

年龄 25～73岁，中位年龄 61岁；2例进行了腹部 MRI增强检查，14例进行了腹部 CT增强扫

描，其中 3例进行了腹部 MRI增强检查；16例中有 3例进行了肝脏穿刺活检。 

结果：10例患者有明确服用过“土三七”的病史，4例不明用药史，1例长期饮酒史，1例不

明显诱因；16例均有腹胀，伴腹痛 7例，乏力 4例，黄疸 3例；实验室检查均有转氨酶及胆

红素升高、凝血酶原时间延长，白细胞减低等；16例 CT/MRI增强扫描均可见肝静脉细小、显

示不清，甚至未见显影，其中 12例可见下腔静脉受压、狭窄；14例 CT增强均可见肝实质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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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减低，随增强扫描时间延迟，强化逐渐增高、范围逐渐扩大，但仍可见强化密度减低区，主

要位于肝右叶，于门脉期及平衡期均可见“花斑状”、“地图状”不均匀强化，其中５例在第

一肝门周围可见“爪形”强化；14例肝门汇管区水肿，其中 4例 MRI可见门脉”轨道征“；

肝脏轻度肿大 8例，中度肿大 2例，重度肿大 1例，其余 5例肝脏不大；均伴有不同程度的腹

水，其中少量 5例，中等量 5例，大量 6例；10例可见胆囊壁水肿增厚，3例胃肠道壁水肿增

厚，5例脾脏轻中度增大，8例轻度食管下段、胃底静脉曲张，其中 2例合并脐静脉开放。 

结论：肝窦阻塞综合征虽然较少见，但其 CT、MRI表现具有一定特征性，学习和掌握这些特异

性表现，再结合临床病史，不难做出正确诊断。 

 

 

 
PU-1550 

自发性孤立性肠系膜上动脉夹层 MDCT 影像特点 

与血管支架治疗评价 

 
言伟强 

北京大学深圳医院 518036 

 

目的：描述自发性孤立性肠系膜上动脉夹层（SISMAD）的 MDCT影像特点，了解病变血管密度

和直径的变化，并评价血管内支架治疗效果。材料与方法： 13例经证实的 SISMAD患者接受

腹部 MDCT平扫和增强扫描， 10例患者有腹痛病史，3例患者无临床症状。扫描常规包括腹部

平扫、动脉期、门静脉期，11例扫描范围为全腹部，2例为仅上腹部，增强扫描后在动脉期对

肠系膜上动脉行三维重建，重建技术常规包括容积再现(VR)和 5mm层厚最大密度投影(MIP)，

需要时结合多平面重建(MPR)和曲面重建(CPR)。MDCT检查后，7例行血管内支架置入治疗。结

果：13例病变均显示清晰，其中Ⅰ型 2例，Ⅱ型 9例，Ⅲ型 2例，1例有明显肠缺血表现。病

变血管平扫平均密度为 49.92Hu，正常组为 41.75Hu，二者比较有明显差异（P=0.003）；病变

血管平均直径为 11.75mm，正常组为 7.10mm，二者比较有明显差异（P=0.000）。7例血管内

支架放置 1周后复查 6例支架通畅，1例较放置前肠系膜上动脉闭塞情况无改善，1例见支架

内漏，1例支架放置后 1天内血压明显下降，MDCT复查显示腹腔较大血肿。结论：MDCT 及其

三维重建技术能很好地显示 SISMAD的特点，对病变进行恰当分型，并了解病变血管密度与管

径的变化，为病变治疗提供客观依据，并能对血管内支架治疗效果、有无支架内漏及并发症作

出准确评价。 

   

 

 
PU-1551 

卵巢甲状腺肿 3 例影像学表现并文献复习 

 
吴琛,徐凯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221003 

 

目的：探讨卵巢甲状腺肿（SO）的影像学表现，提高对本病的认识和影像诊断水平。 

方法：分析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3例卵巢甲状腺肿的 CT或 MRI表现及特征。 

结果：3例病例均为单发囊实性良性肿块；囊性成分 CT值较高，在 MRI T2WI表现为极低信

号；实性成分位于囊腔之间，呈软组织密度；囊壁间隔可见弧形、条形钙化；1例 CT增强可

见囊壁轻度强化。1例合并大量腹水及 CA125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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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SO 影像学表现有一定特点，单发、囊实性肿块、边界清楚，有多个大小、密度（信

号）不等囊腔，囊壁钙化，当囊腔 CT密度较高，并可在 T2WI表现为极低信号时，应该考虑本

病。 

 

 

 

PU-1552 

胃神经鞘瘤 CT 表现 

 
张雪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221002 

 

目的 探讨胃神经鞘瘤的 CT影像学表现，以提高对该病诊断的准确性。 

方法 收集本院 2011年 1月至 2016年 11月收治并经病理证实的 7例胃神经鞘瘤影像学及临

床资料，所有患者均行多层螺旋 CT检查，其中 3例行 CT平扫加增强检查，4例仅行 CT增强

检查。患者临床表现以上腹部隐痛不适为主。 

结果 7例患者中，发生在胃体 4 例，胃窦 2例，胃底 1例，其中 6例表现为边界清楚、单发

的类圆形、椭圆形肿块，病灶平扫 CT值平均为 38Hu,增强扫描均呈渐进强化,CT值平均升高

15.28HU；另 1例病灶位于胃底，表现为胃壁增厚。其中 2例可见钙化及溃疡形成。7例病灶

中向腔外生长 4例，向腔内外同时生长 2例，另 1例为腔内的局部黏膜隆起。 

结论 胃神经鞘瘤 CT上常表现为边界清楚、密度均匀的肿块，增强后静脉期强化高于动脉

期，部分含钙化及溃疡，出血、囊变及坏死少见，这些表现有助于该病的诊断，为临床进一步

治疗提供指导作用。 

   

 

 

PU-1553 

儿童急性坏疽性阑尾炎的 CT 诊断及价值分析 

 
林倩

1
,林倩

1
,林倩 

1.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宁德市医院 

摘要 目的：探讨小儿及儿童急性坏疽性阑尾炎的 CT诊断价值。方法：回顾分析经临床手术病

理证实的 60例儿童急性阑尾炎的 CT表现特点。所有患儿均行多排 CT横断面扫描及 MPR 重

建。结果:60例中，单纯性阑尾炎 12例，慢性阑尾炎 10例，其中急性发作 4例、回肠粘连及

粘膜溃疡 1例，急性化脓性阑尾炎伴周围炎 28例，其中 5例合并穿孔、2例阑尾周围脓肿形

成；急性坏疽性阑尾炎伴周围炎 8例。CT平扫以及 MPR重建显示阑尾增粗(直径大于 6.0mm)42

例，阑尾显示不清者 2例，阑尾腔内粪石 23例，腔外结石 5例，阑尾周围脓肿 2例，阑尾化

脓 28例，伴腹水 26例，伴腹膜炎 14例，伴回盲部肠管增厚 21例，伴肠梗阻 2例，伴淋巴结

肿大 42例。结论:多层螺旋 CT扫描及重建技术能为儿童坏疽性阑尾炎的诊断提供有力依据，

提高临床术前诊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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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54 

血管内平滑肌瘤病一例 

 
罗秀娟 

黄石市第五医院黄石市烧伤整形医院 435005 

 

 

目的 提高对血管内平滑肌瘤病的认识及影像诊断要点。 

方法 回顾性分析本院近期一例子宫血管平滑肌瘤病累及下腔静脉、右房及有关文献，对其病

因、诊断及鉴别诊断、治疗、预后进行总结。 

病例资料： 患者 女 40岁子宫肌瘤子宫切除史，患者于数天前心慌气促呼吸困难，当地医

院超声心动图考虑右心房粘液瘤；在我院行下腔静脉 CTA示：右心房-下腔静脉-左侧髂内静脉

见条状低密度充盈缺损，见不均匀强化，向右房室交界区延续，心房内充盈缺损，考虑子宫静

脉内平滑肌瘤病侵及静脉、右心房。行胸腹部联合手术切除下腔静脉及右心房内条状肿块一

块，病理示腔静脉内血管平滑肌瘤病。 

讨论：静脉内平滑肌瘤病临床少见，子宫平滑肌瘤的发病机制尚未明确，目前两种观点，一种

认为是子宫平滑肌瘤病浸入脉管内生长；另一种观点认为是直接来源于血管本身的平滑肌组织

增生后突入管腔内发展。患者多有子宫肌瘤切除史。早期表现为多发性或累及盆腔的子宫肌

瘤，后期常超出子宫范围，沿子宫静脉、髂静脉延伸扩展至下腔静脉和右心房甚至肺动脉和

（或）发生远处转移。子宫脉管内平滑肌瘤多在生育期发病，生长缓慢，易复发，可能与肿瘤

细胞沿血管内游走有关；雌激素与静脉内平滑肌瘤病的生长有着密切关系。CTV表现 子宫平

滑肌瘤病可经静脉延伸至下腔静脉，可到达右心腔。下腔静脉内软组织密度肿块，病灶大部分

游离于静脉或心腔内。由于突入血管内的病灶表面覆有光滑的内膜或内皮，很少与下腔静脉、

右心房粘连，影像学上病变大部分游离于管腔内，与子宫静脉平滑肌瘤原发灶或复发灶相延

续，密度均匀；累及右心腔时呈类似“拐杖头”或“蛇头”状改变；增强后病变明显强化；合

并子宫肌瘤时可见子宫增大，明显不均匀强化，部分同时合并下腔静脉、肾静脉、卵巢静脉血

栓。当有下列改变示应考虑到本病：女性有明确子宫肌瘤切除史或子宫肌瘤病变者；病变表现

为子宫、腔静脉、右心房同时受累；本病范围较广，不易彻底切除，复发率较高。 

   

 

 

PU-1555 

子宫阔韧带肌瘤一例 

 
薛久华,时宏 

西安市第一医院 710002 

 

子宫巨大阔韧带肌瘤一例报道： 

  患者：女，45岁，因“发现腹部包块一年”入院。一年前无明显诱因发现腹部包块，于脐

部偏左侧可触及其上缘，质硬，稍有活动。伴腹胀，无恶心及呕吐腹痛或阴道流血等不适，故

未重视。近一月来，自觉腹部包块明显增大，坐位后感心慌气短，腹胀明显加剧，伴有尿频及

便秘，但无腹痛等不适。妇科查体：宫体呈前位，50+天孕大，质中，活动可，无压痛；附

件：盆腔可触及一巨大包块，其上缘已达剑突下，两侧达腋中线，质硬，活动差，无压痛。 

  B超检查：1.子宫声像图异常，子宫肌瘤； 

2.盆腔巨大包块。 

  盆腔 CT 平扫+增强检查：盆腔及下腹部巨大肿块，大小约为 27cmx19cmx8.4cm,实性为主，

血供丰富，滋养血管呈抱球状分布，主要来源于腹主动脉及其部分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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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56 

Abdominal lesions in adult patients with IgG4-related 

disease 

 
Liang Liang,Zeng Mengsu 

Zhong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200032 

 

Background: IgG4-related disease (IgG4-RD) is a recently recognized group of 

systematic inflammatory fibrotic diseases. Imaging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iagnosis of IgG4-RD and could help avoid misdiagnosis and unnecessary invasive 

treatment. 

Purpose: To study the imaging characteristics of abdominal lesions in adults with 

IgG4-RD. 

Material and Methods: Forty-one cases of IgG4-RD with abdominal CT and MRI scans 

were enrolled. All of the images were retrospectively studied by two radiologists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abdominal tissues and organs were involved. If they were 

involved, their imaging characteristics were further evaluated. 

Results: One to four abdominal tissues and organs were involved. Thirty-five cases 

had pancreatic involvement, and 33 cases had abdominal extrapancreatic involvement. 

Pancreatic diffuse (n=24) or segmental enlargement (n=11) with reduced enhancement 

in the arterial phase was observed. A “capsule-like” rim was found in 25 cases. 

Twenty-six cases demonstrated biliary system involvement. Two cases displayed 

gallbladder wall thickening. Nine cases demonstrated renal parenchyma lesions with 

characteristic hypointense on T2WI and in the arterial phase. Five cases displayed 

retroperitoneal fibrosis. Hepatic inflammatory pseudotumors were observed in 2 

cases. One case had bilateral renal pelvis ureter wall thickening and mesenteric 

involvement. 

Conclusion: Abdominal lesions in adult IgG4-RD patients displayed characteristic 

CT and MRI images, and such images would assist in the diagnosis of IgG4-RD.  

 

 
PU-1557 

CTA 血管成像对肾血管性高血压的诊断价值 

 
欧舒斐,李华雨,谢苏民,陈芳妮,马珑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458 医院 510010 

 

目的 

CTA血管成像在肾血管性高血压的诊断价值。 

材料与方法 

收集我院 2017年 1月至 2017 年 8月临床表现为顽固性高血压的患者 6例（其中男 4例，女 2

例，最大者 45岁，最小者 26岁），采用常规行多平面重组、薄层最大密度投影和容积再现等

后处理，并与超声进行对照。 

结果 

在 3D模式下，可以直观显示双侧肾动脉起始位置及解剖变异。有 1例患者无肾动脉变异，但

左侧肾动脉开口处狭窄，与超声诊断一致；有 5例患者出现多支肾动脉供血（其中 1例为左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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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支肾动脉供血、右肾两支肾动脉供血，1例为双侧肾脏分别由两支肾动脉供血，3例为单侧

肾脏由两支肾动脉供血），超声仅提示 1例副肾动脉，提示 1例肾动脉狭窄。超声对血流速度

敏感，但有时会因呼吸配合不佳、肥胖、肠气干扰等因素，容易漏诊或误诊。CT血管成像对

肾血管性高血压的诊断优于超声。 

结论 

CTA血管成像可以直观显示肾动脉起始位置及解剖变异，对患者病因评估，诊断准确率高于超

声，对指导临床治疗及手术具有重要价值。  

 

 
PU-1558 

增强 CT 廓清率在肝细胞肝癌术后早期复发 

的预测价值中的研究 

 
梁萌,赵心明,赵丽,马霄虹 

国家癌症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 100021 

 

目的 探讨术前增强 CT廓清率在肝细胞肝癌术后早期复发（＜2年）中的预测价值。材料与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年 6 月至 2016年 9月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行手术切除的肝细胞

肝癌患者 46例，收集其临床资料，测量术前增强 CT中病灶平扫及增强三期 CT值。单因素分

析采用卡方检验及独立样本 t检验，单因素分析获得的有意义的因素进入逐步 Logistic 回归

模型进行多因素分析，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结果 本研究早期复发组 26例，非早

期复发组 20例，对患者性别、肿瘤位置、病灶数目、术前 AFP（以 7ng/ml分组）、AFP（以

200ng/ml分组）、CEA（以 5ng/ml分组）、相对廓清率[(静脉期 CT值-延迟期 CT值)/静脉期

CT值×100%]、绝对廓清率[(静脉期 CT值-延迟期 CT值)/(静脉期 CT值-平扫 CT

值)×100%]、动脉期强化程度（动脉期 CT值/平扫 CT值）、肿瘤长径等参数进行单因素分

析，结果显示术前 AFP（以 200ng/ml分组）（P=0.046）、相对廓清率（P=0.026）、绝对廓

清率（P=0.000）及肿瘤长径（P=0.004）在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使用 ROC曲线确定诊断

阈值：相对廓清率 16.29%（敏感度 0.692，特异性 0.75）、绝对廓清率 30.15%（敏感度

0.769，特异性 0.75）、肿瘤长径 5.7cm（敏感度 0.423，特异性 1），根据以上阈值将各参数

分为高低两组，并对 AFP（以 200ng/ml分组）、相对廓清率、绝对廓清率、肿瘤长径采用逐

步 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绝对廓清率为预测肝细胞肝癌早期复发的独

立危险因素（P=0.016），绝对廓清率＞30.15%组的早期复发风险是≤30.15%组的 7.174倍。

结论 术前增强 CT的绝对廓清率在肝细胞肝癌患者术后早期复发的预测中有一定价值，绝对

廓清率越高，其早期复发风险可能增加。  

 

 

PU-1559 

CTU 对肾盂旁囊性病变的诊断价值 

 
陈文林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221003 

 

目的 探讨 CTU对肾盂旁囊性病变的诊断价值。 

方法 对 48例肾盂旁囊性病变患者行多层螺旋 CT尿路造影检查，分析各种肾盂旁囊性病变的

显示情况，与临床最终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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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多层螺旋 CT尿路造影检查可满意显示肾盂旁囊性病变，对病灶的定位、定性诊断有较好

的诊断价值，并可粗略评价肾功能。 

结论 多层螺旋 CT尿路造影检查能直观、清晰的显示肾盂旁囊性病变的部位、形态及与肾盂、

肾盏关系，具有较高的定位、定性诊断准确性。 

 

 

 
PU-1560 

胆囊神经内分泌癌能谱 CT 扫描一例 

 
杜海,张浩亮 

鄂尔多斯市中心医院（原伊克昭盟医院） 017000 

 

神经内分泌癌是一种起源于神经嵴嗜银细胞肿瘤，常老年人、女性以及胆石症患者为高发人

群，本例报告 女 38 岁，因间断性右上腹痛 2年，近一周加重伴恶心、食欲不振 7天入院。

超声及 CT均提示胆囊占位，术后病理诊断为胆囊神经内分泌癌。 

   

 

 
PU-1561 

肾嗜酸性细胞腺瘤的ＣＴ表现与鉴别诊断 

 
敬婷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 646000 

 

目的 探讨肾嗜酸性细胞腺瘤的影像特征，提高对该病的影像诊断及鉴别诊断水平。方法 回顾

性分析 6例经临床病理证实的肾嗜酸性细胞腺瘤患者的临床和影像学资料，所有病例均行

MSCT多期扫描。结果 6例肾嗜酸性细胞腺瘤均单发，边界清晰，密度均匀 4例，密度不均匀

且中央见不规则瘢痕者 2例，6例病灶均未见钙化；6例增强后皮质期均显示明显强化，而实

质期病灶强化程度减低；2 例患者的肿瘤体积较大，增强后皮质期呈“车辐状”强化，可见星

状瘢痕，延迟期可见强化区向瘢痕内推进。结论 肾嗜酸性细胞腺瘤有一定的ＣＴ特征性表

现，准确的术前诊断对于指导手术治疗方案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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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62 

基于模型迭代重建技术对上腹部 CT 图像质量的影响 

 
任占丽

1,2
,雷雨欣

2
,韩冬

2
,陈晓侠

2
,贾永军

2
,于勇

2
,贺太平

2
 

1.陕西中医药大学 

2.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探讨自适应统计迭代重建技术（ASIR）、新一代基于模型迭代重建（MBIR）中 NR40 设

置、滤波反投影法（FBP）对上腹部 CT图像质量的影响。 

方法：收集我院能谱 CT（Discovery CT750HD）上腹部三期增强扫描患者 20例，对延迟期

（180s）行常规扫描:管电压 120kVp,smart mA，噪声指数（Noise Index，NI）为 10，扫描后

分别进行 FBP、40%ASIR、MBIRNR40重建 0.625mm薄层图像,分别测量肝脏、脾脏、胰腺、双肾实

质及皮下脂肪 CT值及 SD值，计算各参数的信噪比（SNR=CT值组织/SD值组织）和对比噪声比

[CNR=(CT值组织－CT值脂肪)/SD 值脂肪]，与 FBP相比分别计算 40%ASIR、MBIRNR40的 SD降低率和

SNR、CNR提高率。由两名有经验的医师采用 5级制对三组图像质量进行双盲法主观评分，利

用 Kappa检验比较两位观察主观评分的一致性。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对三组图像的 SD值、

SNR、CNR进行统计分析，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FBP、ASIR、MBIRNR40三组图像主观评分分别为 3.15±1.03，4.09±1.15，4.93±1.27,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MBIRNR40图像肝脏、脾脏、胰腺、双肾实质的 SD分别低于

40%ASIR组和 FBP组，结果有统计学差异（P＜0.05）；MBIRNR40图像肝脏、脾脏、胰腺、双肾

SNR、CNR均较 40%ASIR组和 FBP组提高，且 SNR、CNR在三组图像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与 FBP相比，40%ASIR 和 MBIRNR40可以降低图像噪声及提高图像质量，其中 MBIRNR40在降

低图像噪声及提高图像质量方面效果最佳。   

 

 

PU-1563 

双源 CT 分次团注联合迭代重建法降低 CT 

泌尿道造影辐射剂量的可行性研究 

 
王涛

1
,李强

2
,潘昌杰

1
,陈洁

1
 

1.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2.宁波鄞州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双源 CT分次团注法(split-bolus)降低 CT泌尿道造影（Computed Tomography 

Urography，CTU）辐射剂量的可行性。 

方法  连续 60例临床怀疑为泌尿系疾病而准备行 CTU检查的患者随机分为 A、B两组,每组

30例，A组为对照组，使用常规单次注射法四期扫描（平扫、皮质期、髓质期、延迟期），依

据患者的身高重量指数（BMI）选择 100Kv（BMI＜25kg/m
2
时）或 120Kv（BMI≥25kg/m

2
时）球

管输出电压，滤波反投影法重建。B组为实验组，采用分次团注法两期扫描（平扫、实质-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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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期），80kv输出电压，迭代重建。对比分析两组样本所接受的辐射剂量、图像质量和诊断

准确率。图像质量采用主观 5分法，对 A、B两组最后一期的横断位、三维重建后的 CPR、MIP

和 VR图像进行质量评估；以最终的临床诊断作为标准对 A、B两组影像诊断准确率进行评估。 

结果 共 57例患者顺利完成检查和图像评估（A组 29例、B组 28例），A、B两组的图像质量

主观评分分别为 4.18分和 4.39分（t=-1.44；P=0.15），差别无统计学意义；A、B两组最终

的诊断准确率分别为 83.4%和 85.1%，（t=1.89；P=0.23）差别无统计学意义。A、B两组的平

均总辐射剂量分为（28.58±5.87）mSv和（8.04±2.11）mSv，B组辐射剂量下降 71.87%； 

结论 双源 CT分次团注法扫描迭代重建技术可大幅度降低 CTU检查的辐射剂量，但图像质量

和影像诊断准确率未受明显影响。 

   

 

 
PU-1564 

急性阑尾炎的多层螺旋 CT 的影像学诊断 

 
马彦高,曾宪强 

南阳市中心医院 473009 

 

[摘要] 目的 研究多层螺旋 CT（MSCT）在急性阑尾炎临床诊断中应用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

57例经外科手术证实的急性阑尾炎患者的术前 MSCT影像表现。结果 MSCT提示阑尾炎诊断 49

例，诊断符合率 85.9%，其中显示阑尾增粗肿大例 28，阑尾腔内粪石 21例、阑尾腔内积液 14

例，回盲部肠管壁模糊水肿（条纹征）19例 ，回盲部周围包块 5例，3例术前误诊为回盲部

占位性病 3变，回盲部周围肠管扩张充气 9例，8例 CT诊断未见明显异常。结论 MSCT对急性

阑尾炎病变显示清晰，诊断准确率高，对术前明确诊断有重要的临床价值。 

   

 

 
PU-1565 

先天性肥厚性幽门梗阻的 X 线表现 

 
马彦高 

南阳市中心医院 473009 

 

【摘要】 目的：讨论先天性幽门肥厚狭窄的 X线表现及 X线造影的临床意义。材料与方法：

对我院 56例经 X线诊断并行手术治疗的先天性幽门肥厚狭窄患者 X线资料及外科临床资料进

行回顾性对照分析。结果：造影前透视显示 43例（76.79%）患者胃腔不同程度的扩张； 造影

术中 56例患者均有不同程度的幽门梗阻表现：其中幽门管呈线样征 49例（87.5%）；胃窦部

呈肩样征 18例（32.14%）；胃窦部鸟嘴征 13例（23.21%）；十二指肠覃征 9例（16.07%）；

幽门乳突征 8例（14.29%）；双轨征 8例（14.29%）。其中合并胃食管反流 26例

（46.42%）、食管裂孔疝 7例（12.5%）。所有患者均外科术中证实并行手术治疗，术后症状

均消失。结论：消化道造影是临床上诊断先天性幽门肥厚狭窄常用的方法，并能给临床提供可

靠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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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66 

脂肪肝不典型 CT 表现 

 
胡菊林 

南昌市第九医院暨南大医学院附属感染医院 330002 

 

目的：探讨脂肪肝的不典型 CT表现，以提高临床对不典型脂肪肝的影像学认识。方法：对 12

例不具有典型 CT表现的脂肪肝病例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肝内脂肪呈局灶性浸润 5例，

多灶性脂肪浸润 5例，沿肝内血管周围浸润 2例。增强后，脂肪浸润灶呈典型强化表现

的，局灶性病灶中有 3例，多发肿块及结节样浸润灶中有 2例，肝血管周围浸润灶 2例均为典

型强化表现；强化不典型表现的，局灶性病灶中有 2例，多灶性浸润灶中有 3例；增强后不典

型表现具体体现在：病灶边缘相对清楚，病灶区与正常肝实质不同步强化，病灶内无明显血管

穿行，血管轻度受压移位，邻近肝叶膨隆，显示为轻度占位效应。结论：脂肪肝不典型 CT表

现体现在病灶的分布和形态上，多数不典型病灶的脂肪浸润区增强后仍可呈典型表现，但少部

分即使增强上也可异于常见表现，需与肝内其他病变进行鉴别。 

   

 

 
PU-1567 

多排螺旋 CT 联合改良 IOTA 简单规则在 

预测附件肿物良恶性中的价值 

 
王克扬,梁宇霆 

北京妇产医院 100006 

 

目的：应用改良的国际卵巢肿瘤分析研究组（IOTA）简单超声规则，前瞻性评估 MSCT在术前

预测附件肿物良恶性中的价值。方法：采用 64排螺旋 CT对超声或临床检查发现附件肿物的

217例患者进行腹盆腔增强扫描。改良 IOTA简单超声规则以适于 CT诊断：肿物良性征（B）

包括单房囊性、有实性（最大径<7mm）、有脂肪或钙化、光滑多房性（最大径<100mm）、无强

化，恶性征（M）包括不规则实性、腹水、乳头≥4个、不规则多房囊实性（最大径

≥100mm）、实性部分强化。判断有 B征且无 M征为良性，有 M征且无 B征为恶性，有 B征且

有 M征、无 B征且无 M征为不确定性或交界性。一名低年资医师先按改良 IOTA简单规则诊断

所有肿物良恶性，另一名高年资医师依据经验对初步诊断进一步判定良恶性。所有患者均在 2

周内手术，病理诊断为金标准。采用配对资料 McNemar检验和 Kappa检验，分别比较低年资或

高年资医师的 CT诊断与病理诊断检出率的差异性和诊断结果的一致性（P<0.05时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结果：CT检出并手术 284个附件肿物，病理诊断良性 178个、交界性 21个、恶性

85个。低年资医师 CT诊断良性 167个、交界性/不确定性 35个、恶性 82个，其 CT诊断与病

理诊断的阳性检出率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2），两诊断结果具有较高一致性

（kappa=0.790，P<0.001）。高年资医师再次 CT诊断良性 177个、交界性/不确定性 26个、

恶性 81个，其 CT诊断与病理诊断的阳性检出率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2），两结果具

有较高一致性（kappa=0.850，P=0.000）。结论：MSCT联合应用改良 IOTA简单规则，对附件

肿物的良恶性具有较强的预测能力，对诊断医师经验依赖性较低，但在诊断检出率方面尚有差

距，不适合全部附件肿物的评价，而医师的诊断经验能进一步提高其诊断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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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68 

Quantity of Region of Interest Selection and 

diffusion weighted MRI parameter in cervical cancer 

 
Chen changchun,Liu Yulin,Pan Han,Guo Xiaofang,Yuan Zilong,Zhang Zhaoxi 

Hubei cancer Hospital 430079 

 

Objectives: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the quantity of interest (ROI) selection on the 

intra observer and inter observer reproducibility of ADC value in DWI for the 

cervical cancer. 

Materials and methods: 

The DWI images of 15 patients with cervical cancer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The ADC values were obtained by using five ROI selection methods including Random 

one point method, random two point method, random three point method, random four 

point method, random five point method, and these parameters were measured by two 

observers repeatedly. Here we investigate the agreement (inter observer 

reproducibility) between two radiologists in their definition of ROI. Furthermore, 

each radiologist was asked to repeat his or her measurements on the same patient 

data sets one month later to identify the intra observer reproducibility of the 

technique. 

The reproducibility and reliability of the ADC values by using different ROI 

quantity were determined. 

Results: 

Within-subject coefficients of variation for intra observer agreement (Random one 

point method, random two point method, random three point method, random four 

point method, random five point method range 33.89%, 20.08%, 18.30%, 15.19%, 

15.17%) were similar to those for inter observer agreement (five ROI selection 

methods range 42.74%, 16.49%, 15.72%, 12.42%, 11%). ICC(95%CI) of Random one point 

method were 0.401(0.054～0.662) and 0.286(-0.076～0.582) in inter observer and 

intra observer, simultaneously show other four ROI selection methods with height 

and extreme correlation. 

Conclusions: 

The reproducibility and reliability of the ADC values show the DWI was effective 

be used for cervical cancer characterization and therapy response monitoring. We 

recommend that more than three random ROI should be selected, discreetly.  

 

 

PU-1569 

骶尾部表皮样囊肿 1 例并文献复习 

 
李俊秋,李民 

北京中医医院 100010 

 

病例资料：患者，女，41岁，发现骶尾部肿物 20余年，无明显疼痛，下肢活动无受限，未予

重视，后肿物逐渐增大，遂来诊。现证见：骶尾部肿物，质韧，边界清，移动度可，无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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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轻微压痛，皮温皮色正常。浅表组织超声：骶尾部皮下囊性肿物，边缘伴钙化可能，大小

约 5.9×2.9×2.7cm，距皮 0.25cm。MRI表现：尾椎后下方、皮下软组织内见一囊性长 T1长

T2信号病变，DWI序列呈明显异常高信号，ADC值信号减低，长径约 35mm，与尾椎相邻。手术

及病理：手术见肿物包膜完整，边缘清楚，钝性分离至肿物蒂部，见包膜起源于尾骨，于肿物

蒂部切断、分离，肉眼见肿物呈淡黄色泥沙样物质，留病理。病理结果：表皮样囊肿。表皮样

囊肿可全身多部位发生，临床多无明显症状，MRI是检诊表皮样囊肿的最佳途径，“见缝就

钻”的生长特点及典型 MRI 表现者容易诊断，对于一些不典型病例，我们应引起重视，考虑到

其成分复杂，信号多变的特点，特别是应用 DWI序列及 ADC值测量可作为鉴别诊断及定性的有

效手段。 

 

   

 

 
PU-1570 

DKI 技术在腹部扫描的相关性研究 

 
杨科 

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637000 

 

目的 

磁共振扩散峰度成像（DKI）是一种反映体内水分子非高斯扩散的 MRI新技术。该技术广泛应

用头颅，而较少应用于腹部。本研究旨在研究 DKI各参数对肝内实性占位（原发性肝癌、转移

性肝癌、肝血管瘤） 鉴别诊断效能。同时通过设置多个对比序列，探究 b值、呼吸触发设定

对 DKI各参数值的影响。 

材料和方法 

搜集经 MRI影像增强诊断的肝内实性占位 50例，加扫两个 DKI序列（b值为 0,500,1000呼吸

触发序列和 b值为 0.800,1600呼吸触发序列），经 SPSS方差分析每个序列 DKI鉴别诊断效

能。同时对于原发性肝癌加扫另外两个 DKI序列（b值为 0,500,1000无呼吸触发序列和 b值

为 0.800,1600无呼吸触发序列），经 SPSSt检验分析 b 值设定、呼吸触发对于 DKI值的影

响。所有肝内占位均测量 3次并取平均值。同时对于原发性肝癌加测近灶周（1cm内）、远灶

周值，测量方法同前。 

结果 

b值为 0,500,1000呼吸触发序列中，MD、Dr、FAk对肝内实性占位具有鉴别诊断意义，其概率

分别为 0.012,0.004,0.01。b值为 0,800,1600呼吸触发序列中，MD、Da、Dr对肝内实性占位

具有鉴别诊断意义，其概率分别为 0.002,0.008,0.002。b值为 0,500,1000无呼吸触发序列

中，MK、kr对肝内实性占位、近灶周、远灶周具有鉴别诊断意义，其概率分别为

0.005,0.013。b值为 0,800,1600 无呼吸触发序列中，MK对肝内实性占位、近灶周、远灶周具

有鉴别诊断意义，其概率为 0.048。而 b值设定、呼吸触发对于 DKI值的影响不大。 

结论 

DKI有利于肝内实性占位鉴别诊断；同时 DKI有利于原发性肝癌和近灶周、远灶周的鉴别诊

断。腹部 DKI序列 b值设定、呼吸触发对于 DKI值的影响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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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71 

改良 IOTA 简单规则在 MR 预测附件肿物良恶性中的应用价值 

 
王克扬,梁宇霆 

北京妇产医院 100006 

 

目的：应用改良的国际卵巢肿瘤分析研究组（IOTA）简单规则，前瞻性评估 MR在附件肿物术

前预测其良恶性的价值。方法：采用 3.0T MR对超声或临床检查发现附件肿物的 135例患者进

行盆腔 MR平扫、增强和 DWI（b值 2000）成像。改良 IOTA 简单超声规则以适于 MR诊断：肿

物良性征（B）包括单房囊性、有实性（最大径<7mm）、有脂肪或实性部分有 T2WI低信号、光

滑多房性（最大径<100mm）、无强化，恶性征（M）包括不规则实性、腹水、乳头≥4个、不

规则多房囊实性（最大径≥100mm）、实性部分强化。判断有 B征且无 M征为良性，有 M征且

无 B征为恶性，有 B征且有 M征、无 B征且无 M征为不确定性或交界性。一名医师先阅读平扫

和增强图像，按改良 IOTA简单规则客观诊断良恶性；再对初步诊断不确定性或交界性者，结

合 DWI图像进一步判定良恶性：实性部分 DWI高信号为恶性，否则为非恶性。所有患者均 3周

内手术，病理诊断为金标准。采用配对资料 McNemar检验和 Kappa检验，分别比较 MR初步诊

断或结合 DWI诊断与病理诊断检出率的差异性和诊断结果的一致性（P<0.05时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结果：MR检出并手术 181个附件肿物，病理诊断良性 135个、交界性 8个、恶性 38

个。MR初步诊断良性 131个、交界性/不确定性 17个、恶性 33个，其与病理诊断的检出率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32），两诊断结果具有较高一致性（kappa=0.841，P<0.001）。结

合 DWI再次诊断良性 132个、交界性/不确定性 9个、恶性 40个，其与病理诊断的检出率的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572），两结果具有很高一致性（kappa=0.905，P<0.001）。结论：应

用改良 IOTA简单规则能较好地辅助 MR预测附件肿物的良恶性，且结合高 b值 DWI图像能进一

步提高 MR的诊断效能，接近病理判断良恶性的结果。  

 

 

PU-1572 

3D Fast Spin-Echo T1 Black-Blood Imaging for the 

preoperative detection of venous sinus invasion of 

meningioma: comparison with contrast-enhanced MRV 

 
王东东,陆逸平,黎元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200040 

 

Objectives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venous situation is helpful for 

optimized treatment decisions and for managing the severe complications of 

meningiomas adjacent to venous sinuses.To prospectively evaluate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3D Fast Spin-Echo (FSE) T1 Black-blood MR imaging (3D CUBE T1WI) in 

comparison with Contrast-enhanced Magnetic Resonance Venography (CE-MRV) in the 

detection of sinus invasion by meningiomas. 

Methods: Fortyconsecutive patients with suspected meningiomas adjacent to venous 

sinus underwent conventional MR imaging, CE-MRV and 3D CUBE T1WI scanning.Two 

neuroradiologists independently assessed images for (1) wall invasion and (2) 

lumen invasion of the target venous sin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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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73 

Clinical and imaging features of granular cell tumor 

of the neurohypophysis: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Gao Lu,Zhang Jiawen,Yao Zhenwei 

Hua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Department of Radiology 200040 

 

Background and Purpose: Granular cell tumors are difficult to distinguish from 

other, more common, suprasellar tumors with CT and MRI because of the 

morphological similarities.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identify CT and MRI 

characteristics specific to granular cell tumors. 

Methods: The clinical data and imaging features (location, shape, density, signal 

intensity, and enhancement characteristics of tumors) of six patients with 

operation-proven granular cell tumors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Results: This study included six patients. Presenting symptoms included visual 

loss, polyuria and polydipsia, dizziness, and headache. Five of the tumors were 

purely suprasellar lesions, distinct from the pituitary gland; one was both intra- 

and suprasellar. Five tumors were solid, and one was cystic. Solid tumors were 

hyperattenuated to brain parenchyma and enhanced homogeneously on CT, while 

showing isointensity on T1WI and heterogeneous hypointensity to brain parenchyma 

on T2WI, with homogeneous (4/5) or inhomogeneous (1/5) enhancement. The cystic 

tumor showed hypointensity on T1WI and hyperintensity on T2WI, with ring 

enhancement. A “star-like crack sign” was seen in two cases. Calcification was 

absent in all cases. 

Conclusion: Well-circumscribed intra and/or suprasellar masses, hyperattenuated to 

brain and homogeneously enhancing on CT, but without calcification, should arouse 

suspicion of granular cell tumor. Hypointensity to brain on T2WI was another 

relatively specific characteristic. Although the tumors tended to be homogeneous, 

a “star-like crack” could be seen within larger masses, with diffusion of 

gadolinium into the crack in post-contrast MR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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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74 

Diagnostic performance of MR textural analysis in 

predicting 1p/19q, key factor of oligodendroglioma by 

2016 WHO genetic classification 

 
Rui Wenting

1
,Ren Yan

1
,Wang Yin

2
,Gao Xinyi

1
,Xu Xiao

3
,Yao Zhenwei

1
 

1.Radiology Dept， Hua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Pathology Dept， Hua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3.GE Healthcare Life Sciences， Shanghai 

 

 

Introduction: Genetic status of 1p/19q is the key factor in differentiating 

oligodendroglioma, IDH-mutant and 1p/19q-codeleted from diffuse astrocytoma, IDH-
mutant according to 2016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 Classification of Tumors 
of the Central Nervous System(CNS). Our study aimed to evaluate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magnetic resonance textural analysis (MRTA) on T2 FLAIR images in 

predicting the molecular state and helping make genetically integrated diagnosis 

of true oligodendroglioma according to 2016 WHO principle. 

 

Methods: Fifty-four patients with histopathological diagnosis of diffuse glioma 

(grade II) who underwent 3T-MR scanning were enrolled in this study, all were 

tested with IDH and 1p/19q gene status. Textural analysis on a representative 

tumor region of interest (ROI) was made on preoperative T2 FLAIR images using Omni 

Kinetics software. Statist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IDH-mutant and 1p/19q-

codeleted” and “IDH-mutant and 1p/19q-intact” gliomas were analyzed by the 

Mann-Whitney rank sum test, significantly at P < 0.05.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s (ROC) were performed to assess MRTA diagnostic performance 

by calculating the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 (PPV), and 

negative predictive value (NPV) with a cut-off value according to Youden index. 

 

Results: Statistical comparisons demonstra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f kurtosis 

(P=0.007), entropy (P=0.008), high grey level run emphasis (HGLRE)(P=0.002) and 
etc. Lower kurtosis value in IDH-mutant and 1p/19q-codeleted oligodendroglioma 

demonstrated a slimmer tail in the shape of histograms. First order feature 

entropy had an AUC of 0.718 with sensitivity (97.1%) but a lower specificity (45%), 

while second order features such as HGLRE (AUC=0.750, sensitivity:73.5%; 

specificity: 80.0%) had a relative higher specificity. All significant features 

had an AUC > 0.7, with moderate to good diagnostic accuracy.  

 

Conclusion: MRTA on T2 FLAIR images may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non-invasively 

predicting 1p/19q status and identifying oligodendroglioma, IDH-mutant and 1p/19q-
codeleted from diffuse astrocytoma, IDH-mutant by 2016 WHO CNS tumor 

class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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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75 

内囊走形投射纤维束的 DTI 分析 

 
姜洪新,韩增文 

故城县医院 253800 

 

目的：采用弥散张量成像（DTI）技术研究观察内囊内纤维束走形及毗邻关系。 方法：选择健

康志愿者一名, 采用 PHILIPS Achieva 3.0磁共振扫描，颅内未发现异常信号，后行 DTI 扫

描，应用独立成分分析法分别筛选出 DTI成分。分别提取脑网络功能连接差异脑区的功能连接

强度值，采用 Extended MR WorkSpsce 工作站上的 DTI Studio软件对所有受试者的 DTI原始

数据进行预处理，单独显示内囊纤维束，并对纤维束毗邻关系进行研究。  结果：内囊内纤维

束包括皮质脊髓前束、皮质脊髓侧束、皮质小脑束、丘脑中央辐射、桥连纤维等  结论：发

现内囊纤维束与皮层、丘脑、胼胝体联系密切。  

 

 
PU-1576 

源于全脑 CTP 数据的动态 CTA 对非时间窗内前循环脑缺血患

者侧枝及血流状态的评估 

 
周运锋,董立军,杨晨,吴琛,袁权,陈娅娣 

皖南医学院附属医院/皖南医学院弋矶山医院 241001 

 

目的 分析动态 CTA与最优单期 CTA对前循环脑缺血患者的动脉阻塞程度、侧枝循环状态评估

的差异性；同时评估动脉阻塞程度、侧枝循环状态及全脑 CTP与预后的关系。 

材料与方法 回顾性分析 45 例非时间窗内的前循环脑缺血患者的全脑 CTP及相应动态 CTA 数

据。CTA图像分析包括最优单期 CTA（optimal single-phase CTA，OSP-CTA ）和 4-D 融合

CTA(4-dimension fused CTA，4DF-CTA)图像的血管阻塞程度和侧枝循环程度评分、侧枝循环

时间的记录。OSP-CTA是指在动态 CTA中健侧颈内动脉末端 CT值最高的一期，4DF-CTA是指所

有动态 CTA的融合图像。血管阻塞程度积分参考 Frölich
[1]
 等的评分方法，侧枝循环程度评分

参考 van den Wijngaard
[2]
的方法。 

从 CTP的伪彩图上对患者脑血容量（CBV）、脑血流量（CBF）、平均通过时间（MTT）和 Tmax

进行定性分析。同时，在 Tmax的伪彩图上对灌注异常区的体积进行测量。在 CT平扫图像上对

脑梗死容积进行测量。 

参照改良 Rankin
[3]
量表（mRS）在患者出院 90天后通过门诊或电话回访对患者预后进行评分。 

结果 动态 CTA较最优单期 CTA图能更好评估脑动脉狭窄及侧枝循环（P<0.001）。灌注伪彩图

示患侧 CBV主要为基本正常（26例）和升高（15例），CBF主要为降低（35例）和基本正常

（7例）；MTT主要为升高（41例）。患者预后好有 29例，预后差有 16例，两组之间血管阻

塞程度（P=0.38）、侧枝循环速度（P=0.19）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侧枝循环程度

（P<0.001）好、脑组织梗死体积（P=0.001）和 Tmax异常灌注区体积（P=0.027）小者，患者

预后好。 

结论 动态 CTA能更好的评估脑缺血患者的动脉狭窄和侧枝循环状态，结合 CT平扫和全脑

CTP，能为患者的预后管理提供一定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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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77 

脑磁共振波谱临床应用价值 

 
蒋盛平 

玉林市第一人民医院 537000 

 

目的 探讨磁共振波谱分析对脑部疾病的诊断价值。材料与方法 收集我院行脑 MRS检查的患

者，分析其 MRS结果并对照术后病理结果及其他临床资料，分析不同类型脑部疾病磁共振波谱

特点。结果 行脑部磁共振波谱检查的患者，术后病理及其他临床资料证实为脑膜瘤者 1例，

MRS表现为 Cho明显增高，Cho/Cr=0.54，无明显 NAA峰。脑梗死患者 2例，MRS表现为 NAA峰

降低，NAA/Cr分别为 0.4、0.65；Cho/Cr分别为 1.71、1.25，可见倒置的 Lac峰；胶质母细

胞瘤 1例，MRS表现为 Cho 峰明显升高，Cho/Cr=4.90、NAA 峰降低，NAA/Cr=1.96，坏死区域

可见明显升高的 Lip峰；脱髓鞘性疾病 1例，表现为 NAA峰轻度降低，NAA/Cr=2.35，

Cho/Cr1.25；线粒体脑肌病 1例，MRS表现为 NAA峰明显降低，NAA/Cr=0.60、Cho/Cr=0.71，

可见倒置的 Lac双峰；转移瘤 1例，Cho峰增高，未见明显 NAA峰，Cho/Cr=3.06。结论 脑磁

共振波谱分析可以显示不同的疾病的代谢信息，对于脑部疾病诊断及鉴别诊断具有较高临床意

义。  

 

 
PU-1578 

Willis 环完整性与脑梗死预后的相关性研究 

 
胡波 

长江航运总医院 430010 

 

摘要：目的：采用 3.0T MR 3D-TOF血管成像技术对急性期脑梗死患者的 willis环进行分析，

探讨 willis环的完整性与急性期脑梗死预后之间的关系。 

方法：回顾性分析 2016-06——2017-06本院 130例行头部 MR平扫+MRA+DWI检查后确诊急性

期脑梗死患者，根据患者 willis环情况将其分为完整型（45例）、部分完整型（39）、不完

整型（46）；不同类型 willis环急性期脑梗死患者经规范化神经内科治疗后复查头部 MR平

扫，分析 willis环变异性与急性期脑梗死预后之间的关系。 

结果：130例患者患者中，45例 willis环完整型中 39经规范化神经内科治疗后脑梗死范围明

显缩小，5例脑梗死范围部分缩小，1例无明显变化；39 例部分完整型中 26例经规范化神经

内科治疗后脑梗死范围明显缩小，10例脑梗死范围部分缩小，3例无明显变化；46例不完整

型病患中 12例经规范化神经内科治疗后脑梗死范围明显缩小，15例脑梗死范围部分缩小，10

例无明显变化，9例脑梗死范围扩大。45例 willis环完整型患者经规范化神经治疗后总体有

效率 97.8%，39例 willis环部分完整型患者经规范化神经内科治疗后总体有效率 92.3%，46

例 willis环不完整型患者经规范化神经内科治疗后总体有效率 58.7%。 

结论：willis环的完整性是颅内重要的侧支循环途径，使颅内血流重新分布，保持脑血流灌

注压的相对稳定，保护脑功能不受损害，改善急性期脑梗死的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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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79 

Primary isolated intracranial myeloid sarcoma at the 

age of 6 months: case report and review of literature 

 
Zhu Jianbin,Wen Zhibo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Zhujiang Hospital 510280 

 

Isolated myeloid sarcoma(MS)is an extramedullary tumor of myeloid cells defined by 

the absence of leukemia history, myelodisplastic syndrome, or myeloproliferative 

neoplasma with a negative bone marrow biopsy. Primary isolated myeloid sarcoma is 

a very rare condition, especially in the central nervous system. Here, we report 

the case of a 6-month-old baby with a primary isolated myeloid sarcoma originated 

in the brain which fails to progress with blood or bone marrow involvement but 

disseminates to form multiple intracranial metastases within half a month after 

surgery. The baby presented with vomit for 1 day and convulsion and MRI 

examination revealed a giant irregular mass with cystic and solid appearance in 

the left frontotemporal region with obscure boundary and absence of peritumoral 

edema, the solid portion of mass showed mildly hypointense on T1WI and mildly 

hyperintense on T2WI and obvious inhomogeneous enhancement. The meninges diffusely 

thickening occurred in the right temporal region and the left cerebral hemisphere 

with the left cerebral gyrus was enlarged at the same time. After 15 days of 

operation, MRI scans showed meningeal multiple enhanced nodules in the right 

temporal lobe, bilateral cerebral hemisphere, cerebellar hemisphere and vermis and 

interpeduncular cistern. We present this case to highlight the risk of metastatic 

spread of these tumours rather than development of leukaemia which is poorly 

documented in the medical literature and may be significant in the investigation 

and management of the patient. Isolated intracranial myeloid sarcoma is extremely 

rare in early infancy and we describe the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eatures of 

this rare tumour now. 

   

 

 
PU-1580 

源于全脑 CT 灌注数据的动态脑动脉 CTA 

在脑血管病中的临床应用 

 
董立军,汪婷,杨晨,赵宇,李成,陈方满,周运锋 

皖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241001 

 

目的 通过对全脑 CT灌注成像（whole brain CT perfusion imaging, WB-CTPI）模式动态

CTA（computed tomography angiography, CTA）与常规脑动脉 CTA图像质量及诊断效能的比

较，探讨 WB-CTPI及其数据重建后的动态脑动脉 CTA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80名患者随机

分为灌注组（n=40）和常规组（n=40）。两名医师分别对两组图像质量进行主观及客观评价，

客观评价内容为：分别于颈内动脉末端和大脑中动脉 M2段选取感兴趣区，并计算其信噪比

（SNR）与对比噪声比（CNR）；主观评价内容为：图像质量、小动脉细节显示能力、图像噪声

及静脉污染四个方面的得分，同时对于灌注组的参数伪彩图定性观察，对于动态 CTA中的动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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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早期、动脉强化最优期及动脉强化晚期之间进行对比。 结果 灌注组动脉强化值(P<0.001)
及图像噪声(P<0.05)明显高于常规组，但两组的 SNR与 CNR 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主观

评价中，图像质量、小动脉的细节显示和静脉污染两组无统计学差异（P>0.05）。全脑灌注图

像中有灌注减低的病例 21例：9例为 SAH患者，表现为区域性 CBF下降，CBV正常或稍升高，

MTT、TTD、TTS及 TMax延长，对比 CT平扫仅 1例在相应低灌注区检出低密度灶；2例动脉瘤

介入术后复查的患者及 10例脑梗死患者，均表现为区域性 CBF下降，CBV正常或稍下降，

MTT、TTD、TTS及 TMax延长。6例患者的动态 CTA图像提示与单期 CTA不同的诊断信息。单期

CTA显示一侧血管分支减少或血管闭塞，而动态 CTA可在晚期将血管逐渐显影，提示无显著血

管减少，甚至有部分侧支循环形成。 结论 WB-CTPI模式扫描下的动态 CTA具有与常规 CTA相

媲美的血管图像质量，同时提供了脑组织血流动力学信息，为临床对患者的管理及早期治疗提

供依据。  

 

 
PU-1581 

MRI 新技术在原发性中枢神经系统血管炎诊断中的应用 

 
王婷,孙屹,邢新博,马林,娄昕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100853 

 

目的 原发性中枢神经系统血管炎是一种罕见的、病因未明的主要累及脑中、小血管管壁的非

感染性肉芽肿性血管炎，临床表现及实验室检查无特异性，确诊目前主要依靠脑组织活检［1-

2］。本文拟通过分析 MRI新技术在原发性中枢神经系统血管炎中的影像表现与特征，探讨

MRI新技术对本病的诊断价值。 

方法 收集 2014年 6月～2016 年 9月我院临床诊断为原发性中枢神经系统血管炎患者 17例，

所有患者均行 T1WI、T2WI、DWI、T1WI+C等 MRI常规序列及 3D pCASL扫描，部分患者行

MRA、SWI及 MRS扫描。基于 ASL原始图像获得脑血流（CBF）图。统计方法采用描述性统计分

析，CBF值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 

结果 多发病灶 12例，单发病灶 5例。T1序列呈等或低信号，其中 T1高信号出血 3例，T2呈

稍高或高信号；DWI高信号 14例，等、低信号 3例；FLAIR 序列均呈高信号；增强扫描呈斑片

状及脑回样强化。此外，病变处灌注成像均呈低灌注，与健侧相比，原发性中枢神经系统血管

炎患者病变处血流均明显降低（P=0.000）；13例行 SWI检查的患者中，10例病变内可见低信

号；14例行 MRS检查的患者中，10例表现为 NAA峰降低、Cho峰升高，2例出现乳酸峰。 

结论 3D pCASL动态观察原发性中枢神经系统血管炎血流动力学变化，SWI则对观察病变内微

出血情况具有高度敏感性，MRS则可明确病变内神经元破坏程度及修复情况，联合常规影像可

提高对本病诊断的准确性，并对指导活检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可作为原发性中枢神经系统血管

炎的补充影像学诊断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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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82 

Stable CBF fluctuation in 4-day follow up after 

carotid artery stenting compared with carotid 

endarterectomy revealed by 3D pCASL 

 
Wang Ting,Xing Xinbo,Sun Yi,Ma Lin,Lou Xin 

Chinese PLA General Hospital 100853 

 

Purpose 

In patients with a severe symptomatic internal carotid artery (ICA) stenosis, 

carotid endarterectomy (CEA) as well as carotid artery stenting (CAS) is two 

commonly used surgical treatment methods
1
. It has been reported that CEA may 

feature a lower rate of death and stroke as compared to CAS
2
, but others thought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cerebral hemodynamic effect between both approaches
3
. 

Hence,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cerebral blood flow (CBF) 

differences in patients before and in 4-day follow up after CEA and CAS as 

revealed by 3D pseudocontinuous arterial spin labeling (pCASL) . 

Methods and Materials 

Thirty-four patients were diagnosed with moderate to severe ipsilateral internal 

carotid artery stenosis by referring clinicians were enrolled in this study. 

Twenty patients underwent CAS (male, 16; age, 64.4±11 years) and fourteen 

underwent CEA (male, 11; age, 61.8±9.8 years). All the subjects underwent MRI 

scans consisting of MRA, DWI and ASL on 3.0T whole body scanner. Five scans were 

performed including pre-operation, the first day, the second day, the third day 

and the forth day after operation. CBF measurements were made in regions of 

ipsilateral ICA territory based on ASL raw data images, including gyrus of frontal 

and parietal lobe, centrum semiovale, gyrus of temporal lobe, head of caudate 

nucleus, and the region of posterior circulation territory, such as cerebellar 

hemisphere. Unpaired t-test was performed to compar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inter-group difference in CBF values. 

Result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difference of CBF was observed in various 

regions of patients who received CEA or CAS, prior to the operations. However 

compared to the patients who received CEA, CBF values were observed to be stable 

fluctuated in various time points as compared to patients who received CAS: on the 

first day in the gyrus of frontal and parietal lobe (P=0.000), centrum 

semiovale(P=0.005), gyrus of temporal lobe(P=0.000), head of caudate 

nucleus(P=0.000) and cerebellar hemisphere(P=0.000); the second day in the gyrus 

of frontal and parietal lobe(P=0.001), centrum semiovale(P=0.001), gyrus of 

temporal lobe(P=0.000), head of caudate nucleus(P=0.004) and cerebellar 

hemisphere(P=0.000); the third day in the gyrus of frontal and parietal 

lobe(P=0.003), centrum semiovale(P=0.007), gyrus of temporal lobe(P=0.006), head 

of caudate nucleus(P=0.049) and cerebellar hemisphere(P=0.001) and the forth day 

in the gyrus of frontal and parietal lobe(P=0.000), centrum semiovale(P=0.006), 

gyrus of temporal lobe(P=0.001), head of caudate nucleus(P=0.004) and cerebellar 

hemisphere(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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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 

The choice between CAS or CEA has been an ongoing debate, however no evidence has 

been provided up to date on the competiveness between the two. In this work, the 

CBF assessed using ASL was used as a metric for comparison in patients who 

underwent the two procedures. Comparatively stable fluctuation CBF was observed in 

patients who underwent CAS, which indicates that CAS has a lower hyperperfusion 

syndrome and death rate compared to CEA in the future.  

 

 
PU-1583 

双源 CT 全脑灌注成像对大脑中动脉闭塞时 

侧支循环状态及预后的评估 

 
杨晨 

皖南医学院附属医院/皖南医学院弋矶山医院 241001 

 

【摘要】目的 探讨全脑 CT 灌注及动态 CTA在评估单侧大脑中动脉（MCA）狭窄或闭塞患者的

侧支循环状态及临床预后的价值。方法 搜集 2015年 12月至 2017年 1月在我院住院治疗的

39例单侧 MCA狭窄或闭塞患者，其中男性 27例，女性 12例，年龄为 39-80岁，平均

（60±11.5）岁，采用双源 CT全脑灌注扫描获得动态 CTA、灌注伪彩图及灌注参数（CBF、

CBV、MTT和 TTD），评估患者的侧支循环的速度和程度、脑组织的血流灌注情况以及二者与预

后的关系。结果 39例患者中，侧支循环良好的患者有 32 例，其 mRS评分为 1.56±1.04 分；

侧支循环差的患者有 7例，其 mRS评分为 4.43±0.98 分。两组患者的 mRS评分有显著的统计

学差异（t=6.64，P＜0.001），侧支循环良好的患者临床预后良好，侧支循环差的患者临床预

后不良。分析两组患者的灌注参数，侧支循环良好者患侧较健侧的 CBV增高，MTT、TTD 延长

（t=3.06、6.36、8.70，P＜0.01），但 CBF无统计学意义（t=－1.45，P=0.16）；侧支循环

差者患侧较健侧的 CBF、CBV 明显降低，MTT、TTD明显延长（t=－5.42、－3.91、2.91、

4.75，P＜0.05）。结论 双源 CT全脑灌注成像可通过动态 CTA准确地评估血管狭窄和侧支循

环状态，同时结合灌注伪彩图像和参数判断缺血脑区的血流动力学变化，能够有效地预测缺血

性脑卒中患者的临床预后结果，为临床的诊疗过程提供更准确、全面的影像学依据。  

 

 
PU-1584 

DWI 对脑实质间变性室管膜瘤与多形性胶质 

母细胞瘤的鉴别价值 

 
张国晋,周俊林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730030 

 

【摘要】 

目的 对比分析脑实质间变性室管膜瘤（anaplastic ependymoma）与多形性胶质母细胞瘤

(glioblastoma multiforme，GBM)MRI影像征象的差异，并探究 DWI联合 ADC值对两者的鉴

别诊断价值。 

材料与方法 收集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18例脑实质间变性室管膜瘤与 25例多形性胶质母细胞瘤

患者的术前 MR平扫、增强扫描以及 DWI检查的影像学资料，对其 MRI影像征象进行对比分

file:///C:/Users/%E9%A9%AC/AppData/Local/Youdao/Dict/Application/6.3.69.8341/resultui/frame/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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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并测量两组肿瘤实质的平均 ADC值行 Mann-Whitney U 秩和检验，运用 ROC曲线评价

ADC值的鉴别诊断价值。 

结果 25例多形性胶质母细胞瘤在 DWI上 19例呈高或稍高信号，6例呈等低信号，ADC均值

为（0.83±0.06）×10-3mm２/s;18例间变性室管膜瘤在 DWI上 14例呈高或稍高信号，4例呈

等低信号，ADC均值为（1.15±0.12）×10-3 mm2/s，高于前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t=9.43，P＜0.001）。以 ADC值 0.96×10-3 mm2/s作为两者的诊断阈值时，ROC曲线下的

面积等于 0.92±0.04（图 3），95%可信区间为 0.84～1.00，灵敏度 90%，特异度 95%，准确

率 90%。结论 脑实质间变性室管膜瘤与多形性胶质母细胞瘤的 MRI征象存在一定差异，ADC

值在两者的鉴别诊断中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可提高诊断准确率。 

 

 

 
PU-1585 

MR 表现特征鉴别成人可逆性胼胝体病变综合征 

与胼胝体压部缺血性脑梗死 

 
邢新博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 100048 

 

目的：分别对 RESLES与缺血性脑梗死的 MR表现征象（位置、形态、信号强度、最大横截面面

积，DWI、ADC值）进行观察，分析 MR征象在两者疾病鉴别中的作用 

材料与方法：回顾性分析 2015年 5月-2017年 6月份临床诊断为 RESLES的 7例患者及存在胼

胝体压部缺血性梗死的 13名患者的临床资料及 MR表现特点，重点对胼胝体压部病变的 MR表

现位置、形态、信号强度、最大横截面面积、DWI、ADC值进行分析。 

结果：7例 RESLES的患者（男 5例，女 2例。），病变中心部位位于胼胝体压部中线部，呈

圆形、卵圆形或梭型，以胼胝体为中心对称分布，DWI均呈现高信号，ADC值减低，最大横截

面面积平均约 56.9±32.6mm
2
，ADC值平均为 0.3963±0.0715 *10

–4
mm

2
/s，通过复查（平均 26

天），病灶消失；而 13例胼胝体压部缺血性脑梗死病灶的患者（男 10例，女 3例）胼胝体压

部病变大多数偏一侧，位于中线部位少见，呈现片状或不规则型，DWI也均为高信号，最大横

截面面积平均约 55.1±43.9mm
2
，ADC值平均约 0.4978±0.0123 *10

–4
mm

2
/s。比较两组之间最

大横截面面积数值，两组之间没有统计学差异（t=0.096, p=0.925＞0.05），而比较两组之间

ADC值，两组之间也没有统计学差异（t=-1.988, p=0.062＞0.05）。 

结论：MR部分表现特点可以用于鉴别可逆性胼胝体病变综合征与胼胝体压部缺血性脑梗死，

但必须结合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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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86 

Evaluation of reliability and reproducibility of 

three dimentional pseudo-continuous ASL: a volumetric 

cerebral perfusion imaging in health adults 

 
LIU MENGQI

1
,CHEN ZHIYE

1,2
,MA LIN

2
 

1.Department of Radiology， Hainan Branch of Chinese PLA General Hospital 

2.Department of Radiology， Chinese PLA General Hospital 

 

Objective: Arterial spin labeling (ASL) could non-invasively offer the cerebral 

blood flow (CBF) quantitation information in vivo, and could be used to diagnose 
and evaluate multiple disease entities. 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was to 

evaluate the reliability and reproducibility of 3 dimentional spiral FSE pseudo-

continuous ASL (3D spiral FSE ASL) with different postlabeling delay time (PLD) in 

resting state and right finger taping state over one week interval. 

Methods: 3D spiral FSE ASL and 3D T1-weighted fast spoiled gradient recalled echo 

(3D T1-FSPGR) sequence were applied to eight healthy subjects twice at the same 

time each day for one week interval. ASL data acquisition was performed with PLD 

1.5s and 2.0s in resting state and right finger taping state. CBF mapping was 

calculated and CBF value of gray matter (GM) and white matter (WM) were 

automatically extracted. The reliability and reproducibility were evaluated using 

the 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ICC) and Bland and Altman plot. 

Results: ICC of GM (0.84) and WM (0.92) were lower at PLD 1.5s than that (GM,0.88; 

WM,0.94) at PLD 2.0s in resting state, and ICC of GM (0.88) was higher in the 

right finger taping state than that in resting state. ICC of GM and WM were 0.71 

and 0.78 for PLD 1.5s and PLD 2.0s in resting state at the first session, and ICC 

of GM and WM were 0.83 and 0.79 at second session,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This work demonstrated that 3D spiral FSE ASL offer a good 

reliability and reproducibility of CBF measurement over the whole brain at 

different PLD in resting state or controlled state. 

   

 

 

PU-1587 

Disrupted topological organization of brain 

structural network associated with prior overt 

hepatic encephalopathy in cirrhotic patients 

 
Chen huajun 

Fujian Medical University Union Hospital 350001 

 

Objectives：To investigate structural brain connectome alterations in cirrhotic 

patients with prior overt hepatic encephalopathy (OHE). 

Methods：Seventeen cirrhotic patients with prior OHE (Prior-OHE), 18 cirrhotic 

patients without prior OHE (Non-Prior-OHE), and 18 healthy controls (HC) underw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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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usion tensor imaging. Neurocognitive functioning was assessed with 

Psychometric Hepatic Encephalopathy Score (PHES). Using a probabilistic fiber 

tracking approach, whole-brain structural network was depicted as a connectivity 

matrix of 90 regions (derived from Automated Anatomic Labeling atlas). Graph 

theory-based analyses were performed to analyze topological properties of brain 

network. 

Results：The Analysis of Variance showed significant group effects on several 

topological properties, including network strength, global efficiency, and local 

efficiency. A progressive decrease trend for these metrics was found from Non-

Prior-OHE to Prior-OHE, compared with HC. Among three groups, the regions with 

altered nodal efficiency we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frontal and occipital 

cortices, paralimbic system, and subcortical regions. The topological metrics, 

such as network strength and global efficiency, were correlated with PHES among 

cirrhotic patients. 

Conclusions: The cirrhotic patients developed structural brain connectome 

alterations, which is aggravated by prior OHE episode. Disrupted topological 

organization of brain structural network may account for cognitive impairments 

related to prior OHE. 

   

 

 
PU-1588 

Altered Dynamic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in the 

Default Mode Network in Patients with Cirrhosis and 

Minimal Hepatic Encephalopathy 

 
chen huajun 

Fujian Medical University Union Hospital 350001 

 

Introduction: Abnormal brain intrinsic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FC) has been 

documented in minimal hepatic encephalopathy (MHE) by static connectivity analysis. 

However, changes in dynamic FC (dFC) remain unknown. We aimed to identify altered 

dFC within the default mode network (DMN) associated with MHE. 

Methods: Resting-state functional MRI data were acquired from 20 cirrhotic 

patients with MHE and 24 healthy controls. DMN seed-regions were defined using 

seed-based FC analysis (centered on the posterior cingulate cortex (PCC)). Dynamic 

FC architecture was calculated using a sliding time-window method. K-means 

clustering (number of clusters = 2–4) was applied to estimate FC states. 

Results: When the number of clusters was 2, MHE patients presented weaker 

connectivity strengths compared with controls in states 1 and 2. In state 1, 

decreased FC strength was found between the PCC/precuneus (PCUN) - right medial 

temporal lobe (MTL)/bilateral lateral temporal cortex (LTC), left inferior 

parietal lobule (IPL) - right MTL/left LTC, right IPL - right MTL/bilateral LTC, 

right MTL - right LTC, and 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MPFC) - right MTL/bilateral 

LTC. In state 2, reduced FC strength was observed between the PCC/PCUN - bilateral 

MTL/bilateral LTC, left IPL - left MTL/bilateral LTC/MPFC, and left LTC -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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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TC. Altered connectivities from state 1 were correlated with patient cognitive 

performance. Similar findings were observed when the number of clusters was set to 

3 or 4. 

Conclusions: Aberrant dynamic DMN connectivity is an additional characteristic of 

MHE. Dynamic connectivity analysis offers a novel paradigm for understanding MHE-

related mechanisms. 

   

 

 
PU-1589 

Aberrant topological organization of the functional 

brain network associated with prior overt hepatic 

encephalopathy in cirrhotic patients 

 
chen huajun 

Fujian Medical University Union Hospital 350001 

 

Purpose: A higher risk of cognitive impairments has been found after an overt 

hepatic encephalopathy (OHE) episode in cirrhotic patients. We investigated the 

effect of prior episodes on the topological organization of the functional brain 

network and its association with the relevant cognitive impairments. 

Methods: Resting-state functional MRI data were acquired from 41 cirrhotic 

patients (19 with prior OHE (Prior-OHE) and 22 without (Non-Prior-OHE)) and 21 

healthy controls (HC). A Psychometric Hepatic Encephalopathy Score (PHES) assessed 

cognition. The whole-brain functional network was constructed by thresholding 

functional correlation matrices of 90 brain regions (derived from the Automated 

Anatomic Labeling atlas). The topological properties of the brain network, 

including small-worldness, network efficiency, and nodal efficiency, were examined 

using graph theory-based analysis. 

Results: Globally, the Prior-OHE group had a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clustering 

coefficient and local efficiency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s. Locally, the nodal 

efficiency in the bilateral medial superior frontal gyrus and the right 

postcentral gyrus decreased in the Prior-OHE group, while the nodal efficiency in 

the bilateral anterior cingulate/paracingulate gyri and right superior parietal 

gyrus increased in the Prior-OHE group. The alterations of global and regional 

network parameters progressed from Non-Prior-OHE to Prior-OHE and the clustering 

coefficient and local efficiency values we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PHES 

results. 

Conclusion: The cirrhosis leads to the reduction of brain functional network 

efficiency, which could be aggravated by a prior OHE episode. Aberrant topological 

organization of the functional brain network may contribute to a higher risk of 

cognitive impairments in Prior-OHE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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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90 

Intramedullary melanotic schwannoma of the cervical 

spine: a case report and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Wang Chao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Zhejia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310009 

 

The authors describe a case of a very rare type of schwannoma. It is the ninth 

reported case of intramedullary melanotic schwannoma(IMS). This 40-year-old man 

presents with left arm numbness that gradually got worse over a period of four 

months.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with gadolinium enhancement of the 

cervical spine revealed an intramedullary lesion at the level of C1-C2. During 

surgery, an intramedullary, dark gray lesion was detected and was partially 

removed. His left arm numbness was partially recovered two weeks later after 

surgury. This report also reviews the literature pertaining to intramedullary MS. 

Although rare, IMS has these characteristic MRI features. MRI is the preferred 

method for evaluating lesions of the spine cord. Standard MS would be typically be 

T1 hyperintense and T2 hypointense and would typically demonstrate homogeneous 

enhancement. Correct diagnosis is very important for management planning, 

therefore immunohistochemical studies should be done. In addition, careful follow-

up is required for all IMS, especially when the mass cannot be totally resected. 

   

 

 
PU-1591 

Isolated space-occupying cerebellar 

infarction: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indings in 18 

patients 

 
Wang Chao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Zhejia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310009 

 

 

The present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value of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in the diagnosis of isolated space-occupying cerebellar infarction. A total 

of 18 patients with isolated space-occupying cerebellar infarction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These patients of cerebellar infarcts present with non-

specific symptoms, including dizziness, nausea, vomiting, unsteady gait and 

headache.All patients underwent MRI examination.15/18 patients received 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 (DWI) sequence scanning, and 7/18 patients received contrast 

medium‑enhanced MRI scanning. Infarcts affected one or more of the 3 major 

cerebellar perfusion territories, posterior inferior cerebellar artery (PICA) 

perfusion territory was involved in 12/18 patients(66.7%). The signal inten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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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e almost hypointense on T1WI in 16/18 patients and were hyperintense on T2WI in 

16/18 patients. On DWI, the signal intensities of infarcts were almost bright 

areas on DWI with low signal on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ADC) maps due to 

restricted diffusion(14/15 cases). On contrast‑enhanced T1WI, thin line-like 

enhancementwas present in 4/7 cases. This study demonstrates space-occupying 

cerebellar infarction usually do not cause diagnostic difficulties due to the 

characteristic MRI features of their vascular distribution in a typical perfusion 

territory. DWI allows for excellent visualisation of acute cerebellar infarcts in 

the acute stage. Delayed MRI may cause misdiagnosis, thus MRI should be performed 

promptly as soon as possible if space-occupying cerebellar infarction is suspected 

by clinicians.   

 

 
PU-1592 

自身免疫性脑炎临床与影像分析 

 
李咏梅,陈晓娅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目的 分析自身免疫性脑炎的临床表现，探讨不同抗体类型的自身免疫性脑炎临床表现及影像

表现的相关性。 

   方法 收集 46例（自 2015 年 11月-2017年 3月）我院确诊为自身免疫性脑炎患者的临床

资料，进行脑脊液抗体检测、影像学检查。并对自身免疫性脑炎患者的临床资料、脑脊液检查

及影像资料进行分析。 

   结果 46例患者平均发病年龄 35.3±15.8 岁，其中男 15例，女 31例。其中 26例为抗

NMDA受体脑炎，6例为抗 GAB受体脑炎，1例为抗 VGKC抗体脑炎，1例为 GASPR受体脑炎，1

例为抗 APMA2受体脑炎，11 例为抗体阴性型自身免疫性脑炎。所有患者均有认知功能损伤和

精神症状；24例患者存在癫痫发作，36例患者出现脑电图异常，3例患者出现甲状腺功能异

常。2例患者肺部占位，6例患者子宫附件占位，其中 3 例为卵巢畸胎瘤，3例为子宫肌瘤。

23例患者头颅磁共振检查表现出出异常信号，主要为 FALAIR序列异常信号,其中 9例病灶累

及边缘系统，包括海马、海马旁回、杏仁体、胼胝体、扣带回区域，4例病灶累及范围广泛，

包括额叶、颞叶、顶叶、枕叶、岛叶及基底节区、半卵圆中心区域；其中 14例病灶位于边缘

叶外区域分布，10例病灶分布于幕上区域，2例病灶位于幕下区域，2例病灶均累及幕上及幕

下；其余 23例头颅磁共振未发现明显异常改变。 

   结论 自身免疫性脑炎多以认知损伤、精神及行为异常及癫痫发作起病，实验室脑脊液抗

体检测对疾病诊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部分自身免疫性脑炎的患者影像学检查未表现出特异

性的表现，仍然有部分患者头颅磁共振表现出异常的改变。在缺少抗体阳性结果支撑的情况

下，影像学检查是非常重要的，并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临床诊断支持。自身免疫性脑炎通

常累及海马和杏仁核，但是广泛的不常见受累包括颞叶皮质、基底节、下丘脑、额叶、顶叶、

枕叶、岛叶皮质及小脑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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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93 

脑膜瘤术前影像学评估对切除程度、手术 

并发症及死亡情况的影响分析 

 
方俊华 

枝江市中医医院 443200 

 

摘要】目的：研究术前影像学评估对脑膜瘤手术切除程度、手术并发症及死亡情况的影响。方

法：对 2012年 1月~2014年 3月神经外科收治的 162例脑膜瘤患者影像学资料进行回顾性分

析，包括肿瘤生长位置、直径大小、神经血管是否包绕、边界是否规整、是否发生转移、形状

是否规则及肿瘤信号增强程度是否均匀，找出影响肿瘤切除程度、并发症及患者死亡与否的影

响因素，并对其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肿瘤生长部位、肿瘤直径≥5cm、已发生转移、肿瘤形

状不规则、肿瘤信号增强程度是否均匀是判断肿瘤是否有残留的独立危险因子，其中肿瘤已发

生转移是主要的危险因子；肿瘤生长位置、肿瘤直径≥5cm、神经血管包绕、肿瘤增强程度不

均匀是判断患者是否出现手术并发症的独立危险因素，其中肿瘤生长位置是主要的影响因素；

肿瘤生长位置、肿瘤直径≥5cm 是判断患者死亡与否的独立危险因素，其中肿瘤生长位置是主

要的影响因素。结论：术前进行全面地影像学评估，全面了解肿瘤生长位置、直径大小、侵袭

性及神经血管包绕情况对脑膜瘤手术具有重要意义，可客观、准确评估手术切除范围、手术并

发症及死亡情况，尤其是肿瘤侵袭性是判断肿瘤是否有残留的主要判断指标，而肿瘤生长位置

是影响手术并发症及患者死亡的主要因素.  

 

 
PU-1594 

基于脑皮层厚度分析在肝性脑病结构改变的研究 

 
周治明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400010 

 

目的 探讨不同阶段肝性脑病（HE）患者皮层厚度改变情况。方法 搜集 22例临床症状型肝性

脑病患者（SHE组）、20例轻微型肝性脑病患者（MHE组）、25例无肝性脑病肝硬化患者

（NMHE组）和 27例健康对照者（HC组）行 MRI扫描并获取 T1-3D全脑高分辨结构图，采用

Freesurfer软件计算皮层厚度，对比分析患者组与 HC组皮层厚度差异及 SHE组皮层厚度与神

经心理测试评分或血氨水平的相关性分析。结果 对比 HC组， SHE组在左侧岛环状沟上份、

中后扣带回、左侧楔前叶、左侧侧副沟和舌沟、右侧中央前沟下份、右侧颞上回、右侧侧副沟

和舌沟区域皮层厚度降低； MHE组在右侧中央前沟下份区域皮层厚度降低；NMHE组在左侧额

下沟区域皮层厚度降低（P<0.05）。结论 SHE组、MHE 及 NMHE患者大脑多个区域皮层厚度存

在异常，并随着 HE发展进程中表现出皮层改变区域逐渐增多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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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95 

轻微型肝性脑病脑灰白质异常的 DTI 定量研究 

 
周治明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400010 

 

目的： 应用磁共振弥散张量成像（DTI）技术，定量评价轻微型肝性脑病（MHE）患者脑灰白

质改变情况。 

方法：搜集 11例 MHE患者（MHE组）和 14例健康对照者（HC组）行神经心理测试和 DTI检

查，处理 DTI数据后获取平均弥散率（MD）和部分各向异性指数（FA）并采用基于体素分析方

法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与 HC组相比，MHE患者在双侧颞中回、双侧岛叶、右侧海马、右侧额叶、双侧小脑半

球、右侧岛盖部、左侧楔叶、右侧顶叶及双侧辅助运动区脑白质 FA降低，在双侧颞中回、双

侧额叶、右侧中央后回、左侧苍白球、双侧中扣带回、左侧楔前叶、左侧辅助运动区、右侧小

脑半球脑灰白质 MD升高。经相关分析发现血氨水平、神经心理测试与 MHE患者脑灰白质 FA或

MD均无明显相关（所有 P<0.01）。 

结论：应用 DTI定量研究可探测到 MHE患者脑灰白质 MD及 FA异常，提示脑实质存在水肿且白

质纤维失去正常的方向性。DTI技术对于 MHE脑灰白质损伤程度的量化评估具有重要的价值。 

 

 

 
PU-1596 

静息态下轻微型肝性脑病脑活动异常功能磁共振研究 

 
周治明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400010 

 

目的 探讨轻微型肝性脑病（MHE）患者静息态下脑自发活动改变情况。   

方法 14例 MHE患者（MHE组）、17例无明显肝性脑病的肝硬化患者（NHE组）和 14例健康对

照者（HC组）行神经心理测试和静息态 BOLD-fMRI扫描，处理 fMRI数据后获取低频振幅

（ALFF）和比率低频振幅（fALFF）并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与 NHE组、HC组相比，MHE患者在双侧额叶及右侧颞叶多个脑区、左岛叶、双侧小脑半

球 ALFF升高，在双侧额叶、双侧楔前叶、右小脑半球后叶 ALFF降低；在左额叶、右中扣带

回、右楔前叶、右岛叶、右基底节区、双侧小脑半球 fALFF 升高，在双侧额前内侧回、右额中

回、右眶部额下回、右颞上回、左小脑半球后叶 fALFF降低。与 HC组相比，NHE患者在左楔

前叶 ALFF降低，在右楔前叶 fALFF降低。经相关分析发现右楔前叶、左额前内侧回、左颞上

回 ALFF与神经心理测试评分明显相关，而右小脑半球后叶 fALFF与神经心理测试评分明显相

关（所有 P<0.05）。  

结论 ALFF和 fALFF两种方法均发现 MHE患者多个脑区脑自发活动异常，联合两种方法更能全

面地评价 MHE患者脑活动改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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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97 

胶质瘤相关基因的多模态磁共振研究进展 

 
楼海燕,童鹰,张景峰,任国平,汪启东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310003 

 

2016年 5月 WHO发布了中枢神经系统肿瘤第四版修订分类，相对于 2007版本增加了肿瘤的分

子分型信息，对 CNS肿瘤在概念和实践上进行了双重改进，开启了分子病理时代。其中在胶质

瘤方面的更新如下： 

1、胶质母细胞：根据 IDH (异柠檬酸脱氢酶)基因的突变分为两个亚型：野生型（原发）/突

变型（继发）。 绝大多数发生于精氨酸突变为组氨酸（R132H）的 IDH1无突变的野生型是最

常见的类型，约占 80%～90%。IDH突变导致 2-HG的聚集升高，后者可被 MRS检测到。2-HG 表

达成为了突变肿瘤治疗反应的检测标记物。 

2、弥漫浸润性胶质瘤 

WHO 2-3级浸润性胶质瘤根据 IDH突变和 1p/19q共缺失状态来确定亚型 。其中 1p/19q共缺

失提示肿瘤的少枝细胞来源。2016WHO定义的少枝神经胶质瘤的标准：1p/19q共缺失和 IDH突

变，边界模糊，瘤体信号不均，常位于额叶或顶叶。无 1p/19q共缺失，形态少枝细胞的胶质

瘤定义为星形细胞瘤，伴随 IDH突变，边界清楚，瘤体信号均匀，常位于岛叶。野生型的间变

性胶质瘤，无论何种强化方式总体生存期相似，而突变型间变性胶质瘤，结节状强化方式总体

生存期高于片状强化和环状强化病灶。 

3、重新定义了大脑胶质瘤病，指肿瘤生长的方式，可在任何浸润性胶质瘤的生长中显示，并

不特指肿瘤实体类型。 

4、新增：弥漫型中线胶质瘤；弥漫型神经瘤软脑膜胶质神经元肿瘤。 其中弥漫中线胶质瘤有

明确的 H3-K27M突变。预后不良。 

特点包括：高级别浸润性中线胶质瘤，主要发生于儿童； 组蛋白 H3基因 K27突变；放疗不敏

感，预后差。组蛋白携带 K27M突变是这组病人整个生存周期最为重要的预测因子。较 MRI增

强更有意义。 

小结： 

1/功能影像学方法能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基于肿瘤分子病理学变化进行的脑肿瘤的分类和扩

展。2/大数据队列研究对新命名的肿瘤从影像学角度挖掘信息更有前景。 

   

 

 

PU-1598 

小脑原发性恶性混合性生殖细胞肿瘤一例 

 
张苗,彭芸 

国家儿童医学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目的： 

报道罕见部位恶性 MGCT一例。 

方法： 

男，11岁 9个月，头痛 12 天，加重 3天伴进食后恶心，并呕吐 1次，睡眠不佳，走路不稳。

CT检查：右侧小脑半球见不规则等密度软组织肿块并周围水肿，四脑室受压、变窄，幕上脑

室系统扩张。MRI检查：平扫肿瘤呈长 T1等 T2为主异常信号，大小约 2.4×3.9×2.3cm，其

内见多发斑片状稍短 T1短 T2信号影，SWI呈低信号，增强呈不均质明显强化，其内见多发点

状无强化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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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小脑恶性混合性生殖细胞肿瘤（由卵黄囊瘤、胚胎性癌、无性细胞瘤构成，卵黄囊瘤为著）。

免疫组化：CD30(局灶+)，D2-40(-)，AFP(+)，CD117 (+)，GFAP(-)，CK (+)，SYN(局灶+)，

Vimentin(局灶+)，EMA(-)，GPC-3 (+)，Ki-67(+ 65%)，PLAP(+)，S-100(- )。 

结论： 

混合性生殖细胞肿瘤（MGCT）是非生殖细胞瘤性生殖细胞肿瘤的一种，由两种或以上的生殖细

胞肿瘤构成，好发于性腺部位。颅内 MGCT好发于儿童和青少年，发病高峰年龄 10-12 岁，常

见于松果体区、鞍区及基底节等中线部位，男、女比例为 3:1。本病例为约 12岁男性，与文

献报道一致，但小脑为罕见发病部位。 

MGCT内因所含肿瘤成分不同，影像学表现各异。文献报道，MGCT的 MRI往往可见明显强化，

且恶性程度越高，肿瘤强化越明显。畸胎瘤成分因不同组织成分而增殖速度不同，多有囊变，

形成不规则状，影像学检查发现钙化灶及脂质成分可确定畸胎瘤存在；不含畸胎瘤成分的

MGCT多呈圆形或类圆形，MRI示信号相对均匀，增强明显，胚胎性癌和绒癌成分常伴出血。部

分 MGCT可表现为血清或脑脊液中肿瘤标志物增高，如 AFP和/或β-HCG，有助于为该类肿瘤

提供诊断。 

外科手术切除及术后放疗对本病治疗有效。本例与星形细胞瘤、室管膜瘤、髓母细胞瘤鉴别困

难。 

   

 

 

PU-1599 

上皮样胶质母细胞瘤的 MRI 诊断 

 
贺鹏,汪文胜 

广东三九脑科医院 510510 

 

目的 

探讨上皮样胶质母细胞瘤（Ep-GBM）的 MRI表现。 

材料与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5例（Ep-GBM）的 MRI资料，并结合文献讨论分析。 

结果 

5例 Ep-GBM中，4例位于幕上（其中 2例位于左侧颞叶，1例位于右侧颞叶，1例位于左侧丘

脑），1例位于幕下（左侧小脑半球）。除 1例位于丘脑外，其余 4例均位于脑表面。3例为

囊实性，均呈多房囊状病灶，伴有壁结节，MRI表现为囊壁及壁结节 T1WI呈稍低信号，T2WI

呈等、稍高信号，DWI呈高信号，增强呈明显异常强化。囊性部分 T1WI呈低信号，T2WI 呈高

信号。2例为实性，边界比较清晰， MRI表现为 T1WI呈稍低信号，T2WI呈等、稍高信号，

DWI实性部分及囊壁呈高信号，ADC值稍低，增强后呈明显强化。1例出现软脑膜及软脊膜广

泛播散转移。5例病灶周围水肿及占位效应明显。镜下肿瘤细胞包浆丰富，具有嗜酸性“横纹

肌样”肿瘤细胞。免疫组化所有病例 GFAP、Ki-67均阳性，BRAF3例阳性，结合免疫组化所有

病例均诊断为 Ep-GBM。 

结论 

Ep-GBM好发于颞叶，位置表浅，囊实性及实性均可，增强扫描均明显强化，均有累及邻近软

脑膜，可有脑脊液播散转移。MRI成像有一定特点，有助于明确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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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600 

颅内动脉瘤夹闭术后并发症的随访 CTA 研究 

 
吕发金,姜雪,张丽娟,黄琳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目的 探讨 CTA（CT angiography）对颅内动脉瘤夹闭术后并发症的随访价值，以期及早控制

或预防常见、严重并发症，改善患者预后。 

方法 回顾分析 2012.1 -2016.5我院 251名动脉瘤夹闭术患者的术后 CTA随访资料，用 GE 

AW4.6工作站行 VR、MIP、MPR三维重组，主要观察的内容有：载瘤动脉狭窄、脑出血、血管

痉挛、脑梗死、脑积水、脑软化灶、颅内感染、癫痫、动脉瘤夹闭不全、瘤夹脱落以及动脉瘤

的新生和复发。分析血管痉挛的分布特点。 

结果 颅内动脉瘤夹闭术后并发症的前三位分别为：血管痉挛（42.1%）、脑积水（15.1%）、

脑出血(13.9%),部分患者同时合并多种并发症。血管痉挛主要好发的部位为大脑前动脉

（52.8%），但痉挛部位分布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前交通动脉瘤左右翼点入路方式对是否产

生血管痉挛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动脉瘤夹闭术后血管痉挛发生率最高；术后血管痉挛更倾向于大脑前动脉；前交通动脉

瘤患者左右翼点入路手术导致血管痉挛的发生率相似。  

 

 

PU-1601 

2 型糖尿病患者工作记忆的 BOLD-fMRI 研究 

 
段小玲,王晓阳,陈自谦 

福州总医院 350025 

 

目的： 应用任务态功能磁共振成像研究 T2DM患者工作记忆相关脑区、认知功能的关系，以助

于我们理解 T2DM患者工作记忆受损的发生机制。 

材料和方法： 按照纳入标准选取 12例 T2DM患者，另招募 10例年龄、性别及受教育程度相匹

配的健康志愿者作为对照组，在 Siemens Trio Tim 3.0T超导磁共振扫描仪获取基于组块设计

n-back任务态功能成像，磁共振成像数据在 MATLAB2010软件上进行预处理及 SPM8软件上进

行组内、组间分析。 

结果：1.在组块设计 n-back 实验下，工作记忆激活脑区包含双侧前额叶、双侧辅助运动脑

区、前扣带回、双侧前运动脑区、双侧顶叶、小脑后叶。2.相较于 NC组，T2DM组激活减弱脑

区包含左额上回、右额下回、双侧辅助运动脑区、左侧前扣带回。T2DM组激活增多的脑区主

要包含左顶下小叶、右顶上小叶、右枕叶。 

结论：T2DM患者存在工作记忆脑区受损，从而进行工作记忆脑网络的代偿和重组，说明任务

态脑功能磁共振是一种研究 T2DM患者脑功能的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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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602 

原发性中枢神经系统淋巴瘤 ADC 值与 Ki-67 相关性研究 

 
何洋,陈自谦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 350025 

 

目的：Ki-67 抗原是存在于增殖细胞核的一种非组蛋白性核蛋白，与细胞的增殖密切相关，是

较为理想的检测细胞增殖活性的指标，与许多肿瘤的分化程度、浸润以及预后等密切相关。

Ki-67是病理评价肿瘤生物学行为的重要指标。本研究旨在探讨原发性中枢神经系统淋巴瘤

（primary central nervous system lymphoma，PCNSL）ADC（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值与 Ki-67的相关性。 

方法：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方法对 17例术前接受 MR平扫、增强及 DWI成像的 PCNSL的 Ki-

67表达进行观察，测定 Ki-67标记指数，分析 ADC值与 Ki-67表达程度的相关性。 

结果：原发性中枢神经系统淋巴瘤 ADC值与 Ki-67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原发性中枢神经系统淋巴瘤的 ADC值与其 Ki-67指数无明显相关。  

 

 
PU-1603 

利用 ReHo 对新兵适应障碍脑功能活动的研究 

 
李辉,陈自谦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 350025 

 

目的：利用静息态 BOLD-fMRI 成像局部一致性分析方法（Regional homogeneity,ReHo）探讨

适应障碍新兵静息状态下脑功能活动是否存在异常，并将差异有统计意义的脑区 ReHo值与

SCL-90量表得分进行相关性分析。 

材料与方法：采用西门子 3.0T Trio Tim磁共振扫描仪和头颅 12通道阵列线圈， 对经过

SCL-90量表测量以及临床检诊结合的方法筛选的 16例适应障碍新兵及年龄等相匹配 16例正

常对照者行头颅静息态 BOLD-fMRI检查。静息态数据分析采用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数据处理助手 

（DPARSF） 和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数据分析工具包(REST)进行数据处理得到 ReHo 以及检验统计,

然后应用 REST软件提取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脑区。并将差异有统计意义的脑区 ReHo值与

SCL-90量表得分进行相关性分析。 

结果：1、与正常对照组相比，适应障碍新兵组 ReHo值显著升高的脑区主要是后扣带回、楔前

叶、左右枕叶；ReHo值减低的脑区主要包括以下脑区：小脑后叶、左侧尾状核、左/右侧颞

叶、左/右侧额中回、左侧丘脑、右侧顶叶等（P<0.05）。 

2、 统计有差异脑区中小脑后叶 ReHo与 SCL-90量表得分呈负相关（r=-0.7498， 

P=0.013）, 其它脑区 ReHo 与 SCL-90量表得分无明显相关性(P>0.05)。 

结论：适应障碍新兵在静息状态下多个脑区局部脑功能活动存在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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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604 

内侧颞叶癫痫患者脑白质体积的 VBM 研究 

 
王晓阳,陈自谦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 350025 

 

目的：运用基于体素的形态学测量（voxel-based morphometry,VBM）对内侧颞叶癫痫

（mesial temporal lobe epilepsy,MTLE）患者全脑白质体积进行分析，并探讨 MTLE 患者脑

白质结构改变与认知水平的关系。 

材料和方法：选取 24 例右利手 MTLE 患者，其中左侧 MTLE 12 例，右侧 MTLE 12 例，另招

募性别、年龄及受教育程度与之相匹配的 12 例健康志愿者作为对照组，使用西门子 3.0T 

Trio Tim 磁共振扫描仪对研究对象行横断面 T2WI 序列、矢状位 T1WI-3D 结构像和弥散张量

成像扫描。使用 VBM 法测量全脑灰白质体积及相关比值，TBSS 法分析白质纤维束的部分各向

异性（fractional anisotropy，FA）、平均弥散率（mean diffusivity，MD）、轴向扩散率

（axial diffusivity，AD）和径向扩散率（radial diffusivity, RD）。采用蒙特利尔认知

量表（Montreal Cognitive Assessment，MoCA）评估受试者的认知水平。 

结果：1．与对照组相比，内侧颞叶癫痫患者 MoCA 测试中视空间与执行能力、命名能力、记

忆力、抽象能力得分显著降低；2．与对照组相比，内侧颞叶癫痫患者脑白质体积、白质/全脑

比值减低。内侧颞叶癫痫患者脑白质体积与 MoCA 总分呈正相关，而与病程呈负相关。 

结论：1．癫痫的长期发作导致内侧颞叶癫痫患者脑白质体积降低，同时伴随着白质微结构的

变化；2．内侧颞叶癫痫患者的认知功能降低与脑白质结构改变有关。  

 

 
PU-1605 

内侧颞叶癫痫患者脑白质纤维束的 TBSS 研究 

 
王晓阳,席继辉,陈自谦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 350025 

 

目的：用基于纤维追踪的空间统计学方法（tract-based spatial statistics,TBSS）对内侧

颞叶癫痫（mesial temporal lobe epilepsy ,MTLE）患者的白质纤维束弥散张量成像

(diffusion tensor imaging,DTI)参数进行分析，并探讨 MTLE 患者脑纤维束改变与认知水平

的关系。 

材料和方法：选取 24例右利手 MTLE患者，左侧 12例，右侧 12例，匹配 12例健康志愿者作

对照组，对被试行横断面 T2WI和 DTI成像扫描。使用 TBSS 法分析白质纤维束的部分各向异性

FA、平均弥散率 MD、轴向扩散率 AD和径向扩散率 RD。采用蒙特利尔认知量表（Montreal 

Cognitive Assessment，MoCA）评估受试者的认知水平。 

结果：1.与对照组相比，MTLE 患者的视空间与执行能力、命名能力、记忆力等得分显著降

低；2.与对照组相比，左右两组 MTLE患者白质纤维束 FA显著降低，MD、AD及 RD值均显著增

高。差异主要位于胼胝体、钩束、上纵束、下纵束、扣带束等白质纤维束。左侧 MTLE患者双

侧 FA减低，而右侧 MTLE患者减低集中在右侧。左侧 MTLE 组双侧 MD值均有升高，而右侧

MTLE组增高全部在右侧；两组 MTLE的 AD值增高区域分布较局限，左侧 MTLE组增高以左侧为

主，右侧 MTLE组增高全部在右侧；两组 MTLE的 RD值增高区域分布较为广泛，表现为双侧分

布并偏向于患侧的特点。其中，双侧 MTLE组的 MD、AD、RD值在同侧钩束均有增高。 

结论：1.MTLE患者的连合纤维、联络纤维和投射纤维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异常改变，左侧 MTLE

患者白质纤维束大多呈双侧性改变，而右侧 MTLE白质纤维束的变化多局限在患侧。同侧钩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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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TI参数的异常可能在 MTLE 的定侧诊断方面具有应用价值。2．内侧颞叶癫痫患者的认知功能

降低与白质纤维束改变有关。  

 

 

PU-1606 

颞叶癫痫患者脑语言功能的 BOLD-fMRI 研究 

 
李辉,陈自谦,王晓阳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 350025 

 

目的：利用 BOLD-fMRI 研究颞叶癫痫(Temporal lobe epilepsy ,TLE)患者与正常对照组在语

言任务模式下脑激活的差异，探讨颞叶癫痫患者脑语言功能改变的影像学表现。 

方法：对经过手术病理证实的 17 例发作间期右利手 TLE 患者及相匹配 14 例正常对照者行

动词生成语言任务时脑部 BOLD-fMRI 检查。癫痫组及对照组分别采用中国修订韦克斯勒成人

智力量表（WAIS-RC)测定语言智商、总智商，以此反映受试者的认知功能。采用 SPM8 软件对 

BOLD-fMRI 脑功能图像进行数据处理和分析，采用两个样本的 t检验比较癫痫组和对照组语言

功能及语言任务的 fMRI 激活图的差异。 

结果：1、认知功能结果：癫痫组与对照组比较语言智商及总智商均明显减低。2、BOLD-fMRI 

脑激活结果：左侧颞叶癫痫组与对照组比较脑功能激活减低的区域有双侧额下回、颞下回、双

侧枕叶、双侧小脑半球、双侧岛叶、前扣带回、双侧中央前回、辅助运动区及左侧海马、舌

回，激活增高的区域为右侧楔前叶；右侧颞叶癫痫组与对照组比较脑功能激活减低的区域有右

侧额下回、中央后回及岛叶。说明左侧颞叶癫痫对语言相关功能区的影响较大。3、偏侧化指

数（LI）：癫痫组与对照组比较 LI 无明显统计学差异，但左侧颞叶癫痫组 LI 平均值较对照

组明显减低，出现右侧大脑半球优势及双侧大脑半球优势的病例。 

结论：癫痫组语言功能及认知能力明显减低，颞叶癫痫患者任务态 BOLD-fMRI 脑功能激活范

围及强度较健康对照组明显降低，以左侧颞叶癫痫者为著。左侧颞叶癫痫患者出现大脑优势半

球不典型偏侧化现象。  

 

 
PU-1607 

颅内静脉窦狭窄介入治疗 

 
张声旺,王维,叶斌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410013 

 

摘要 

目的：探讨应用介入血管造影、球囊扩张+支架术诊断及治疗颅内静脉窦狭窄 

方法：对 3例颅内压力增高、CT及 MR检查怀疑脑内静脉窦狭窄的患者，所有患者均行脑动脉

造影，多角度观察动脉走形及静脉窦形态，对于诊断静脉窦狭窄患者行经皮股静脉穿刺静脉窦

直接造影并分别测量狭窄远近端压力梯度，于 DSA下行静脉窦狭窄球囊扩张+支架置入手术，

术后测量静脉窦压力。 

结果：3例患者行脑动脉造影多角度观察静脉窦均提示静脉窦狭窄，经皮股静脉穿刺静脉窦直

接造影并测量狭窄远近端压力，压力梯度差值平均为 14.6mmHg，于 DSA下行静脉窦球囊扩张+

支架置入手术，术后测量静脉窦压力明显下降，平均压力为 25mmHg。 

结论：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3442 

 

慢性静脉窦狭窄合并静脉回流障碍，需要行头部 MRV检查或脑血管造影检查；脑动脉造影检查

可以提示静脉窦狭窄，静脉窦直接造影+测压可直接诊断静脉窦狭窄并静脉回流障碍；静脉窦

支架置入已成为静脉窦狭窄介入治疗一个有前途的治疗选择。 

   

 

 

PU-1608 

脑肿瘤患者术前认知功能的研究 

 
令潇

1
,梁丰丽

2
,张桂荣

1
,张明

1
,牛晨

1
 

1.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2.甘肃省人民医院 

 

目的：脑肿瘤患者由于疾病本身的影响，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认知功能障碍[1-3]，比如，注意

力及执行功能的下降。目前，临床上对脑肿瘤患者的认知功能的关注较少。蒙特利尔认知量表

（MoCA）是目前国内用于认知功能的测评量表。以往有研究表明 MoCA对痴呆、帕金森病、脑

梗塞等疾病的认知功能的评测中有优势，但对脑肿瘤患者是否还适用？本研究探讨了 MoCA认

知量表的信度，并使用该量表对本院神经外科收住的 96例脑肿瘤患者术前的认知功能状况进

行评估。了解脑肿瘤患者认知功能改变的临床特点，以便进行干预，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方法：选择 2015.9月至 2017.6月在我院进行手术切除的幕上脑肿瘤患者 96例，其中男 42

例，女 54例，平均年龄 47.1±11.4 岁。纳排标准：所有患者需排除精神障碍及非脑肿瘤等疾

病，均为小学以上文化程度。评估前患者无严重意识障碍，且可配合完成量表。MoCA中文版

包括视空间与执行功能、命名、记忆、注意力、语言、抽象思维、延迟回忆与定向力共 7个亚

项，分别记录各亚项得分及总分。如果患者受教育年限≤12年，在测试结果上加 1分以校正

受教育程度带来的偏差，＜26分为认知功能障碍。用 SPSS18.0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

计量资料均用均数±标准差表示，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当 p＜0.05

时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MoCA的克朗巴赫α 系数为 0.761。脑肿瘤患者术前 MoCA评分为 21.8±5.0，认知障碍

70例为 19.7±4.2。不同级别脑肿瘤患者之间 MoCA评分的比较：低级别胶质瘤（WHO I级及

II级）评分为 23.2±5.3；高级别胶质瘤（WHO III级及 IV级）评分为 20.1±5.2，比较二者

之间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MoCA的信度较好，量表的可靠性好。可用于脑肿瘤患者认知的评测。且脑肿瘤不同级

别之间，高级别胶质瘤评分显著低于低级别胶质瘤组。 

   

 

 
PU-1609 

静脉性脑梗死 MR 征象分析 

 
马云涛,高阳 

吉林市人民医院 132001 

 

摘要 目的通过对静脉性脑梗死患者的影像学特征对照，分析，达到正确，及时诊断的目的，

从而达到早期诊断，减少误诊。方法收集我院 2014-2016年神经内科收治的 21例出院诊断静

脉性脑梗死患者，回顾分析 MR特征。结果 21例患者均可见到不同程度静脉系统血栓征象，

脑内均可见到不同部位、形态的异常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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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610 

The abnormal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between 

Hypothalamus and temporal lobe underlying the 

depression in Alzheimer’s Disease Patients 

 
liu xiaozheng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of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and Yuying Children’s Hospital， 

We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325027 

 

The hypothalamus, part of the diencephalon, is located below the thalamus and 

along the third ventricle walls, below the hypothalamic sulcus and across the 

ventricle floor. Hypothalamic communication with the rest of the brain is critical 

for accomplishing a wide variety of physi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functions, 

including maintaining neuroendocrine circadian rhythms and managing affective 

processes [1,2]. Evidence shows that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MDD) and 

Alzheimer’s disease (AD) patients exhibit hypothalamic dysregulation. However, 

little is known on how the hypothalamus interacts with other brain regions in AD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D-AD). Here, we used functional-connectivity (FC) to 

measure temporal correlations in neural activity across brain regions at rest, to 

examine hypothalamic connectivity in 22 D-AD patients and 21 non-depression AD 

patients (nD-AD) [3,4]. We found that compared with nD-AD, D-AD patients show 

reduced FC between the hypothalamus and right middle temporal gyrus and right 

superior temporal gyrus, suggesting that abnormal FC between the hypothalamus and 

temporal lobe plays a key role in pathophysiology of depression in AD patients [5].  

 

 
PU-1611 

冰毒成瘾者默认模式网络功能连接改变的静息态 fMRI 研究 

 
党珊

1,2
,李玮

1
,王玮

1
,李强

1
,陈佳杰

1
,李永斌

1
,刘艳

1
,陈静

2
,朱佳

1
 

1.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2.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冰毒成瘾者（methamphetamine addiction，MA）所致严重精神障碍已成为危害公共健康

和安全的重要问题，物质成瘾及神经精神疾病均存在默认模式网络（default mode network, 

DMN）的异常。然而，MA患者 DMN网络组织模式特征仍不清楚，其与精神症状的关系还不明

确。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讨 MA患者 DMN功能连接（function connectivity，FC）的变化特征

及其与精神改变的关系，以揭示 MA所致精神障碍的潜在神经机制。方法 收集 23例 MA患者与

23例人口学资料相匹配的健康被试（healthy controls，HC组），采用症状自评量表（Self-

reporting Inventory-90， SCL-90）进行精神症状评分，3.0T磁共振设备用于静息态功能

影像数据的采集。采用独立成分分析(independent component analysis，ICA)方法提取

DMN。对两组 DMN分别做单样本 t检验，以两组 DMN的并集为模板，进行组间两样本 t 检验，

比较两组间 DMN FC差异，进而采用偏相关方法分析组间差异脑区 FC与 SCL-90评分间的相关

性。结果 MA组 SCL-90多项评分明显高于 HC组（p＜0.05）；与 HC组相比，MA组右侧前扣带

回、楔叶及左侧后扣带回 FC增强，双侧颞中回、右侧角回、左侧楔前叶、眶额回内侧面、额

下回 FC减低 (p<0.001, AlphaSim 校正)。控制年龄、受教育程度、吸烟量、吸烟时间后，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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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间 DMN差异脑区 FC与 SCL-90各项评分间无显著相关性。结论 MA患者大脑 DMN FC存在异

常，且与精神障碍相关的评分显著高于 HC组，尽管本研究没有发现异常的 DMN FC与精神症状

评分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但以往关于抑郁、 焦虑、精神分裂症等研究证明 DMN异常与精神

障碍有关，因此，我们推测 MA患者 DMN异常可能是其精神改变的潜在神经机制之一。  

 

 

PU-1612 

Altered intrinsic brain activity and memory 

performance improvement in patients with end-stage 

renal disease during a single dialysis session 

 
Li Peng

1,2
,Ding Dun

2
,Ma Xueying

2
,Zhang Huawen

1
,Zhang Ming

2
 

1.Shaanxi Nuclear Geology 215 Hospital 

2.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Background. Memory deficits were considered to have a great influence on self-

management, dietary restriction and therapeutic regimen for end-stage renal 

disease (ESRD) patients with dialysis treatment. Most of previous studies only 

focused on the neuropsychological scales, lacking hard evidence to determine the 

potential neuromechanism influence of dialysis treatment on memory deficits. The 

aim of our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changed spontaneous brain activity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altered memory performance in patients with end-stage renal 

disease before dialysis and after 24 hours during a single dialysis session. 

Methods. By using resting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rs-fMRI), 24 ESRD 

patients (age: 32 ± 9.5 years, dialysis age: 31.3 ± 20.7 month) and 25 matched 

healthy controls (HCs) (age: 33 ± 10.3 years) were scanned before dialysis at 

baseline (T1pre-dialysis), and all patients were also scanned after 24 hours (T2post-dialysis) 

in a single dialysis session. Amplitude of low-frequency fluctuation (ALFF)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between-group differences. The Auditory Verbal Learning 

Test–Huashan version (AVLT-H) was performed to assess an individual’s memory 

function. 

Results. Compared with HCs, ESRD patients showed a significant decrease in the 

immediate recall total score (IR-S), short-term delayed recall score (SR-S), long-

term delayed recall score (LR-S), and recognition score (REC-S) at T1pre-dialysis, and 

IR-S, SR-S, and LR-S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at T2post-dialysis. At baseline, ESRD 

patients showed decreased mean ALFF (mALFF) values mainly located in the 

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DLPFC), medial frontal gyrus, and precuneus as 

compared with the HCs, and the mALFF values of the DLPFC and precuneus were 

increased at T2post-dialysis in ESRD patients. Additionally, the increased mALFF values 

of the DLPFC we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IR-S. 

Conclusion. Our results indicated that regional spontaneous activity changes of 

the DLPFC may reflect memory performance improvement after a single dialysis 

treatment, which may provide insight into the effect of hemodialysis on 

spontaneous brain function during a single dialysis s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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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613 

磁敏感加权成像在脑内海绵状血管瘤诊断中的价值 

 
王效春,张辉,谭艳,王乐,张磊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030001 

 

目的 探讨磁敏感加权成像(SWI)在脑内海绵状血管瘤诊断中的价值。 

方法 对 20例海绵状血管瘤进行常规 MRI扫描及 SWI扫描，将 SWI图像与常规 MR序列对比分

析。由 2名放射科医师对 MRI常规序列图像及 SWI图进行独立诊断及计数，比较不同序列计数

的差异性，并分析两名医师组间的一致性。 

结果 20例海绵状血管瘤，单发 14例，多发 6例，SWI 检出病灶 38个；常规扫描序列检出病

灶 25个；SWI检出数目多于常规序列。SWI同时检出 3例静脉畸形，而常规 MR序列只发现 1

例。海绵状血管瘤在常规序列上呈圆形、类圆形或不规则形，T1WI表现为低信号或稍高的不

均匀信号，T2WI表现为中央混杂高信号，边缘低信号，呈“爆米花样”改变。SWI序列上大多

病灶为完全低信号，部分病灶中心可见斑点状略高信号（图 1）。 Wilcoxon 秩和检验：常

规 MRI序列与 SWI发现病灶数量的差异性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P<0.05）。ICC评价 2位评估

者组间的一致性：两位医师应用 SWI检出病灶的数目在组间有较高的一致性，一致性相关系数

为 0.98 (95% CI 0.96 to 0.99)。 

结论 SWI对脑内海绵状血管瘤诊断的敏感性高于常规 MRI序列，特别是对于小病灶的显示优

于常规 MRI序列。 

   

 

 
PU-1614 

Diffusion Kurtosis Imaging Reflects GFAP, TopoⅡα, 

and MGMT Expression in Astrocytomas 

 
wang xiaochun,Zhang Hui,Zhang Lei,Liang Xin 

First Clinical Medical College， Shanxi Medical University， 030001 

 

Objective: Preliminary study of magnetic resonance (MR) diffusion kurtosis 

imaging (DKI) assessing the pathological glial fibrillary acidic protein (GFAP), 

TopoⅡα, and O 6-methylguanine–DNA methyltransferase (MGMT) expression in 

astrocytomas. Materials and Methods: This study was approved by the local ethics 

committee, and informed consent was obtained from all participants. Sixty-six 

cases with pathologically proven astrocytomas were enrolled in this study; of 

which, 34 were high grade and remaining 32 were low grade. They patients 

underwent conventional MRI head scan, DKI scan, and enhanced scan under the same 

conditions. Fractional anisotropy (FA) and mean kurtosis (MK) calculated from DKI, 

as well as GFAP, TopoⅡα, and MGMT expression level were compared prospectively 

between high and low-grade astrocytomas. Spearman rank correlation analysis was 

used for comparing values of DKI and GFAP, TopoⅡα, and MGMT expression level 

i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MK value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high-grade 

astrocytomas than those in low-grade astrocytomas (P < 0.05); FA values 
demonstrat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 = 0.331). GFAP 
expression level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in high-grade astrocytomas than in low-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3446 

 

grade astrocytomas (P < 0.05). Topo-Ⅱα expression level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high-grade astrocytomas than in low-grade astrocytomas (P < 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MGMT expression level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 = 0.679). MK values we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expression of 

GFAP (r = -0.836; P = 0.03), however, they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expression of Topo-Ⅱα (r = 0.896; P = 0.01). FA values were not correlated with 
the expression of GFAP (r = 0.366; P = 0.05), Topo-Ⅱα (r = −0.562; P = 0.05), 

and MGMT (r = −0.153; P = 0.10). Conclusion: MK, the DKI parameter values of 

astrocytomas, was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to the expression of GFAP and TopoⅡα. 

To a certain extent, applying DKI may provide the biological behavior of tumor 

cell differentiation, proliferation activity, invasion and metastasis, and can 

guide individual treatment. 

   

 

 
PU-1615 

脑震荡综合征的 MR 波谱分析 

 
武刚 

上海市青浦区中心医院 201700 

 

目的 用绝对定量对脑震荡患者进行枕叶皮质质子 MR波谱(
1
H-MRS)研究，探讨脑震荡后脑代谢

物的变化。 

方法 使用美国 GE Signa HDE 1.5 T 超导型 MR机，8通道标准头颈线圈，工作站及后处理软

件。对轻度脑外伤，符合脑震荡临床诊断的 20例患者进行研究，20名正常志愿者作为对照

组，行常规 MRI平扫及
1
H-MRS检查。主要观察的代谢物指标为 N-乙酰天冬氨酸(NAA)、胆碱

(Cho)、肌酸(Cr)等，采用后软件进行代谢物绝对浓度定量，获取 NAA、Cr、Cho浓度，以及

NAA/Cr、Cho/Cr比值。 

结果 常规 MRI检查，脑震荡组各病例均未发现明显病灶。MRS检查，与对照组比较，脑震荡

组 N-乙酰天冬氨酸(NAA)浓度及 NAA/肌酸(Cr)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胆碱(Cho)

浓度及 Cho/Cr比值略升高，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1
H-MRS能够反映脑震荡患者损伤后脑代谢物的异常变化，为临床诊断 PCS提供了一定的

影像学依据。  

 

 

PU-1616 

REVIEW Picking out recurrence from post-treatment 

changes via imaging methods in gliomas: from 

inability to prediction 

 
Luo Xiaojun,Zhang Hongmei,Zhou Chunwu 

Cancer Hospital Chines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100021 

 

Identification of true tumor progression among post-treatment changes is a major 

diagnostic challenge in the response assessment of malignant gliomas, which needs 

cooperation of neuroradiologists and neurologists. We review the literature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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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iomas regarding epidemiology, conventional and newly emerging treatment, post-

treatment changes (recurrence, pseudoprogression, radio-necrosis and 

pseudoresponse)⃣️ and assessment of post-treatment response criteria. This review 

article focuses on distinguishing post-treatment changes through imaging methods 

particular MRI, and summarizes imaging manifestations of them with conventional 

and functional MRI. Recently⃣️, coexistence of post-treatment effects and tumor 

burden turns a simple yes or no response of recurrence. Post-treatment response 

criteria is in the process of being upgraded, as novel functional MRI and 

combinations within and out the confines of MRI are applied. Immunotherapy may be 

the next addition to the current standard of care for newly diagnosed GBM, which 

raises immune response and immune-related response criteria. Genomics and 

radiogenomics can predict prognosis and post-treatment response. It is important 

for radiologists to be aware of the mechanisms of post-treatment changes and to 

identify its nature by combining clinical and radiological features. Only in this 

way can the optimal follow-up planning be reached. 

 

   

 

 
PU-1617 

儿童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脑功能异常的研究 

 
程勃超,陈锡建,鲍莉,郭应锟,宁刚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通过研究儿童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基于静息态功能磁共振低频振幅（ALFF）值的改变，

探讨早发精神分裂症患者静息态下功能异常的脑区。 

方法：分别入组 30例首次诊断精神分裂症、并未经过治疗的儿童，以及 30例年龄、性别、IQ

和教育程度等人口学资料相匹配的对照组儿童。患者和对照组儿童符合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

计手册第 4版诊断标准（DSM-Ⅳ）对首发未用药精神分裂症患者以及健康志愿者的诊断标准。

采集人口统计学资料、临床量表评分后分别对其进行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扫描，处理影像学数据

后计算低频振幅值，并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与正常对照组相比，儿童首发精神分裂症组左侧枕叶、双侧楔前叶、双侧后扣带回、左

侧丘脑、左侧海马旁回，左侧距状沟 ALFF值增高（P<0.05，经过 FDR校正）；同时右侧颞上

回，右侧小脑后叶 ALFF值降低（P<0.05，经过 FDR校正）。 

结论：儿童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在静息态下有多处脑区 ALFF值改变，提示其在静息态下存在

脑功能异常。  

 

 

PU-1618 

学龄前孤独症儿童扣带回磁共振波谱绝对定量研究 

 
陈峰,李建军,赵应满,潘梦洁,邢增宝 

海南省人民医院 570311 

 

目的 探讨学龄前孤独症(ASD)儿童扣带回代谢物绝对浓度变化特征，及其与相应临床特征的关

系。方法 2014年 7月至 2015 年 12月对符合孤独症诊断标准的 21例学龄前（3~6岁）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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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龄前孤独症组）及性别、年龄相匹配的 20名学龄前健康对照者（正常对照组）行单体素

短 TE（TE=30 ms）MRS扫描，以前扣带回皮层(ACC)、前部中扣带回皮层(aMCC)、后扣带回

(PCC)为 ROI，采用线性拟合模型(LCModel)专业波谱定量分析软件进行 N-乙酰天门冬氨酸(N-

acetylaspartate, NAA)、胆碱(choline, Cho)、总肌酸(total creatine, tCr)、肌醇(myo-

Inositol, MI)和谷氨酸复合物(Glutamine and Glutamate Complex, Glx)代谢物浓度绝对定

量分析，两组间比较采用两样本 t检验。学龄前 ASD组脑代谢物浓度与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

册第 4版(DSM-IV)、儿童孤独症评定量表(CARS)、孤独症行为量表(ABC)评分进行 Pearson 相

关分析。 结果 ASD组 ACC、aMCC及 PCC脑区 NAA ASD组较对照组均明显下降(t值分别为

2.640、2.182、3.343，P值均<0.05)；在 PCC脑区 ASD组 Cho ASD组较对照组明显下降 

(t=2.905, P=0.006)(t=2.090, P=0.043)；余脑区 Cho、tCr、MI及 Glx各代谢物较对照组均

无明显变化(P>0.05)。PCC 脑区 NAA代谢物浓度与 CARS评分呈负相关(r=-0.504, P=0.020)，
余脑区各代谢物与 DSM-IV、CARS和 ABC评分无显著相关性(P>0.05)。结论 ASD患儿脑扣带回

生化代谢的改变反映了与 ASD相关的神经元丢失、结构或功能受损及细胞膜酶代谢紊乱，可能

揭示了 ASD的病理基础并为其诊断、预后评估提供无创、定量手段。 

   

 

 
PU-1619 

SWI study on vessel heterogeneity of astrocytoma 

 
Wang weiwei,Miao Yanwei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Dalian medical university 116011 

 

 

Objective Vessel heterogeneity i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umor. Grading of 

astrocytoma has close correlation with activity of vessel proliferation. SWI can 

sensitively detect the intratumorally microhemorrhage and abnormal vessels, 

quantify the microhemorrhage of tumor parenchyma and the peripheral region around 

tumor.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value of the intratumoral 

susceptibility signal intensity (ITSS) in grading of astrocytoma. 

Methods 28 astrocytoma cases were confirmed pathologically (WHO grade Ⅰ=3, grade 

Ⅱ=8, grade Ⅲ=9 and grade Ⅳ=8). All patients underwent conventional MRI 

examination and susceptibility weighted imaging (SWI). The numbers of intratumoral 

susceptibility signal intensity（ITSS）in tumor parenchyma was measured. The ITSS 

numbers were further compared between the different grades of astrocytoma by 

Wilcoxon test.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ROC) was used to determine 

the differentiation ability of ITSS scores for astrocytoma grading. 

Results TISS in low-grade astrocytomas usually manifest as dots or string-like 

shape hypointense, while manifest as massive spot or bar shape in high-grade 

astrocytomas. The mean number of ITSS was 3.0±2.67 in grade Ⅰ astrocytomas, 4.12 

±0.64 in grade Ⅱ astrocytomas, 18.11±2.15 in grade Ⅲ astrocytomas, and 18.75 

±2.48 in grade Ⅳ astrocytomas. The numbers of ITSS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high-grade (Ⅲ and Ⅳ) and low-grade (Ⅰ and Ⅱ) astrocytomas (H=13.156, P＜

0.01), and even in the grade Ⅱ and grade Ⅲ astrocytomas (H=7.835, P＜0.01).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between grade Ⅲ and Ⅳ astrocytomas (H=0.021, P=0.885). 

Area under the ROC curve was 0.912 in differentiation of the high-grade and low-

grade astrocytomas when cutoff value was set as 7.5, and the sensitivity was 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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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ficity was 81.8%. Area under the ROC curve was 0.903 in differentiation of 

the grade Ⅱ and grade Ⅲ astrocytomas when cutoff value was set as 6.0, and the 

sensitivity was 100%, specificity was 87.5%. 

Conclusions ITSS is helpful to determine the grade of astrocytoma, which reflects 

of the microhemorrhage and tumor vessels in the tumor parenchyma.   

 

 
PU-1620 

Effect of hypertension on the iron deposit in 

patients with Alzheimer's disease (AD) 

 
Wang weiwei,Miao Yanwei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Dalian medical university 116011 

 

PURPOSE 

Although hypertension is known to be a risk factor for AD, the effects of 

hypertension on brain microstructure in AD patients are not well understood. We 

investigated the difference of iron deposit in brain using QSM according to the 

presence of hypertension in AD patients 

METHOD AND MATERIALS 

According to blood tension，29 AD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hypertension group（11 patients，6 females， mean age=72.36 ） and normal tension 

group（18 patients，13 females，mean age=71.22）. All patients underwent MRI scan 

including conventional sequences and QSM. Phase value of bilateral 

frontal ,temporal，parietal，occipital white and gray matter, bilateral 

hippocampus，bilateral head of caudate nucleus，bilateral putamen，bilateral 

globus pallidus and bilateral thalamus were measured. Independent t test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wo groups. P <0.05 was deemed 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RESULTS 

Comparing to normal tension group, the phase value of hypertension group in right 

frontal white matter (normal tension group -0.0583±0.0287, hypertension group -

0.0323±0.0239，P=0.022) and right temporal white matter (normal tension group -

0.0713±0.1794, hypertension group -0.0677±0.0223，P=0.016) was higher. Phase 

values of other sites show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CONCLUSION 

Iron deposit in AD patients with hypertension is different from those with normal 

tension which account for an additional contribution of hypertension to the 

pathophysiology of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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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621 

320 排单能量去金属伪影算法在颅内动脉瘤术后 

应用价值的研究 

 
潘宇宁,陈兆乾,黄求理 

宁波市第一医院 315010 

 

【摘要】目的 评价单能量去金属伪影算法（SEMAR）在减低颅内动脉瘤栓塞及夹闭术后金属伪

影的效果和对灌注参数的影响。方法 55例颅内动脉瘤栓塞或夹闭术后患者，均行 320排 CTA+

灌注一站式检查。24位男性，31位女性，平均年龄 60.15 ± 15.86。扫描后首先用第三代适

应性迭代降噪算法（AIDR 3D）单独重建成 No-SEMAR组，再用单能量去伪影算法(SEMAR)加

AIDR 3D算法重建成 SEMAR 组。分别比较两组金属伪影周围的噪声、对比噪声比（CNR）、伪

影指数（AI）、伪影的最大直径、图像质量评分和灌注参数。结果 与 No-SEMAR 组相比，

SEMAR组噪声、伪影直径、AI明显减低(P < 0.01)，图像质量主观评分和 CNR明显增高(P < 

0.01)。两组算法得到的灌注参数脑血流量（CBF）、脑血容量(CBV)、平均通过时间(MTT)线性

相关性良好(P< 0.0001)。结论 SEMAR算法可以减了颅内动脉瘤植入物的金属伪影，能在不影

响脑灌注参数的情况下，提高图像质量。 

   

 

 
PU-1622 

常规磁共振征象在鉴别单发大脑胶质瘤级别中的价值 

 
王蓉,郑捷,杜永浩,刘哲,杨健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710061 

 

目的:评估常规 MRI中单发大脑胶质瘤的各征象在评价大脑胶质瘤高低级别中的价值。 

方法:连续纳入有手术病理结果的 218例单发大脑胶质瘤患者，分为低级别组（134例）和高

级别组（84例）。所有患者均行 1.5T或 3.0T场强磁共振平扫+增强检查；病变为幕上单发病

灶，病理分型及恶性度级别明确。采用 t检验、卡方检验和逻辑回归分析评价患者年龄、性别

及磁共振征象（包括接触脑室下区(subventricular zone, SVZ)、不均匀性、肿瘤边界、坏死

囊变、出血、跨越中线、占位效应、水肿程度、强化程度、强化不均匀性征象）在高低级别胶

质瘤组间差异及相关性。 

结果:高、低级别胶质瘤组间，年龄有统计学差异（P<0.001）,性别未见统计学差异

P=0.886。在磁共振征像中，接触 SVZ（P=0.011），肿瘤不均匀性(P<0.001)，坏死囊变

(P=0.043)，水肿程度 (P=0.017)，占位效应(P=0.012)，肿瘤边界（P<0.001），以及强化程

度(P<0.001)有统计学差异。逻辑分析回归显示上述 7个磁共振征象，重度时为高级别大脑胶

质瘤的可能性增高（比值比均大于 1，P<0.05）。 

结论:大脑胶质瘤常规 MRI征象中，是否接触 SVZ，肿瘤不均匀性，囊变坏死程度，水肿程

度，占位效应，肿瘤边界，以及强化程度，这七种征像对于鉴别高低级别胶质瘤具有重要的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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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623 

减少采样 b 值对正常成人脑组织扩散峰度成像 

结果影响的研究 

 
陈谦 

南京市第一医院 210006 

 

目的 通过对比 DKI 3b值与 5b值扫描方法，探寻减少采样 b值对正常成人脑组织 DKI 分析结

果的影响。方法 回顾性分 30例成人的 DKI 3b值与 5b值扫描数据，利用 DKE软件生成 MK、

FA及 MD参数图，选取双侧灰质（额叶、颞叶、顶叶、枕叶、基底节区、背侧丘脑）及双侧白

质（额叶、颞叶、顶叶、枕叶、内囊后肢、放射冠、大脑脚及胼胝体膝部、胼胝体压部）为感

兴趣区。测量并比较 3b值与 5b值感兴趣区 MK、FA及 MD参数值。结果 DKI 3b值与 5b值扫

描的 MK、MD、FA参数图在双侧脑灰质及白质不同感兴趣区参数值均无统计学差异

（P>0.05）。结论 通过减少采样 b值，可以明显减少 DKI数据扫描时间，且不影响对 DKI结

果的测量。  

 

 

PU-1624 

探讨急性脑梗死不同治疗方法的 TOAST 分型及其影像学表现 

 
任军 

南京市第一医院 210006 

 

目的 应用多模磁共振扩散加权成像-灌注加权成像分析急性脑梗死不同治疗方法的影像学表现

特征。材料与方法 回顾性分析在我院神经内科住院治疗的急性脑梗死患者 110例，所有患者

均行多模磁共振检查，记录其影像学表现、临床资料和实验室常规检查，并根据结果行扩散加

权成像(DWI)分型及 TOAST(trial of ORG 10172 in acute stroke treatment, TOAST)分

型，根据不同治疗方法分为静脉溶栓组(43例)、动脉取栓组(34例)及保守治疗组(33例)，并

对 3组的影像学及临床资料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1)动脉取栓组患者存在半暗带及血管高

信号征的比率均高于静脉溶栓组及保守治疗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F=13.713，P=0.001；
F=8.108，P=0.017)。(2)在 DWI分型构成比方面，静脉溶栓组以小穿支梗死及单侧前循环梗死

所占比率较大(25.58%、23.26%)，(3)在 TOAST分型构成比方面，静脉溶栓组以大动脉粥样硬

化型( LAA)所占比率最高(39.53%)，动脉取栓组以不明原因型(UND)所占比率最高(73.53%)，

保守治疗组以小动脉闭塞型(SAO)所占比率最高(48.48%)。(4)在磁共振血管造影( MRA)影像

学表现上，静脉溶栓组及保守治疗组 MRA表现正常所占比率最高(72.09%、51.52%)，而动脉取

栓组 MRA表现为大脑中动脉狭窄或闭塞所占比率最高(41.18%)。(5)3组间比较，动脉取栓组

的出血转化率最高(26.4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6.462，P =0.040)。结论 了解不同治疗

方法患者的影像学表现特征，可帮助临床医生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合理的治疗方案，实现个性化

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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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625 

症状性颅内动脉瘤高分辨磁共振管壁成像研究 

 
王馨蕊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200433 

 

目的：评估未破裂动脉瘤的潜在破裂风险仍是临床面临的重大挑战，其中，症状性动脉瘤近期

破裂的风险远高于非破裂动脉瘤
[1]
。高分辨磁共振管壁成像（HR-VWI）中动脉瘤壁的强化常发

生于未破裂动脉瘤，但仍有一定比例的未破裂动脉瘤壁存在强化，其机制尚不明确
[2]
。本研究

通过比较症状性与非症状性颅内动脉瘤中瘤壁强化特点，旨在探讨 HR-VWI评估症状性颅内动

脉瘤的可行性。 

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4 年 7月至 2017年 3月收治的 93名患者共计 103枚未破裂动脉

瘤，根据有无相关神经系统症状和体征分为症状组（n=61）和非症状组（n=42）。所有患者均

行 3T MR-VWI及 3D DSA检查。比较两组动脉瘤部位、形状（有无分叶或子囊），瘤体大小、

瘤体高度与瘤颈宽度之比（aspect ratio，AR），瘤体大小与载瘤动脉直径之比（size 

ratio，SR）、瘤壁强化程度及强化面积等级。以动脉瘤有无症状为因变量，以上各因素为自

变量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 

结果：症状组动脉瘤不规则形态（分叶或子囊）的发生率、瘤体大小、AR、SR、瘤壁强化程度

及强化面积等级均大于非症状组（p<0.05）。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提示瘤壁强化程度

（OR 1.43, 95% CI 1.15-1.78, p<0.05）、强化面积（OR 2.74, 95% CI 1.35-5.59, 

p<0.05）和瘤体大小（OR 2.74, 95% CI 1.35-5.59, p<0.05）是症状性动脉瘤的独立危险因

素。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79，0.83 和 0.88。 

结论：症状性动脉瘤中 HR-VWI瘤壁强化等级及瘤体大小高于非症状性动脉瘤。当未破裂动脉

瘤瘤体较大，且瘤壁强化范围广泛、强化明显时，预测该动脉瘤可能引起相应神经系统症状，

临床上需要密切监测、积极治疗。  

 

 
PU-1626 

颅内未破裂动脉瘤高分辨磁共振管壁成像研究 

 
王馨蕊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200433 

 

目的：高分辨磁共振管壁成像（HR-VWI）中动脉瘤壁强化常发生于破裂动脉瘤，但仍有一定比

例的未破裂动脉瘤壁存在强化，其机制尚不明确
[1]
。日本 UCAS研究就未破裂动脉瘤的自然病

史进行了前瞻性观察，并基于大小和部位两个危险因素提出了 1年破裂风险计算模型
[2]
。本研

究旨在探讨：⑴引起颅内未破裂动脉瘤瘤壁强化的危险因素；⑵动脉瘤壁强化等级与破裂风险

之间的相关性。 

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4 年 7月至 2017年 3月收治的 93名患者共计 103枚未破裂动脉

瘤，所有患者均行 3T MR-VWI及 3D DSA检查。⑴根据动脉瘤壁有无强化分为强化组（n=65）

和非强化组（n=38），比较两组临床及影像学资料，包括性别、年龄、高血压、吸烟、是否合

并相关神经系统症状、动脉瘤部位、形状、瘤体大小、瘤体高度与瘤颈宽度之比（AR）、瘤体

大小与载瘤动脉直径之比（SR）。以动脉瘤壁有无强化为因变量，以上各因素为自变量进行单

因素和多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⑵进一步对瘤壁强化程度及强化面积进行分级，根据 UCAS

研究模型计算动脉瘤 1年破裂风险。采用 Spearman秩相关分析瘤壁强化等级与动脉瘤 1年破

裂风险之间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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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⑴动脉瘤壁强化与性别（女性）、部位（非颈内动脉）、合并神经系统症状、形状（有

分叶或子囊）有关，且强化组动脉瘤体大小、AR与 SR高于非强化组（p<0.05）。多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提示症状、部位和瘤体大小是动脉瘤壁强化的独立危险因素（OR=9.6，

3.5，1.3，p<0.05）。⑵动脉瘤壁强化程度、强化面积等级与动脉瘤 1年破裂风险呈正相关

（r=0.53，0.57，p<0.01）。 

结论：合并神经系统症状、发生部位及瘤体大小是影响颅内未破裂动脉瘤壁强化的独立危险因

素。瘤壁强化程度分级与动脉瘤破裂风险呈正相关，对于瘤壁强化范围广泛、强化明显的动脉

瘤应给予密切监测、积极治疗。  

 

 

PU-1627 

FLAIR 血管高信号在颈动脉系统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的临床价值 

 
杨玉婵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200021 

 

摘要：目的 探讨颅脑 MRI液体衰减反转恢复序列血管高信号(fluid-attenuated inversion 

recovery vascular hyperintensity,FVH)在颈动脉系统短暂性脑缺血发作(transient 

ischemic attack, TIA)诊断中的临床意义。方法 收集 2014 年 1月-2016年 11月因 TIA住院

的患者 198例临床资料，包括一般资料和相关危险因素。全部病例均在症状发作 24小时之内

行常规磁共振扫描(MRI)和 MRA检查。FVH阳性的患者在初次检查 7d后行 MRI和 MRA复查。

90d后随访。结果 198例(76 名女性，平均年龄 69±13.2 岁)纳入本研究中，其中 41例出现

FVH(21%)。多元 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心房颤动(OR=7.14；95%CI 2.69-18.1)，动脉闭塞

性病变(OR=4.89；95%CI 3.03-12.2)和偏瘫(OR=2.81；95%CI 1.17-7.48)作为独立因素与 FVH

相关。23例 FVH阳性中 15 例 7d后复查 FVH阴性。短暂性 FVH阳性病例中，心房颤动发病率

高(p=0.027)，动脉闭塞性病变发病率低(p<0.001)。90d 后复查，13例发展为周期性 TIA或缺

血性中风。COX比例风险分析，FVH(HR=3.65, 95%CI 1.09-12.7),动脉闭塞性病变(HR=4.15, 

95%CI 1.18-17.1)，FVH和动脉闭塞性病变共存(HR=13.9, 95%CI3.36-71.0)与周期性 TIA和

缺血性中风显著相关。结论 临床症状出现后 FVH早期出现可有助于 TIA诊断，预测 TIA再发

生的风险。 

   

 

 

PU-1628 

先天性颅神经异常支配性疾病的脑部 MRI 特征 

 
李琼

1
,郭雅图

2
 

1.天津南开医院 

2.天津市眼科医院 

 

目的 研究先天性颅神经异常支配性疾病（CCDDs）的脑部 MRI表现，探讨其相关的神经机

制。资料与方法 收集 2015 年 6 月至 2016年 10月之间天津市眼科医院斜视与小儿眼科收治

的 CCDDs患者 10例，其中男性 3例，女性 7例，年龄 2~24 岁（平均年龄 8.1岁）。临床表现

均为先天性斜视伴眼球运动异常，其中累及单眼 6例，双眼 4例。10例 CCDDs患者均接受了

常规头颅 MRI、3D-CISS序列和 3D T2-SPACE序列扫描，其中 6例进行了头颅 MRA扫描，2例进

行了脊柱平片检查。结果 根据临床特征，10例 CCDDs患者包括了 5例 Duane综合征、3例先

天性眼外肌纤维化（CFEOM）和 2例水平注视麻痹伴进行性脊柱侧弯（HGPPS）。5例 Duane 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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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征患者均表现为患侧展神经缺如，其中 1例表现为双侧展神经缺如和脑干发育不良。3例

CFEOM患者中，2例表现为患侧动眼神经发育不良或缺如，其中 1例伴有脑干发育不良，另 1

例表现为胼胝体和脑干发育不良。2例 HGPPS患者均表现为脑干发育不良和胸腰段脊柱侧弯。

结论 高分辨力 MRI检查能够揭示 CCDDs患者眼运动神经脑池段和脑干的特征性表现，有助于

理解 CCDDs病因学机制。 

   

 

 

PU-1629 

颅内原发性软骨肉瘤的 MRI 影像表现及误诊分析 

 
王朝朝 

北京天坛医院 100050 

 

目的：探究颅内原发性软骨肉瘤的 MRI特征，总结诊断经验。方法：以我院 2015.1.1-

2016.1.1收治并行手术，病理证实的颅内原发性软骨肉瘤患者共 8例作为研究对象，对其 MRI

影像表现及诊断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肿瘤位于颅底中线旁 7例，位于左侧颞骨骨板 1例。

MRI特点 7例表现为以长 T1 长 T2为主的混杂信号， 1例表现为以等长 T1等 T2为主的混杂

信号。肿瘤内部 DWI表现为 3例低信号，2例混杂低信号，1例等低信号，2例未行 DWI扫

描。8例均可见钙化及骨质破坏。增强扫描后 6例表现为“蜂窝状强化”，1例表现为轻度欠

均匀强化，1例表现为明显稍欠均匀强化。其中 4例诊断为软骨肉瘤，2例诊断为脊索瘤, 1

例诊断为脑膜瘤， 1例诊断为神经鞘瘤。结论：颅内原发性软骨肉瘤 MRI影像表现多为长 T1

长 T2为主的混杂信号，其影像表现最易与脊索瘤混淆。而颅内软骨肉瘤位置、钙化、强化方

式等征象对两者鉴别有一定价值。 

   

 

 
PU-1630 

基于定量磁敏感成像的正常青年人脑磁化率的初步研究 

 
洪居陆,申小明,卢瑞梁,赵海,贺小红,周新韩,高明勇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528403 

 

目的：应用对正常青年人的脑磁化率测量，探讨不同侧别及性别的脑磁化率变化情况。方法：

利用 GE Discovery MR750W 3.0 T 超导 MR扫描仪，对 41例健康右利手青年人行常规头颅 MRI

和 QSM序列扫描，通过工作站自带的 QSM后处理软件进行图像处理得到磁敏感图，然后手工绘

出双侧 FGM、FWM、CA、GP、PU、TH、SN、RN、DN、PO、CC的 ROI并获得磁化率。对各 ROI的

磁化率应用 Mann-Whitney秩和检验比较不同侧别和性别的磁化率差异。结果：41例正常青年

人 FGM、FWM、CA、GP、PU、TH、SN、RN、DN、PO、CC的双侧 ROI磁化率差别均无统计学意

义。双侧 ROI平均磁化率 GP最高，SN次之，FWM最低。对不同性别各 ROI磁化率进一步分

析，发现仅 CA的差别有统计学意义。结论：通过 QSM测定脑磁化率，可评估脑铁含量；脑组

织磁化率 GP最高，SN次之，FWM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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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631 

头颅 CT/MRI 在热性惊厥诊疗中临床分析 

 
洪居陆,李慧,冯红梅,高明勇,潘爱珍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528403 

 

目的：拟对 FS诊疗中头颅 CT/MRI应用情况分析，指导临床合理选择影像学方法。方法：对

2012～2014年 FS住院病例的头颅 CT或 MRI应用情况调查，分析这 2种影像学方法的检查率

和图像异常率。结果：头颅影像学检查率 55.0%（238/433），头颅 CT和 MRI（含 MRS）平扫

检查率分别为 91.2%和 7.6%（18/238），两者均有为 1.3%（3/238）。影像学异常率 20.2%

（48/238），CT和 MRI图像异常率分别为 17.7%（39/220）和 52.4%（11/21），差别

（χ2
=14.001，P =0.000）有统计学意义。SFS和 CFS影像学检查率分别为 51.7%(165/319)

和 64.0%（73/114），差别（χ2
=5.142，P =0.023）有统计学意义。CFS和 CFS影像学异常

率分别为 22.4%(37/165)和 15.1%(11/73)，差别（χ2
=1.701，P =0.192）无统计学意义。结

论：在 FS诊治过程中，临床医生应根据 FS类型及个体情况选择合适的影像学方法，避免过度

检查。  

 

 
PU-1632 

采用基于体素的形态测量学方法评价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脑

体积的变化及分析其与睡眠质量的相关性 

 
敬丽,谢青 

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16001 

 

目的 采用基于体素的形态测量学方法评价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脑体积的变化，并探讨终末期

肾病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脑体积改变与睡眠质量的相关性。 

方法 对 20例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和 21名年龄、性别相匹配的健康志愿者行矢状面磁化准备

快速梯度回波（magnetisation-prepared rapid gradient-echo，MPRAGE)序列 T1WI扫描；对

所有受试者进行认知评估（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MoCA)）、睡眠质量评估（匹兹堡睡眠质量

指数量表（PSQI））。采用统计参数图(SPM)8软件包进行 VBM分析；采用两独立样本 t检验

比较患者组和正常对照组之间脑灰、 白质体积的差别，采用 AlphaSim方法进行簇水平上的多

重比较校正，提取组间脑体积改变区域的脑体积，并将其与 MoCA评分、睡眠质量评分进行

pearson相关性分析。 

结果 患者组较对照组相比，左侧颞中回、右侧额中回及左侧内侧额上回的灰质体积减少有显

著统计学差异（P＜0.001；AlphaSim多重校正后）；MoCA 评分、PSQI评分患者组与对照组间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左侧内侧额上回脑灰质体积减少与 MoCA评分呈显著正相关

（P＜0.05）；左侧颞中回及左侧内侧额上回脑灰质体积减少与患者的睡眠质量评分呈显著负

相关（P＜0.05）。 

结论 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存在多个脑区脑灰质体积减小改变，并伴认知功能的下降，并且患

者的睡眠质量越差，脑灰质体积萎缩越重。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3456 

 

PU-1633 

Subcortical Nuclei in Alzheimer’s Disease: a 

volumetric and diffusion kurtosis imaging study 

 
Wang Mingliang 

shanghaijiaotongdaxuefushudiliurenminyiyuan 200233 

 

Purpose: To investigate the volumetric and DKI parameter changes of subcortical 

nuclei in AD patient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cognitive function. 

Materials and methods: A total of 17 mild AD patients, 15 moderate to severe AD 

patients, and 16 controls underwent examinations of neuropsychological tests, MRI 

scans. Volume, mean kurtosis (MK), mean diffusivity (MD), and fractional 

anisotropy (FA) were measured in subcortical nuclei including hippocampus, 

thalamus, caudate, putamen, pallidum, and amygdala. MRI parameters were compared 

among groups. Correlation analysis was performed between subcortical nuclei volume, 

DKI parameters, and MMSE score. 

Results: Significant volume reduction was seen in left hippocampus in mild AD, and 

bilateral hippocampus, thalamus, putamen, left caudate and right amygdala in 

moderate to severe AD (P<0.05). Increased MD values were observed in left 

hippocampus, left amygdala and right caudate in mild AD, and bilateral hippocampus 

and right amygdala in moderate to severe AD (P<0.05). Decreased MK values were 

observed only in bilateral hippocampus in moderate to severe AD (P<0.05). No group 

significances were found in FA value. MMSE score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volume of bilateral hippocampus, thalamus, and putamen, and MK value of bilateral 

hippocampus (P<0.05). A negative correlation was found between MMSE score and MD 

value of bilateral hippocampus and left amygdala (P<0.05). 

Conclusions: Mild AD mainly has microscopic subcortical changes revealed by 

increased MD value, and moderate to severe AD mainly has macroscopic subcortical 

changes revealed by volume reduction. MK was not sensitive to detect subcortical 

nuclei microscopic changes in the late AD process. 

   

 

 
PU-1634 

Subcortical Nuclei and Cognitive Impairment in Sub-

acute Mild Traumatic Brain Injury: A Diffusion 

Kurtosis Imaging and Volumetric Study 

 
Wang Mingliang 

shanghaijiaotongdaxuefushudiliurenminyiyuan 200233 

 

ackground: Cognitive impairment is frequently found among patients with mild 

traumatic brain injury (mTBI). Altered microstructural organization of white 

matter and reduced gray matter volume have been found to be associated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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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gnitive impairment after injury. However, subcortical nuclei, which also play a 

part in maintaining normal cognition, receive less attention. 

Purpose: In this study, we aimed to investigate whether volumetric and diffusional 

kurtosis imaging (DKI) analysis could detect the macroscopic and microscopic 

structure changes of subcortical nuclei in sub-acute mTBI, and to asse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bcortical nuclei volume, DKI parameters and cognitive 

function. 

Materials and methods: A total of 23 mTBI patients in sub-acute stage (2 weeks – 

2 months) and 24 healthy control participants underwent examinations of 

neuropsychological tests, MRI-based morphological and DKI scans. Volume, mean 

kurtosis (MK), mean diffusivity (MD), and fractional anisotropy (FA) were measured 

in the subcortical nuclei including bilateral hippocampus, thalamus, caudate, 

putamen, pallidum, and amygdala. Neuropsychological tests and MRI parameter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mTBI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Correlation analysis was 

performed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bcortical nuclei volume, DKI 

parameters and cognitive function. 

Results: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volume of any subcortical 

nuclei between mTBI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The mTBI group had higher MK value in 

right hippocampus, left thalamus, left caudate, right putamen, and right pallidum 

(P<0.05), and lower MD value in right pallidum (P<0.05). Compared with control 

subjects, mTBI participants had worse performance in the domains of verbal 

memory, attention and executive function. In the mTBI group, the declined verbal 

memory function was correlated with higher MD value in left thalamus (r=-0.678, 

P=0.022) and lower FA value in left amygdala (r=0.611, P=0.016). The attention 

deficit was correlated with lower MK value in left amygdala (r=0.625, P=0.010), 

right thalamus (r=0.634, P=0.008), right putamen (r=0.582, P=0.018), right 

hippocampus (r=0.576, P=0.020) and right amygdala (r=0.503, P=0.047). 

Conclusions: This study indicates that subcortical nuclei microstructural changes 

might precede macrostructural changes such as volume alterations in the sub-acute 

stage after mTBI. DKI is more sensitive than conventional DTI for detecting 

subcortical nuclei microstructural changes that might underlie the pathology of 

cognitive impairment in sub-acute mTBI.  

   

 

 

PU-1635 

脑平扫磁共振成像的意外脑外发现 

 
李瑞梅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200233 

 

目的：本研究旨在阐明大脑非增强磁共振成像的偶发性脑外发现（IECFs) 的频率，漏诊率和

临床意义。方法：分析 2015 年 2月 1号至 2015年 12月 31号的 8284例脑部磁共振，用于评

价 IECFs的发现和分布。IECFs被分为以下几类，E1（临床上不重要如鼻窦粘膜增厚，E2（可

能不重要，如咽部对称性增厚），E3(潜在重要，如咽部非对称性增厚）。通过结构化方法与

初始磁共振报告的比较来测定检测率。E3类 IECFs患者的医疗记录用于评估这些病变的临床

重要性和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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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8284例病人有 5992 例 IECFs（54.0%），E1构成比 82.2%（4924/5992），E2构成比

16.6%（995/5992），E2构成比 1.2%（73/5992）。总体 IECFs和 E1类表现在男性患者中更常

见（P<0.05)。不同的年龄组间具有显著的统计学差异（p<0.001).在总体中的 IECFs的非检测

率是 56.9%（3409/5992），在 E3类 IECFs的检测率是 32.9%（24/73），在 73例 E3类 IECFs

中，34例（46.6%）在研究期间接受最终诊断和适当治疗。 

结论：IECFs在临床患者中普遍存在于脑磁共振图像中，在 E3类 IECFs的非检测率是 32.9%。

根据临床重要性报告 IECFs 有助于患者管理。  

 

 
PU-1636 

磁敏感成像非对称性低信号皮质静脉在评估急性缺血性脑卒

中预后中的初步研究. 

 
周佳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 200233 

 

目的：探讨磁敏感成像（SWI）上非对称性低信号皮质静脉能否作为客观指标预测急性缺血性

脑卒中患者的梗死灶体积进展和临床预后。 

材料与方法：回顾性分析 2013年 10月至 2015年 11月在我院急诊神经内科就诊并接受静脉溶

栓治疗的前循环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资料 22例。所有患者在溶栓治疗前后均行磁共振检

查，包括 SWI、DWI和 MRA序列。利用 NIHSS评分和 mRS 评分评估患者的早期和晚期临床预

后。采用 ASPECT十分制方法计算梗死灶体积。 

结果：溶栓前 15例伴有非对称性低信号皮质静脉患者中 13例梗死灶体积有进展，而 7 例溶栓

前不伴有非对称性低信号皮质静脉患者的梗死灶体积均未发生进展（r=0.86，p<0.001）。溶

栓前非对称性低信号皮质静脉的范围与梗死灶体积进展和早期预后（r=0.82，p<0.001）

（p=0.02）显著相关，但两组患者晚期预后无显著差异。 

结论：入院时 SWI上非对称性低信号皮质静脉能够作为客观指标预测急性前循环脑卒中梗死灶

体积的进展，非对称性低信号皮质静脉的范围越大则提示患者早期预后较差，有助于指导急性

缺血性脑卒中的临床评估。 

   

 

 
PU-1637 

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侧枝循环血流等级与磁敏感成像非对

称性皮质静脉范围的相关性研究 

 
周佳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 200233 

 

目的：磁敏感成像上非对称性皮质静脉范围能够间接反映低灌注缺血脑组织范围。本研究旨在

探讨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磁敏感成像上非对称性皮质静脉范围与软脑膜侧枝循环血流等级之

间是否存在一定相关性。 

材料与方法：回顾性分析 2012年 10月至 2016年 11月在我院急诊神经内科就诊并接受动脉取

栓治疗、伴有大脑中动脉 M1段闭塞的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资料 33例。所有患者入院时均行

多模态磁共振检查和 DSA检查。根据 DSA显示软脑膜侧枝循环血流等级，将所有患者分为以下

2组：软脑膜侧枝循环好组与软脑膜侧枝循环差组。采用 ASPECTS十分制方法计算 SWI上非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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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皮质静脉范围（ACVs-ASPECTS）、梗死灶体积（DWI-ASPECTS）。并记录患者入院时 NIHSS

评分、发病至 MRI检查时间。 

结果：33例入组患者中，软脑膜侧枝循环好组 20人，软脑膜侧枝循环差组 13人。侧枝循环

血流好组患者的 ACVs-ASPECTS评分大于侧枝循环血流差组（4.1&2.69，p=0.039）。 

结论：SWI-DWI不匹配能够预测溶栓后临床预后，有助于指导临床溶栓决策的判定 

   

 

 

PU-1638 

SWI-DWI 不匹配在指导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静脉溶栓治疗中

的应用研究 

 
周佳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 200233 

 

目的：磁敏感成像上非对称性皮质静脉能够间接反映局部脑组组氧代谢水平。本研究旨在探讨

SWI上非对称性皮质静脉显著而 DWI上梗死灶体积较小，即 SWI-DWI不匹配在预测急性缺血性

脑卒中患者静脉溶栓治疗后临床预后中的价值。 

材料与方法：回顾性分析 2012年 10月至 2016年 11月在我院急诊神经内科就诊并接受静脉溶

栓治疗的前循环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资料 54例。所有患者入院时均行多模态磁共振检查，

包括 SWI和 DWI序列。非对称皮质静脉指数（Asymmetry index，AI）定义为梗死侧与正常侧

皮质静脉像素和之比。SWI-DWI不匹配定义为 AI≥1.75 但 DWI病灶体积≤25ml。采用 mRS评

分评估患者溶栓后 3个月的临床预后，且 mRS评分为 0-2表示患者预后较好。采用单因素和多

因素分析 SWI-DWI不匹配能否作为预测溶栓后良好预后的独立影响因子。 

结果：存在 SWI-DWI不匹配的患者较无 SWI-DWI不匹配的患者良好预后的比例更高(78％ vs44

％; OR=6.317;95％CI:1.12-35.80，P=0.037)。存在 SWI-DWI不匹配的患者更能从再灌注(91

％ vs43％，P=0.033)、再通(100％vs40％，P=0.013)中获得良好预后。SWI-DWI不匹配预测

良好预后的准确度较灌注加权成像-弥散加权成像不匹配高(63％ vs48.1％) 

结论：SWI-DWI不匹配能够预测溶栓后临床预后，有助于指导临床溶栓决策的判定 

   

 

 
PU-1639 

抑郁症患者治疗前后扣带回区及小脑半球神经代谢变化的磁

共振波谱研究 

 
罗梦婷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200233 

 

 

研究目的：本研究通过单体素
1
H磁共振波谱技术检测重度抑郁症患者双侧前额叶、前扣带回

区及小脑半球的异常神经代谢，对比抗抑郁治疗前后这些区域内神经代谢物质的变化。 

材料和方法：本研究收集了 15例成年重度抑郁症患者和 15例年龄及性别匹配的健康成年人作

为对照组，所有对象均在入组时进行了脑内磁共振波谱扫描，抑郁症患者于 8周抗抑郁治疗后

再次进行了磁共振波谱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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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首次测量重度抑郁症患者双侧前扣带回区的 NAA、Glx、MI水平显著低于健康对照组水

平（p＜0.05），双侧小脑半球的 MI水平也显著低于健康对照组。抗抑郁治疗后，抑郁症患者

双侧前扣带回区内降低的 NAA、Glx、MI水平有所恢复，NAA、Glx含量较治疗前有所增加，抑

郁症患者双侧小脑半球的 MI水平也趋于正常，右侧小脑半球 MI及胆碱水平较前有所升高。 

结论：本研究结果显示前扣带回区及小脑半球内神经代谢异常与重度抑郁症相关，抗抑郁治疗

可能改变这些区域内代谢物质的含量。 

   

 

 
PU-1640 

血管周围间隙（VRS）CT、MRI 影像学诊断及鉴别诊断特征 

 
王瑞芳

1,2
,陶光鑫

1,2
 

1.中国人民武警部队辽宁省总队医院 

2.武警辽宁总队第二支队卫生队 

 

【摘要】 目的 探讨血管周围间隙（VRS）的影像表现，根据影响特点做出诊断及鉴别诊断。

方法 根据我院 2010年 1月-2015年 1月回顾的 18例，经 CT、MRI检查，10经 CT平扫及增强

检查，8例行 MRI检查后进行增强检查及弥散加权成像(DWI)。结果 18例血管周围间隙

（VRS）均为双侧单发或多发、呈圆形或椭圆形、点状、条状、或线状改变，边缘清晰锐利。

部位包括前联合两侧、近大脑凸面半卵圆中心、脑干大脑脚、极外囊及小脑齿状核旁白质部位

多发。CT平扫呈囊性低密度，边缘清晰锐利，增强后未见强化；MRI不同序列与脑脊液信号完

全一致，即 T1WI及 FLAIR呈低信号，T2WI 呈高信号、DWI为低信号；增强未见强化。结论 

血管周围间隙（VRS）影像学表现具有特征性，易于脑内其他囊性病变诊断及鉴别诊断。 

   

 

 

PU-1641 

多模式磁共振检查对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的应用价值 

 
陈鹏,李瑞雄,王盛集,杨维珍,谭璨 

梧州市人民医院 543000 

 

摘要：目的 探讨多模式 MR 检查对急性缺血脑卒中患者的应用价值。方法 选取临床拟诊为

急性脑卒中的 194例患者的 CT和多模式 MR影像，发病时间 3天内，对同一患者，均进行头颅

CT及多模式 MR检查。CT与多模式 MR检查间隔时间不超过 2小时，多模式 MR序列组合包括

T1WI、T2WI、DWI、T2*GRE、3D TOF MRA。对比 CT和多模式 MR对急性脑梗死、陈旧性脑出血

软化灶、急性脑出血、蛛网膜下腔出血、动脉瘤、动静脉畸形、脑微出血的检出率；对比 CT

与 MR测量急性脑梗死体积。结果 194例患者，CT与多模式 MR对急性脑梗死、陈旧性脑出血

软化灶、急性脑出血、蛛网膜下腔出血、动脉瘤、动静脉畸形、脑微出血的检出率分别为

（26.8% VS 54.1%、5.7% VS 5.7%、27.3% VS 27.3%、7.7% VS 7.7%、0 VS 9.8%、0 

VS 1.0%、0 VS 22.7%），多模式 MR对急性脑梗死、动脉瘤、脑微出血检出率与 CT 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常规 MR与 DWI对急性脑梗死的检出率分别为 29.4% 

VS 54.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T2*GRE检出 44例脑微出血，常规 MR未能检

出，3D TOF MRA检出动脉瘤 16例，T1WI、T2WI、DWI、T2*GRE均未能检出。T1WI、T2WI、CT

测量急性脑梗死体积中位数（四分位数）分别为 0.3（0,5.6）、0.5（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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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5），与 DWI4.6（1.5,27.5）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多模式

MR检查可在短时间内评估有无溶栓禁忌症，提供较全面影像信息给临床制定治疗方案。 

   

 

 
PU-1642 

多模式磁共振检查对急性脑出血患者的应用价值 

 
陈鹏,李瑞雄,杨维珍,谭璨,王盛集 

梧州市人民医院 543000 

 

摘要：目的 探讨多模式 MR 检查对急性脑出血患者的应用价值。方法 收集 2016年 1月～

2017年 12月我院 53例急性脑出血患者，且发病时间 3天内,急性脑出血以 CT为诊断标准。

对同一患者，均进行头颅 CT平扫及多模式 MR检查。CT与多模式 MR检查间隔时间不超过 2小

时，多模式 MR序列组合包括 T1WI、T2WI、DWI、T2*GRE、3D TOF MRA；观察急性脑出血 MR信

号特点，对比 CT和多模式 MR对急性脑出血、动脉瘤、动静脉畸形、脑微出血的检出率，对比

CT与 MR测量急性脑出血体积；结果 发病 6小时内血肿 DWI表现为高信号伴低信号环，

T2*GRE表现为等信号伴低信号环；7～72小时血肿 DWI表现为低信号伴高信号环，T2*GRE 表

现为低信号；CT与多模式 MR对急性脑出血、动脉瘤、动静脉畸形、脑微出血的检出率分别为

（100% VS 100%、0 VS 13.2%、0 VS 3.8%、0 VS 28.3%），多模式 MR对动脉瘤、脑微出血

检出率与 CT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53例急性脑出血患者，多模式 MR检出脑

出血合并脑微出血 15例（7.2%），脑出血合并动脉瘤 7 例（13.2%），脑出血合并血管畸形 2

例（3.8%）；T1WI、T2WI、DWI、T2*GRE、CT测量急性脑出血体积中位数（四分位数）分别为

3.7（2.0,7.7）、5.5（2.0,10.7）、7.6（3.1,13.0）、8.9（3.3,15.9）、8.6

（3.1,15.2），T1WI、T2WI、DWI与 CT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T2*GRE与 CT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对于急性脑出血患者，多模式 MR可在短时间内一次

性检查即可为临床诊治方案的制定提供可靠、较全面的影像信息。 

   

 

 
PU-1643 

MS 与 NMOSD 胼胝体区扩散参数差异及 

与临床残疾进程相关性研究 

 
罗琦,李咏梅,韩永良,廖旦,曾春,王静杰,杜思霖,张小辉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目的：多发性硬化(MS)与视神经脊髓炎谱系疾病(NMOSD)临床表现相似，头 MRI可见相似的脑

白质病灶。扩散张量成像(DTI)对微结构改变十分敏感，基于纤维束空间统计学(TBSS)是采用

“骨架化”处理思想的 DTI 处理方法
[1]
。本研究拟利用 TBSS 研究 MS患者与 NMOSD患者不同胼

胝体区扩散参数差异以及与临床残疾程度的相关性。 

方法：对 20例 MS患者、20 例 NMOSD患者以及 20例健康对照组（HC组）进行头颅 MRI 扫描，

并对 MS及 NMOSD患者进行 EDSS评分。将 DTI数据进行预处理以及进行 TBSS步骤提取纤维骨

架图，以标准白质纤维束模板 JHU图谱中胼胝体膝部、体部及压部分别作为 mask，获取对应

纤维骨架 FA值，进行统计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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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1)胼胝体膝部 FA值 HC组、NMOSD组、MS组三组间无显著差异；体部、压部 FA值三组

间有统计学差异。(2)多重比较结果显示 HC组与 MS组体部、压部 FA值有差异，差异有显著统

计学意义(P 体部=0.009，P 压部=0.002)；HC组与 NMOSD组体部、压部 FA值差异不显著(P 体部

=0.395，P 压部=0.472)。(3)相关性分析显示，MS组胼胝体体部、压部 FA值均与 EDSS评分呈不

同程度负相关，有显著统计学意义(r/P 体部=-0.702/0.001，r/P 压部=-0.625/0.003)；NMO组与

EDSS评分无明显相关性(P均>0.05)。 

结论：本研究发现 MS患者胼胝体 FA值减低主要位于体部及压部，膝部受累不明显，而 NMOSD

患者胼胝体各区未见明显扩散参数异常，表明 MS纤维骨架的广泛炎性脱髓鞘改变存在选择

性，而 NMOSD患者胼胝体区可能未受继发视神经或脊髓病灶顺行性或逆行性变性
[2]
影响；此

外，MS组患者胼胝体体部和压部 FA值与 EDSS呈负相关，与早先 TBSS研究相符
[3]
，提示 MS患

者胼胝体相关病理损伤导致患者临床残疾进展。 

   

 

 

PU-1644 

颅内原发性 Rosai- Dorfman 病的临床病理及影像学分析 

 
吴德红 

十堰市太和医院 442000 

 

目的：探讨原发性颅内 Rosai-Dorfman 病（Rosai⁃Dorfman disease, RDD ）患者的临床病

理及影像学特征，以提高对该病的认识及诊断水平。 方法：收集 2例经手术病理证实的颅内

原发性 RDD的资料，对其临床表现、影像学特点、病理特征进行回顾性分析，并结合文献进行

探讨；患者术前均行头颅 MRI平扫及增强检查，术后行 MRI 定期随访。 结果：2例患者中，1

例为男性，49岁；1例女性，52岁。MRI上表现为基于脑膜生长多发结节或肿块，在 TIWI上

呈等信号，T2WI及 T2 FLAIR 上呈稍高信号影；增强后结节及肿块明显均匀强化，脑膜广泛增

厚并强化。显微镜下见较多组织细胞、淋巴细胞及浆细胞浸润；免疫组化显示组织细胞 S－

100蛋白和 CD－68标记阳性。结论：原发性颅内 RDD患者的临床表现缺乏特征性，如 MRI检

查发现颅内基于脑膜生长的多发病灶，特别是伴有脑膜广泛增厚并强化者应考虑到颅内 RDD的

可能。 

   

 

 

PU-1645 

自发性低颅压综合征并发静脉窦血栓 4 例影像学 

及临床特点及文献回顾 

 
庄圣,曹钰兰,欧志杰,孙京,范宇欣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215004 

 

目的：自发性低颅压综合征（SIH）并发颅内静脉窦血栓（CVT）形成临床报道少见，本文通过

4例病例旨在加强临床医师对 SIH并发 CVT患者影像及临床特点的认识，以免贻误诊治。 

方法：回顾性分析 2014年 9月至 2017年 7月 4例 SIH并发 CVT患者的基本资料、影像学表

现及临床特点，并结合文献加以复习。 

结果：4例 SIH并发 CVT患者中，男性 1例，女性 3例，年龄 26-48岁，平均年龄

（36.75±9.32）岁，病程 2-15天，平均（8.75±5.56）天。4例患者均表现体位性双侧额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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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后枕部体位性头痛，2例患者伴有恶心呕吐。腰穿脑脊液压力 0-78mmH2O，平均压力

（43.25±32.28）mmH2O。4例均行头颅 CT，见脑肿胀 3 例，脑室减小 1例，上矢状窦高密度

影 1例，硬膜下积液 1例。4例均行头颅 MRI +MRV检查，硬脑膜弥漫性强化 4例，垂体饱满 2

例，上矢状窦充盈缺损 4例，鞍上池、桥前池、双侧侧脑室、第三脑室减小 3例。1例行全脊

柱水成像序列（MR hydrography, MRH）检查见后纵膈 T4-T8椎体水平脊柱左旁纵行条状 STIR

高信号液体积聚。1例行 DSA 术见上矢状窦未见充盈。所有患者入院均予大量补液及抗凝治

疗，2例患者好转出院，2例患者转外院行硬膜外自体血补片治疗。 

结论：SIH系一组病因不明、体位性头痛为特征、脑脊液压力低于 60mmH20的临床综合征。其

发病与脉络丛分泌脑脊液减少、蛛网膜颗粒吸收亢进或自发性脑脊液漏出所致。脑脊液漏多发

生于胸椎神经根袖，脊髓造影可进一步明确漏口位置。SIH 并发 CVT者多与脑脊液丢失脑静脉

血容量代偿性扩大，血液流速减慢所致血栓所致。影像学可见硬脑膜弥漫性强化、静脉窦系统

扩张或出血血栓、垂体饱满或扩张、硬膜下积液，亦可见桥前池变窄、中脑向下移位、小脑扁

桃体下疝。SIH并发 CVT国内外报道较为少见，通过结合临床表现及影像学特点可进行早期诊

断，避免症状恶化。  

 

 
PU-1646 

烟雾病患者正中神经电刺激时同侧 S1 

区及丘脑 BOLD 反应的变化 

 
乔鹏岗,李功杰 

军事医学科学院附属医院 100071 

 

目的：研究烟雾病患者感觉刺激处理过程中同侧 S1区、丘脑的 BOLD反应变化，以期了解长期

慢性缺血状态下同侧大脑半球的功能改变。 

方法：招募烟雾病志愿者 64人及健康志愿者 15人。其中，33例烟雾病患者伴有单侧肢体阵

发性麻木或感觉减退，31例患者无感觉异常。15例感觉异常患者接受单侧硬脑膜血管融通术

（EDAS）。所有志愿者均接受正中神经电刺激状态下 BOLD-fMRI检查，烟雾病患者同时行动态

增强磁敏感 MRI检查（DSC-MRI），手术患者在术后 3～4个月再次接受前述检查。BOLD-fMRI

数据经处理后得到双侧 SⅠ区及丘脑激活区时间-信号强度曲线，测量负反应时间、负反应峰

值、负反应峰值时间、正反应时间、正反应峰值、正反应达峰时间；DSC-MRI数据经处理后测

量双侧 SⅠ区、丘脑、小脑感兴趣区的达峰时间（TTP），计算双侧 SⅠ区、丘脑感兴趣区与同

侧小脑半球感兴趣区 TTP差值ΔTTP。比较正常对照组、无感觉异常患者组、单侧肢体感觉异

常患者无症状侧组、单侧肢体感觉异常患者症状侧组正中神经电刺激时同侧 SⅠ区、同侧丘脑

TIC相关血流动力学参数，及烟雾病患者 EDAS术后上述参数的变化，并比较各参数变化与

DSC-TTP变化间的关系。 

结果：与正常志愿者相比，MMD患者正中神经电刺激时，在对侧 SⅠ区 BOLD正反应峰值降低的

情况下，同侧丘脑正反应峰值增大；感觉障碍烟雾病患者无症状侧正中神经电刺激时，同侧

SⅠ区正反应峰值增大，同时，感觉异常患者无症状侧同侧 SⅠ区ΔTTP 明显延长；与术前比

较，感觉异常烟雾病患者 EDAS术后症状侧正中神经电刺激时同侧 SⅠ区负反应达峰时间延

长，同侧 SⅠ、同侧丘脑区其余参数无明显变化；术后无症状侧正中神经电刺激时，同侧 SⅠ

区、同侧丘脑 BOLD反应 TIC 各参数亦无明显变化。 

结论：烟雾病患者在感觉刺激处理过程中，同侧 SⅠ区及丘脑的神经活动会发生改变，这种改

变有助于更好的处理感觉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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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647 

磁共振扩散峰度成像研究烟雾病患者脑微观结构的变化 

 
乔鹏岗,李功杰 

军事医学科学院附属医院 100071 

 

目的：利用磁共振扩散峰度成像（DKI）技术检测烟雾病（MMD）患者感觉传导通路区域脑组织

微观结构的变化，研究利用 DKI技术个体化评估患者病情及手术预后的可行性。 

方法：招募 MMD志愿者 64人及健康志愿者 15人。其中，33例 MMD患者伴有单侧肢体阵发性

麻木或感觉减退，31例患者无感觉异常。15例感觉异常患者接受单侧硬脑膜血管融通术

（EDAS）；14例无感觉异常患者接受 EDAS手术。所有志愿者均接受 MRI-DKI检查，MMD患者

同时行动态增强磁敏感 MRI 检查（DSC-MRI），29例手术患者在 EDAS术后 3～4个月再次接受

检查。DKI数据经后处理后，得到 MK、AK、RK、FA、MD、AD、RD等七组参数图。测量所有志

愿者双侧 SⅠ区、放射冠、内囊后肢、丘脑区域各参数值，比较正常对照组、无感觉异常患者

组、单侧肢体感觉异常患者无症状侧组、单侧肢体感觉异常患者症状侧组上述区域各 DKI 参数

有无差异，同时比较 EDAS手术前后上述区域各 DKI参数的变化，及各参数变化与 DSC-TTP变

化间的关系。 

结果：与正常志愿者比较，MMD患者放射冠区 MK、AK、RK减低，MD、AD、RD升高，FA值减

低；内囊后肢 MK、RK减低，MD、RD升高，FA值减低；丘脑 AK减低、RK升高，AD、RD升高。

与无症状侧对侧半球相比，感觉异常 MMD患者症状侧对侧 SⅠ区 MK值升高、ΔTTP 延长，对侧

放射冠区 FA值升高、ΔTTP 延长，对侧内囊后肢 FA值升高、ΔTTP 延长，对侧丘脑 AK降低，

MD、AD升高。感觉异常 MMD 患者 EDAS术后，手术侧 SⅠ区ΔTTP 缩短，MK降低，MD、AD、RD

升高；余感兴趣区ΔTTP 及 DKI各参数无明显变化。无感觉异常 MMD患者 EDAS术后手术侧

SⅠ区ΔTTP 缩短，MK降低；放射冠区ΔTTP 缩短，FA降低、RD升高。 

结论：DKI技术可以及时发现 MMD患者脑组织微观结构改变，有助于评估病情及手术效果。  

 

 
PU-1648 

结核性脑膜炎颅内动脉损害的高分辨磁共振表现 

 
康庄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510630 

 

摘要 

目的：结核性脑膜炎（tuberculous meningitis, TBM）造成缺血性或出血性脑损伤，是 TBM

患者预后不良的重要因素之一。本研究将观察 TBM患者脑动脉损害在高分辨磁共振（high-

resolution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HRMRI）下的影像特征。 

方法：本研究前瞻性连续纳入 2015年 11月至 2017年 4 月在我院神经内科住院的 TBM 患者，

提取并分析其临床和磁共振 Cor CUBE T1、T2、T1增强，TOF-MRA序列影像资料，记录包括管

壁强化、增厚以及管腔狭窄等血管病变特点，以及病变随病情严重程度和治疗情况的演化情

况。 

结果：共有 15例 TBM患者纳入分析。HRMRI可以明显改善对 TBM患者颅内动脉损害的识别。

在所有患者中均可检出颅内动脉损害。典型动脉损害包括颅内动脉主干管壁的在 Cor T1 和 T2

上均呈高信号的结节状或颗粒状病灶、管壁增厚、血管壁明显强化以及管腔狭窄、闭塞。颅内

动脉中最常见受累的部位为颈内动脉的 C4-6段以及大脑中动脉的 M1和 M4段。动脉损害的严

重程度与病情一致并与脑梗死及脑组织肿胀等并发症相关。颅内动脉损害在病程的早期即出现

并持续至规范抗结核治疗后 1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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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HRMRI下 TBM颅内动脉损害具有特征性，具有诊断和鉴别诊断价值。颅内动脉损害可能

参与 TBM疾病的发生、发展并与病情严重程度相一致，其干预有待进一步加强。 

 

 

 
PU-1649 

针刺减轻永久性大鼠局灶性脑缺血亚急性期炎性反应的 USPIO

增强 MRI 研究初探 

 
陆方,杨烁慧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201203 

 

目的：应用超微超顺磁性氧化铁（ultrasmall superparamagnetic particles of iron 

oxides，USPIO）增强 MRI评估针刺减轻永久性大脑中动脉栓塞（permanent middle cerebral 

artery occlusion，pMCAO）大鼠亚急性期与巨噬细胞募集有关炎性反应的有效性。方法：首

先建立 39只 SD大鼠 pMCAO 和假手术组模型：假手术组 9只（A组）、无针刺对照组 15 只（B

组）、电针组 15只（C组）。每组再分为 72 h、5 天、7 天 3个亚组。每只大鼠造模前经尾

静脉注射 12 mg Fe/kg剂量 USPIO，造模成功后 C组大鼠选取百会穴、右侧足三里穴进行电针

治疗。每只模型鼠行 1.5T MR 扫描。测量 B、C 2组大鼠冠状位 T2WI梗塞侧最大面积信号值和

最低信号值以及 SWI上梗塞侧最低信号值，测量对侧镜像信号值，并计算比值。观察 pMCAO 

模型鼠 T2WI上最低信号比值与 CD68铁套染中铁染色阳性率是否相关。结果：C组 72h 和 5天

亚组 T2WI最大面积信号比值明显低于 B组（P﹤0.05）；C组 7天亚组的 T2WI最低信号比值

明显高于 B组（P﹤0.05）。C组 5天和 7天亚组 SWI最低信号比值明显高于 B组（P﹤
0.05）。5 d（r = 0.483，P = 0.047）和 7 d（r = 0.525，P = 0.033）pMCAO 模型鼠 T2WI

上最低信号比值与巨噬细胞吞噬铁颗粒的阳性率正相关。结论：通过 USPIO增强 MRI我们发

现，针刺可以减轻 pMCAO大鼠亚急性期与巨噬细胞募集有关的炎性反应。 

   

 

 
PU-1650 

Progressive cerebral calcifications in Sturge-Weber 

Syndrome: susceptibility-weighted imaging with 

clinical correlates 

 
Li Guanwu

1,2
,Hu Jiani 

2
,Vinod K Vinod K

2
,Chang Shixin

2
 

1.Yueyang Hospital， Shangha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2.Department of Radiology， Wayne State University 

 

Aim. To evaluate longitudinal changes in brain calcifications in children with 

Sturge-Weber syndrome (SWS) using SWI, and to assess if calcified brain volume 

could be an imaging marker for seizure severity or neuro-cognitive outcome. 

Methods. Fifteen children (mean age: 4 years) with unilateral SWS underwent MRI 

with SWI as well as neuro-cognitive assessment, both repeated at least one year 

later (mean follow-up: 19 months). Calcified brain volumes were measured on SWI 

and correlated with seizure and neuro-cognitive variab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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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Ten children had calcification at baseline and 11 at follow-up. Mean 

calcified brain volume increased from 1.67 to 2.7 cm
3
 (p=0.003) in these children. 

Larger calcified brain volumes both at baseline and follow-up were associated with 

longer duration of epilepsy (r=0.71, p=0.004 and r=0.56, p=0.028, respectively) 

and lower outcome IQ (r=-0.58 p=0.024 and r=-0.65, p=0.009). The rate of interval 

calcification volume increase was higher in those with younger age at epilepsy 

onset (r=-0.64, p=0.036). 

Conclusion. Brain calcifications in SWS progress faster in those with early 

epilepsy onset and their extent is associated with longer epilepsy duration. 

Calcified brain volume at the early clinical stage of SWS may be a useful 

quantitative imaging biomarker for neuro-cognitive outcome.  

 

 
PU-1651 

蜂蜇伤致中枢神经系统并发症的磁共振表现（3 例报告） 

 
杨淑辉,杨家斐,邢新博,尚柳彤,王鑫坤,胡明艳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 100048 

 

[摘要]目的 探讨蜂蛰伤致中枢神经系统异常的磁共振影像表现及治疗后的影像转归。材料与

方法 收集 3例蜂蛰伤后出现中枢神经系统异常患者的临床及影像资料，均行头颅磁共振检

查，并经治疗后行磁共振复查。结果 2例累及双侧基底核团（苍白球、尾状核、壳核），其

中 1例累及双侧大脑皮层，病变为对称性，在 T1WI、T2WI、DWI上均呈高信号；1例为脑内多

发病灶，呈斑片状，在 T1WI 上呈稍低信号，T2WI上呈稍高信号，DWI上呈高信号，在 T1WI上

右侧顶叶皮层可见线状高信号；3例治疗后临床症状减轻，上述病灶范围较前缩小，信号减低

或消失。结论 蜂蛰伤致中枢神经系统并发症可表现为双侧基底核团、皮层对称性出血或脑梗

塞表现，影像表现有一定的特点，及时治疗后复查病变的信号特点变化及病灶范围的变小与临

床症状好转相符。 

  

 

 

PU-1652 

基于 MRI 图像的纹理分析对脑膜瘤术前分级的临床价值 

 
方向明,虞芯仪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人民医院 214023 

 

目的 研究常规 MRI图像纹理分析对脑膜瘤术前分级的效能及临床价值。方法 回顾性连续性收

集行术前常规 MRI检查（包括 T1WI、T2WI、FLAIR、DWI、ADC、增强 T1WI），并经手术病理证

实的脑膜瘤 101例，在 MRI 图像上勾画肿瘤最大径层面的瘤体实性部分为感兴趣区 ROI，利用

Image J软件，采用直方图和灰度共生矩阵纹理分析方法，测量各序列图像的纹理参数，并与

术后病理分级结果进行对照分析。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比较“Ⅰ级”与“Ⅱ+Ⅲ级”脑膜瘤

MRI图像纹理参数的差异，并对有统计学意义的参数绘制受试者工作特性曲线，分析其对预测

脑膜瘤术前分级的效能。结果 ①直方图参数中，Ⅰ级脑膜瘤的增强 T1WI、T2WI、FLAIR、ADC

序列的标准差 SD与Ⅱ+Ⅲ级脑膜瘤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有 p<0.05）。b值为

1000s/mm
2
的 ADC序列和 FLAIR 序列的偏度值 Skewness（SkeADC、SkeFLAIR）在两组间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均有 p<0.05）。②灰度共生矩阵参数中，Ⅰ级脑膜瘤的增强 T1WI、T2WI、FL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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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C序列的熵值 Entropy（EntT1WI、EntT2WI、EntFLAIR、EntADC）分别为 6.4819±1.2258、

6.5343±0.5979、6.0188±0.5878、6.0397±0.5880，Ⅱ+Ⅲ级脑膜瘤分别为

7.1567±0.5882、6.9500±0.5662、6.3697±0.7032、6.5757±0.4497，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均有 p<0.05）。③联合 EntADC、SkeADC及 EntT2WI，对脑膜瘤分级效能最好，曲线下面积

（AUC）达 0.799。结论 纹理分析可提供更多量化信息，较为准确地对脑膜瘤进行术前 WHO分

级。 

   

 

 
PU-1653 

Ventromedial frontostriatal connectivity links 

correlated gene expression to neuroticism 

 
Xu Qiang

1
,Liu Feng

1
,Qin Wen

1
,Liu Bing

2
,Jiang Tianzi

2
,Yu Chunshui

1
 

1.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General Hospital 

2.Brainnetome Center， Institute of Automation，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ackground: As a negative emotional trait, neuroticism increases the risk for 

common mental disorders possibly due to the shared genetic risk factors and 

pathogenic pathways. Investigating neural mechanisms linking the gene expression 

to neuroticism may help to find the common pathways for neuroticism-related mental 

disorders.  

Methods: In 274 healthy young adults, the voxel-wise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density (FCD) mapping was used to explore neural correlates of neuroticism. The 

FCD-neuroticism correlation map was then associated with the genome-wide gene 

expression data and gene set analysis was used to reveal the related biological 

pathways.  

Results: Both group comparison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revealed a close relation 

between neuroticism and striatal FCD. The striatal connectivity was mainly 

composed of the ventromedial frontostriatal connectivity and was related to the 

function of reward. Gene set analysis demonstrated that the functional correlates 

of neuroticism was associated with the biological pathways of retrograde 

endocannabinoid signaling and circadian entrainment. These related genes were also 

enriched in mental disorders, such as tobacco use disorder, bipolar disorder and 

alcoholism. 

Conclusion: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 striatal connectivity in the 

ventromedial frontostriatal reward circuits links the effect of correlated genes 

on neuroticism, which may be a common biological pathway for neuroticism-related 

mental disor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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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654 

关于在耳鸣障碍中伏隔核和前额叶皮质之间的静息态功能连

接的相关性研究 

 
柏凡,陈宇辰,殷信道 

南京市第一医院 210006 

 

目的：耳鸣引起的幻听被认为是由伏隔核和前额皮质之间功能连接异常而引起的，这将形成一

类用于感觉信号的评估以及自上而下调控的额叶纹状体门控系统。为了探讨这一假设，我们使

用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成像来识别慢性耳鸣患者伏隔核的异常定向连接，并明晰与耳鸣特征的关

系。 

方法：选取慢性耳鸣患者组（37人）以及年龄，性别和教育匹配的健康对照组(40人)。两组

听力水平相当。我们使用 Granger因果分析，利用伏隔核作为种子区域来研究定向连接以及与

耳鸣持续时间或困扰程度的关系。 

结果：相对于健康对照，耳鸣患者在伏隔核和前额叶皮层之间表现出异常的定向连接，主要是

额中回，眶额叶皮层和额下回。此外，耳鸣障碍问卷的得分与右侧伏隔核与左侧额中回（r = 

0.470，p = 0.015），右侧额中回与左侧伏隔核（r = 0.587，p = 0.022）的有效连接呈正相

关， 。此外，从右侧伏隔核到右侧眶额叶皮质的增强的有效连接与耳鸣持续时间呈正相关（r 

= 0.452，p = 0.030）。 

结论：目前的研究表明，耳鸣障碍与伏隔核和前额叶皮层之间增强的有效连接密切相关。总而

言之，这些结果有助于阐明耳鸣感觉的神经基础，其可能在耳鸣的神经病理学特征中起关键作

用。 

   

 

 
PU-1655 

Functional neuroimaging in post-TIPS hepatic 

myelopathy patients with cirrhosis 

 
Yin Hong,Cui Longbiao 

Xijing Hospital 710032 

 

Background & Aims: The prediction and diagnosis of hepatic myelopathy (HM) 

characterized by spastic paraperesis secondary to transjugular intrahepatic 

portosystemic shunt (TIPS) is difficult due to largely unknown neuropathological 

underpinnings and a lack of specific biomarkers. We aimed to delve into the 

alterations in motor system of HM patients’ brain after TIPS and their potential 

clinical implication. Methods: Twenty-three patients with HM and 23 without HM 

after TIPS and 24 demographically matched healthy controls were enrolled. High-

spatial-resolution structural imaging and functional data at rest were acquired. 

Motor areas were included as seed regions for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analysis. 

Then, we performed brain volume analysis. Results: We found decreased right 

supplementary motor area (SMA)-seeded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with bilateral 

insula and thalamus, left cerebellum and middle temporal gyrus, and right middle 

cingulate gyrus and midbrain in HM compared with Non-HM patients (P < 0.001). 
Among the regions showing dysconnectivity, the right insula just revea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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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reased volume in HM relative to Non-HM patients (P < 0.001). The white matter 
volume reduced in the right corona radiata beneath the seed region, right SMA (P < 
0.001). Furthermore, the strength of right SMA-seeded connectivity with insula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folic acid level in HM patients (r = 0.60, P = 0.03), 
showing an accuracy of 0.87 to distinguish HM from Non-HM. Conclusions: Our study 

demonstrates the HM-specific dysconnectivity between the right SMA and insula with 

an anatomical basis, and its correlation with laboratory findings and diagnostic 

value. Our findings might help to predict and diagnose post-TIPS HM at an early 

stage, thereby improving its outcome.  

 

 
PU-1656 

伴抑郁状态的慢性耳鸣患者大脑杏仁核异常功能连接的静息

态功能磁共振研究  

 
柏凡,陈宇辰,殷信道 

南京市第一医院 210006 

 

目的：慢性耳鸣被认为伴有抑郁症状，这可能是由于杏仁核和大脑皮质之间的异常功能耦合引

起的。为了探讨这一假设，我们使用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成像来研究抑郁患者的异常的杏仁核-

皮质功能连接。 

方法：选择具有抑郁情绪的耳鸣患者 20人，不具有抑郁情绪的耳鸣患者 20人以及相匹配的健

康对照组 23人，均接受静息状态功能磁共振扫描.使用基于种子点的的全脑相关性方法描述杏

仁核-皮质的功能连接。在三组中两两比较其杏仁核功能连接的变化。 

结果：与非抑郁组病人相比，抑郁伴耳鸣病人表现出杏仁核与前额叶、前扣带回皮层及角回功

能连接的减少，表现出杏仁核与中央后回及舌回功能连接的增加；与健康对照组相比，抑郁耳

鸣病人表现出杏仁核与颞上回、颞中回、前后扣带回皮层及前额叶皮层功能连接的减少，表现

出杏仁核与中央后回及舌回功能连接的增加。 

结论：这个研究首次证明了耳鸣抑郁病人具有异常的静息态杏仁核-皮质功能连接，并提出了

前额叶-扣带回-颞叶通路。这将为耳鸣诱发的抑郁障碍的潜在神经病理机制提供新的见解。 

   

 

 
PU-1657 

磁共振 T1WI 与 SWI 对脑梗死出血转化敏感性分析 

 
王卫东,兰红琳,李永林 

晋城市人民医院 048000 

 

目的：通过对磁共振 T1WI与 SWI对脑梗死出血转化敏感性分析，为临床提供有效的检查手

段，及早发现病灶为临床治疗提供依据。 

材料与方法：回顾性分析本院神经内科 2013.3-2016.9间符合《中国急性缺血性脑卒中诊治指

南 2010》急性脑梗死诊断标准病人 175例，给予脑梗死常规治疗，2周内神经症状、体征未加

重，NIHSS评分与入院比较未增高。于发病后 1周-2周复查磁共振 T1WI与 SWI，分析磁共振

T1WI与 SWI信号特征，发现入院时经磁共振 T1WI、SWI检查未见梗死灶内出血信号病人，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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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发现梗死灶内不均匀模糊片状 SWI低信号 26例，病灶内散在 T1W高信号 14例。入选病例符

合脑梗死出血转化（HT）影像表现，排除脑实质内血肿（PH）病例。 

结果：175例急性脑梗死病人 1周-2周复查磁共振，T1WI 检出脑梗死出血转化（HT）14

（8%）例，SWI检出脑梗死出血转化 26（15%）例，经统计学检验 P<0.05有显著性差异。 

结论：急性脑梗死出血转化（HT）Ⅰ-型、Ⅱ-型病人无明确临床症状、体征的变化，易被忽

略，选择有效的检查方法，及合理的检查时间对于指导临床治疗，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具有重要

的意义。 

 

 

 

PU-1658 

肿瘤全域的 T1WI、T2WI、T1WI 增强信号直方图分析在淋巴瘤

与类似淋巴瘤的高级别胶质瘤鉴别诊断中的应用 

 
韩亮,董俊伊,李晓欣,苗延巍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6011 

 

 

目的：应用 T1WI、T2WI、T1WI增强信号强度直方图分析，对淋巴瘤与类似淋巴瘤的高级别胶

质瘤进行肿瘤全域定量分析并评估其对二者的诊断价值。 

材料与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16例弥漫大 B淋巴瘤（男 9例，女 7例，平均年

龄（57.9±10.1）岁）和 20例类似淋巴瘤的高级别胶质瘤（男 10例，女 10例，平均年龄

（57.8±11.8）岁）患者的术前 MRI资料，在包含肿瘤实质的每一层 T1WI、T2WI、T1WI 增强

信号强度图上勾画感兴趣区，得到对应的直方图信息及参数，包括最小值、最大值、平均值、

标准偏差、方差、偏度、峰度、均匀性、熵值、第 25百分位数、第 50百分位数、第 75 百分

位数、第 95百分位数、相关性等，进行组间比较，利用受试者操作特性曲线(ROC)来确定直方

图参数对于二者的诊断能力。应用 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得到联合变量-1，利用 ROC 曲线来

确定其诊断能力。 

结果：T1WI增强信号直方图参数中最小值、偏度、峰度、均匀性、相关性及 T1WI、T2WI 信号

直方图参数中的标准偏差、方差、均匀性在两组间具有统计学差异（表 1-3、图 A-B）。T1WI

增强信号中以偏度 0.0078为阈值曲线下面积（AUC）最大，诊断能力最佳，敏感性及特异性为

65%，87.5%。T1WI信号中以标准偏差 78.02、方差 6087.64 为阈值的 AUC最大，敏感性及特异

性为 75%，81.2%。T2WI信号中以标准偏差 452.68、方差 204937为阈值的 AUC最大，敏感性

及特异性 55%、81.2%。联合变量-1为 0.44值域的 AUC最大，敏感性及特异性为 80%、87.5%

（表 4、图 C）。 

结论：基于肿瘤全域感兴趣区 T1WI、T2WI以及 T1WI增强信号直方图可以为淋巴瘤与类似淋巴

瘤的高级别胶质瘤之间的鉴别提供更多信息，联合应用三种信号的直方图参数可提高对二者的

诊断能力，为鉴别这两种病变提供可靠的客观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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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659 

弥散峰度成像对阿尔茨海默病易损结构的初步研究 

 
胡瑞

1
,徐霖

1
,陈学强

1
,郑克华

1
,母华国

1
,苗延巍

2
 

1.十堰市太和医院 

2.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摘要] 目的 采用弥散峰度成像（Diffusion kurtosis imaging, DKI）技术初步研究阿尔茨

海默（AD）患者的脑实质易损结构。方法 收集 23例 AD患者和 24例健康对照者（HC组）进

行常规 MRI序列及 DKI扫描，手动测量海马及额顶枕颞叶白质的 DKI参数：MK值、Ka 值、Kr

值、MD值、Da值、Dr值及 FA值。DKI参数诊断 AD的能力采用 ROC曲线分析，DKI各参数与

MMSE评分之间的相关性采用 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 AD组与 HC组相比，顶叶、颞叶及海马

的 MK、Ka、Kr均降低，枕叶、海马的 MK、Kr值均降低（P<0.05）；额叶的 MD、Da、Dr值均

升高，顶叶、颞叶的 MD、Dr值升高，枕叶、海马的 Dr值升高（P<0.05）；测量部位的 FA值

均减小（P<0.05）。颞叶及海马的 Dr值 ROC曲线下面积（AUC）较大，分别为 0.95、0.88。

临床 MMSE评分与各部位的弥散峰度值及 FA值呈正相关；与弥散率值呈负相关。结论 AD患者

存在脑实质易损结构，包括海马及颞、顶叶；颞叶白质与海马的 Dr值均是鉴别 AD及 HC较好

的指标。 

[关键词] 弥散峰度成像；阿尔茨海默病；易损结构 

   

 

 
PU-1660 

Altered resting-state dACC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in 

patients with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Chen Feng,Chen Huijuan,Li Changqing,Pan Mengjie,Li Jianjun 

Hainan General Hospital 570311 

 

This study explored brain functional alterations at regional and network level in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 patients with resting state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rs-fMRI), and evalu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rain 

function and clinical symptom in PTSD. Rs-fMRI images were collected from typhoon 

survivors with (n = 27) and without PTSD (n = 33), and healthy controls (HC) (n = 

30).The spontaneous brain activity was assessed by calculating amplitude of low-

frequency fluctuation (ALFF). Areas with abnormal ALFF among the three groups were 

further used as seeds for subsequent inter-regional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FC) 

analysis. Both the PTSD group and the trauma-exposed control (TEC) group showed 

decreased ALFF in the dorsal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dACC) relative to the HC 

group. The PTSD group showed increased dACC FC with the right paracentral lobule 

and bilateral precentral gyrus(PreCG )/ postcentral gyrus(PoCG), relative to both 

control groups. Both traumatized groups exhibited decreased dACC FC with the right 

hippocampus and left cerebellum relative to the HC group. Importantly, a gradually 

decreasing trend was observed in dACC FC with the right hippocampus relative to 

the TEC group. The Checklist-Civilian Version (PCL) sco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FC between the dACC and right paracentral lobule, the dACC and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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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CG/PoCG. Aberrant emotion generation and regulation circuits may be responsible 

for the occurrence of PTSD, and investigation in FC of the dACC may be utilized to 

detect aberrant patterns of coupling within these circuits in PTSD. 

 

 

 

PU-1661 

Caudate and putamen Changes in Parkinson’s Disease 

with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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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nzhen Hos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2.Xuanwu Hos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3.Beijing Key Laboratory of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and Brain Informatics 

4.Key Laboratory for Neurodegenerative Diseases， Ministry of Education 

 

Background: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examine the structural alterations in 

Parkinson’s disease with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PD-MCI), as well as their 

association with the cognitive performance. 

Methods: T1-weighted structural MRI was obtained in a sample of 50 PD patients 

(one half was PD-MCI, while the other half was diagnosed as Parkinson’s disease 

with no cognitive impairment (PD-NCI) and 25 normal control (NC). All subjects 

completed a set of cognitive assessments. All PD patients were clinically 

diagnosed with an average disease duration of 3.3 years in the off medication 

state. A voxel-based morphometry (VBM) analysis was performed to detect the 

structural atropy in PD-MCI. 

Results: Reduced grey matter volume (GMV) was observed in the bilateral putamen 

and right caudate specifically for PD-MCI, in contrast to PD-NCI and NC. Further, 

it was found that reduced GMV in the left putamen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scores of Semantic Category Verbal Fluency Test (VFT) and Boston Naming Test (BTN), 

and decreased GMV in the right putamen/caduate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scores of VFT, Wechsler Adult Intelligence Test (WAIS-Ⅳ),BST and Logical memory 

(LM). 

Conclusion: As compared to PD-NCI and NC, specific GMV changes were observed in 

PD-MCI in this study, which were independent of motor dysfunctions. These results 

suggest GMV alterations in bilateral putamen and right caudate might be a 

potential biomarker for identifying PD-MCI in early stage from PD-NCI and NC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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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662 

Association between abnormal thalamic metabolism and 

sleep disturbances in end-stage renal disease 

patients 

 
Ma Xueying,Li Peng,Ding Dun,Zhang Ming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710061 

 

Purpose 

Sleep disturbances are common in end-stage renal disease (ESRD) patients and are 

associated with an increased mortality, shorter survival and lower quality of life. 

This 
1
H magnetic resonance spectroscopy (

1
H-MRS) study investigated metabolic 

changes of thalami and relationships among sleep quality and related blood tests, 

focusing on revealing the neural mechanisms of sleep disturbances in patients with 

ESRD. 

Methods 

Twenty-seven ESRD patients currently receiving hemodialysis treatment (14men, 13 

women; aged 21-45 years, mean age 34.26±8.55years) and twenty-one age-matched 

healthy volunteers (11 men, 10 women; aged 24-44years, mean age 33.48±10.33 years) 

were included in our study. Multi-voxel 1H-MRS spectra was perfomed in thalami of 

all subjects. ESRD patients underwent 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 (PSQI) scale 

and restless legs syndrome (RLS) rating scale. Metabolite ratios using creatine 

(Cr) as an internal standard for N-acetylaspartate (NAA), and choline (Cho) were 

calculated. Intergroup correlation analysis was performed among metabolite ratios, 

neuropsychological or blood biochemistry tests. 

Results 

We found strong correlations among elevated PTH, higher PSQI score and RLS rating 

score in ESRD patients. Partial correlation showed PTH rather than RLS rating 

score was directly related to PSQI score. ESRD patients displayed decreased NAA/Cr 

of thalami compared with controls. There were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s among 

NAA/Cr, PTH and PSQI score. Partial correlation result showed that there was still 

correlation between NAA/Cr and PTH, whil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NAA/Cr and PSQI 

score was not significant after factoring out the contribution of PTH. 

Conclusion 

Secondary hyperparathyroidism directly contributed to the sleep disturbance rather 

than the motor abnormalities related to RLS. The metabolic changes of thalami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neuropathologic mechanisms of sleep disturbances 

in ESRD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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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663 

Brain gray matter changes in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A meta-analysis of whole-brain voxel-based 

morphometry study 

 
lin lin,Wu Guangyao,Wu Jianlin 

Affiliated Zhongshan Hospital of Dalian University 116001 

 

Background：Increasing neuroimaging studies of voxel-based morphometry (VBM) have 

revealed gray matter (GM) anomalies in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T2DM)1. 

However, not all the studies reported entirely consistent findings, which may be 

due to small and heterogeneous samples of participants2-4, there has been 

increasing 

interest in using the meta-analysis approach to identify consistent results. So 

the aim of our study was to identify the alternations of global gray matter 

volumes (GMV) and 

consistent regional abnormalities in T2DM patients. 

Methods：A systematic search of relevant studies published in PubMed and Embase 

databases from January 2000 to March 2016 was conducted using a combination of 

keywords: 

(“voxel-based” OR “voxel-wise” OR “volumetric” OR “voxel based 

morphometry” OR “VBM” OR “morphometry” OR “gray matter”) AND (“diabetes” 

OR “diabetic” OR “diabetes 

mellitus” OR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OR “T2DM”). Neuroimaging studies of 

both volumetric data and whole-brain VBM data were included. A quantitative meta-

analysis of 

volumetric and whole-brain VBM studies in patients with T2DM compared with healthy 

controls (HCs) were performed by means of STATA package v.12.0 and anisotropic 

effect size version of signed differential mapping (AES-SDM) software package 

respectively. 

Result：A total of 15 volumetric studies(1561 T2DM patients and 869 HCs) and 5 VBM 

studies (110 T2DM patients and 103 HCs) on GM investigations in T2DM patients vs. 

HCs 

were identified. The volumetric meta-analysi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SMD=-0.56,95%CI=-0.81 to -0.31, P<0.01) of GMV between the two groups, 

suggesting that GMV of patients with T2DM was lower than HCs. The whole-brain VBM 

meta-analysis revealed that gray matter reductions in the left superior temporal 

gyrus, the right middle temporal gyrus, the right rolandic operculum, and the left 

fusiform gyrus in the T2DM patients compared with the HCs. No GMV increases were 

found. The results remained largely unchanged in the following jackknife 

sensitivity analyses. Meta-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Mini-Mental State 

Examination (MMSE) 

scores have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with the GMV in the right insula. 

Discussion：This is the first whole-brain VBMmeta-analysis showing the reduced 

volumeof whole andregional graymatter in brain of T2DM patients, especially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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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mporal lobe; the GM volumes of right insulahad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with MMSE 

scores, and those changes may be risk for the dementia. Further longitudinal 

search is need to confirm the gray matters changes and cognition dysfunction and 

their relationship. 

 

 

 
PU-1664 

R2*值在不同运动障碍亚型原发性帕金森病异质性的研究价值 

 
王波 

云南第一人民医院 650032 

 

目的 采用 3.0T ESWAN定量测量不同运动障碍亚型原发性帕金森病(Idiopathic Parkinson’s 

disease，IPD)与正常对照组额叶白质区及灰质核团的 R2*值，研究 R2*值在 IPD诊断及分型诊

断的价值。方法 对 122例 IPD及年龄、性别相匹配的正常对照组进行常规序列及 ESWAN 序列

扫描；并对 IPD进行运动障碍评分并进行临床分型，根据主要运动症状分为震颤为主型 PD

（61例）、混合型 PD（33 例）和姿势异常、步态障碍 (postural instability and gait 

disorder, PIGD) 为主型 PD（28例）三型。经后处理在 R2*图像上分别测量左右侧额叶白质

区、灰质核团的 R2*值，并将所获得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以震颤为首发症状的 IPD多是

震颤为主型，而以强直、运动迟缓及步态障碍为首发症状的 IPD多是 PIGD为主型；PIGD 为主

型 PD较震颤为主型 PD的 MMSE评分低（P＜0.05）；且 PIGD为主型 PD的改良 Hoehn-Yahr病

情分级较重（P＜0.01）。正常对照组在苍白球的 R2*值最高，其次为黑质网状带、红核，额

叶白质区的 R2*值最低。PIGD 为主型 PD与正常对照组在红核、黑质网状带、黑质致密带、苍

白球的 R2*值比较有统计学差异（P值＜0.05），PIGD为主型 PD较震颤为主型 PD在红黑、黑

质致密部的 R2*值有统计学意义（P＜0.05），PIGD为主型 PD较混合型 PD在红黑、黑质网状

部、黑质致密部、壳核、苍白球及丘脑的 R2*值有统计学意义（P＜0.05），震颤为主型 PD较

混合型 PD在黑质网状部、壳核的 R2*值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PIGD为主型 PD与震

颤为主型 PD在首发疾病、典型症状方面具有较明显的异质性。不同运动障碍亚型 PD的脑铁沉

积部位亦具有异质性，R2*值有助于 IPD的诊断及不同运动障碍亚型分型诊断。  

 

 
PU-1665 

脊髓型颈椎病感觉运动皮层血流灌注的 ASL 研究 

 
周福庆,何来昌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30006 

 

目的: 磁共振成像技术已提示脊髓型颈椎病(CSM)患者感觉运动皮层存在功能的可塑性和/或重

组、NAA代谢的异常。然而，患者感觉运动皮层的灌注情况、局部脑血流(rCBF)、运动功能评

分、颈髓微结构损害之间的关系并不十分清楚。本研究的目的在于评估 CSM患者感觉运动皮层

rCBF情况及其与临床、成像参数之间的关系。 

方法: 所有年龄、性别相匹配的右利手患者接受伪连续动脉自旋标记(pCASL)脉冲序列扫描， 

测量感觉运动皮层的 rCBF、及其和临床参数如 JOA评分和 NDI评分、C2平面脊髓 FA值的相关

性。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和留一法(LOOCV)分析用于评估感觉运动皮层显著改变 rCBF 用

于区分 CSM患者和健康受试者的敏感性和特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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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最终，18对 CSM 患者和相匹配的健康对照纳入分析。和健康对照相比较，位于 CSM

患者感觉运动皮层左侧前运动腹侧/中央前岛盖(PMv/ PrCO)、双侧前背侧扣带皮层(dACC)的

rCBF显著降低，而左侧中央旁小叶(PCL)、右侧 PCL/辅助运动区(PCL/SMA)、右侧中央后回

(PoCG) 的 rCBF显著增高(P < 0.01，Gaussian random field 校正，簇水平 P < 0.05)。在

CSM组，右侧 PoCG的 rCBF 值和 JOA评分存在负相关，而 CSM患者感觉运动皮层内数个簇和

NDI评分存在相关性。最后，ROC分析显示位于左侧 PCL、右侧 PCL/SMA和右侧 PoCG增高的

rCBF能够较好的区分 CSM患者和健康对照组。 

结论: 本研究观察到 CSM患者感觉运动皮层的岛盖-整合(PMv/PrCO)和运动控制(dACC)区局部

脑血流显著下降，而感觉(PoCG)和运动感觉加工(PCL/SMA)区脑血流显著增加。这有助于对

CSM患者临床症状改变、静息 fMRI改变的理解。 

 

 

 
PU-1666 

Accuracy of 3.0-T MR angiography for aneurysm 

detec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in good clinical grade 

subarachnoid hemorrhage patients 

 
Zhu Yueqi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Affiliated Sixth People’s Hospital 200233 

 

Purpose: To evaluate the diagnostic accuracy of aneurysm detection and fidelity of 

morphologic characterization of three-dimensional time-of-flight magnetic 

resonance angiography (3D-TOF-MRA) at 3.0 T in patients with good clinical grade 

acute subarachnoid hemorrhage (SAH). 

Materials and Methods: The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approved this study, and 

patients provided informed consent. 277 consecutive SAH patients undergoing both 

3D-TOF-MRA and DSA were analyzed. Digital subtraction angiography (DSA) served as 

the reference standard. Three observers blinded to clinical and DSA results 

independently analyzed all 3D-TOF-MRA data sets.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ROC) was applied to analysis the detection of aneurysms with 3D-TOF-MRA by 

using patient- and aneurysm-based evaluations.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performed to identify aneurysm-specific variables, including size, 

shape (daughter sac/lobulation/margin), neck width (wide if >4 mm or fundus-to-

neck ratio <2), and relation to adjacent artery, that significantly affected the 

morphogical assessment by 3D-TOF-MRA. 

Results: Aneurysms were detected with DSA in 225 patients. In patient- and 

aneurysm-based evaluations, 3D-TOF-MRA yielded accuracy of 97.9% and 98.0%, 

sensitivity of 99.1% and 99.1%, specificity of 92.9% and 92.7%, 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 of 98.4% and 98.5%, and negative predictive value of 96.1% and 

95.6%. Accuracy of display of morphology was 93.0% for size, 86.4% for neck width, 

95.0% for shape, and 97.1% for relationship to adjacent vessel. Aneurysm neck 

width was the only variable that was significantly affected the precision of 3D-

TOF-MRA (odds ratio: 0.378; 95% CI: 0.337–8.347; P= 0.004). 

Conclusion: 3D-TOF-MRA can accurately detect cerebral aneurysms and accurately 

display their morphology in SAH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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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667 

Can susceptibility weighted imaging indicate the 

ischemic penumbra in patients with acute infarction 

in middle cerebral artery? 

 
Luo Yu

1
,Xia Shuang

2
,Meng Linglei

1
,Yang Jiandao

1
,Zhou Yongming

1
,Haacke E.Mark

3
 

1.Shanghai Forth People's Hospital 

2.Tianjin First Central Hospital 

3.Wayne State University 

 

Purpose to evaluate the penumbra in acute ischemic stroke by quantitative mismatch 

between susceptibility weighted imaging(SWI) and diffusion weight imaging(DWI) in 

comparison with perfusion weighted imaging(PWI) and diffusion weight imaging(DWI) 

mismatch. 

Method we randomly enrolled 84 eligible patients (60 males and 24 females, age 

from 37-91years with a mean of 71.39±1.28)with acute ischemic stroke who 

underwent MR scan including DWI, SWI and PWI before treatment within 12 hours 

after symptom onset. We measured infarct core volume in ADC map. SWI-DWI mismatch 

was defined by the volume of asymmetrical prominent cortical veins（APCV） 

extending beyond the volume of infarct core. PWI-DWI mismatch was automatically 

determined by using infarct core segmentation of ADC maps and perfusion deficits 

segmented from Tmax maps in RAPID software. Then SWI-DWI mismatch, PWI-DWI 

mismatch and 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stroke scale (NIHSS) were estimated and 

compared separately. 

Result 42 cases have SWI-DWI mismatch as well as PWI-DWI mismatch in totally 84 

patients. 40 cases have neither SWI-DWI mismatch nor PWI-DWI mismatch. Only 2 

cases have PWI-DWI mismatch without SWI-DWI mismatch. None has SWI-DWI mismatch 

without PWI-DWI mismatch. There is no a significant different between SWI-DWI and 

PWI-DWI in showing mismatch with MCA stroke(P=0.5), measure of Agreement 

Kappa=0.953. The NIHSS of patients with SWI-DWI mismatch was statistically higher 

compared to the patients without SWI-DWI mismatch (t=-5.04, P<0.01). The NIHSS of 

patients was also statistically higher with PWI-DWI mismatch in comparison with 

none PWI-DWI mismatch(t=-4.66, P<0.01). 

Conclusion APCV in SWI might to be a good instrument to indicate the ischemic 

penumbra as well as PWI. SWI may be an alternative to PWI in some stroke 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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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668 

磁共振三维伪连续动脉自旋标记灌注 

成像评估大鼠缺血性卒中 

 
程晓青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210002 

 

目的：利用 DWI及 3D-ASL技术评估缺血性卒中大鼠的缺血半暗带，评价 ADC与 CBF在评估梗

死核心区及半暗带区的诊断效能。研究方法：将 25只 SD大鼠利用线栓法建立大脑中动脉缺血

再灌注模型后，于造模后 90min及再灌注后 2h进行 3D-ASL、DWI等序列扫描，以 24h后 T2WI

显示的高信号作为最终梗死范围。通过测量闭塞后 ADC图显示异常信号范围与再灌注 24 小时

后 T2WI显示的最终梗死范围不重叠的区域作为缺血半暗带，测量缺血半暗带及梗死核心区的

ADC及 CBF值，以及其相应面积。研究结果： ①缺血半暗带的 CBF与对侧相比有统计学差异

（闭塞侧 CBF=32.89±10.45 ml/100 g/min，对侧 CBF=62.08±12.52 ml/100 g/min， P 

<0.001）；ADC值与对侧相比有统计学差异（闭塞侧 ADC=0.42±0.09 mm
2
/s，对侧

ADC=0.57±0.11 mm
2
/s， P <0.001）。梗死核心区的 CBF与对侧相比有统计学差异（闭塞侧

CBF=24.73±7.46，对侧 CBF=61.22±12.8 ml/100 g/min，t=16.7, P <0.001）；ADC 值与对

侧相比有统计学差异（闭塞侧 ADC=0.36±0.09 mm
2
/s，对侧 ADC=0.57±0.12 mm

2
/s，t=13.98, 

P <0.001）②分别以 ADC（核心区）、CBF（核心区）、ADC（半暗带区）、CBF（半暗带区）

等指标为检验变量，以大鼠的闭塞侧、健侧模型状态为状态变量拟合 ROC曲线。③进一步对

ADC和 CBF的诊断效果进行比较：ADC（核心区）& CBF（核心区）：Z=1.443，P=0.149；ADC

（半暗带区）& CBF（半暗带区）：Z=0.926，P=0.355。结论：3D-ASL能够有效定量测量大鼠

缺血性卒中后的血流动力学改变。 

 

 

 
PU-1669 

利用三维准连续动脉自旋标记灌注成像探究高龄老年男性脑

血流灌注特点 

 
贾芮,安宁豫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100853 

 

目的：利用 3D-pCASL（3D-pseudocontinuous arterial spin labeling，三维准连续动脉自

旋标记）技术探究 80岁以上高龄老年男性脑血流灌注特点。 

材料与方法：对 52例 80岁以上无症状、无明确既往神经系统疾病的高龄老年男性进行磁共振

常规扫描及 3D-pCASL扫描，PLD时间（post labeling delay time，延迟标记时间）选取

1525毫秒以及 2525毫秒，利用 SPM12软件分别测量左右大脑半球、前后循环 rCBF（relative 

cerebral blood flow，相对脑血流量）值以及额叶、顶叶、颞叶、枕叶、基底节区、小脑的

rCBF值。采用两独立样本 t检验的统计学方法比较受试者左右大脑半球 rCBF值的差异，前后

循环 rCBF值的差异，以及各个脑叶之间及基底节区 rCBF值的差异。 

结果：52例受试者在 PLD时间分别为 1525ms及 2525ms时，左侧大脑半球与右侧大脑半球相

比，rCBF值差异均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259，p=0.630）；在 PLD时间为 1525ms时，前循

环的 rCBF值高于后循环 rCBF 值，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9），而在 PLD时间为 2525ms

时，二者 rCBF值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929）；基底节区与其他脑叶相比，rCBF值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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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各个脑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 p=0.032, p=0.012,p=0.026, p=0.007），而除

基底节区之外的脑叶间两两相比，rCBF值差异均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3D-pCASL技术利用多个 PLD时间探究老年人脑血流灌注的特点，并可以此为基础，更

加准确的评价老年患者的异常脑血流灌注变化；3D-pCASL技术可作为评估老年人脑血流灌注

的影像学指标，为临床诊断提供依据。    

 

 
PU-1670 

Alterations of cerebral cortical thickness and its 

association with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in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Li Chang,Wang Jian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Southwest Hospital， Thir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400038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cerebral cortical thickness alterations in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T2DM) and their association with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Methods: Sixty patients diagnosed with T2DM were recruited for this study. 
According to neuropsychological test results, they were divided into either the 

T2DM group without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30 cases) or the group with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MCI) (30 cases). Thirty volunteers were included as healthy 

controls. All subjects underwent high-resolution sagittal T1-weighted structural 

imaging using a three-dimensional magnetization prepared rapid acquisition 

gradient echo (MPRAGE) sequence. MRI data processing was performed using 

FreeSurfer software. The cortical thicknesses of the whole brain of the three 

groups were analyzed and compared using analysis of variance (ANOVA) test. Partial 

correlations between the cortical thicknesses of each brain region and standard 

laboratory testing data were analyzed for the T2DM without MCI group. Partial 

correlations between the cortical thicknesses of each region and the 

neuropsychological scale scores were analyzed for the T2DM with MCI group.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healthy controls, the T2DM without MCI group showe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cortical thickness reduction in the left posterior 

cingulate gyrus, right isthmus cingulate gyrus, middle temporal gyrus, paracentral 

lobule and transverse temporal gyrus. No close correlation was found between the 

standard laboratory testing data and the cortical thicknesses of these cerebral 

regions. Compared to the T2DM without MCI group, the cortical thickness 

alterations of the T2DM with MCI group were bidirectional. Increased cortical 

thickness was found in the left parahippocampal gyrus and right isthmus cingulate 

gyrus. Decreased cortical thickness was observed in left pars triangularis and 

right pars opercularis. A close correlation was found between the cortical 

thickness of the right pars opercularis and the CFT-delayed recall scores (r = 

0.464, p = 0.015), TMT-A scores (r = -0.454, p = 0.017) and MoCA scores (r = 0.51, 
p = 0.007).Conclusions: T2DM could influence the cerebral cortical thickness 

of several brain regions. The cortical thickness reduction of the right p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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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rcularis may be a biomarker of cognitive impairment and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its pathophysiological mechanism.  

 

 

PU-1671 

Joubert 综合征的 MRI 诊断价值 

 
陈文,徐霖,陈学强 

湖北省十堰市太和医院 442000 

 

目的 

探讨 Joubert 综合征的 MRI 诊断价值。 

材料和方法 

回顾性分析 4例经临床随访证实为 Joubert 综合征患儿的临床和 MRI资料。 

其中男 3例，女 1例，年龄 1岁 6个月~8岁，平均年龄 3.5岁，临床表现为肌张力减退 2

例，发育迟缓 1例，语言发育落后 1例。4例患儿均行 MRI 平扫，采用 GE 3.0T Discovery 

750W MRI成像系统，梯度场强度为 80mT/ m，梯度切换率 200mT/m/ms，GE16通道头颈联合线

圈。 

结果 

4例患儿，均可见以下典型 MRI表现：（1）“中线裂”征：小脑蚓部发育不全，导致双侧小

脑半球在中线部未连接，其间为细线状脑脊液填充，横断面呈“中线裂”征。（2）“蝙蝠

翼”状、“三角形”：表现为第四脑室形态异常，2例横断面第四脑室呈“蝙蝠翼”状，2例

呈“三角形”状。（3）“磨牙征”：表现为小脑上脚平行走行并增宽，中脑前后径缩短，双

侧大脑脚间窝加深，横断面呈“磨牙征”。 

结论 

Joubert 综合征的 MRI表现具有一定的特征性，其主要病变位于小脑蚓部， 

MRI检查能清楚显示小脑正中“中线裂”征、第四脑室“蝙蝠翼”征和“三角形”征，以及中

脑水平的“磨牙征”，结合临床病史，可以对上述典型表现病例作出准确的定性诊断。  

 

 
PU-1672 

磁共振峰度成像对于临床缺血性脑梗死分期的价值研究 

 
梁欣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30032 

 

研究目的：通过运用磁共振弥散峰度成像技术（DKI）研究临床确诊缺血性脑梗死病例不同时

期（急性期、亚急性期、慢性期）的平均峰度（MK）值和 rMK值（梗塞病灶 MK值/对侧正常组

织 MK值）的差异，探讨缺血性脑梗死脑组织细微结构的演变过程，评估 DKI相关参数对缺血

性脑梗死的量化分期价值。 

材料与方法：采用 GE 3.0 T 磁共振仪，对选取的临床诊断为缺血性脑梗死（急性期）患者 27

例行常规 MR、DKI扫描，并于亚急性期及慢性期对上述患者再次行磁共振扫描，分别测量比较

三组内病灶区的平均峰度（MK）值和 rMK值（梗塞病灶 MK值/对侧正常组织 MK值）的差异，

了解其变化情况。 

结果： 

 （1）脑梗死急性期损伤区域的 MK值较对侧正常组织增高，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 

 （2）脑梗死病灶急性、亚急性、陈旧性三者 rMK值比较为急性＞亚急性＞陈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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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运用 DKI技术可以检测到缺血性脑梗死患者脑组织细微结构的受累改变，表现为 MK值

和 rMK值随梗死时间进行性减低，其中 rMK值较敏感，提示 DKI相关参数值具有特征性的演变

规律，有望对缺血性脑梗死进行量化分析，有助于临床评判脑缺血时间，为溶栓和神经保护治

疗奠定基础。 

   

 

 
PU-1673 

Impact of COMT Haplotype on Parietal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Density in Chinese Healthy Young Adults 

 
Tang Jie 

Tianjin meidical university general hospital 300052 

 

Objective 

The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functional impact of COMT SNPs (rs6269, rs4633, 

rs4818, rs4680) and their haplotypes on global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density in 

Chinese healthy young subjects, thus further to confirm the superiority of 

haplotype to single variation in exploring the genetic impact on disease 

pathophysiology. 

Method 

A total of 323 right-handed healthy young adults aged 18 to 30 years old were 

recruited for this study. The SNPs of COMT (rs6269, rs4633, rs4818, and rs4680) of 

all subjects were genotyped, after which the individual combinations of haplotype 

were estimated. We compared the global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density (gFCD) 

among SNPs and their haplotypes. For the significant cluster under each 

certain connection threshold, we used this connection threshold to generate the 

rsFC map of this cluster for each subject. Based on the rsFC maps of this cluster 

of all subjects, we generated a connection probability map of this cluster under 

the connection threshold. The connection probability map may represent the 

connection pattern of this cluster at the connection threshold. 

Resul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identified in the left inferior parietal lobule (P < 

0.05, FDR corrected), which showed an inverted U-shape modulation on gFCD as a 

function of the COMT haplotypes with the APSAPS homozygotes exhibiting the highest 

gFCD value (P < 0.05, Bonferroni corrected), in addition, we failed to find 
significant effect of SNPs under the same threshold. This finding was validated 

using other connection thresholds. We also found this cluster mainly connected 

with the frontal, parietal and temporal cortices. 

Conclusion 

Our finding demonstrated that the COMT haplotype do exert more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left inferior parietal lobule gFCD compared with single genetic 

variations. Using a data-driven method, this study examined whether and how 

individual COMT SNPs (rs6269, rs4633, rs4818, rs4680) and its haplotype modulate 

brain function in a large Chinese young adult sample aged 18-30 years. Our results 

displayed an inverted U-shape modulation of global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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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ft inferior parietal lobule as a function of the COMT haplotype rather than any 

single variations. The left inferior parietal lobule appears to be an important, 

but relatively neglected, component of the frontal–limbic–temporal–parietal 

neural network involved in the schizophrenia disease process. We provides further 

validation in the advantage of exploring the impact of complex genetic variation 

on the endophenotype of neural system that could be relevant for pathophysiology 

for schizophrenia. 

 

 

 

PU-1674 

不同分子亚型髓母细胞瘤的影像表现及预后分析 

 
张雨婷,何玲,蔡金华,李禄生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检测髓母细胞瘤的分子亚型，分析分子亚型与预后的相关性。方法：收集 2010-2013年

经手术治疗的原发髓母细胞瘤 32例，免疫组化检测手术标本中的 GAB1和 YAP1蛋白，并确定

分子亚型。分析不同分子亚型的临床特点、影像表现及生存情况。比较分子亚型与预后的相关

性。结果：32例中 SHH型、WNT型和非 SHH/WNT型分别 4例（12.5%）、7例（21.9%）和 21

例(65.6%)。分子亚型与年龄、性别、病理分型无显著相关性；不同亚型髓母细胞瘤在发生位

置、T2及 DWI信号、强化形式、有无囊变或播散等方面无显著差异。三种亚型的 3年无事件

生存率由长到短依次为 SHH 型、WNT型和非 SHH/WNT型；≤3岁组非 SHH/WNT型的 3年无事件

生存率明显高于>3岁组(P=0.047)。结论: 三种分子亚型髓母细胞瘤的预后关系有 SHH 型> 

WNT型>非 SHH/WNT型的趋势，≤3岁组非 SHH/WNT型的预后好于>3岁组。  

 

 
PU-1675 

急性饮酒对健康青年人记忆功能相关脑区影响 

的多模态磁共振研究 

 
桑菲

1,2
,陈军

1
,徐良洲

2
 

1.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放射科 

2.武汉市中医医院放射科 

 

目的：利用三维伪连续式动脉自旋标记(3D PCASL)和非对称基于自旋回波的回波平面成像(ASE 

EPI)研究不同剂量急性饮酒对健康青年人记忆功能相关脑区的脑血流量(CBF)、氧摄取分数

(OEF)、静脉脑血容量(vCBV)和可逆性横向驰豫率(R2*)的影响，分析不同剂量饮酒后健康志愿

者记忆功能相关脑区 CBF与 OEF, vCBV及 R2*的关系。 

方法：29名健康志愿者分别摄入不同剂量的白酒，饮酒后抽血检测血液酒精浓度(BAC)，按

BAC=0.04%为低浓度、0.06%为中浓度、0.08%为高浓度分组。受试者分别于饮酒前及饮酒后 30

分钟行记忆功能评价并行颅脑 MRI扫描；饮酒前数据作为对照组。对 3D PCASL和 ASE EPI数

据进行后处理，对饮酒前、后，左侧额中回、顶叶、枕叶皮层、双侧扣带回、海马、杏仁核及

小脑半球等记忆功能相关脑区的 CBF, OEF, vCBV和 R2*进行比较分析。 

结果：饮酒后 30分钟与饮酒前相比，左侧额中回、顶叶、枕叶皮层、双侧扣带回、海马、杏

仁核 CBF增加（P<0.05），双侧小脑半球 CBF减低（P<0.05）。饮酒后 30分钟，不同剂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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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左侧额中回、顶叶、枕叶皮层、双侧扣带回、海马、杏仁核平均 CBF的总体均数不全相等

（P<0.05）。饮酒后 30min 与饮酒前相比（P<0.05），左侧额中回、顶叶、枕叶皮层、双侧扣

带回、海马 OEF和 vCBV减低（P<0.05），双侧小脑半球 OEF和 vCBV增加（P<0.05）。饮酒后

30分钟，不同剂量组间左侧额中回、顶叶、枕叶皮层、双侧扣带回、海马、小脑半球 OEF和

vCBV的总体均数不全相等（P<0.05）。 

结论：不同剂量饮酒后，左侧额中回、顶叶、枕叶皮层、双侧扣带回、海马、杏仁核及小脑半

球等记忆功能相关脑区出现 CBF、OEF和 vCBV的改变，有助于解释饮酒后脑血流调节及脑代谢

信息，这在揭示酒精对记忆功能相关脑区的作用机制中有一定的意义。  

 

 

PU-1676 

Brain MRI characteristics of patients with Anti-N-

Methyl-D-Aspartate Receptor Encephalitis and their 

associations with 2-year clinical disability 

 
Zhang Tian,Liu Yaou,Duan Yunyun,Li Kuncheng 

Xuanwu Hos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100053 

 

Purpose: To investigate the brain MRI characteristics of Anti-N-Methyl-D-Aspartate 

Receptor (NMDAR) Encephalitis and their associations with clinical outcome at 2-

year follow-up. 

Methods and Materials：We enrolled 53 clinically defined anti-NMDAR Encephalitis 

patients and performed 2-year follow up. Brain MRIs were acquired for all patients 

at onset phase including T1WI, T2WI and FLAIR. The brain MRI manifestations were 

classified into four patterns: Type 1: normal; Type 2: only hippocampal lesion; 

Type 3: lesions not involving hippocampus; and Type 4: lesions involving both 

hippocampus and other brain areas. The modified Rankin Scale (mRS) at 2-year 

follow-up was assessed and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mRS and onset brain MRI 

characteristics was evaluated. 

Results：Twenty-eight (28/53; 52.8%) anti-NMDAR patients had normal MRI (Type 1) 

at onset phase, while others（25/53; 47.2%）presented abnormal MRI: Type 2: 7 

patients (13.2%); Type 3: 7 patients (13.2%) showing lesions in brain areas such 

as cingulate, corpus callosum and frontal lobe and Type 4: 11 patients (20.7%), 

whose lesions located in both hippocampus and other brain areas including deep 

grey matter and frontal, temporal, parietal lobes. Presence of hippocampus lesion 

(OR 7.201; p=0.008) was associated with poor outcome at 2-year follow-up. 

Conclusions: Normal brain MRIs were observed in half of patients with anti-NMDAR 

encephalitis. Hippocampal lesion was the most common MRI abnormalities, while 

nearly one-third of patients have lesions in other brain areas outside hippocampus. 

Presence of hippocampal lesion is the main MRI predictor for bad prognosis in 

anti-NMDAR encephalitis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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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677 

Aberrant Interhemispheric Functional and Anatomical 

Connectivity in First-Episode, Drug-Naï ve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Yang Hong

1
,Xie Haiyan

1,2
,Duan jinfen

1
,Shi Yushu

1
,Feng Zhan

1
,Chen Feng

1
 

1.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Zhejiang University 

2.The Fourth Affiliated Hospital Zhejia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Yiwu， China 

 

Objective: A large number of MDD neuroimaging studies have found that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MDD) has been demonstrated to be associated with 

abnormalities in neural networks. Using the Voxel-mirrored homotopic 

connectivity(VMHC),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study the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and anatomical abnormalities of the bilateral cerebral hemispheres in first-

episode, drug-naïve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patients. 

Methods: Based on DSM-IV diagnostic criteria, 23 first-episode, drug-naïve major 

depressive patients and 20 healthy controls matched for gender and age were 

recruited for resting brain functional and structur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Voxel-mirrored homotopic connectivity (VMHC) between the bilateral hemispheres 

was calculated and compared between groups.Diffusion tensor imaging analysis 

was performed between the abnormal homozygous function areas in patients and 

normal controls, and the fractional anisotropy, fiber length, and fiber content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VMHC values of the 

abnormal homozygous function areas and the clinical scales were calculat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depressive patients showed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VMHC in the inferior frontal lobe, superior frontal 

lobe, temporal lobe, superior parietal lobe and precuneus as well as in white 

matter of tne frontal lobue. The depressive patients did not show increased VMHC 

in any brain area compared with normal control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anisotropy of white matter fibers and the number of fibrous bundles 

between the bilateral precuneus wa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in depressed 

subjects. In addition, the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VMHC value in 

superior frontal gyrus and the HAMD also be found in depressed subjects. 

Conclusions: The frontal lobe, precuneus lobe, temporal lobe and parietal lobe are 

the parts of the default mode network (DMN). Decreased VMHC in these areas 

indicated that first-episode, drug-naïve major depressive patients had a 

significant range of brain dysfunctions associated with default 

mode network (DMN) involved in the brain's homotopic function. The DMN 

is mainly involve in self-processing, including self-exploration, internal 

monitoring and self-control, autobiographical memory retrieval and ideological 

theory. Abnormal decreased VMHC in frontal cortex and frontal white 

mattter associated with emotional and cognitive impairment in patients which was 

the prominent symptom in MDD. The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VMHC value in 

superior frontal gyrus and the HAMD indicated more severe frontal lobe 

dysfunction with progression of MDD. Our results also proved that pri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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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normalities of the bilateral cerebral hemispheres was in brain functional 

conectivity rather than brain anatomical structure of white matter in first-

episode, drug-naïve MDD. 

 

 

 

PU-1678 

头皮恶性占位性病变的影像及临床表现分析 

 
王帅

1
,潘诗农

1
,李琦

2
,高月

1
 

1.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2.辽宁省电力中心医院 

 

目的：分析头皮恶性占位性病变的影像及临床表现，旨在能够为头皮软组织恶性疾病的诊断提

供有效信息。方法：收集本院自近五年 758例经病理证实的头皮占位性病变，对其中具有影像

资料的 18例恶性病变进行回顾分析。其中男 10例，女 8 例，年龄 3岁-76岁，平均年龄 50

岁，中位年龄 53岁；<14岁儿童 3例，>45岁中老年 12例；CT:11例，MR:5例，超声:5例，

PETCT:1例。结果:头皮恶性占位病变多发于中老年且好发于顶枕部。(1)鳞状细胞癌（2

例），表现为菜花样、不整形结节影，密度不均，可多发，MR表现为 T1低、T2高信号为主的

混杂信号影，增强不均匀强化。（2）腺癌（3例），超声以不均匀低回声为主，少许血流信

号，CT表现为软组织密度结节，平均 CT值 64HU。（3）上皮样血管肉瘤 1例，病灶表面欠光

整，密度不均。（4）基底细胞癌（1例）、恶性纤维组织细胞瘤（1例）、隆突性皮肤纤维肉

瘤（1例）、胚胎型横纹肌肉瘤（1例）表现为均匀软组织密度影。（5）造血系统恶性肿瘤

（4例），超声为低回声伴血流信号，MR表现为类圆形等 T1长 T2信号影，信号不均，内可见

坏死，强化不均。（6）皮脂腺癌（1例），间叶源性低度恶性肿瘤（1例），形态不整伴皮肤

破溃，内可见坏死，密度及信号不均。（7）毛母质癌（1例），密度均匀，分叶状生长。转

移癌（1例），表现为类圆形均匀软组织密度影，破坏且跨颅骨生长，FDG高代谢改变。在 18

例恶性头皮病变中，5例侵犯颅骨，3例侵犯颅骨及颅内。结论：头皮恶性占位性病变的影像

表现及临床特征各异，部分恶性肿瘤影像表现缺乏特异性，易造成误诊、漏诊。对于中老年发

病且形态不整，呈菜花样或弥漫结节样生长并伴发出血、坏死、破溃，颅骨破坏及颅内侵袭则

高度提示恶性。系统的影像检查可提高疾病诊断率、减少误诊，并能为临床提供更确切、有效

的诊疗方案。 

   

 

 

PU-1679 

成人中枢型原始神经外胚层肿瘤 1 例报告 

 
成明富 

解放军第 123 医院 233015 

 

患者，男，40岁，无明显诱因下突然出现头痛、头晕，无恶心、呕吐及癫痫发作，无肢体功

能障碍。神经内科查体：意识清晰，言语清晰，生命体征平稳，双侧瞳孔等大同圆，对光反射

灵敏，颈软无抵抗，肌张力正常，双侧肱二、三头肌反射、膝反射、跟腱反射（++），病理反

射未引出。病理结果：肿瘤呈巢状分布，瘤细胞呈菊花形团状排列，考虑为左颞顶部原始神经

外胚层肿瘤。影像学表现：CT表现：左侧顶部颅板下方见一椭圆形混杂密度肿块，灶中央呈

等密度、灶周为略高密度，其内并见多发点样钙化，瘤灶与邻近颅板宽基底相贴，脑白质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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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塌陷及内移；邻近顶骨呈压迫性吸收破坏、变薄。MRI 表现：左侧顶部颅板下方见椭圆形

异常信号，T1WI大部为低信号，灶周呈等信号，T2WI大部为高信号，内见多发点样低信号；

该灶影与邻近颅板宽基底相贴，部分颅骨受侵、中断；DWI 灶内呈明显高信号，增强扫描灶周

等信号部分呈“环形”明显强化，灶内轻度强化，与邻近颅板呈“D”征；神经纤维束成像示

瘤灶未侵及神经纤维组织。cPNETs常需要与以下病变相鉴别：①非典型脑膜瘤：多呈结节状

或不规则状，易囊变、坏死，钙化少见，肿瘤具有侵袭性，可穿过软脑膜侵及脑组织，及伴邻

近颅骨骨质破坏，灶周有大片状水肿；而 cPNETs瘤周水肿轻或无。②血管外皮细胞瘤：肿瘤

多呈分叶状，肿瘤内密度或信号不均匀，无肿瘤内钙化和骨质增生，邻近颅骨呈溶骨性破坏，

为富血供肿瘤，MR可见血管流空影；而 cPNETs实性多呈不均匀性强化, MR上无明显血管流空

影。 

 

 

 
PU-1680 

Predicting MGMT promoter methylation status of 

primary glioblastoma using conventional image 

features from 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 arterial 

spin labeling imaging 

 
han yu,Yan Lin-Feng,Hu Yu-Chuan, Wang Wen,Cui Guang-Bin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Tangdu Hospital， Fourth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710038 

 

 

Abstract 

Introduction: Methylguanine methyltransferase (MGMT) promoter methylation status 
of glioblastoma is suggested to be associated with the patients’ response to 

temozolomide therapy.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s investigate the conventional 

imaging features and quantitative imaging parameters, which include the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ADC) and the cerebral blood flow (CBF) from arterial spin 

labeling imaging (ASL), as potential imaging biomarkers for predicting the MGMT 

methylation status. 

Methods: The cohort of 92 patients with pathologically diagnosed primary 
glioblastoma all underwent preoperative conventional MR imaging with standard 

sequences. We qualitatively assessed the morphological criteria. In addition, 77 

of the 92 patients had diffusion-weighted and arterial spin labeling imaging, 

where ADC minimum and rCBF was recorded using manual positioning region-of-

interest (ROI). Fisher’s exact test or independent sample t test were used to 

evaluate relationships between MGMT status and imaging parameters. The data were 

subjected to a multifactorial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to differentiate MGMT 

status.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analyses were performed to 

determine the optimal thresholds for the presence of MGMT methylation. 

Results: MGMT methylation was associated with tumor location and necrosis(P < 
0.05), but not with volume of contrast-enhancement (p=0.310), multifocal (p=0.114), 

tumor cross midline (p=0.478), cyst (p=0.335), edema (p=0.688), contrast (p=0.259) 

and side (p=0.720) on conventional MR images. Primary glioblastoma with MG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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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ylation demonstrated increased ADCmin (P < 0.001) and decreased rCBF (P < 

0.001). The ADCmin parameter achieved the better diagnostic efficacy with an area 

under curve (AUC) of 0.860, 81.1% sensitivity and 82.5% specificity at a cutoff 

value of 0.792×10−
3
 mm

2
/sec than rCBF parameter. Multiple-variable models showed 

that combining conventional image features (tumor location and necrosis) and 

quantitative parameters (ADCmin value and rCBF value) resulted in the highest 

efficacy in identifing MGMT status of GBM (with sensitivity, 86.5%; specificity, 

92.5 %; and AUC, 0.938). 

Conclusion: Tumor location, necrosis, ADCmin value and rCBF can be acquired easily 
in clinical routine to predict the MGMT status.  

 

 
PU-1681 

多巴胺 D4 受体 2 次重复基因对 

正常儿童静息态神经活动的影响 

 
陈双利,王美豪,董鹏,钱安丹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25000 

 

【摘要】目的 探讨多巴胺 D4受体基因（DRD4）第三外显子 48bp数目可变重复串联序列

（VNTR）多态性对正常儿童静息态脑功能的影响及其意义。方法 采用比率低频振幅（fALFF）

以及局部一致性（ReHo）算法观察正常儿童脑血氧水平依赖信号的变化。收集 36例正常儿童

静息态 fMRI以及神经心理学测验数据,并根据基因检测结果将儿童分为 DRD4 4次重复纯合子

(4R/4R)基因型组（21名）以及携带 DRD4 2次重复杂合子等位(2R/4R)基因型组（15名），观

察携带 2R基因型组相对 4R 基因型组 fALFF值及 ReHo升高或降低的脑区。并对两种算法得出

的局部自发性脑活动（fALFF 及 ReHo值）与临床量表（冲动多动均分）之间的关系进行相关

分析。结果 携带 2R基因组 fALFF值较携带 4R基因组 fALFF 值增加的脑区包括左侧额叶，而

ReHo升高的脑区包括右侧额叶。而这些脑区的 fALFF和 ReHo值与临床量表之间不存在相关

性。结论 额叶为注意力和执行功能的调节有关的重要脑区，本次静息态 fMRI研究为 2R等位

基因可能会影响额叶的神经活动提供了初步的证据，并提高了 DRD4基因对于中国正常儿童脑

功能影响的关注。 

   

 

 

PU-1682 

Differentiation of high-grade gliomas from brain 

metastases using tissue similarity maps(TSMs) based 

relative cerebral blood volume values  

 
hu su,Hu Chunhong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oochow University 215006 

 

Objectiv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diagnostic utility of 

tissue similarity maps(TSM) based relative cerebral blood volume(rCBV) values in 

differentiating between high-grade gliomas and solitary metast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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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The preoperative MR perfusion imaging(PWI) studies of 30 patients with a 

solitary cerebral neoplasm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All PWI data were 

calculated for TSM algorithm with MATLAB 7.6(Math Works，Natick，MA). The TSM 

based rCBV (rCBVTSM) were measured in the parenchyma of tumor and peritumoral 

regions. All specimens were histopathologically categorized as high-grade 

gliomas or metastases and were correlated with corresponding rCBVTSM values. 

Results: All PWI data could be post-processed by using the TSM post-processing 

software. The differences in the rCBVTSM-T between high-grade gliomas and 

metastases we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299). While the rCBVTSM-P of 

high-grade gliomas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metastases(p=0.040). ROC curve 

analysis showed significant AUC of rCBVTSM-P for differentiating high-grade gliomas 

from metastases(p=0.020). The rCBVTSM-P threshold of 1.725 was found to be a 

significant cutoff value for high-grade glioma/metastases prediction with 0.619 

sensitivity and 0.889 specificity. 

Conclusion: The rCBVTSM-P derived from MR PWI may be helpful in differentiating 

high-grade gliomas from solitary metastases.  

   

 

 
PU-1683 

视神经脊髓炎的神经血管耦合研究 

 
郭溪,于春水,张宁男楠,张雪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300052 

 

摘要： 

目的：研究证实，由各种机制引起的神经血管解耦合可出现在多种神经系统疾病的早期，影响

疾病的发生、进展且与患者的认知功能减退密切相关。本研究联合应用静息态脑血流量

（cerebral blood flow，CBF）及局部一致性（regional homogeneity，ReHo），分别反映血

管及神经元活性，旨在探索视神经脊髓炎（neuromyelitis optica，NMO）神经血管耦合的改

变及其功能意义。 

方法：本研究共招募 56名 NMO患者及 63名性格、年龄及教育程度相匹配的正常被试。从

fMRI及动脉自旋回波（Arterial Spin Labeling，ASL）数据中分别计算得到 ReHo及 CBF

图。为了定量评估全脑灰质的神经血管耦合，我们对每个被试进行了跨体素的相关分析以获得

个体 CBF-ReHo相关系数值，使用双样本 t检验比较两组 CBF-ReHo相关系数的差异。为了进一

步评估局部神经血管耦合的改变，我们计算了每个体素的 CBF/ReHo比值，然后使用基于体素

的双样本 t检验比较得到两组 CBF/ReHo比值有差异的脑区。最后，我们还探索了组间

CBF/ReHo比值有显著差异的脑区与 NMO患者疾病严重程度及认知功能之间的相关性。 

结果：NMO患者与正常被试相比，全脑灰质的 CBF-ReHo耦合显著降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1）。同时，NMO患者在多个脑区表现出局部神经血管解耦合(P<0.05，FDR校正)，包

括顶叶和枕叶 CBF/ReHo比值的降低，颞叶、岛叶、感觉运动皮层和前额叶皮层 CBF/ReHo 比值

的升高。并且，局部神经血管解耦合与 NMO患者的疾病严重程度及特定认知障碍存在显著相关

性（P<0.05）。 

结论：NMO存在神经血管解耦合，其与患者的疾病严重程度及认知减退相关，这可能是 NMO潜

在的神经病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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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684 

MRI 结构及 DTI 成像对血管性认知障碍大鼠早期损害的评估 

 
黄明明,余晖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550008 

 

目的 探讨血管性认知障碍（VCI）大鼠海马体积和全脑微观白质变化特点，评估其在早期诊断

的价值。 

方法 采用改良的 4血管法复制 VCI大鼠模型，将 30只大鼠分为模型组(20只)和对照组（10

只）。用 Morris水迷宫检测大鼠认知功能变化；分别于建模后 2周、1月、3月、5月对各组

大鼠进行 T2WI和 DTI扫描，利用手动分割感兴趣区(ROI)的方法分析海马体积以及 FA 值的变

化；利用基于体素分析方法(VBA)分析大鼠 FA下降的脑区；最后取大鼠脑组织切片进行苏木精

-伊红染色(HE)和尼氏染色，观察海马区神经细胞的受损情况。 

结果 VCI模型各组大鼠的学习和记忆能力较对照组降低（P<0.05）。与对照组相比，VCI 大鼠

术后 3月起出现明显的海马体积萎缩以及海马区 FA值下降；通过 VBA分析方法发现大鼠建模

后 1、3、5月多处脑区 FA显著下降（P＜0.05），且下降区域范围随时间延长逐渐扩大。病理

结果显示，大鼠海马区锥体细胞排列紊乱、结构模糊，尼氏小体溶解、消失。 

结论 VCI大鼠脑微观白质的损害早于海马体积萎缩；VCI大鼠脑 FA值的减低可能有助于 VCI

的早期诊断以及严重程度的评估。 

   

 

 

PU-1685 

Posterior cingulate gyrus metabolism differs in 

parkinson’s disease patients with and without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mingming huang,YU HUI 

Guizhou medical university 550008 

 

Objiective Most Parkinson's disease (PD) patients may develop cognitive 

impairment, and eventual dementia, and posterior cingulate gyrus (PCC) is highly 

involved in multiple cognitive processes. In this study, we were desired to find 

the concentration of metabolites of PCC in Parkinson’s disease patients 

with(PDMCI) and without (PDN)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tabolites changes and cognitive status, to explore the potential role of 

MRS as in vivo molecular imaging biomarker for early diagnosis of PDMCI and for 

monitoring the efficacy of therapeutic interventions. 

Methods 22 PDN patients, 12 PD patients with MCI and 22 healthy controls underwent 

PCC MRS. The MRS protocol was performed at 3 T Philips Achieva MRI system. Data 

were collected from a 2×2×2 cm voxel of interest (VOI) located in a portion of 

the PCC. Data acquisition used PRESS sequences with 2048 samples, spectral band 

width of 2000 Hz, and 128 acquisitions, using TR/TE = 2000/40 ms for total 

creatine (tCr), N-acetylaspartate (NAA), choline (Cho) and myo-Inositol (mI), et 

al. Metabolites were quantified using LC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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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Compared to controls, patients with PDMCI showed significantly reduced 

tCr(p <0.01), NAA (p <0.05) , Cho (p <0.05) and mI (p <0.01). But, no 
significantly metabolism changes were detect between patients with PDN and 

controls. Additionally, correlations between concentration of tCr(r=0.444, p=0.01), 
NAA(r=0.342, p=0.05), GSH(r=0.393, p=0.024) and Mini-Mental State Examination(MMSE) 
scores, and correlations between concentration of tCr(r=0.367, p=0.035), 
GSH(r=0.376, p=0.031), tCho(r=0.375, p=0.031) and Montreal Cognitive 
Assessment(MoCA) scores were found. 

Conclusion The metabolic abnormalities in PCC maybe due to the lower regional 

cerebral blood flow in this region than normal controls[6]. Findings suggest that 

comparison of PCC MRS profiles across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provides useful 

information for tracking cognitive decline in Parkinson's disease in a clinical 

setting.  

 

 
PU-1686 

慢性丘脑梗死患者躯体感觉传导纤维继发性变性的 磁共振扩

散张量成像研究 

 
程润田

1
,罗天友

1
,陈莉

1,2
,龚军伟

1
 

1.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目的 应用磁共振扩散张量成像（diffusion tensor imaging, DTI）探讨慢性丘脑梗死患者躯

体感觉传导纤维束顺行性和逆行性损害的表现特征。 方法 对 28例单侧慢性丘脑梗死

（thalamic infarction, TI）患者（TI组）以及年龄、性别与 TI患者相匹配的 28例健康志

愿者（对照组）进行常规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及 DTI扫描；应

用 FSL软件对所有受试者的 DTI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获取丘脑中央辐射和脊髓丘脑束纤维束

以及扩散本征值( λ1、λ23 )、部分各向异性（FA）值和平均扩散量（MD）值；采用 SPSS 19

软件对两组数据进行统计学比较分析。 结果 TI组病灶上方丘脑中央辐射的 FA值

[（0.37±0.05）×10
-3
]显著低于对照组[（0.48±0.11）×10

-3
]（F=24.043，P＜0.001）；而

MD值[（0.41±0.05）×10
-4
mm

2
S
-1
]较对照组[（0.37±0.05）×10

-4
mm

2
S
-1
]显著升高

（F=6.964，P＜0.05）；λ1值[（1.24±0.08）×10
-4
mm

2
S
-1
]较对照组[（1.16±0.07）×10

-

4
mm

2
S
-1
]升高（F=13.195，P＜0.01）；λ23值[（0.70±0.08）×10

-4
mm

2
S
-1
]亦较对照组

[（0.63±0.10）×10
-4
mm

2
S
-1
]升高（F=8.585，P＜0.01）。TI组病灶下方脊髓丘脑束各扩散指

标值的变化趋势与丘脑中央辐射各扩散指标值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 结论 丘脑梗死既可以引

起与梗死灶相连接纤维束的顺行性损伤，也会引起其逆行性损伤，且两种继发性变性在梗死慢

性期具有相同的扩散改变特征，这可能对临床康复治疗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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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687 

640 层容积 CT 低剂量心脑联合成像的应用研究 

 
沈海林,雷志毅,王莺,尚海龙,杜红娣,郑璇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苏州九龙医院 2015021 

 

背景和目的：动脉粥样硬化（AS）是一种临床中非常常见的疾病，也是一种全身性的疾病，会

在各段血管及其分支中发生，尤其在冠状动脉、颈动脉、腹部大血管的动脉粥样硬化及斑块的

形成，其有着共同的危险因素，尽管这些危险因素对不同血管床的影响可能不同，但在临床工

作中许多患者同时并发多部位斑块时常发生，在日常工作中评估颈动脉或椎动脉粥样硬化疾病

包括多普勒超声波，磁共振血管造影(MRA)，计算机断层扫描血管造影(CTA)和传统数字减影血

管造影(DSA)，对于多发斑块的患者需要同时评价冠状动脉狭窄和颈动脉和脑动脉斑块的病

人，多种检查方法重复检查，尤其是 CT检查的重复，即增加了患者的医疗成本又增加了患者

的辐射剂量，随着 CT技术的不断进步，尤其是 640容积 CT的问世，同时评价颈动脉、脑动脉

及冠状动脉成为了可能，本研究利用 640层容积 CT的低剂量、大螺距等的优点对颈动脉、脑

动脉及冠状动脉扫描一站式成像，初步探讨联合成像后的图像质量和和患者所受的辐射剂量。 

   

 

 
PU-1688 

视神经脊髓炎疾病谱脑病灶分析 

 
孙劼,张宁男楠,于春水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300052 

 

目的： 

本课题利用血清水通道蛋白- 4抗体（aquaporin-4 antibody，AQP4-Ab）将视神经脊髓炎疾

病谱（neuromyelitis optica spectrum disorders，NMOSD）患者分为两组，分析脑病灶的影

像学特点，明确 AQP4-Ab在 NMOSD病灶形成中的意义。 

方法： 

本实验入组 NMOSD患者 72名，其中 AQP4-Ab阳性患者 46名、阴性患者 26名。详细记录

NMOSD患者的年龄、性别、病程、AQP4-Ab情况，从病灶分布情况、严重程度和形态特点三个

方面来分析脑病灶的影像学特点。 

结果： 

1. 72名 NMOSD患者中，AQP4-Ab阳性率为 64%。与 AQP4-Ab阴性患者相比，AQP4-Ab阳性患者

具有女性所占比重更大、病程更长的特点。 

2. 74%的 NMOSD患者脑部 MRI表现异常。在 AQP4-Ab阳性患者中，脑部病灶分布集中，更容易

出现在侧脑室周围；阴性患者脑部病灶分布散在，且脑干病灶发生率、体积和级别均高于阳性

患者。 

4. 19%的患者存在 NMOSD脑部典型病灶，包括：1）背侧延髓（最后区）病灶（6%）；2）脑干

或小脑的第四脑室室管周膜病灶（4%）；3）下丘脑、丘脑或第三脑室室管周膜的病灶

（3%）；4）广泛、融合的皮质下或深部脑白质病灶（6%）；5）长或肿胀的胼胝体病灶

（10%）；6）连续累及皮质脊髓束病灶（3%）。 

5. 13%的 NMOSD患者存在脑部非典型病灶，包括：1）垂直于侧脑室的病灶（“Dawson 手指

征”）（4%）；2）下颞叶侧脑室周围病灶（4%）；3）累及 U-纤维的近皮质病灶（3%）；4）

未发现累及皮质的病灶。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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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MOSD患者影像学表现具有一定的特征性，且和 AQP4-Ab存在一定关系。NMOSD脑部典型病灶

的特点可以帮助更好的识别 NMOSD；非典型脑部病灶也见于 NMOSD患者中，需与多发性硬化鉴

别。  

 

 
PU-1689 

Brain grey matter volume alterations associated with 

antidepressant response in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a meta-analysis 

 
Liu Jia 

Union Hospital， Tongji Medical College，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430022 

 

Purpose:The aim of the present study was to conduct a meta-analysis that 

integrated the reported voxel-based morphometric studies, to determine consistent 

grey matter alterations in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MDD) responders and 

nonresponders. 

Method: A systematic search was conducted up to June 2017 to identify studies 

focus on antidepressant response. Using anisotropic effect size version of Seed-

based D Mapping
1
, we performed a meta-analysis using the effect size signed 

differential mapping method to quantitatively estimate regional grey matter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patients and healthy controls. 

Results:In responders compared with healthy controls across 9 datasets grey matter 

volume (GMV)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left inferior frontal gyrus (IFG) and 

insula, while GMV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in the bilateral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ACC) and the right superior frontal gyrus (SFG). In nonresponders compared 

with healthy controls across 5 datasets GMV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in the 

bilateral ACC, median cingulate cortex (MCC) and right SFG. Conjunction analysis 

confirm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bilateral ACC and right SFG, where GMV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in nonresponders but higher in responders. 

Conclusions: Taken together, the present findings demonstrate structural grey 

matter differences in regions involved in cortico-limbic networks in MDD patients. 

GMV of the bilateral ACC and right SFG was lower in nonresponders, but higher in 

the responders, suggesting that this might provide biomarkers associated with 

antidepressant response and prolonged remission. Furthermore, lower GMV in the 

left insula and IFG was only present in responders. Longitudinal studies will need 

to investigate the dynamic effect of antidepressant medication, and for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underlying cause of these GMV alte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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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690 

 Altered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of SMA subregions in 

well-recovered stroke patients 

 
liu huaigui 

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General Hospital 300052 

 

Background and Purpose—The supplementary motor area (SMA) contains two subregions: 

the SMA proper connects with motor areas and involves in motor execution; the 

preSMA connects with prefrontal areas and involves in higher-level processing. The 

resting-state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rsFC) of the SMA after stroke has not been 

investigated at the subregional level. 

Methods—Based on rsFC patterns, we parcellated the SMA into anterior (preSMA) and 

posterior (SMA proper) subregions. We further analyzed the rsFC differences of the 

SMA subregions between stroke patients with well-recovered global motor function 

and healthy subjects. 

Results—We found that the SMA proper showed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s 

with the sensorimotor areas and insula; whereas the preSMA was primary correlated 

with brain areas associated with cognitive control. Furthermore, the stroke 

patients exhibited increased rsFCs between the bilateral SMA proper and 

ipsilesional primary sensorimotor area and between the ipsilesional preSMA and 

contralesional cingulate motor area. However, both SMA subregions showed decreased 

rsFC with brain regions related to cognitive control. 

Conclusions—The increased rsFC of the SMA subregions with the sensorimotor areas 

may be associated with motor recovery in stroke patients, whereas, the decreased 

rsFC with cognitive-related areas may be related to dysfunction of cognitive 

control of movements. 

   

 

 
PU-1691 

联合扩散加权成像与动态磁敏感对比增强 MR 灌注 

加权成像对脑星形细胞瘤分级的应用价值 

 
秦江波,张辉,王效春,谭艳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030001 

 

目的 探讨扩散加权成像（DWI）联合动态磁敏感对比增强（DSC）MR灌注加权成像在脑星形细

胞瘤分级中的诊断价值。资料与方法 搜集经手术病理证实的不同级别脑星形细胞瘤 63例，所

有患者术前除常规扫描外均行头颅 DWI及 MR灌注加权成像扫描，其中低级别星形细胞瘤

（WHOⅡ级）13例，间变型星形细胞瘤（WHOⅢ级）24例，胶质母细胞瘤（WHOⅣ级）26例。

分别测定肿瘤实质区最小 ADC值、相对脑血容量（rCBV）最大值。应用方差分析 ANOVA 比较不

同级别星形细胞瘤间肿瘤实质区的最小 ADC值及最大 rCBV 值的差异；采用 ROC曲线比较 ADC

值、rCBV单独使用及两者联合应用对脑星形细胞瘤分级的诊断效能，并确定不同级别星形细

胞瘤 ADC及 rCBV临界值。结果 低级别星形细胞瘤、间变型星形细胞瘤及胶质母细胞瘤的最小

ADC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27.442，P＜0.05），三组间最大 rCBV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3494 

 

（F=33.210，P＜0.05）。DWI、DSC及两种联合应用在鉴别 WHOⅡ级与 WHOⅢ级脑星形细胞瘤

ROC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 0.885、0.913、0.958，灵敏度分别为 70.8%、79.2%、87.5%，

特异度分别为 92.9%、100%、100%。DWI、DSC及两种联合应用在鉴别 WHOⅢ级与 WHOⅣ级脑星

形细胞瘤 AUC分别为 0.712, 0.889 和 0.904。结论 联合应用 DWI与 DSC可以提高对脑星形细

胞瘤分级诊断的准确性。 

   

 

 

PU-1692 

4 例非酮症高血糖性偏侧舞蹈症的脑部影像表现 

 
王芳,屈剑锋,梁满球 

东莞市人民医院 523000 

 

 

目的:回顾性分析 4例经临床确诊的非酮症高血糖性偏侧舞蹈症患者的 X线计算机断层摄影

(CT)、磁共振成像(MRI)的表现。材料与方法:选择 2014 年 1月至 2016年 12月在广东省东莞

市人民医院接受诊治的非酮症性高血糖并偏侧舞蹈症患者 4例,对患者的 CT、MRI 表现进行回

顾性分析。4例患者均接受 1次及以上 CT 平扫或者 MRI 平扫。4例均加做 DWI序列,3例加做

MRS序列。结果:4例均为女性糖尿病患者。CT表现单侧壳核和豆状核有 3例,双侧壳核和豆状

核有 1例,CT值在 36~55 HU;4例 T1WI均表现为高信号,T2WI病灶呈低或混杂信号,FLAIR 病灶

都是等信号;4例 DWI中表现为等稍低信号,ADC值升高;MRS 检查:NAA 峰 3例均降低,Cho 峰 3

例均升高,NAA/Cr比值 3例均降低,Cho/Cr比值 3例均升高。结论:非酮症高血糖性偏侧舞蹈症

具有特征性的脑部影像学表现,以对侧或双侧纹状体壳核、尾状核头 CT 高密度影、MRI 短 T1

高信号为特点，密切结合临床病史不难诊断。 更多还原 DWI、MRS 等序列对确定病变性质、

评估神经元丢失或损伤等有价值。 更多还原   

 

 
PU-1693 

椎动脉优势、基底动脉迂曲与大脑后循环缺血的 MRI 研究 

 
闫呈新,朱建忠,李长勤 

泰山医学院附属医院 271000 

 

【摘要】目的 应用 MRI对后循环缺血（posterior circulation ischemia, PCI）患者椎-

基底动脉的走行异常进行评价。 

资料与方法  

对 1170例后循环缺血患者的 MRI和 MRA显示的椎-基底动脉血管形态、位置进行观察，分析基

底动脉迂曲与优势椎动脉的关系，椎-基底动脉迂曲及优势椎动脉与大脑后循环梗死的关系。 

结果  

1、优势椎动脉与基底动脉迂曲之间有统计学意义(χ2＝6.19，P＜0.05)，且基底动脉迂曲方

向与优势椎动脉呈相反方向。 

2、椎动脉的粗细与基底动脉迂曲之间有关系(χ2＝69.489，P＝0.000)且呈密切相关(相关系

数 r＝0.97，p<0.001)。椎动脉直径差异程度越大，则基底动脉直径越大、基底动脉弯曲度越

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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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基底动脉走行正常和基底动脉迂曲的大脑后循环梗死发生率有显著差异(χ
2
＝265.54，

P=0.000)。优势动脉组与椎动脉等势组的大脑后循环梗死发生率有显著差异(χ2＝61.88，

P=0.000)。 

4.大脑后循环特定部位梗死主要发生于椎基动脉连接前非优势椎动脉侧和连接后基底动脉弯曲

对侧。 

结论  

1、左侧椎动脉优势为主要椎动脉优势类型；左侧椎动脉越过中线的发生率明显高于右侧椎动

脉的发生率；椎动脉直径差异程度越大，则基底动脉直径越大、基底动脉弯曲度越明显。优势

动脉与基底动脉迂曲相关，基底动脉迂曲方向与优势椎动脉呈相反方向椎动脉优势促使基底动

脉向非优势椎动脉侧弯曲，两侧椎动脉直径差值与基底动脉迂曲程度有关。椎动脉优势是椎-

基底动脉迂曲的危险因素。 

3、基底动脉迂曲和椎动脉优势与大脑后循环特定部位的梗死有密切的关系，梗死主要发生于

椎基动脉连接前非优势椎动脉侧和连接后基底动脉弯曲对侧，即脑桥梗死常发生于基底动脉弯

曲的对侧，小脑后下动脉供血区的梗死常发生于非优势椎动脉侧。 

  

  

   

 

 
PU-1694 

成人白血病中枢神经系统浸润的 MRI 表现 

 
冯一鸣,郑传胜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430022 

 

摘要目的：探讨成人白血病中枢神经系统浸润的 MRI表现及其诊断价值。材料和方法：回顾性

分析 21例在 2009-2017年期间在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经手术和脑脊液细胞学检查证实

的合并中枢神经系统并发症的白血病患者，分析其 MRI表现，观察并分析成人白血病中枢神经

系统浸润的 MRI影像学特征。结果：颅内侵犯 18例，表现为（1）脑膜病变 8例，其中软脑膜

浸润 5例，T2WI及 T2-flair 示软脑膜小线状高信号，增强扫描示软脑膜增厚，呈线样强化；

3例硬脑膜增厚并呈线样强化；（2）脑实质浸润 8例，其中非肿块型 6例，表现为皮层或皮

层下、深部白质的稍长 T1、稍长 T2-flair信号，增强后轻度-中度强化；肿块型 2例，表现

为脑实质内肿块，呈均匀长 T1、长 T2信号，可见占位效应及周围水肿，增强后明显强化；

（3）颅内出血灶 2例，表现为颅内长短混杂的 T1、T2信号，SWI呈多发条状及斑点状极低信

号影。椎管内病变 3例，表现为：（1）胸髓后缘连续分布的长条状长 T2信号 1例，增强后中

度强化；（2）胸椎椎管内软组织肿块 1例，表现为胸椎椎管内硬膜外软组织信号影，增强后

无明显强化；（3）椎旁软组织肿块 1例，表现为胸椎椎旁软组织肿块并椎管内及椎旁骨质侵

犯；结论：成人白血病中枢神经系统浸润 MRI表现多种多样，MRI平扫、增强及 SWI多序列联

用能敏感有效的检出病灶，有利于本病的诊断及鉴别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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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695 

IVIM-DWI and 3D-ASL in differentiating true 

progression from pseudoprogression of Glioblastoma 

multiforme by using histogram analysis 

 
Sun Ying-Zhi,Yan Lin-Feng,Liu Zhi-Cheng,Han Yu,Tian Qiang ,Nan Hai-Yan,Wang Wen,Cui Guang-Bin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Tangdu Hospital， Fourth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10172490 

 

 

Purpose: 

The purpose is to differentiate true progression from pseudoprogression of 

glioblastomas treated with concurrent chemoradiotherapy (CCRT) with temozolomide 

(TMZ) by using histogram analysis of IVIM-DWI and 3D-ASL. 

Materials and Methods:  

39 Patients that recently received a histopathological diagnosis of GBM at our 

hospital are eligible for enrollment,who had been developed increasing enhancing 

mass lesions after concurrent radiation therapy and chemotherapy with temozolomide. 

ALL patients underwent conventional MRI,multi-b values DWI(b- 

alue:0,30,50,100,200,300,500,800,1000,1500,2000,3000,3500s/mm
2
)(Generate 

parameters include Fast ADC and Slow ADC ) and 3D-ASL(Generate parameters include 

CBF). All lesions were diagnosed by histopathology at second operation resection 

or Clinical follow-up. Measurements made by using a dedicated software package 

(NordicICE; NordicImagingLab, Bergen, Norway) with an established tracer kinetic 

model applied to the first-pass data. Regions of interest (ROIs) of the newly 

enhancement lesions, entirely enhancing lesions in each section of the co-

registered images. Histogram parameters include fast ADC,slow ADC and 

CBF(mean,min,max, the 5
th
 ,10

th
 and 90

th
 percentile value,and peak height).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analysis was employed to determine the best cutoff values 

for the histogram parameters that proved to be significant predictors for 

differentiating true progression from pseudoprogression.  

Results: 

14 patients was treatment-related changes, while 25 patients was recurrent tumor. 

The fast ADC(mean, max, the 5
th
 ,10

th
 and 90

th
 percentile value,and peak height) and 

slow ADC(mean, the 5
th
 ,10

th
 and 90

th
 percentile value) values in treatment-related 

changes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pseudoprogression and recurrent tumor, 

respectively. The CBF all histogram parameters we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The fast ADCmax value of the cumulative ADC histograms was a significant predictor 

for the differential diagnosis between true progression and pseudoprogression (p 

=0.007).The fast ADCmax was the best AUC value 0.763. Optimal cut-off value was 

0.443*10
-3
mm

2
/sec could help differentiate between ture-and pseudo-progression 

tumors. Th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was 80.0%,64.3%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The fast ADCmax of histogram analysis can be a promising parameter for the 

differentiation true progression from pseudoprogression of the newly visible 

lesions, entirely enhancing lesions after CCRT with TMZ for glioblastomas 

multiforme.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3497 

 

PU-1696 

磁共振扩散张量白质纤维示踪技术研究正常活体视辐射

Meyer’s 环变异的价值 

 
何昕,佟丹,马越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目的：不同个体间视辐射的解剖学形态、走行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尤其是 Meryer’s 环的位置

和形态。有研究发现不同个体 Meyer’s环前端到颞极后缘的距离差异性可达 1cm。扩散张量

白质纤维束示踪技术（Diffusion Tensor Tractography, DTT）是目前唯一能在活体上无创评

估视辐射走行及完整性的技术。本研究使用 DTT活体显示正常人视辐射的解剖、分布、毗邻关

系，并测量 Meyer’s 环前缘与颞极前缘、颞角之间的距离，提供一个安全范围，指导手术治

疗。 

方法：对 20例健康志愿者（男 10例，女 10例，年龄 19~47 岁，平均年龄 33岁，不伴有神经

系统疾病、头部外伤及精神疾病）行 3D-T1WI和全脑 DTI成像，采用 Philips DTI专用软件 

FiberTrack功能进行数据后处理，使用 Track Multipule ROI Fibers进行纤维示踪，在矢状

位图像上标记 Meyer’s环最前端、颞极、颞角，测量 Meyer’s 环前缘与颞极、颞角之间的距

离，同时在冠状面观察视辐射与周围解剖标志的毗邻关系。使用 SPSS 19.0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使用单样本 t检验比较同一患者左侧与右侧的差异、独

立样本 t检验比较性别差异，P＜0.05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Meyer’s 环最前端到颞极的距离是 27.3±2.5mm（左），25.6±3.7mm（右），

Meyer’s环最前端到颞角的距离是 4.2±1.5mm（左），3.7±2.5mm（右）（图 2），P＜

0.05，不同性别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本研究采用 DTT和 3D-T1WI序列相结合，极大提升了空间分辨率，实现了在活体上、多

平面、多角度观察视辐射纤维走行，并获得针对特定个体的安全距离，最大限度的避免或减少

视辐射损伤，是重要的术前方案。 

   

 

 
PU-1697 

慢性酒精依赖者脑白质扩散峰度成像初步研究 

 
聂鸿雁

1
,陈军

1
,敖亚雯

1
,桑菲

2
 

1.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2.武汉市中医医院 

 

目的：应用磁共振弥散峰度成像(diffusion kurtosis imaging, DKI)技术观察慢性酒精依赖

(chronic alcohol dependence, CAD)患者脑白质结构的改变，探讨 DKI在慢性酒精依赖中的

应用价值，为 CAD早期诊断提供影像学依据。 

方法：纳入慢性酒精依赖患者 25例为患者组（CAD组），健康志愿者 18例为对照组（HC

组），两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相匹配，采用 Discovery MR750 Plus 3.0 T磁共振对所

有受试者行颅脑常规 MRI 扫描，排除颅脑器质性病变后行 DKI 扫描，获得 DKI 原始图像，

运用 GE AW4.6工作站上 Functool 软件手动勾画测量胼胝体膝部、体部、压部、内囊前肢

（左、右）、内囊后肢（左、右）、额叶白质（左、右）、颞叶白质（左、右）及枕叶白质

（左、右）感兴趣区的扩散各向异性分数（fractional anisotropy, FA）、平均扩散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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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n kurtosis, MK）、平均弥散系数（mean diffusivity, MD）值，使用 SPSS 22.0软件

对两组所测 DKI各参数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与 HC组相比，CAD组胼胝体体部、内囊前肢（右）、颞叶白质（左）FA值减低，内囊

前肢（右）、内囊后肢（右）、额叶白质（右）MK值减低，胼胝体体部、颞叶白质（左）MD

值升高，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慢性酒精依赖患者脑白质的损害具有一定的选择性，DKI技术可反映慢性酒精依赖患者

脑白质结构的改变，为慢性酒精依赖的早期诊断提供了影像学依据。 

   

 

 

PU-1698 

椎管内髓外硬膜下毛细血管瘤 MRI 表现 

 
洪顺达,姜建,刘佳琦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30006 

 

目的 探讨椎管内髓外硬膜下毛细血管瘤的 MRI表现，提高对本病的认识。 

方法 回顾性分析 6例经手术病理证实的椎管内髓外硬膜下毛细血管瘤的 MRI表现，MRI扫描

采用西门子 1.5T磁共振，6例均行脊髓 MR平扫及增强扫描。所有影像图像由两名以上高年资

影像诊断医师进行分析并诊断，观察病灶的部位、数量、形态、大小、信号特点及病灶边缘、

强化特点、与硬脊膜的关系等。 

结果 （1）6例病灶均为单发，其中 5例位于胸腰段水平椎管内，1例位于马尾水平，均位于

髓外硬膜下；（2）病灶均不大，其横径均未超过脊髓横径；（3）6例病灶均边界清晰，T1WI

病灶均呈等信号，T2WI病灶呈均匀稍高信号 5例，不均匀稍高信号 1例，其内含点状低信号

区；（4）增强扫描 6例病灶均明显强化，其中 5例明显均匀强化，1例不均匀强化，其内见

点状低信号无强化区；（5）6例病灶均未见脊膜尾征，其中 4例病灶上下缘见增强迂曲血管

影；（6）6例病灶与硬脊膜夹角均为锐角。 

结论 椎管内髓外硬膜下毛细血管瘤具有一定的 MRI表现特点:胸腰段多见，边界清楚，信号均

匀，增强扫描多明显均匀强化，与硬脊膜夹角多为锐角，部分病灶上下缘见增强迂曲血管影。

具有以上 MRI表现并结合病史，需提示椎管内髓外硬膜下毛细血管瘤可能。 

   

 

 

PU-1699 

儿童脑积水行三脑室底造瘘治疗的影像检查评估价值探讨 

 
杨皓玮,沈瑾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脑积水按照形成原因分为：1.脑脊液循环通路受阻；2.脑脊液分泌过多；3.脑脊液吸收

障碍。针对脑积水患者的治疗包括药物治疗，脑室腹腔分流术及三脑室底造瘘术。本文旨在探

讨儿童脑积水行三脑室底造瘘前后影像检查方法的选择及影像评估对于临床的价值。 

方法：收集我院自 2013.10-2016.5间进行三脑室底造瘘治疗脑积水患儿的临床和影像资料，

结合常规头颅磁共振检查和 SS TSE（single shot TSE）序列对于脑室扩张程度的评价和对于

造瘘口通畅情况的判断，对比临床脑积水缓解程度的评估进行对比。 

结果：28例脑积水患儿，均行三脑室底造瘘术后。术前 28例患儿均行常规头颅磁共振检查，

1例术前予以 SS TSE扫描，10例术前术后均加扫 SS TSE序列，17例术后加扫 SS TSE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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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后随访时间从术后 1 个月到 10 个月不等）。影像检查依据脑室扩张程度判断 32.1%(9/28)

患儿术后改善，67.9%(19/28)改善不明显。96.4%(27/28)行术后 SS TSE扫描均显示三脑室底

造瘘口通畅。而临床检查显示 28例患儿脑积水症状均有不同程度缓解。 

结论：SS TSE序列，利用重 T2WI的效果使含脑脊液的组织、器官显影，增强了脑组织与脑脊

液信号的对比，并清楚地显示脑室和脑池系统内的细微结构。不但能在术前诊断出脑积水的梗

阻部位、梗阻原因以及选择相应的治疗方案提供客观依据；由于三脑室底造瘘术对于治疗脑积

水脑室扩张改善缓慢，还能在术后影像检查中清晰显示造瘘口的通畅情况；可以作为术后疗效

评价的指标之一。  

 

 

PU-1700 

儿童视神经脊髓炎在常规磁共振表现 

 
沈瑾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102 

 

目的：探究常规磁共振成像在儿童视神经脊髓炎诊断中的价值。 

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1 年-2015年临床确诊的 3例患儿的常规磁共振成像，包括头颅磁

共振平扫和脊髓磁共振平扫。3例患儿的血清抗 NMO IgG抗体均为阳性结果。 

结果： 3例患儿中，男 2例，女 1例，年龄 8岁-12岁。脊髓磁共振影像显示均为颈、胸髓长

节段病灶 T1WI低信号，T2WI 高信号，病灶未见明显偏侧性。2例患儿随访脊髓磁共振成像，

其中 1例可见颈胸髓明显萎缩。头颅磁共振影像显示 1例为阴性，1例为左侧内囊及右顶叶斑

片状状异常信号，但是临床检查无相应区域神经损伤，且随访后未见其范围缩小及范围增大。

1例为延髓 T1WI低信号 T2WI 高信号，与其颈髓病灶相连。头颅及脊髓病灶中均未见明显出血

信号。 

结论：儿童视神经脊髓炎在脊髓病变多为对称长节段病灶，而其在头颅磁共振表现却是多变

的。  

 

 
PU-1701 

探讨颞叶癫痫患儿穹隆的弥散张量成像参数变化 

 
杨皓玮

1
,何慧瑾

2
 

1.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目的：探讨颞叶癫痫患儿穹隆的弥散张量成像参数变化。 

材料和方法：选取我院就诊的单侧颞叶癫痫患儿 25例，根据 MRI表现分成海马硬化组和非海

马硬化组；并根据年龄和性别比例选取对照组 15例。行海马常规 MRI扫描和横轴位 DTI扫

描，测量海马硬化组、非海马硬化组及对照组之间穹隆 MD值和 FA值。 

结果：海马硬化组颞叶癫痫穹隆的 MD值高于非海马硬化组和正常对照组，且三组之间的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P=0.024)。海马硬化组穹隆的 FA值低于非海马硬化组和正常对照组，但三组

之间的差异未达到统计学意义。 

结论：颞叶癫痫引起的脑组织水分子弥散程度异常可以通过颞叶网络影响颞叶以外的脑白质纤

维束；本研究利用弥散张量成像技术对穹隆结构行 DTI检查，评价其揭示癫痫继发颞叶以外结

构损伤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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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702 

Altered cortical cores and the connectivity among 

them in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patients: a resting 

state fMRI study 

 
Liu Daihong,Duan Shanshan,Zhou Chaoyang,Wei Ping,Chen Lihua,Yin Xuntao,Zhang Jiuquan,Wang Jian 

Southwest Hospital， Thir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400038 

 

Purpose: Study on basic units (nodes and edges) of brain network may advance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network change pattern in T2DM patients.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 the change patterns of cortical cores using degree 

centrality (DC) analysis and the connectivity among these cores using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and Granger causality analysis. Methods and Materials: Forty-seven 

T2DM patients and 47 healthy controls (HCs) matched for age, sex, education and 

BMI were enrolled in the blood biometric measurement, neuropsychological tests and 

resting-state brain MRI scanning. DPARSF v4.1 software was applied to preprocess 

the MRI data. REST v1.8 software was applied to analyze the difference of DC 

patter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nd verify the candidate cortical cores influenced 

by T2DM.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and Granger Causality effect among these cores 

were also calculated with REST v1.8 software. Proportion was examined with χ2
 

test. Independent samples t test and Mann-Whitney U test were applied to normally 
distributed continuous data and to non-normally distributed data, respectively. P 
< 0.05 was considered 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Results: Compared to healthy 

controls, the DC values were higher in the left anterior cingulate gyrus (ACG), 

and lower in the bilateral lateral occipital cortices (LOC) and right precentral 

gyrus (PreCG) in T2DM patients. The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between the left ACG 

and the right PreCG were stronger in T2DM patients, whereas the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among the right PreCG and bilateral LOC were weaker. A negative 

causal effect of the left ACG→left LOC and a positive effect of the left 

ACG→right LOC were observed in T2DM patients, which in healthy controls the 

opposite effect was the case. The patients' blood glucose condition was correlated 

with the connectivity change pattern and cognitive performance (left ACG→left LOC 

vs. fasting C-peptide: ρ = -0.386, P = 0.007; DST forwards sores vs. HbA1c: ρ = 

-0.301, P = 0.040). Conclusion: These aberrant cortical cores and their 
connectivity suggest that T2DM patients may experience impairment of working 

memory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and execution. Additionally, patients may benefit 

from good blood glucose con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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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703 

类风湿关节炎患者皮层厚度改变与认知功能间的相关性研究 

 
王尧,黎海涛 

第三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重庆市西南医院 400038 

 

目的：研究类风湿关节炎（RA）患者大脑皮层厚度改变，探索其与疾病症状及认知功能间相关

关系。方法：对 45例 RA患者及 35例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相匹配的健康人进行高分辨的

3D-T1WI结构相扫描，数据使用 Freesurfer软件进行后处理。经过多重比较校正后，提取有

差异的脑区皮层厚度，与患者的疼痛、疾病活动、生活质量以及认知情况评分做偏相关相关分

析。结果：与对照组相比，RA组的左侧颞中回、额下回岛盖、额上回，右侧中央前回、海马

旁回、旁中央小叶、颞下回、中央后回、额中回后部及枕侧叶皮层厚度明显的减低

（P<0.05）。MoCA与 MMSE 总分，视空间执行功能、命名、注意力、语言、抽象思维、延迟回

忆功能评分较正常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右侧中央前回皮层厚度与 MoCA总分

及语言功能评分相关，海马旁回皮层厚度与 MOCA总分、注意功能及回忆功能评分相关

（P<0.05），右侧枕侧叶皮层厚度与 DAS28评分、HAQ评分呈负相关(P<0.05)。结论：本研究

发现 RA患者多个脑皮层厚度有明显的改变，部分皮层厚度改变与 RA患者认知功能评分有明显

相关性，为临床检测 RA患者中枢神经系统改变及认知功能受损提供客观的影像学标记。  

 

 

PU-1704 

屈光参差性弱视儿童皮层减薄受阻： 

基于表面的形态学测量研究 

 
梁明龙,谢兵,王健 

第三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重庆市西南医院 400038 

 

目的：弱视是在视觉发育期由于异常视觉经验造成的神经发育障碍性疾病，其不仅是一种常见

的严重影响儿童视力的眼病，同时也是造成成人单眼视力损害首要原因。然而，在正常的神经

发育过程中，大脑皮层厚度呈现出随年龄增加而减薄的趋势。那么，弱视是否会影响皮层减薄

这一正常发育过程？为此，本研究拟利用基于表面的形态学测量（Surface-based 

Morphometry，SBM）的方法，分析弱视儿童大脑皮层厚度变化的特征。 材料与方法：募集 20

例屈光参差性弱视儿童（7-13岁）与 20例年龄、性别及受教育程度相匹配正常对照作为研究

被试。在各被试接受详细眼科检查之后对其进行三维高分辨率结构磁共振成像。利用

FreeSurfer软件通过 SBM分析方法检测各被试的全脑皮层厚度，比较弱视患者与正常对照全

脑皮层厚度的差异，并寻找皮层厚度变化与临床指标的相关性。 结果：相较于正常对照，屈

光参差性弱视儿童在双侧楔叶及左侧舌回皮层厚度明显增厚（Monte Carlo模拟校正，顶点双

侧 P<0. 01，簇双侧 P<0.05），而未见皮层厚度减薄的脑区；且弱视儿童皮层厚度的改变与弱

视眼视力损害程度明显相关（左侧楔叶、左侧舌回及右侧楔叶的 r值分别为 0.54、0.47 及

0.64；Spearman等级相关分析，P<0.05）。 结论：屈光参差性弱视视觉儿童视觉脑区皮层厚

度明显增厚，提示其正常的皮层减薄过程的受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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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705 

水痘-带状疱疹病毒性血管炎的 MRI 表现 

 
张磊,吴晓峰,王效春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030001 

 

目的 利用高分辨 MRI探讨水痘-带状疱疹病毒性血管炎的血管壁改变。 

材料 回顾性分析 6名临床确诊水痘-疱疹病毒性血管炎患者治疗前后的高分辨 MR（HRMR）图

像，以及其治疗前后的临床资料及预后情况。 

结果 初诊水痘-疱疹病毒性血管炎患者的高分辨率核磁共振(HRMR)表现为血管壁的明显增厚和

强化，以颈内动脉与大脑中动脉的 M1段移行部明显。治疗后有效患者的血管表现为狭窄的改

善、血管壁的变薄以及血管壁强化程度的减轻。 

结论 HRMR有助于该病的诊断以及预后的评价。  

 

 
PU-1706 

基于体素的度中心度对 2 型糖尿病伴认知损伤患者静息态脑

网络改变的研究 

 
陈影影 

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16001 

 

目的：运用基于体素的度中心度(degree centrality，DC)研究静息状态下 2型糖尿病（type 

2 diabetes mellitus，T2DM）全脑水平脑网络随病情进展的变化规律及其与多项认知评分变

化的相关性，为 T2DM认知损伤可能的发病机制提供有力的神经影像学证据。 

材料与方法：招募 T2DM患者 T2DMCI组 25例、T2DM组 32例，社会招募 HC组 42名。所有受

试者均行全脑 rs-fMRI检查，然后计算受试者全脑 DC值。全脑 DC值三组间差异性比较采用单

因素方差分析，然后再运用 LSD-t 检验进行两组间多重比较，p＜0.05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DC值与认知评分、实验室指标相关性分析，p＜0.01表示差异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 

结果： 

1.T2DMCI组、T2DM组与 HC 组人口统计学及认知评分差异性比较：TMT-A评分在 T2DMCI 组与

T2DM组间、T2DMCI组与 HC 组间及 T2DM组与 HC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MoCA、CDT、DST、AVLT、AVLT5min、AVLT20min仅在 T2DMCI 组与 HC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2.组间 DC值差异性比较：T2DMCI组较 T2DM组右侧舌回及左侧顶下小叶 DC值明显减低，差异

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T2DMCI组较 HC组双侧颞中、上回 DC值明显减低，具有统计学

差异（p＜0.05）； T2DM组较 HC组右侧中央后回 DC值明显减低，右侧小脑 8区、双侧楔前

叶及左侧额中回 DC值明显升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1.T2DM多个脑区的脑网络度中心度存在异常改变，并且与认知损伤有关。 

2.右侧颞中回脑网络度中心度降低可能与 T2DM的注意力、精神运动速度及执行力等多方面的

认知损伤存在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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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707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degree of stenosis of 

unilateral Internal carotid artery or Middle cerebral 

artery and cerebral perfusion: estimated by High-

resolution Vessel Wall Imaging and MRI perfusion 

 
Liu Song,Xia Shuang 

Tianjin First Central Hospital 300192 

 

Background and propose:The degree of Stenosis at unilateral Internal carotid 

artery or Middle cerebral artery can affect the perfusion state of brain tissue. 

Time-to-maximum(Tmax) delay can quantitatively reflect the perfusion state of the 

cerebral tissue. The propose of our study is to assess the correlation of degree 

of stenosis of inernal carotid artery and middle cerebral artery with Tmax 

delays;to compare perfusion state of mild stenosis,moderate stenosis and severe 

stenosis;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ive factor of NIHSS of the patients. 

Materials and Methods:We measured the percent stenosis of the narrow artery in 

45 patients with stenosis in unilateral internal carotid artery or middle 

cerebral artery in High-resolution Vessel Wall Imaging，and Tmax delays volume 

was acquired by RApid processing of PerfusIon and Diffusion (RAPID) software.The 

associations of Tmax delays and percent stenosis was examined by Spearman’s 

correlation.Chi-square test was used to assessed the difference of clinical 

characteristic and the difference of clinical factors in zero-score and nonzero-

score NIHSS groups.Kruskal-Wallis H test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the difference of 

perfusion state and NIHSS in three stenosis degrees and the difference of 

perfusion factors in zero-score and nonzero-score NIHSS groups. 

Results:Stenosis percent of total patients had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volume of Tmax>4.0 s(r=0.536,p=0.000), Tmax>6.0 s(r=0.565,p=0.000), Tmax>8.0 s 

(r=0.444,p=0.003), Tmax>10 s(r=0.335,p=0.028) and Tmax-ADC mismatch volume 

(r=0.404,p=0.007);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found in three degree of 

stenosis(mild,moderate,serve) with Tmax>4.0 s volume(p=0.006),Tmax>6.0 s 

volume(p=0.004),Tmax>8.0 s volume(p=0.049) and Tmax-ADC mismatch 

volume(p=0.044),but not with Tmax>10.0 s volume(p=0.179).Between the zero-score 

NIHSS group and nonzero-score NIHSS group,Tmax>4.0 s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H=4.270,p=0.039). 

Conclusion:Our results lead to 3 conclusion:(1)Stenosis percent of narrow ICA or 

MCA had postive correlation with Tmax delays of different thresholds,especially 

Tmax>4.0 s volume and Tmax>6.0 s volume.(2)Different stenosis degrees of ICA or 

MCA had different perfusioin state.(3)Tmax>4.0s volume may be a potential 

predictor to calculate the prognosis of stroke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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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708 

近红外光谱在诊断硬膜外及硬膜下血肿的应用 

 
李亚农

1
,张玉瑾

2
,金鹤

1
,王政

1
,王朝朝

1
,马军

1
 

1.北京天坛医院 

2.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脑网络组研究中心 

 

目的 探讨近红外光谱（NIRS）检测对硬膜外及硬膜下血肿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 选取 34例

经 CT或 MRI证实的硬膜外或硬膜下血肿患者（实验组）及 14名健康志愿者，采用中国科学院

自动化研究所研发的 NIRS设备对两组均行头部检测，评判是否存在颅内出血。以 CT或 MRI诊

断结果为“金标准”，评价 NIRS对硬膜外及硬膜下血肿的诊断效能。结果 NIRS诊断硬膜外

及硬膜下血肿的敏感度、特异度、准确率、阳性预测值及阴性预测值分别 91.18%（31/34）、

71.43%（10/14）、85.42%（41/48）、88.57%（31/35）及 76.92%（10/13）。结论 NIRS在检

测硬膜外及硬膜下血肿方面具有较高的敏感度和阳性预测值，有助于临床早期诊断和治疗。  

 

 

PU-1709 

腰骶部脊神经根扩散张量成像在腰椎间盘突出症中的应用 

 
崔婷婷,李松柏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0001 

 

目的：研究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术前和术后三个月受损神经根 DTI相关参数及纤维束示踪成像

（DTT）的变化，同时研究术前、术后受损神经根 DTI相关参数与基于临床症状的 Oswestry功

能障碍指数（ODI）和视觉模拟评分（VAS）的相关性。方法：25例经临床和手术证实为单支

神经根受损的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纳入本研究，全部患者术前、术后均进行 DTI扫描、神经根

重建、ODI与 VAS评分，其中 ODI、VAS评分用于评估患者病变神经根对应的特征性下肢疼痛

区域。结果：1、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术前患侧与健侧神经根 FA值分别为 0.261±0.050、

0.360±0.046，患侧明显低于健侧（P=0.000），术后分别为 0.335±0.034、0.359±0.046，

患侧略低于健侧（P=0.038）。患侧神经根 FA值术前明显低于术后（P=0.000）；术前患侧与

健侧 ADC值分别为（1.693±0.323）×10
-3
mm

2
/s、（1.559±0.214）×10

-3
mm

2
/s，两侧无明显

差异（P=0.088），术后分别为（1.607±0.270）×10
-3
mm

2
/s、（1.558±0.213）×10

-3
mm

2
/s，

两侧亦无明显差异（P=0.483）。患侧神经根 ADC值术前高于术后（P=0.019）；2、术前受损

神经根在术后三个月基本恢复；3、术前受损神经根 FA值与 ODI及 VAS评分呈负相关，ADC值

与 ODI及 VAS评分无显著相关关系；且术后 FA、ADC值与 ODI及 VAS无显著相关关系。结论：

DTI可能是诊断、量化及术后随访腰骶部神经根损伤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工具。 

   

 

 

PU-1710 

磁敏感加权成像在急性大面积脑梗死预后评估中的价值 

 
桑雅荣,王海洋 

葫芦岛市中心医院 125001 

 

[摘要]目的 探讨磁敏感加权成像（susceptibility weighted imaging, SWI）在急性大面积

脑梗死预后评估中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 收集 46例急性大面积脑梗死患者，所有患者均行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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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 MR及 SWI检查及复查，随访记录 mRS评分。观察出血性转化及梗死周围侧支血管显示情

况，并分析患者预后与上述二者的相关性。结果 46例患者中有 18例发生出血性转化，急性

大面积脑梗死患者预后与出血性转化类型、出血性转化的部位及侧支血管显示相关。结论 SWI

通过量化分析脑梗死后 HT及侧支血管显示情况，有助于判断脑组织活性情况，对急性大面积

脑梗死预后评估有着重要的临床意义。 

 

   

 

 
PU-1711 

Investigation of Nigrosome-1 degeneration on 

quantitative susceptibility mapping for Parkinson’s 

disease patients 

 
He NaYing

1
,Xu HongMin

1
,Huang Pei

2
,Chen Shengdi

2
,Yan FuHua

1
,Ling HuaWei

1
 

1.Department of Radiology， Ruijin Hospital，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Department of Neurology and Institute of Neurology， Ruijin Hospital，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OBJECTIVES Previous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the SN substructure Nigrosome-1 was 

observable in susceptibility weighted images in healthy controls but absent in 

Parkinson’s Disease (PD) patients at 7T (Blazejewska et al., 2013), which was 

later confirmed at 3T (Schwarz et al., 2014). The objective of this work was to 

assess the diagnostic performance of the Nigrosome-1 degeneration for PD based on 

quantitative susceptibility mapping (QSM). 

MATERIALS AND METHODS Two cohorts (Cohort I and Cohort II) were analyzed 

retrospectively in this study. In Cohort I, forty-four early idiopathic PD 

patients and 35 age- and gender- matched healthy controls were recruited. A three-

dimensional 8-echo gradient echo sequence was acquired for each subject on a 3T MR 

scanner. In Cohort II, 43 patients with PD and 48 healthy gender- and age-matched 

controls were recruited. For each subject, a three-dimensional 16-echo GRE 

sequence was scanned. Then QSM was reconstructed from GRE data for all the 

subjects. Two neuro-radiologists evaluated the visibility of Nigrosome-1 on 

susceptibility maps separately blind to the diagnosis of each subject. There are 

three rating types: present, possible present, and absent. Then all the subjects 

were classified into three groups based on the visibility of Nigrosome-1: normal 

group, PD group, and non-diagnostic group. At last, the diagnostic performance was 

assessed against clinical diagnoses as gold standard. 

RESULTS Nigrosome-1 was visible in most controls but invisible in most PD patients 

(Figure I). In Cohort I, 42/44 PD and 10/35 control, and in Cohort II, 42/43 PD 

and 29/48 control were correctly classified. Diagnostic accuracy of Cohort I was: 

sensitivity 95.5%, specificity 28.6%, 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 (PPV) 65.6%, 

negative predictive value (NPV) 100% and accuracy 66%. In Cohort II, the 

diagnostic accuracy was: sensitivity 97.7%, specificity 60.4%, PPV 75%, NPV 100% 

and accuracy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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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I. Comparison of SN anatomy in one healthy control (A and C) and a PD 
patient (B and D) on susceptibility maps. Nigrosome-1 is observable in the control 
subject, which is not observable in the patient with early-stage PD. The nigrosome 
1 is hypointense on susceptibility maps due to its low iron content.  
  

CONCLUSIONS It is feasible to assess the Nigrosome-1 degeneration on QSM. And the 

negative predictive value is high for that as a diagnostic tool of PD. 

   

 

 

PU-1712 

Changes in cerebral metabolites in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A meta-analysis of proton magnetic 

resonance spectroscopy 

 
Wu Guangyao,Wu Jianlin 

Affiliated Zhongshan Hospital of Dalian University 116001 

 

ABSTRACT 

To investigate whether there were differences and consistent patterns that 

highlight and consolidate the metabolite changes in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T2DM), a meta-analysis of proton magnetic resonance spectroscopy (MRS) was 

conducted. PubMed, Web of Science, and Embase databases were searched up to August 

2016 for collecting the relevant studies. After an inclusion and exclusion 

criteria, the data was extracted. The data was analyzed using Stata software 

v.12.0. The weight mean difference (MD) and 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 were used 

to compare continuous variables. A total of 10 studies (with a total of 244 T2DM 

patients and 223 healthy controls) were included. N-Acetyl Aspartate 

(NAA)/creatine (Cr) levels were decreased in the frontal lobe (MD = -0.20, 95%CI = 

-0.33 to -0.06, P = 0.005) and lenticular nucleus (MD = -0.14, 95%CI = -0.22 to -

0.06, P = 0.001); choline (Cho)/Cr levels were increased in the lenticular nucleus 

(MD = 0.15, 95%CI = 0.02 to 0.28, P = 0.025); myo-inositol (MI)/Cr levels were 

increased in the in the occipital lobe (MD = 0.11, 95%CI = 0.02 to 0.19, P = 0.017) 

and parietal lobe (MD = 0.16, 95%CI = 0.05 to 0.28, P = 0.006); MI levels were 

increased in the frontal white matter (MD = 0.52, 95%CI = 0.14 to 0.90, P = 0.008). 

The results of our meta-analysis indicated that metabolite levels were altered in 

different regions of brain, which may be shown with MRS and caused clinical 

symptoms in T2DM fur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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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713 

Vessel Encoded Arterial Spin Labeling Evaluation of 

Collateral Circulation in Symptomatic and 

Asymptomatic Patients with Internal Carotid Artery or 

Middle Cerebral Artery Occlusion 

 
Lyu Jinhao,Lou Xin,Ma Lin 

Chinese PLA General Hospital 100853 

 

Background and Purpose 

The study was to evaluate collateral circulation in symptomatic and asymptomatic 

patients with unilateral internal carotid artery(ICA) or middle cerebral 

artery(MCA) occlusion using vessel encoded arterial spin labeling(VE-ASL). 

Methods 

The prospective study was enrolled patients with unilateral ICA or MCA occlusion 

who had conducted MRI including vessel encoded arterial spin labeling (technique: 

pseudo-continuous labeling scheme, labeling duration=1500ms, post labeling 

delay=2000ms) from June 2015 to December 2016. The VE-ASL perfusion information 

was combined with 3-colored cerebral blood flow maps of the left carotid, right 

carotid, and posterior circulation territories. The presence of collateral flow 

was identified by the color compared with the standard anterior cerebral 

artery/MCA flow territory. Symptomatic patients were defined as having a transit 

ischemic attack(TIA) or stroke with 90 days while those who never had a TIA/stroke 

were considered as asymptomatic. Risk factors of patients were recorded. If the 

patients also had underwent DSA, the DSA data were also collected. The intensity 

of collateral flow was categorized as: Grade 1, collateral flow distributed less 

than 1/3 target downstream territory; Grade 2, collateral flow distributed within 

1/3-2/3 target downstream territory; Grade 3, collateral flow distributed more 

than 2/3 target downstream territory. The pattern of collateral flow was 

categorized as: A. Anterior dominant pattern: collateral flow mainly originated 

from anterior cerebral artery(ACA) by anterior communicating artery or 

leptomeningeal collateral; B. Posterior dominant pattern: collateral flow mainly 

originated from posterior cerebral artery(PCA) by posterior communicating artery 

or leptomeningeal collateral; C. Anterior and posterior pattern: collateral flow 

equally originated from ACA and PCA. The intensity and pattern of collateral 

revealed by VE-ASL and available DSA as well as risk factors were assessed and 

compared between symptomatic and asymptomatic patients. Additionally, Kappa was 

analysed to test the consistency of collateral intensity and pattern between VE-

ASL and DSA. 

Results 

Totally, 37 patients (51.54±12.71 years, 30 men) including 27 symptomatic and 

10 asymptomatic patients were recruited. Twelve patients had also underwent DSA. 

Kappa was 0.815 for the intensity of collateral and was 0.855 for the pattern of 

collateral between collateral evaluation by VE-ASL and DSA. The intensity of 

collateral in asymptomatic patients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symptoma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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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ients (median 3, interquartile range(2.75-3) VS median 2, interquartile 

range(1-2), P<0.0001), whereas the pattern of collateral show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Risk factors we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Conclusion 

Different status of collateral circulation were observed between symptomatic and 

asymptomatic patients with unilateral internal carotid artery or middle cerebral 

artery occlusion. As an feasible and useful approach to evaluate the intensity 

and pattern of collateral flow, VE-ASL may be helpful in stratifying stroke risk 

in patients with ICA/MCA steno-occlusion.   

 

 
PU-1714 

原发性硬膜外脑膜瘤 5 例影像诊断并文献回顾 

 
韩铮,舒锦尔,胡亮 

金华市中心医院 321000 

 

目的：探讨学习原发性硬膜外脑膜瘤的影像学特征及诊断要点，并复习相关文献。 

方法：回顾性分析本院经病理证实的脑膜瘤病例共 5 例，分析其临床特征及 CT、MRI表现。

其中，男 1例，女 4例。年龄范围为 39-71岁。患者均因颅脑肿物就诊，其中 1例有明确颅脑

外伤史，1例为颅内脑膜瘤术后。全部病人均行 MRI平扫及增强检查，其中 2例行颅脑 CT增

强检查，3例行颅脑 CT平扫检查。 

结果：5例手术均行手术治疗，所有病灶均为单发病灶，跨颅内外板生长，其中发生于颞骨 4

例，顶骨 1例。CT 表现：5例颅板内外肿块呈等密度，边界欠清；其中 4例表现为颅骨骨质

增厚、硬化，颅骨边缘呈毛刷样改变，颅骨内外板界限不清； 1例表现为溶骨性骨质破坏，

软组织肿块与颅骨局部贯通。MRI 表现：5例均表现为跨颅板内外的软组织肿物，信号均表现

为 T1WI呈 等低信号，T2WI 呈 等信号，DWI呈等稍高信号，增强扫描强化明显、均匀。 

结论：原发性硬膜外脑膜瘤发病率较低，跨颅内外板生长，容易误诊；主要表现为局部无痛性

包块，既往可有头部外伤史。诊断主要依靠病理。影像检查表现为成骨性骨质破坏或溶骨性骨

质破坏，其中以成骨性骨质破坏较为多见。成骨性破坏 CT 表现为骨质增厚或呈磨玻璃样改

变，边缘可表现为不规则锯齿状或花边状。部分病变成骨性破坏周围常可见到肿瘤的软组织成

分，表现为 T1WI 等、低信号，T2WI 等、高信号，增强扫描软组织肿块呈明显均匀强化。溶

骨性破坏 CT 多表现为局部骨质破坏并软组织肿块形成，软组织肿块 MRI 扫描 T1WI 呈等、低

信号，T2WI 呈等、高信号，增强扫描强化明显、均匀。CT 和 MRI 能对不同骨质破坏方式的

原发性硬膜外脑膜瘤的大小、形态和周围组织的侵犯程度作出较准确的诊断，并可提高对本病

的认识。 

   

 

 

PU-1715 

12 例伴肿瘤性自身免疫性脑炎临床与影像分析 

 
陈晓娅,李咏梅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目的 分析 12例伴肿瘤性自身免疫性脑炎的临床表现及影像表现的相关性。方法 回顾性分析

12例（自 2015年 11月-2017 年 3月）我院确诊为自身免疫性脑炎同时伴有肿瘤的患者临床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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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及影像学检查。 结果 12例伴肿瘤性自身免疫性脑炎患者均以癫痫发作、精神异常为首发

症状。3例患者同时伴卵巢畸胎瘤，2例伴肺部肿瘤，5例伴子宫肌瘤，1例伴甲状腺肿瘤，其

中 1例同时伴有子宫肌瘤及甲状腺肿瘤。（1）3例伴卵巢畸胎瘤的自身免疫性脑炎患者均为

女性，平均年龄为 29.67±5.69 岁，3例均为抗 NMDA抗体型脑炎，其中 1例患者病灶双侧海

马存在异常信号影，1例为双侧大脑半球脑膜异常强化，1例未表现出异常信号。（2）2例伴

肺部肿瘤患者均为男性，平均年龄为 45.50±2.12 岁，其抗体均为抗 GABA抗体，1例头颅 MRI

表现为腔隙性梗死灶，1例头颅 CT表现出右侧海马区异常低密度影。（3）5例伴子宫肌瘤自

身免疫性脑炎均为女性，平均年龄为 37.20±11.67 岁，3例为 NMDA抗体型自身免疫性脑炎，

2例为抗体阴性型自身免疫性脑炎。其中 1例抗体阴性型脑实质无异常信号，1例抗 NMDA型仅

表现为腔隙梗死灶，而另外 2例 NMDA抗体型表现出脑实质广泛受累，包括半卵圆中心、胼胝

体、基底节区及丘脑，剩余 1例抗体阴性型表现为胼胝体压部异常信号。（4）1例伴有伴有

甲状腺肿瘤为女性，年龄为 69岁，抗体为 NMDA型，头颅 MRI仅有缺血灶改变。（5）1例同

时伴有子宫肌瘤及甲状腺肿瘤患者为女性，年龄为 43岁，其抗体为 APM2抗体脑炎，其头颅

MRI表现为脑实质内广泛受累，受累部位包括双侧额顶枕叶及左侧小脑半球，病灶多分布于皮

层下区域。讨论 自身免疫性脑炎是近年来临床上发现的一组以癫痫发作、精神行为异常和认

知功能减退为特点的疾病。部分患者头颅 MRI无特异性改变，而仍有部分患者脑实质区域出现

异常信号。  

 

 
PU-1716 

胚胎发育不良性神经上皮瘤的 MRI 诊断价值 

 
郑春红 

福建省第二人民医院 350003 

 

【摘要】探讨胚胎发育不良性神经上皮瘤的 MRI特征，为临床术前提供正确的诊断。方法：回

顾性分析 11例 DNET患者的临床、MRI和病理资料，对患者肿瘤的发病部位、大小、形状、边

界、占位效应、瘤周水肿、囊变、有无分隔、不同序列上 MRI信号特征、MR功能成像以及强

化特征等进行分析。结果：11例 DNET患者中位于额叶 3例、顶叶 3例，颞叶 5例。所有患者

均为单发病灶，均位于位于幕上大脑皮层，且以皮层为基底，10例患者呈三角形，1例略呈椭

圆形。肿瘤以囊性成分为主，T1WI表现为低信号，1例患者内见条状高信号出血，T2WI 表现

为高信号为主，水抑制序列上病灶可见完整或不完整高信号环，DWI表现为低信号，ADC 值明

显增高。增强扫描 6例患者表现为分隔样强化，1例患者表现为结节样强化。所有患者瘤周均

未见明显水肿带。病灶内 Cho峰和 Cr峰无明显改变，NAA峰较正常区域未见明显减低。结

论：DNET的 MRI表现具有一定的特异性，可以为临床术前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PU-1717 

探讨磁敏感加权成像在神经梅毒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易坤明,王璐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400042 

 

目的  

总结分析 8例神经梅毒的 MRI影像学表现，探讨 DWI及 SWI 在神经梅毒诊疗过程中的应用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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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收集我院确诊为神经梅毒的 8例患者的影像学资料，总结分析患者治疗前后的 MRI影像学表

现。 

结果  

8例患者均行 MRI检查，其中男性 3名，女性 5名，年龄范围 46-60岁，平均年龄 53±5.5

岁。8例患者病变范围均同时累及多个脑叶，与血管分布区不相符，灰白质受累，其中 1例同

时侵犯脊髓；病变呈长 T1长 T2信号，Flair呈高信号，同时 3例有与年龄不相符的脑萎缩；

5例行增强检查，其中 2例软脑膜强化，1例同时伴软脊膜强化，1例脑实质内结节状强化，2

例无强化；6例患者行 DWI 检查，其中 4例表现为轻-中度弥散受限信号，另 2例无弥散受

限；5例患者行 SWI检查，其中 3例患者于深部皮层及皮层下见线状低信号影（眼线征），眼

线征沿脑回分布。临床抗梅毒治疗后多次复查，其中 1例脑萎缩进行性加重，8例病变范围缩

小；6例患者再次行 DWI检查，病变弥散受限程度降低；5例患者再次行 SWI检查，其中 4例

患者皮层及皮层下线状低信号影减少，1例病变无明显变化。 

结论  

神经梅毒常规 MRI影像表现复杂多样，主要表现为脑萎缩、多发脑白质病变、脑梗塞、脑水肿

或脊髓病变，MRI增强可以出现脑回样、结节状及斑片状强化，在一定程度上可判断脑组织损

害情况，但缺乏一定特异性。弥散加权成像（DWI）可以反应病变细胞毒性水肿情况，神经梅

毒在 DWI上主要表现为稍高信号，可能与神经梅毒主要引起细胞外水肿相关。神经梅毒可以激

活铁在小胶质细胞内的沉积，SWI可以敏感反应铁在颅内沉积情况，同时目前发现其他颅内感

染性病变无类似低信号影表现，因此 SWI上“眼线征”可能是神经梅毒一个特征性影像学表

现，同时 SWI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评估神经梅毒预后情况。 

   

 

 
PU-1718 

淋巴细胞性垂体炎的ＭＲＩ诊断价值 

 
梁甜甜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030001 

 

1、目的：探讨淋巴细胞性垂体炎的ＭＲ诊断价值。 

2、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２12年８月～２０１6年 8月经手术病理证实或临床治疗确诊为淋

巴细胞性垂体炎的 7例患者ＭＲ资料。所有患者均行ＭＲＩ平扫及增强扫描。 

3、结果：7例淋巴细胞性垂体炎患者ＭＲＩ均表现为垂体弥漫性增大，４例垂体柄增粗，６

例患者神经垂体Ｔ１ＷＩ高信号消失。５例患者呈明显均匀强化，２例均呈不均匀强化。３例

患者可见相邻硬脑膜增厚强化，呈脑膜尾征。结论 对于垂体弥漫性增大，垂体后叶短Ｔ１信

号消失，垂体柄增粗，临床有尿崩及垂体功能低下时要考虑淋巴细胞性垂体炎的诊断，ＭＲＩ

对淋巴细胞性垂体炎具有重要的诊断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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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719 

Combined IDEAL-IQ and 3D-ASL as Markers of Cognitive 

Deficit in Parkinson's Disease 

 
Yan RongHua,Wei Xiaobo,Wang Qing,Wang Jin 

The 3r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510630 

 

PURPOSE  

Recent evidence indicates that quantitative MRI parameters might be useful to 

diagnose Parkinson’s disease (PD) and assess disease status. This study aimed to 

identify a PD-specific MRI pattern using combined iterative decomposition of water 

and fat with echo asymmetry and least-squares estimation quantitation sequence 

(IDEAL-IQ) and three-dimensioanal arterial spin labeling (3D-ASL) to discriminate 

early cognitively impaired PD (PD-CI) from cognitively normal subjects and 

evaluate disease status. 

METHOD AND MATERIALS 

Twenty-one PD-CI and 20 cognitively normal PD (PD-CN) patients，and 22 healthy, 

age/gender-matched controls underwent 3T MRI(Discovery MR750, GE) examination with 

R2* maps and cerebral blood flow (CBF) measurements. The R2* and CBF in cerebral 

regions of interest (ROIs) were compared between PD-CI, PD-CN and healthy groups. 

Pearson’s and Spearman’s rank correlation analyses were performed to evaluate 

correlations between the above variables and clinical parameters. The stratified 

five-fold cross-validation was conducted to determine the efficacies of combined 

MRI parameters in evaluating cognitive status and diagnosing PD. 

RESULTS 

Compared with healthy subjects, there was an obvious susceptibility effect 

reflecting hyperintense region on R2* maps in substantia nigra (SN) in both of PD-

CI(p=0.001) and PC-CN (p=0.010)，and declined perfusion in basal ganglia. The R2* 

in caudate nucleus (Cau) and putamen (Pu) were significantly inversely correlated 

with cognitive deficit(Cau,r=-0.427,p=0.005;Pu,r=-0.321,p=0.041), whereas a 
positively correlation was observed between CBF and mini-mental state examination 

(MMSE) score in PD patients(Cau,r=0.449,p=0.003;Pu,r=0.344,p=0.028) . Stratified 
five-fold cross-validation identified Cau CBF and Pu R2* and the combination of 

them offered excellent accuracy (AUC 0.838) in distinguishing PD-CI from PD-CN. 

CONCLUSION  

This study characterizes a multimodal approach using combined quantitative IDEAL-

IQ and 3D-ASL for monitoring PD. These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the changes in Cau 

CBF and Pu R2* values might serve as potential markers of early-stage cognitively 

impaired PD.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potential uses of IDEAL-IQ and 3D-ASL 

in the pathophysiological investigation and the clinical implication may offer 

better insight into the pathogenesis of P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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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720 

弥散张量成像在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应用研究 

 
董鹏,王美豪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25000 

 

【摘要】 目的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组（ADHD）与正常被试组(HC)之间的大脑白质纤维束结构之

间存在差异，使用弥散张量成像(DTI)方法探讨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组大脑白质微结构改变的特

征以及与多动冲动症状间的联系。材料 本研究病例组是由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精神科

按照 DSM-IV关于 ADHD诊断标准诊断为 ADHD患儿,年龄 6-13岁。23名注意缺陷多动障碍与 15

名健康对照参加本研究。采用 GE3.0T磁共振扫描仪进行 DTI数据采集，采用基于纤维束示踪

的空间统计方法(TBSS)分析两组间白质纤维束部分各向异性分数(FA)、平均弥散率（MD）、轴

向弥散值(AD)和径向弥散值(RD)之间的差异并讨论其意义。使用 conners儿童行为问卷(父母

问卷)作为临床症状与行为问题的评定工具。 结果 与 HC组相比，ADHD组在包括左侧额枕下

束、左侧钩束、左侧丘脑前辐射、左上纵束、胼胝体额部、左扣带回 (P＜0.05, TFCE校正) 

多个区域白质 FA值出现减低，并在广泛区域发现 RD值升高 (P＜0.05，TFCE校正)。ADHD 组

较 HC组未发现 FA值升高区域。两组间 MD值、AD值未发现明显差异。多个区域的 FA值改变

与多动、冲动指数存在相关 结论 儿童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可引起脑内多个区域白质微结构发生

改变，其病理特征可能包括髓鞘损伤和轴索异常改变，这些改变可能与其多动、冲动症状存在

关联。 

本研究由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助（NO.LY14H180006）。 

   

 

 
PU-1721 

HELLP 综合征合并可逆性后部白质脑病的临床及影像学特点

（附 6 例报告） 

 
闫建华 

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 300170 

 

目的 探讨 HELLP综合征合并可逆性后部白质脑病( PRLS)患者的临床及影像学特点。 

方法 回顾性分析 6例 HELLP 综合征合并 PRLS患者的临床和影像学资料, 所有患者均行 MR平

扫, 包括常规 T2W、T1W、FLAIR、DWI、MRV，2例行 MRA。 

结果 6例子痫前期及子痫，4例产前突发血压升高。1例为完全性 HELLP综合征，5例为部分

性 HELLP综合征。病灶广泛，累及双侧顶枕叶皮质及皮质下白质、双侧颞叶、额叶，4例累及

双侧基底节区,3例累及双侧丘脑区，2例累及脑干区，1例累及胼胝体压部。MRI呈对称性长

T1长 T2信号, FLAIR 呈高信号, DWI等信号或略高信号, ADC图呈略高信号。1例合并双侧基

底节区腔隙性梗塞。经 ICU 治疗 3-5天后复查 MRI，5例病灶基本消失, 1例合并脑梗塞的患

者，时隔近 3个月，于 FLAIR 上左侧基底节区、双侧额叶及右侧顶叶仍见少许略高信号。MRV

未见明确静脉窦血栓。MRA 未见异常。 

结论 HELLP综合征是妊娠高血压疾病的严重并发症，主要临床特点是血小板计数减少、血管

内溶血和肝功异常。血小板计数与该病的严重程度密切相关。患者合并颅内并发症极为少见。

可逆性后部白质脑病综合征（RPLS）是一种临床影像学疾病，最常见的影像学表现为大脑半球

后部特别是双侧顶枕叶对称性、弥漫性、片状水肿，额叶、颞叶，甚至脑干、小脑、基底节亦

可累及。MRI表现为长 T1长 T2信号，FLAIR高信号，DWI等或略高信号，ADC略高信号。RP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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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病机制主要包括: ( 1) 脑血管自动调节功能崩溃和过度灌注学说。( 2) 血管痉挛和灌注不

足学说。( 3) 内皮细胞损伤和血脑屏障破坏学说。血管内皮细胞功能失调及破坏可能为该病

的中心环节。HELLP综合征发病机制中占主流地位的也是血管内皮学说。RPLS和 HELLP综合征

联系密切，应引起临床医师和影像科医师的共同关注。 

   

 

 
PU-1722 

MSCT 重组技术显示股神经与腰丛神经 

 
顾敏,李康,徐刚,王庆平 

重庆市人民医院中山江北院区 400013 

 

目的: 探讨 CT重组技术（MPR、CPR）同层显示股神经及其腰丛各构成支全程走行的临床应用

价值。 

方法: 选取接受全腹部 CT检查得 30例患者，男 12例，女 18例，年龄 38～88岁，平均年龄

（68.7±14.9）岁。30例患者均无下肢症状，常规 CT未见股神经走行区异常。总计观察双侧

股神经 60条，双侧股神经及其 L2-4腰丛各构成支共计 180条（股神经及 L2神经构成支 60

条，股神经及 L3神经构成支 60条，股神经及 L4神经构成支 60条）。行 CT扫描后，将原始

数据传至工作站进行股神经及其腰丛各构成支全程重组，并观察其解剖学特征。 

结果: 股神经主干显示满意率为 93.33%（56/60），其中 50条可于 1个层面内显示，6条于

2个层面内显示；L2神经至股神经全程显示满意率为 35.00%（21/60），可 2个层面显示的 2

条，可 3个层面显示的为 13条，可 4个层面显示的为 6 条；L3神经至股神经全程显示满意率

分别为 81.7%（49/60），可 1个层面显示的为 2条，可 2个层面显示的为 39条，可 3 个层面

显示的为 8条；L4神经至股神经全程显示满意率为 86.7%（52/60），可 1个层面显示的为 3

条，可 2个层面显示的为 46条，可 3个层面显示的为 3 条。 

结论: 股神经由 L2～4神经前支汇成，在股三角区分为数条较细的分支，在腰丛各构成支

中，L2神经前支较纤细，先与 L3神经汇合后再与 L4神经前支汇合，向下分出腰丛最大的分

支股神经。MPR技术可进行任意层面的冠状面、矢状面和斜面等二维图像后处理，可准确的显

示神经与周围组织关系。CPR 技术是 MPR技术的改进和延伸，可更完整地显示神经走行，但在

显示神经与周围组织解剖关系时不如 MPR准确。CT重组图像（MPR，CPR）同层显示股神经及

其腰丛构成支效果满意，是显示股神经影像解剖较理想方法之一，可为股神经损伤的术前定

位、观察病变整体形态观察提供直观、准确的影像依据。 

   

 

 
PU-1723 

比较两种测量指数对正常压力脑积水脑室大小的评价：基于

一种新的简易指数探索 

 
何文杰,方旭昊,高幸,王小伟,毛仁玲,滑炎卿 

上海华东医院/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 200040 

 

目的：本研究将在 NPH患者以及年龄匹配的正常老年人中，对比 Evans指数，探讨一个新的简

易可行的指数与侧脑室体积、相对侧脑室体积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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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及方法 回顾分析 24例符合 NPH诊断标准并全部行脑室分流术后缓解患者（73±7岁）术

前的影像资料，以及 61例年龄匹配的正常老年人（75±8岁）的影像资料。所有样本均行薄

层 CT扫描，在连合间线基线行薄层轴位重建基础上，测量所有样本的 Evans指数、以及我们

设计的新的指数——侧脑室前后径指数（ALVI）。利用 CT容积成像技术，测量 NPH患者及正

常老年人的侧脑室（VV）、颅内容积（TIV），以及相对侧脑室体积（RVV）。 

结果 正常老年人群以及脑脊液分流术前 NPH患者中，侧脑室体积分别为 50±18ml、

129±43ml；RVV分别为 3.4±1.0%、9.2±3.1%；EI分别为 0.268±0.029、0.360±0.043；

LVI分别为 0.412±0.053、0.580±0.056。ALVI、Evans指数分别与 VV、RVV都有显著相关，

LVI与 VV、RVV的相关性（r=0.957，r=0.952）均高于 EI（r=0.843，r=0.840）。比较两者的

ROC曲线，分别以＞正常人群 VV、RVV的 95%百分位数作为脑室扩大，观察 ROC曲线下两指标

面积（AUC），AUCALVI,VV（0.99）＞AUCEI,VV（0.95），cutoffLVI,VV值为 0.50，P＜0.05；AUCALVI,RVV

（0.99）＞AUCEI,RVV（0.96），cutoffLVI,RVV值 5.2%，P＜0.05。 

结论 侧脑室前后径指数是简便、快捷并且重复性好的评估侧脑室大小的指数，评估侧脑室大

小优于 EI。EI＞0.3作为评估侧脑室大小的指标应该受到质疑。本研究建议 LVI＞0.50、或 VV

＞78.5ml或 RVV＞5.2%，可以作为为中国老年人脑室扩大的参考值。  

 

 
PU-1724 

表皮样囊肿病例分析及相关文献复习 

 
郝晓勇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030000 

 

目的:研究颅内外表皮样囊肿的 MR影像特征。 方法:搜集 2016年 7月-2017年 6月就诊于我

院，并经手术、病理证实的表皮样囊肿患者 33例，全部行 MR平扫和 DWI检查,其中有 17例病

人同时做了 MR增强扫描；其中，发生于颅内有 21例，其中，桥小脑角区有 13例；发生于身

体其他部位有 12例，其中腰背部皮下有 5例。结果 33病例中，DWI示明显高信号的有 31

例；典型表现者 28 例，即表现为 T1WI低信号，T2WI高信号，占 85％；非典型表现者 5 例，

T1WI示肿瘤实质内可见短 T1高信号，占 15％ 。17例增强扫描中，15例无强化，仅 2 例边缘

可见线样轻度强化包膜影。 结论 表皮样囊肿颅内好发于桥小脑角区，颅外其他部分好发于

腰背部皮下；DWI示明显高信号，可作为与其他囊性病变的区别要点；典型表现示 T1WI 低信

号，T2WI高信号；非典型罕见的表皮样囊肿示 T1高信号，信号形成原因可能是瘤内蛋白质浓

度高所致。 

   

 

 
PU-1725 

成人腰骶部巨大脊髓脊膜膨出合并脊髓栓系一例 

 
董鑫,汪军,谢鹏 

随州市中心医院 441300 

 

脊髓脊膜膨出（myelomeningocele, MMC）是一种先天性神经系统发育畸形,由于先天性椎板发

育不全,同时存在脊髓、脊膜通过椎板缺损处向椎管外膨出，是新生儿严重而极具有临床重要

性之先天性脊髓畸形。常合并脊髓圆锥下移，终丝粗大、短缩，尤以骶尾部巨大型脊髓脊膜膨

出发生率高，其发病率为 0.13％，男女比例为 1:1.3；成人腰骶部脊髓脊膜膨出非常少见，文

献多报道儿童患者，本文就一例成人腰骶部巨大脊髓脊膜膨出影像学表现报道并文献复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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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资料  

患者, 女, 22岁。患者出生后即发现腰骶尾部约蚕豆大包块，家属未予重视及，未行任何诊

治，包块呈进行性增大 21 年如足球样，并伴双下肢行走不能，小便失禁；大小约 20*20*15cm,

包块无红肿热痛现象，无明显压痛，腰部活动受限，强迫侧卧位及坐位，双髋活动明显受限，

双下肢肌肉萎缩，大腿肌力 1级，感觉减退，膝平面以下感觉及运动消失，双髌腱反射消失，

双侧巴氏征阴性。体温、脉搏、呼吸、血压均正常，神志清楚，正常面容，对答切题，查体合

作；否认有关遗传病史。 

CT三维所示（图 ABCD）：L3-5椎脊椎骶部及棘突明显缺如，相对应椎板未融合；部分椎体呈

半椎、裂椎，蝴蝶样变；CT 横断面所示（图 EFGH）：L3-5椎体水平椎管局限性增粗并向外膨

出，整体大小约 17.2×8.1cm，边界清晰，腰 3-5椎弓板未闭合，水平椎管内可见分裂的脊

髓，并由骨样结构分隔;L3-5椎板未融合，形成脊椎裂并伴有脊髓脊膜膨出； 

MRI所示（I-P）可见膨出的脊膜与主椎管硬膜囊相通，部分通过脊柱裂口及硬膜裂口与皮下

脂肪组织相连，窦道延伸到背部皮肤表面，瘘管将皮肤表面和神经组织相连；膨出物表现为长

T1，长 T2信号，强度类似于脑脊液或高于脑脊液信号，脊髓圆锥位于 L3 水平以下，可见增

粗的终丝及扩大的硬膜囊，椎间孔扩大,呈椭圆形并多个椎间孔受累，马尾神经与圆锥界限不

清。 

   

 

 
PU-1726 

针刺治疗脑卒中功能重塑的磁共振弥散张量成像研究 

 
欧芳元,胡良波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永川医院 402160 

 

目的:  

0. 观察针刺“足三里、曲池、百会”穴促进脑卒中偏瘫患者运动功能恢复的临床疗效。 

0. 应用磁共振弥散张量成像 DTI评价电针治疗脑卒中前后脑白质神经纤维结构的变化，

拟探讨脑神经功能重塑的机制。  

方法：将 60例缺血性脑卒伴一侧肢体偏瘫的患者随机分为针刺组和对照组 2组，每组各 30

例，所有的病例均接受常规的康复训练以及常规的内科治疗，针刺组在此基础上增加针刺治

疗，穴位统一选择“足三里”“曲池”和“百会”三穴。所有的患者均于治疗前后 NIHSS 评

分、MBI评分；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进行全脑磁共振 DTI成像扫描。重建 FA图，并对双侧的皮

质脊髓束追踪三维重建；同时探讨病灶侧 DTI各参数值与患肢功能评估间可能存在的相关性进

行分析；比较两组治疗前后的 NIHSS评分和 MBI评分及感兴趣区的 FA值组内及组间的差异。 

结果： 

1．治疗后两组患者 NIHSS评分和 MBI评分均有提高，治疗后针刺组疗效指标 NIHSS评分和

MBI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  

2．患者病灶侧 FA值在病灶区中心及边缘、内囊后支和大脑脚等部位较对侧相对应区域低，与

对侧比较，两侧比较均有统计学差异。患者病灶侧锥体束较对侧明显细小，不对称，不完整，

出现中断，病灶侧向周围的传导的神经纤维束减少。 

3．治疗后，两组患者病灶相关区域的 FA值略有所上升，但和对侧相对应区域比较，仍较低，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组内和组间比较，均有统计学上差异，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组内和组间比较，

均无统计学差异。 

4．患者病灶侧相关部位 FA 值的大小与 NIHSS评分和 MBI评分均存在相关性。 

结论： 

1．针刺可以促进缺血性脑卒中偏瘫患者患肢运动功能的恢复和提高患者的日常生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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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DTI成像可以清晰显示缺血性脑卒中后神经纤维束受损及变性情况，针刺 “足三里、曲

池、百会”穴联合治疗缺血性脑卒中功能重塑的机制可能与患侧突触再生或神经替代有关，对

脑卒中患者在治疗和疗效评价提供理论依据。 

 

 

 

PU-1727 

正常进食过程中静息态脑功能连接的变化  

 
杜乐霞,钱绍文 

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总医院（原:九○医院） 250031 

 

目的 探讨健康被试静息态下正常进食和大脑激活的关系。  

方法 42名健康被试均进食标准实验早餐，于空腹、早餐后、餐后 2h和午餐前 4个时间段在

静息态下进行功能磁共振扫描，采集血氧水平依赖(BOLD)信号。利用“种子点”连接方法，在

每个胃肠道状态下做全脑的功能连接，提取有显著差异的脑区的 FC值。将提取的 4个时间段

的 FC值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结果 FC值有显著差异的脑区主要包括右侧眶额回/右侧壳核/右侧丘脑，右侧缘上回和右侧岛

盖。和空腹相比，右侧眶额回/右侧壳核/右侧丘脑的 FC值在早餐后、餐后 2h和午餐前增强。

和空腹、早餐后、餐后 2h相比，右侧眶额回/右侧壳核/右侧丘脑的 FC值在午餐前增强。和空

腹相比，右侧缘上回和右侧岛盖的 FC值在早餐后、餐后 2h和午餐前增强。同时右侧眶额回/

右侧壳核/右侧丘脑的 FC值和血糖水平呈负相关，而和饥饿评分呈正相关。 

结论 健康被试正常进食期间脑区的 FC值会发生改变。 

 

 

 

PU-1728 

Resting Brain Connectivity: Changes during the 

progress of normal food intake  

 
Du Lexia 

Jinan Military General Hospital 250031 

 

Abstract 

Behaviors related to food intake (such as balloon distension, exposure to food 

cues) are recognized to cause alterations of brain functional activity. The 

current study aims to test the hypothesis that normal food intake is related to 

intrinsic brain activity within healthy subjects during different gastrointestinal 

physiological states in resting state. We collected resting state blood and oxygen 

level dependence (BOLD) signals under four different gastrointestinal 

physiological states : fasting ( 7:30 a.m, T1), postprandial immediately ( 8:00 

a.m, T2), 2h postprandial ( 10:00 a.m, T3) , before lunch ( 12:00 a.m, T4). 

Applying seed-based connectivity,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FC) within the whole 

brain during each state was investigated. Repeated measure analysis of variance 

showed significant FC mainly gathered in the primary brain subsystems including 

the right orbitofrontal cortex (rOFC)/ right putamen(rPA)/right thalamus(rT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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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ght supramarginal gyrus (rSMG) and right Rolandic operculum (rRO) (voxel 

thresholds were p < 0.001 and cluster level > 85). Compared with the T1 state, FC 

in the rOFC/ rTL/ rPA was enhanced in the T2, T3 and T4 states (p < 0.05). 

Compared with the T1,T2 and T3 states ,FC in the rOFC/rTL/ rPA was enhanced in the 

T4 state (p < 0.05). Compared with the T1 state, FC in the rSMG and rRO was 

enhanced in the T2,T3 and T4 states (p < 0.05). Meanwhile, the FC of regions in 

the rOFC/ rTL/ rPA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blood glucose level, and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hunger rating score. Results suggest that brain areas 

generate certain alterations during normal food intake in health. Although 

exploratory, the present study provides a foundation for investigating the human 

brain regions and cognitive operations that respond to nutritional states. 

   

 

 

PU-1729 

颈椎前路融合术后颈椎曲度改变对影像学 

邻近节段退变发生的预测价值 

 
柳茵,廖云杰,李娜,李寒冬,叶斌,王维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410013 

 

目的：颈椎前路融合（ACF）术后邻近节段病变是影响术后长期疗效的重要原因之一，而术后

颈椎曲度及椎体高度改变可能与临床预后相关，但其与术后 RASP的发生是否相关仍不明确

（1-3）。本研究的目的是明确术后 RASP的发生及与术后颈椎曲度及椎体高度改变的相关性分

析。 

方法：回顾性分析 88名 ACF 术后随访至少 1年的颈椎病患者（男性 42名、女性 46名，平均

手术年龄 50.9±8.7 岁，范围为 29岁～75岁），入组标准为因颈椎病行前路颈椎融合术、最

短随访时间达 1年且影像及临床资料完整，为减少其他可能影响椎体骨赘形成的因素，排除标

准包括：1. 曾行颈椎手术或合并颈椎后部手术者；2. 合并其他颈椎非退变疾病，如骨折，活

动性感染或炎症，结缔组织疾病，肿瘤，或先天性发育异常。测量其术前、术后短期及术后随

访时颈椎 C2-7 Cobb角及手术段 Cobb角、融合段椎体前后部高度，明确其改变与 RASP的发生

及术后临床改善的相关性。 

结果：发生 RASP的患者总数为 42名，平均年龄为 50.5±11.4 岁，男性 22名，无 RASP患者

的平均年龄为 51.3±8.5 岁，男性 20名。RASP组术后短期颈椎平均曲度显著减小，而无 RASP

组术后短期颈椎曲度与术前相比无显著差异。两组患者术后短期前、后部融合段高度均较术前

显著增高，而最后随访时较术后短期均显著降低。Cox回归发现仅术后 C2-7Cobb角改变与

RASP的发生相关。 

结论：ACF术后颈椎曲度减低可能与术后 RASP的发生相关；维持术后良好的颈椎曲度可能有

望减少 ACF术后 RASP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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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730 

发作性运动诱发性运动障碍基底节-丘脑-皮层 

环路静息态功能连接研究 

 
陈光祥

1,2
,雷都

2
,黎磊

2
,黄晓琦

2
,周东

3
,龚启勇

2
 

1.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2.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放射科临床磁共振研究中心 

3.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神经内科 

 

目的：探讨发作性运动诱发性运动障碍（paroxysmal kinesigenic dyskinesia，PKD）基底节

-丘脑-皮层环路静息态功能连接的改变。 

方法：收集年龄、性别匹配的原发性 PKD患者 56例和正常对照 62例，均为右利手。采用

Siemens 3.0 T磁共振扫描仪采集静息态 fMRI和 T1高分辨率结构影像。图像预处理在 MATLAB 

R2010a平台上使用 DPARSF 软件和 SPM8软件进行。使用 REST软件分别将双侧壳核和丘脑制作

成 Mask作为功能连接分析的种子点，利用时间相关的方法计算该种子点与全脑其它体素间的

时间相关系数从而得到种子点与全脑的功能连接。结果采用 AlphaSim校正，校正后 P<0.05

（单个体素 P<0.01，团块大小不小于 71个体素）。 

结果：分别以左、右侧丘脑为种子点的功能连接分析均显示 PKD患者左、右侧丘脑与双侧中央

前回的功能连接增加；并且左、右侧丘脑与左侧中央前回的功能连接强度均与病人的发病年龄

呈正相关（r=0.285，p=0.033；r=0.301，p=0.024）。以右侧壳核为种子点的功能连接分析显

示 PKD患者右侧壳核与右侧额上回之间的功能连接增加，而与右侧内侧前额叶、左侧眶额回、

左侧颞下回之间的功能连接减低；右侧壳核与右侧额上回之间的功能连接强度与病人的发作频

率以及发病年龄呈正相关（r=0.344，p=0.009；r=0.300，p=0.025）；以左侧壳核为种子点的

功能连接分析显示 PKD患者左侧壳核与右侧额上回之间的功能连接增加，而与右侧内侧前额

叶、左侧眶额回之间的功能连接减低；左侧壳核与右侧额上回之间的功能连接强度与病人的发

作频率呈正相关（r=0.415，p=0.001）。 

结论：基底节-丘脑-皮层环路静息态功能连接的异常在 PKD的神经机制中扮演着关键的作用，

为进一步了解 PKD的发病机制提供了重要信息。 

   

 

 

PU-1731 

肌萎缩侧索硬化脑白质体积改变： 

基于体素的形态学研究 meta-analysis 

 
陈光祥

1
,周百万

2
,龚启勇

2
 

1.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2.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放射科临床磁共振研究中心 

 

目的：已发表的基于体素的形态学研究报告肌萎缩侧索硬化（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ALS）白质体积改变的结果存在不一致性，本研究采用 meta-analysis的方法识别

ALS白质体积改变的统计学一致性。 

方法：检索 PubMed, EMBASE, Web of Science, Cochrane Library and Science Direct数据

库，使用的关键词包括("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 or "ALS") and ("voxel* " or 

"VBM" or "voxel-based morphometry") and "white matter"，依据纳入及排除标准筛选文

献，并提取相关资料信息。采用 ES-SDM(Effect-size signed differential mapping)对 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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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和正常对照组之间脑白质体积的改变进行合并分析。使用 Meta-regression探讨 ALS临床特

征（ALS功能量表评分、疾病病程）与脑白质体积改变的相关性。 

结果：我们的研究汇总了 11个研究 16个数据集共 283例 ALS病人和 255例正常对照的研究结

果，研究结果发现 ALS病人双侧补偿运动区、双侧中央前回、左侧小脑中脚及右侧小脑的白质

体积显著减少。白质纤维示踪显示累及的白质纤维束主要是皮质脊髓束、经过补偿运动区的半

球间连接纤维、中央前回的皮层下弓状纤维和投射到纹状体的投射纤维以及从大脑皮层通过小

脑中脚投射到小脑半球的皮质小脑束。Meta-regression显示双侧补偿运动区减少的白质体积

与 ALS功能量表评分呈正相关；右侧补偿运动区减少的白质体积与 ALS病人的疾病病程呈负相

关。 

结论：本研究提供了 ALS白质体积变化的总体特征，证明了 ALS是累及多个皮层下白质区域的

多系统疾病。 

 

 

 

PU-1732 

MRI 对垂体腺瘤质地的评估 

 
武春雪,蒙茗,王政,王朝朝,陈绪珠,李储忠,马军 

北京天坛医院 100050 

 

目的探讨垂体瘤术前 MRI信号特征及其与垂体瘤质地的关系。材料与方法 120例垂体瘤患者

依术中所见质地进行分类，比较不同质地组间患者年龄、最大径、T2WI 肿瘤/脑白质信号的比

值（实性垂体瘤），分析其手术方式和切除程度的差异。结果非实性垂体瘤 13例，12例质地

软，所有非实性垂体瘤均经蝶入路手术，全部为全切或次全切。实性垂体瘤共 107例，质软组 

70例、质韧组 30例及混合组 7例，质软组肿瘤 T2WI信号比显著高于质韧组和混合组

（P=0.005，0.000）。质软组切除程度显著高于质韧组(χ2
=14.13, P=0.003)。结论垂体瘤

T2WI 肿瘤/脑白质信号的比值与其质地和手术方式及切除程度密切相关，可在术前准确判定肿

瘤质地，为手术入路的选择提供影像学依据。  

 

 
PU-1733 

磁共振弥散张量成像在缺血性脑卒中的临床应用研究 

 
何光武,王娟婷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宝山分院 200940 

 

目的：探讨 ADC、FA 值在脑梗死病程中的变化规律及 ADC、FA值与临床症状的轻重及预后的

关系；探讨 DTT评分与临床症状的轻重及预后的关系。 

方法：采集符合纳入标准的缺血性脑梗死患者的 DTI图像，入选患者分为三组：急性期组、亚

急性期组及慢性早期组。然后分别测定梗死区及对照区的 ADC、FA值，DTI三维重建后进行

DTT评分，分析 ADC、FA值在三组中的差异及与入院 NIHSS 评分（临床症状的轻重）及三月后

Rankin评分（预后）的相关性，分析 DTT评分与临床症状的轻重及预后的相关性。 

结果：急性期、亚急性期患侧 FA、ADC值较对照侧减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慢

性早期患侧 FA、ADC值较对照侧减低，慢性早期 ADC值患侧与对照侧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慢性早期 FA 值患侧与对照侧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0.05）；rFA、rADC与入

院时 NIHSS评分及三月后 Rankin评分无相关性，DTT评分与入院时 NIHSS评分中度相关，与

三月后 Rankin评分高度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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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DTI定量参数（ADC、FA值）能够反映脑卒中患者的病理生理改变情况；rFA、rADC 与

临床症状的轻重及预后情况无显著相关性；DTT评分与临床症状的轻重及预后有相关性。 

   

 

 
PU-1734 

应用 DTI 中的 FA 及 MD 评估胶质母细胞瘤 

周水肿区的浸润程度 

 
曹静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在读研究生 730000 

 

 

目的：应用弥散张量成像（DTI）探讨肿瘤实质区、瘤内囊变区及瘤周水肿区 FA、MD 值的变

化进而判断胶质母细胞瘤瘤周水肿区的浸润程度。 

方法：回顾性分析术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17 例胶质母细胞瘤患者，患者术前均行 DTI 检查，分

别选取瘤内囊变区、肿瘤实质区、瘤周水肿区作为感兴趣区，瘤周水肿区分为近瘤周、中瘤

周、 远瘤周水肿区，测量不同区域内 FA 及 MD 值的变化同时与对侧正常脑白质相比较，评估

近瘤周、中瘤周及远瘤周水肿区的 FA 及 MD 值的变化情况，从而判断瘤周水肿区肿瘤的浸润

程度。 

结果：17 例胶质母细胞瘤,瘤内囊变区的 FA 值 0.07±0.04，对侧正常脑白质区 FA 值

0.37±0.12 ；肿瘤实质区的 FA 值 0.13±0.06，对侧正常脑白质区 FA 值 0.41±0.09,三者与对侧

正常脑白质相比均有统计学差异（P<0.05）；近瘤周水肿区 FA 值 1.1±0.23，中瘤周水肿区 FA

值 1.32±0.16，远瘤周水肿区 FA 值 1.47±0.23，三者之间两两比较均有统计学差异（P<0.05）;

瘤内囊变区 MD 值 2.2±0.25 mm2/s，对侧正常脑白质区 MD 值 0.54±0.12 mm2/s,肿瘤实质区

MD 值 0.87±0.22 mm2/s，对侧正常脑白质区 MD 值 0.79±0.05 mm2/s,二者与对侧正常脑白质

相比均有统计学差异（P<0.05），近瘤周水肿区 MD 值 1.12±0.22 mm2/s，中瘤周水肿区 MD

值 1.28±0.16 mm2/s，远瘤周水肿区 MD 值 1.47±0.22mm2/s，三者之间两两比较均有统计学

差异（P<0.05）. 

结论：胶质母细胞瘤中 FA 值从低到高依次为瘤内囊变区、肿瘤实质区、瘤周水肿区及对侧正

常脑白质区，瘤周水肿区有瘤细胞浸润时 FA 明显异常，伪彩图信号减低；MD 值从低到高依

次为肿瘤实质区，瘤周水肿区及瘤内囊变区，其中坏死囊变区 MD 值最高，瘤周水肿区的 MD

值的变化可为肿瘤浸润提供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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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735 

A combination of diffusion tensor imaging and 

magnetic resonance spectroscopy study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posterior cingulate cortex injury and 

cognitive dysfunction in type 2 diabetic patients 

 
Zhu Yanlin,Wu Jianlin 

Affiliated Zhongshan Hospital of Dalian University 116001 

 

Objective：By combining diffusion tensor imaging (DTI) and proton magnetic 

resonance spectroscopy (
1
H-MRS) to explore the brain metabolism abnormalities and 

white matter structure changes of the posterior cingulate cortex (PCC) in Type 2 

Diabetic Patients (T2DM). And to find out the possible mechanism, the relationship 

with cognitive dysfunction, and also the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PCC changes in 

patients with T2DM. 

Materials and Methods: Forty-three patients diagnosed as T2DM were recruited from 

Affiliated Zhongshan Hospital of Dalian University from April 2016 to January 2017. 

Ages ranges from 45 to 70 years old(average age: 60.53±5.56 years old), there 

were 21cases(8 male，13 female) T2DM patients with cognitive dysfunction, 22 

cases(14 male, 8 female)T2DM patients without cognitive dysfunction, and 23 

cases(8 male, 15 female) of age-, sex-, and education-matched healthy control 

subjects. The study was approved by the Committee on Medical Ethnics, written 

informed consent was obtained for all the participants. All subjects accepted 
1
H-

MRS of PCC and DTI scan on a 3.0 T MRI machine. The contents of metabolites 

included NAA, Cr, Cho, Glu+Gln, PCr were recorded. PANDA software was used to 

analyze DTI data, and the whole brain FA and MD value, and the FA and MD value of 

PCC which matched with shape and size of the MRS were also recorded. Statistical 

analysis using SPSS 21.0, P< 0.05 was considered 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Results： 

1.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f mI/Cr (P <0.001), Glx/Cr (P =0.001) on 
PCC in T2DM+CD patients, T2DM patients and healthy controls. Multiple comparisons 

show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f mI/Cr (P <0.05)in T2DM+CD group and T2DM group, 
T2DM+CD group and HC group, T2DM group and HC group respectively. The differences 

of Glx/Cr were existed between T2DM+CD group and T2DM group, T2DM+CD group and HC 

group(P＜0.05). The difference of Cr+PCr was only existed between T2DM+CD group 

and HC group(P=0.017). 
2. The Glx/Cr w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 correlated with the score of MoCA(r=0.591, 

P=0.004), Cr+PCr was positively related with AVLT20min (r=0.483，P=0.027). Other 
MRS metabolite indexs of PCC were not correlated with clinical variables and 

cognitive performance. 

3.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f FA, MD value of whole brain and PCC in 

T2DM+CD patients, T2DM patients and healthy controls (P＜0.05). Multiple 

comparisons show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f FA, MD values of the whole brain and 

MD value of PCC in T2DM+CD group and T2DM group,T2DM+CD group and HC group 

respectively (P＜0.05).. The differences of FA value on PCC could be found betw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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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DM+CD group and T2DM group, T2DM+CD group and HC group and T2DM and HC group(P＜
0.05). 

4. The FA value of T2DM+CD patients in the PCC area w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 

correlated with the score of MoCA (r=0.572，P=0.007). The FA value was significant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Glx/Cr (r=-0.471，P=0.031). 
Conclusion： 

1. Higher MD and mI/Cr value and /or lower FA and Glx/Cr value on PCC is sensitive 

for brain damage in T2DM, it can also reflect the progression of brain damage in 

T2DM. And they can reflect the brain damage in the early stage. Changes of Cr+PCr 

can significantly reflect the occurrence of brain damage of T2DM. 

2. The changes of FA, MD, Glx/Cr and mI/Cr value in PCC can reflect the imaging 

findings of early cognitive impairment in T2DM from two different MRI modes.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cause of 

cognitive impairment in T2DM patients may be related to PCC neuronal metabolic 

disorders and cortical, subcortical track loss of white matter fiber bundle damage. 

   

 

 

PU-1736 

应用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成像对急性脑梗死后 

脑心综合征患者脑功能的研究 

 
齐进冲,杨北,修宝新,杨冀萍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050000 

 

目的：急性脑缺血可导致原来没有心脏疾患患者发生心脏损害，严重者可发生心肌损伤甚至猝

死，机制尚不清楚。本研究利用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成像（rs-fMRI）评价急性脑梗死后脑心综

合征（brain heart syndrome，BHS）患者脑区定位及机制。 

     方法：搜集符合入选标准的急性脑梗死后 BHS患者 16例（男 14例，女 2例，平均年龄

52.2±13.4 岁）纳入实验组。选择与实验组年龄、性别和教育程度相匹配的急性脑梗死患者

20例（男 17例，女 3例，平均年龄 56.5±11.1 岁）作为对照组。采用 Philips Achieva 

3.0T X-series磁共振扫描仪采集图像数据。采用 REST v1.6软件包、DPARSF v2.0软件包基

于 Matlab R2009a软件平台对图像数据进行预处理、统计分析和结果显示。 

     结果：两组间的人口统计学变量差异无显著统计学意义（P>0.05），临床资料（NISSH

评分）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5）。与对照组相比较，BHS组 ALFF值显著增强的脑激

活区：右侧丘脑、右侧桥脑、右侧扣带回、胼胝体、左侧补充运动区、左侧中央旁小叶、左侧

楔前叶、左侧枕上回、左侧枕中回、左侧小脑前叶、左侧小脑后叶。与对照组相比较，BHS组

ALFF值显著减弱的脑激活区：脑干、左侧脑岛、右侧眶部额上回、左侧额中回、左侧颞中回

颞极。 

     结论：1. BHS患者梗死灶远隔部位脑区激活增强，表明 BHS的发生诱发并加重了脑梗死

后远隔效应的产生（神经机能联系失能），这可能是导致患者进展性脑梗死或预后不良的原因

之一。2. BHS的发生与脑干及边缘系统(主要是岛叶皮质)支配心脏活动的相关脑区的损伤密

切相关。3. Rs-fMRI在评价急性脑梗死后脑心综合征患者脑区定位及机制和预测急性脑梗死

后脑心综合症的发生具有潜在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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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737 

探讨右向左分流对无先兆偏头痛患者脑结构的影响 

 
卞益同,杨健,荐志洁,李军军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710061 

 

目的 探讨右向左分流（right-to-left shunt, RLS）是否参与了无先兆偏头痛（migraines 

without aura, MwoA）患者脑灰白质损伤。方法 对 35例临床确诊的无先兆偏头痛患者进行经

颅多普勒超声检查及磁共振扫描（3D T1及 Flair序列），根据患者是否合并 RLS分为阳性组

和阴性组，匹配患者年龄、性别及头痛特征资料，利用基于体素的形态学测量法（Voxe-based 

morphometry, VBM）观察两组间脑灰质体积差异，再改良的白质量表评分观察两组间脑白质高

信号（white matter lesions, WMLs）差异。结果 ① RLS 阳性组 19例，RLS阴性组 16例，

两组间大脑灰质体积无统计学差异；② RLS 阳性组有 WMLs 者 7例，白质评分 1-7分， RLS阴

性组有 WMLs者 5例，白质评分 1-3分，两组间白质评分无统计学差异。结论 右向左分流的存

在未增加无先兆偏头痛患者脑内灰白质损伤程度。 

   

 

 
PU-1738 

无先兆偏头痛患者大脑灰白质损伤的磁共振影像学研究 

 
卞益同,杨健,荐志洁,李军军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710061 

 

目的 采用基于体素的形态学分析法（Voxel-based morphometry, VBM）及改良 Scheltens 白

质评分量表分析无先兆偏头痛患者脑内灰质体积（gray matter, GM）及白质高信号（white 

matter lesions, WMLs）改变。 

方法 采用 GE Signa HDxt 3.0T超导型磁共振成像系统，对 35例符合 ICHD-3诊断标准的无先

兆偏头痛患者和 25例年龄、性别与之匹配的正常对照者行全脑三维快速绕相梯度回波（3D 

fast spoiled gradient echo, 3D-FSPGR）及液体衰减反转恢复（fluid attenuated 

inversion recovery，Flair）序列扫描，分析无先兆偏头痛患者和正常对照者的大脑 GM及

WMLs差异。 

结果 ① 与正常对照组相比，无先兆偏头痛患者大脑灰质明显减少区域在双侧额上回、中央前

回、顶上小叶、角回、枕叶皮层、楔前叶、枕极及左侧中央后回、扣带回、海马旁回（表

1），灰质明显增多的区域在双侧舌回、颞枕梭状皮层、枕叶梭状回及右侧距状皮层（表

2）；② 正常对照组脑内合并白质高信号患者 9例，评分 1-4分，偏头痛组脑内合并白质高信

号患者 12例，评分 1-7分，病变主要分布于额叶、顶叶白质区，两组间白质评分无统计学差

异（P=0.54）。 

结论 无先兆偏头痛患者灰质异常区域为深入探讨其发病机制提供了新思路，尚未发现无先兆

偏头痛患者脑白质脱髓鞘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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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739 

多 b 值 DWI 成像在帕金森病的诊断价值 

 
王佳丽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221000 

 

目的 帕金森病（Parkinson’s disease, PD）是一种常见于中老年的神经系统变性疾病。本

文探讨磁共振高 b值弥散加权成像 ( MR 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 MR-DWI )技术在 PD

的诊断价值，探讨 PD的发病、进展与各脑核团水通道蛋白 4（AQP4）表达之间可能的关系。 

方法 入组 33例 PD患者其中男 14例，女 19例，平均（65.8±9.0）岁，23名年龄相匹配的

健康对照者其中男 13例，女 10例，平均（62.7±8.1）岁。根据 Hoehn—Yahr改良分级，将

PD组划分为轻度（分级≤0～2级）18例和中重度两组(分级≥2.5～5级)15例。PD组及对照

组均进行高 b值 MRI-DWI成像和常规磁共振（MRI）检查。分别测量患者及对照组双侧红核、

黑质、苍白球、壳核、丘脑高 b值下的表观扩散系数 ADC值，即 AQP-ADC值。利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 PD患者与健康对照组、健康对照组与不同严重程度 PD患者间各核

团 AQP-ADC值的差异。 

结果 PD组与对照组间性别、年龄均无统计学差异。对照组 PD患者红核、苍白球的 AQP-ADC

值均高于对照组[分别为（ 0.233±0.05）与（0.206±0.04），（0.193±0.05）与

（0.162±0.04）；均 P<0.05]。两组间黑质、壳核、丘脑的 AQP-ADC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健康对照组、轻度 PD患者和中重度 PD患者红核、苍白球 AQP -ADC值的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轻度 PD患者红核、苍白球 AQP-ADC值高于健康对照组

（P<0.05），其他 3个核团均无明显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高 b值 DWI成像对 PD 患者的诊断提供了有价值的影像学表现。早期 PD患者红核、苍白

球的 AQP4表达增加，但与病情的严重程度无明显相关性。 

   

 

 
PU-1740 

疼痛特异性脑区分布的神经影像学研究 

 
苏乾,梁猛 

天津医科大学 300203 

 

目的:目前，疼痛的诊断与度量依赖于患者的主观口头报告，尚缺乏对疼痛客观评价的方法，

对有交流障碍的患者甚至难以获取其主观信息。因此迫切需要一种能够对疼痛的诊断及治疗进

行客观度量的方法
1
。研究表明应用传统激活分析，疼痛刺激可以激活一组特定的脑区，即为

“疼痛矩阵”
2-12

。而近期研究发现“疼痛矩阵”同样能够被其他感觉刺激激活，并不具有疼痛

特异性
13-17

。本研究旨在运用 MVPA，从神经活动空间分布上探索疼痛特异性信息的脑区，为揭

示疼痛感知在人脑中的特异性神经编码机制提供重要信息。 

方法：本研究采用事件相关设计，采集 51例健康志愿者受到疼痛和触觉刺激时的脑功能磁共

振影像数据，利用一般线性模型（GLM）对相互匹配的疼痛及触觉刺激进行建模，来检测两种

感觉刺激所诱发的 BOLD响应信号，来探究其宏观激活强度和分布脑区是否存在差异；利用

“探照灯”MVPA 的机器学习方法，将全脑内以每个体素为中心的相邻体素所构成的局部脑区

逐一进行痛觉和触觉刺激的分类，从而考察局部脑区内体素与体素之间神经活动构成的空间分

布模式，搜索具有疼痛特异性的脑区神经活动分布。 

结果：GLM分析表明痛觉和触觉刺激所激活的脑区基本是重叠的，全脑范围内仅检测出两种刺

激在少量小团块中激活水平存在差异：主要有双侧额岛盖、左侧岛叶和中央旁小叶、右侧小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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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初级视觉皮层。"探照灯"MVPA结果表明全脑局部神经活动空间分布模式广泛具有疼痛特异

性信息，主要包括双侧岛盖、岛叶、初级和次级体感皮层、辅助运动区。 

结论：本研究结果提示"探照灯"MVPA能更敏感地检测出具有疼痛特异性信息的脑区，这些脑

区广泛分布于全脑范围内，提示疼痛感知的特异性编码并非集中于某个特定的脑区而是存在于

一个广泛的脑网络内，这种特异性编码可能体现为神经活动的空间分布模式。该研究结果为增

进疼痛特异性神经编码机制的理解提供了重要证据，也为客观、精准地检测和度量疼痛提供了

新思路与方法。  

 

 
PU-1741 

不同频段的低频振幅 fMRI 对阻塞性睡眠呼吸 

暂停综合征患者静息态下脑活动的评价 

 
李海军,彭德昌,龚洪翰,曾献军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30006 

 

目的 采用不同频段的低频振幅(ALFF)方法去评价 OSAS患者静息态下脑自发活动的特点。 

方法 40例 OSAS患者及 40 例相匹配的正常对照组(NC)分别进行认知评估及静息态脑功能磁共

振数据采集。基于 MATLAB 2016a，采用 DPABI 2.3软件包对数据进行预处理，然后分别计算

频段 slow 4 (0.027-0.073Hz)和 slow 5 (0.01-0.027Hz)下 ALFF信号值。采用 SPM8软件进行

两因素水平方差分析比较组间及频段间主效应 ALFF值的差异。采用两样本 t检验分别比较组

间两个频段 ALFF值的差异，分析 ALFF值差异脑区与临床量表的关系。 

结果 组间主效应差异：与 NC组相比，OSAS组双侧楔前叶、后扣带回，左侧颞中回，右侧角

回、顶下小叶 ALFF值减低；而双侧颞下回、梭状回，左侧眶额皮层、颞上极及双侧辅助运动

区 ALFF值增高。 

段间主效应差异：与 slow 5 频段相比，slow 4频段左侧颞上极 ALFF值增高；左侧眶部额下

回，双侧额中回、直回 ALFF 值减低。组间及频段间无交互作用的脑区。 

组间两样本 t检验差异：与 NC组相比，slow 4频段 OSAS 组双侧楔前叶、后扣带回，右侧角

回、顶下小叶、颞中回、额中回及左侧颞中回 ALFF值减低；而左侧颞下回、眶部额下回、额

中回 ALFF值增加。Slow 5 频段 OSAS组双侧楔前叶、后扣带回 ALFF值减低，而左侧颞下回

ALFF值增加。 

OSAS组 slow 4频段左侧颞下回及眶额皮层、额中回 ALFF 值与最低 SaO2呈负相关；左侧颞中

回 ALFF值与最低 SaO2呈正相关；左侧顶下小叶及角回与 MoCA呈正相关。OSAS组 slow 5 频段

左侧颞下回与最低 SaO2呈负相关；双侧楔前叶、后扣带回与最低 SaO2呈正相关，与微觉醒指

数呈正相关。 

结论 OSAS患者存在多个脑区神经元内在自发活动异常，部分脑区脑自发活动存在频率依赖

性，slow 4频段对评价 OSAS 患者的脑自发活动更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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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742 

DKI、DTI 对缺血性脑卒中梗死核心的对比研究 

 
黄丽轩,曾自三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530021 

 

目的：探究扩散峰度成像(diffusion kurtosis imaging，DKI)与扩散张量成像（diffusion 

tensor imaging，DKI）各参数在缺血性脑卒中中的变化特点及对梗死核心区的界定作用。 

方法：选取在我院住院治疗的急性初发单侧脑卒中患者 17例，于发病 72h前、30d分别行 DKI

扫描，同时得到 DTI数据，经后处理生成平均峰度（MK）、轴向峰度（Ka）、径向峰度

（Kr）、各向异性（FA）平均扩散系数（MD）、轴向弥散（Da）、径向弥散（Dr）图，选取脑

梗死核心区为感兴趣区，同时测量感兴趣区及镜像区各参数值，测量不同检查时间点的梗死核

心区面积，进行比较分析。 

结果：与镜像区相比，急性期扩散峰度相关参数（MK、Ka）升高，而扩散张量相关参数（MD、

Da、Dr、FA）均减低，并且 MK、Ka升高的幅度大于 MD、Da、Dr减低的幅度，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P<0.05）；Kr较镜像区升高，Dr减低，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111,0.639）。慢性

期 MK、Kr、FA值均减低，MD、Da、Dr升高，MD升高的幅度大于 MK减低的幅度，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P<0.05）。MK图显示急性期及慢性期梗死核心区面积差值为 66.38±59.37，MD图

显示急性期及慢性期梗死核心区面积差值为 106.38±74.70，两者有差异（P<0.05）。 

结论：DKI及 DTI技术均可敏感检测脑梗死组织微观结构的改变，其中 DTI成像在慢性期脑梗

死检测中略显优势，而 DKI 成像在急性期脑梗死的检测更为敏感，同时更能准确地界定脑梗死

核心区范围。 

  

 

 
PU-1743 

2 型糖尿病的脑灰质体积研究 

 
杨时骐

1,2
,朱文珍

1
,刘勇

4
,王建枝

3
,徐志鹏

3,5
,熊颖

1
,詹亚峰

6,4
,余开湖

2
 

1.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2.湖北科技学院临床医学院、咸宁市中心医院(同济咸宁医院) 

3.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基础医学院 

4.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 

5.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 

6.南方医科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院 

 

目的：2型糖尿病可引起多脑区脑皮层结构甚至全脑萎缩，是 2型糖尿病患者认知能力减低的

重要风险因素，对 2型糖尿病认知正常患者及 2型糖尿病合并认知障碍患者脑部 3D T1加权磁

共振结构像并采用基于体素的形态测量学（VBM）进行探索，证实 2型糖尿病合并与未合并认

知障碍患者的脑灰质体积的改变模式差异。 

方法：招募 19名认知正常的 T2DM（DMCN）患者、18名合并认知障碍的 T2DM（DMCI）患者、

19 名正常对照（HC）受试者，均进行 3D BRAVO T1加权磁共振结构像采集，并收集记录受试

者 2型糖尿病临床资料，用量表评估认知能力。用 Matlab、SPM、VBM进行数据预处理，单因

素方差分析做统计学检验分析。 

结果：HC、DMCN、DMCI这三组受试者良好匹配性别、年龄、教育程度，无统计学差异。方差

分析显示组间差异脑区共 22个（P< 0.001）：左侧小脑下部、右侧小脑下部、左侧小脑、左

侧额下眶回、右侧枕叶梭状回、右侧颞下回、右侧额中眶回、右侧颞上回、左侧颞中回、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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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右侧楔叶、左侧颞上回、右侧颞中回、左颞上回、左侧额上回、左侧中央后回、右侧中央

后回、右侧额上回、右侧顶上回后部、旁中央小叶、左侧顶上回、右侧顶上回前部。认知障碍

的 DMCI组脑灰质体积比认知正常的 HC和 DMCN组都明显减低的脑区有 6个，分别是：左侧额

下眶回、右侧枕叶梭状回、右侧颞下回、右侧额中眶回、右侧颞上回、丘脑；其余 16个脑区

T2DM的两组（DMCN、DMCI组）脑灰质体积均低于 HC组。另外，DMCN、DMCI组患者脑灰质体

积与糖化血红蛋白、病程、MMSE评分、MoCA评分之间一共有 17项相关（P< 0.05）。 

结论：用 VBM方法可敏感、客观发现 HC、DMCN、DMCI三组之间脑灰质体积存在异常，且与病

程长短、血糖水平、认知评分有关。脑灰质体积作为一个有潜力的生物学指标，有利于更深入

理解 2型糖尿病合并认知障碍的病理生理学机制。 

   

 

 
PU-1744 

原发性中枢神经系统淋巴瘤的影像诊断 

 
郑冲霄,陈晨 

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 300170 

 

摘要:[目的]探讨原发性中枢神经系统淋巴瘤的 CT及ＭＲＩ影像学特征。[方法]回顾 

性分析 33例经病理证实的脑内原发性淋巴瘤的 CT及ＭＲＩ影像学表现 [结果]33例患者单发

肿瘤 25例(75.70%),多发肿瘤 8例(24.3%), 病灶 CT表现多为等密度或稍高密度肿块。MRI表

现 T1WI呈等或稍低信号,T2WI 多为等或稍高信号,CT和 MRI增强扫描多为均匀强化。所有病灶

都有占位效应,水肿程度不一。所有病灶都呈明显强化,囊变区无强化。病灶进行了ＤＷＩ扫描,

所有病灶在ＤＷＩ图像呈明显高信号,ＡＤＣ图呈低信号。[结论] 结论:脑内原发淋巴瘤少见,

影像学表现与颅内其它肿瘤互相重叠,CT和 MRI平扫和增强扫描及 DWI的应用有助于脑内淋巴

瘤的诊断和鉴别诊断。运用不同的影像学检查方法和技术,结合临床资料,多可作出正确的诊

断。 

   

 

 
PU-1745 

伴精神症状内侧颞叶癫痫脑形态 MRI 研究 

 
肖俊豪,权巍,张志强,许强,李志鹏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210002 

 

 

目的 通过基于体素形态学的分析方法，探究单侧内侧颞叶癫痫与精神症状相关的脑灰质损伤

的形态学改变。方法 选取颞叶癫痫患者 82例，其中左侧内侧颞叶癫痫 42例，右侧内侧颞叶

癫痫 40例，并纳入 60例正常志愿者作为对照组。入组者均采集三维磁高清 T1结构图像并进

行抑郁自评量表、焦虑自评量表评分。采用基于体素形态学分析方法分别对两组患者与正常对

照组进行两样本 t检验，同时分别对两组患者的灰质体积与抑郁自评量表、焦虑自评量表评分

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 两组患者均显示同侧内侧颞叶、颞极及双侧额叶、丘脑体积显著减小

(P＜0.01)；两组患者均示同侧外侧颞叶灰质体积与焦虑评分呈负相关(P＜0.05)。左侧颞叶癫

痫患者组示同侧内侧颞叶与抑郁评分呈负相关(P＜0.01)；右侧颞叶癫痫患者组示对侧额叶与

抑郁评分呈负相关(P＜0.01)。结论 单侧内侧颞叶癫痫对双侧丘脑及同侧颞叶灰质结构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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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伤；而同侧的颞叶的灰质损伤与癫痫患者的精神障碍有一定的相关性，提示癫痫患者的颞叶

灰质结构损伤可能是精神障碍症状的结构性基础。   

 

 

PU-1746 

原发性中枢神经系统淋巴瘤的 MRI 表现 

 
林洪平

1
,张鹏

1
,肖大春

1
 

1.应城市人民医院 

2.安陆市第二人民医院 

 

目的 分析中枢神经系统原发性脑淋巴瘤（primary central nervous system lymphoma, 

PCNSL）的 MRI特征，旨在提高对此病的诊断能力。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3例经穿刺活检或手术病理证实的 PCNSL 患者的 MRI影像学资料，所有患者

均行 MRI平扫和增强扫描。 

结果 多发 8例，单发 5例。5例（38.5%）病灶位于大脑半球。8例（61.5%）病灶位于脑中央

的深部结构（包括脑室旁白质、基底节、丘脑、胼胝体）， 其中 6例（46.2%）病灶累及室管

膜（1例累及幕下 4脑室室管膜）。1例（7.7%）病灶位于小脑半球。肿瘤实质 T1WI呈等或稍

低信号，T2WI呈等或稍高信号，DWI呈高信号。肿瘤周围多呈轻到中度水肿。增强扫描 13例

肿瘤实质均呈明显强化，可见特征性的缺口征、蝶翼征或卫星灶征等。1例肿瘤内有局灶坏

死。 

结论 PCNSL的 MRI表现具有一定的特征性，对 PCNSL的诊断具有重要的价值。 

   

 

 

PU-1747 

微囊型脑膜瘤的 MRI 特征和病理对照 

 
褚梅花,李劲,梁宗辉 

上海市静安区中心医院 200040 

 

目的 探讨微囊型脑膜瘤的 MRI特征，并与病理对照分析。 

方法 回顾性分析 7例经手术病理证实的微囊型脑膜瘤影像学资料及病理资料。 

结果 7例均为额部（左侧 3例，右侧 4例），平均年龄 48岁，男性 3例，女性 4例。平扫

T1WI 6例呈低信号，1例呈高低混杂信号，T2WI 7例均呈高信号，DWI实质成分均呈高信号，

增强后实质部分明显强化，其中 2例呈瘤内微囊变及中度囊变，3例呈瘤周环状囊变或大片囊

变，2例无囊变。镜下组织瘤细胞排列疏松，呈微囊状，内见丰富的血管。 

结论 微囊型脑膜瘤是颅内少见肿瘤，MRI表现有一定的特征：T1WI呈低信号，T2WI呈明显高

信号，DWI实质部分呈高信号，增强后实质部分明显强化，瘤内或瘤周囊变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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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748 

ESWAN 评估脑梗死患者脑微出血及 

抗血小板药物影响的临床对照研究 

 
鲁煜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200011 

 

目的：分析脑梗死患者脑微出血灶的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表现,

评价增强梯度回波重度 T2加权血管（three-dimensional (3D)-enhanced T2*-weighted 

angiography，ESWAN）序列对脑梗死患者脑微出血灶的诊断价值, 探讨临床抗血小板药物治疗

对脑梗死患者脑微出血（Cerebral Microbleeds，CMBs）的影响及其临床意义。方法：收集

MRI确诊脑梗死患者 86例:男性 51例，女性 35例，平均年龄 67.16±9.26 岁，均接受头颅

MRI常规检查 T1加权成像(（T1-weighted imaging ，T1WI）)、T2加权成像（T2-weighted 

imaging ，T2WI）、液体抑制反转恢复（T2-fluid attenuated inversion recover，

T2FLAIR）、弥散加权成像（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DWI）序列及 ESWAN序列检查，并

收集有关临床资料，根据是否使用抗血小板药物分组，将 86例患者分为用药组（n=38）及不

用药组（n=48），分析 CMBs 的影像学特征，并根据脑梗死患者是否伴有 CMBs分组，将 86例

患者分成有 CMBs组（CMBs（+）组）（n=58）及无 CMBs 组（CMBs（-）组）（n=28），分析

CMBs临床相关危险因素。结论：ESWAN可以清晰、准确地显示 CMBs病灶。使用抗血小板药物

的脑梗死患者伴 CMBs明显增加，尤其是在脑干和小脑区域发生率更高。本研究表明多种因素

是 CMBs的危险因素，其中高龄和卒中史是其独立危险因素。  

 

 

PU-1749 

血管性认知损害的磁共振脑连接组学研究 

 
徐海波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430071 

 

血管性认知损害是痴呆的主要原因，及当前老龄化社会下的突出问题。对其神经功能和解剖基

础的理解，及早期干预对策的制定因而显得十分重要。我们结合两组数据集---重度无症状颈

动脉狭窄及正常老年人，以及不同风险等级高血压，采用基于多模态磁共振数据的网络连接组

学的进行汇报。颈动脉狭窄患者包括厚度、沟深、复杂度、折叠曲率在内的皮层形态学改变提

示颈动脉狭窄供应端显著受影响，主要包括双侧感觉运动区、额顶皮层的变薄、沟深和复杂度

增加，并且与记忆和执行功能部分的参数平行。基于静息态功能大尺度脑网络的分析，发现特

别是半球间功能连接的显著改变，以及默认、凸显、额顶、感觉运动等网络内外的连接紊乱。

基于 DTI的指标，发现颈动脉狭窄患者显著的白质完整性破坏、半球间结构连接受限。在高血

压不同风险等级上，高血压轻中重度在大尺度功能连接在感觉运动、凸显、额顶、边缘-基底

节和默认网络存在差异。基于连接组数据的图论分析，颈动脉狭窄患者结构网络呈现以聚类加

工增强的小世界属性显著增加，高血压的小世界属性在高血压不同风险等级上，我们发现三组

风险等级上，小世界网络属性均没有显著统计学差异，虽然小世界参数有随着风险等级增加而

增加的趋势，同时网络效率也随着风险等级增加而降低的趋势，但是均无显著性统计学差异。

进一步效率分析发现患者结构网络效率的全局效率和局部效率都显著降低，证实网络整合能力

减弱。以高血压和颈动脉狭窄为代表的血管性认知损害反映了脑实质低灌注损害，以及低灌注

/代谢负担下脑结构及功能网络的重塑，这些系统包括凸显、默认、额顶、背侧注意及感觉运

动等整合系统的紊乱。从图论角度，血管性认知损害的网络布线(wiring)层面分离和整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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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cost)和效率失衡，局部水平 hubs病理学。这些指标可成为血管治疗无创的监测指标；指

导例如经颅磁/电刺激及认知训练的疗效监测。  

 

 

PU-1750 

上皮样胶质母细胞瘤影像表现一例 

 
管帅,孟祥水,马祥兴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青岛) 266035 

 

患者 男，32岁，因发作性右上肢抽搐、僵硬 20d就诊。患者 20d前突发右上肢抽搐、僵硬，

入我院就诊。查体：神志清，精神可，言语清晰流利，能正确回答问题，右上肢远端肌力 3

级，其余肢体肌力 5级，肌张力正常。 

影像检查：CT检查示左侧额顶叶表浅部囊实性病变，周围见大片水肿（图 1）。MRI平扫示左

侧额顶叶表浅部类圆形混杂信号区，周围见大片水肿信号影，T1WI病变呈混杂等长 T1信号

（图 2），T2WI和液体衰减反转恢复（FLAIR）序列病变呈混杂高、低信号（图 3,4），DWI病

变呈等低信号（图 5）。MRI 增强扫描示病变不均匀明显强化（图 6）。MRS示病变 N-乙酰天

门冬氨酸（NAA）峰明显降低，胆碱（Cho）峰明显升高， NAA/Cr、Cho/Cr分别为 0.96、3.24

（图 7）。 

手术及病理所见：术中见病变位于左侧额顶叶，侵及皮层，呈灰红色，质韧，血供一般，与周

围脑组织分界尚清，周围水肿明显，显微镜下将肿瘤整块完整切除。肉眼所见：灰白不规则组

织 1块，总体积：3 cm×2 cm×2cm，切面见灰白灰黄肿物，切面积约：2.5 cm×1.8cm，质

软，局部见小囊。显微镜下见病灶呈实性多结节状，富含纤细血管网，可见大片地图样坏死，

肿瘤细胞异型性显著，呈上皮样，胞浆丰富嗜酸，核大，染色质粗糙，核仁明显，可见黑色素

瘤样大核仁，核分裂像易见（图 8，9）。免疫组化：GFAP（+），S-100（+），Vim（+），

p53（+），p16（强+），IDH-1（-），BRAF（-），EMA（-），Syn（-），CgA（-），CKpan

（-），p40（-），CK7（-），TTF-1（-），HepPar-1（-），Ki67（+，20%）。病理诊断：上

皮样胶质母细胞瘤（WHO Ⅳ级）。 

 

   

 

 
PU-1751 

FVH 在缺血性卒中 TOAST 分型的应用 

 
宋磊

1,2
,沈桂权

1
,高波

2
 

1.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2.烟台毓璜顶医院影像科 

 

目的：探讨缺血性脑卒中 TOAST分型与磁共振液体衰减反转恢复序列血管高信号（FLAIR 

vascular hyperintensity, FVH）的关系。方法：回顾性收集 2016年 7月至 2017年 7 月于我

院神经内科、神经外科、急诊科诊治的急性缺血性脑梗塞中有 FVH征象的患者 180例，分析患

者的临床及影像资料，比较 FVH在不同病因的缺血性脑梗塞的分布情况。结果：大动脉粥样硬

化型（large-artery atherosclerosis, LAA）中有 FVH 征象的 149例，心源性栓塞型

（cardioembolism, CE）16 例，小血管病变型（small vessel occulusion, SVO）10 例，而

其他明确病因型卒中（stroke of other determined etiology, SOE）和不明原因型卒中

（stroke of undetermined etiology, SUE）因区分二者较困难，且比例数较少，故把这两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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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为其他组，共计 5例。各组缺血性脑梗塞的 TOAST病因分型与 FVH的差异具有显著相关性

（X
2
=321.882，P＜0.05）。结论：缺血性卒中存在 FVH 征象的与 TOAST分型有关，而 FVH的

存在代表卒中患者具有较好的侧枝循环。因此，对于 TOAST 分型中有大动脉粥样硬化型缺血性

卒中，若存在 FVH，表明患者对于缺血的耐受性更好，从而为指导治疗方案提供更多临床依

据。 

   

 

 

PU-1752 

睡眠剥夺的个体差异性—来静息态 fMRI 自发活动的结果 

 
高磊

1
,白丽君

4
,张明

3
,徐海波

1
,龚洪翰

2
 

1.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2.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影像科 

3.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影像科 

4.西安交通大学生命学院 

 

目的：睡眠剥夺的个体易感性似乎是一种状态属性，这种属性可能植根于每个人的脑静息态自

发活动架构中。静息态 fMRI 测量的人脑自发活动架构已揭示人脑个体差异的属性。我们使用

重复测量设计的静息态 fMRI 来测量这种稳定性和个体间的变异性。 

方法：16名（8男）睡眠行为良好的在校大学生志愿者采集 3次静息态 fMRI及记忆和执行功

能行为测试，包括 1次正常作息及 2次 24h睡眠剥夺。个体静息态功能数据经过预处理及滤波

（＜0.1Hz）后计算标化的低频振幅（ALFF）。分别统计两次睡眠剥夺相对正常作息后的 ALFF

全脑空间分布差异图，计算两次差异的共变重叠（overlap）和可重复性（ICC，组内相关系

数）。为了进一步验证结果的适用性，使用 ALE meta分析法总结以往不同认知任务领域下激

活位点的分布图。 

结果：神经影像指标上，两次睡眠剥夺后的 ALFF脑自发神经活动模式改变相似，主要包括感

觉运动、视觉区域的高度稳定的组间差异（较多的重叠，ICC＞0.9），以及执行控制、默认、

凸显、背侧注意在内的联合皮层的可重复但较高变异性的差异。基于 ALE的不同任务范式睡眠

剥夺任务态激活位点，也发现相似结果。此外，脑和行为的关联发现，右侧外侧顶叶的 ALFF

减低与行为测试的权重反应时负相关（p＜0.001体素水平未校正）。 

结论：两次睡眠剥夺后人脑自发神经活动架构改变呈现解剖特异性的分布，即单模态和原始皮

层的稳定可重复及变异小，多模态和跨模态脑区的可重复性差和变异大。我们的结果提示人脑

应对短时睡眠丢失呈现显著的个体变异，这些变异植根于高级功能系统，特别是支持默认、凸

显和执行控制角色的网络系统，为理解睡眠的个体差异和睡眠相关疾病提供线索。  

 

 
PU-1753 

四肢周围神经损伤的 MRI 信号异常 

与神经肌电图参数的相关性研究 

 
程冰雪,周莉,杨晨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30006 

 

目的 分析并总结四肢周围神经损伤的 MRI表现，探讨其 MRI信号异常与神经肌电图各参数间

的相关性及 MRI对神经损伤程度评估的可能性 

方法 收集我院 35例患者四肢周围神经损伤的 MRI影像、临床资料及 14例神经肌电图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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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35例四肢周围神经损伤患者中 6例 MRI无异常，29 例 MRI表现异常：神经信号增高或减

低、神经增粗或纤细、神经结构紊乱或中断、神经来源肿瘤、周围血管压迫等。其中 14 例患

者同时行肌电图检查共 19根神经，其对应关系为：（1）神经平扫和增强均呈局限性低信号伴

近、远端神经增粗并信号增高 4根，肌电图为运动神经传导远端潜伏期延长并波幅明显降低 3

根，运动神经传导速度减慢并波幅明显减低 1根（2）神经平扫和增强均呈多发节段性高低信

号相间，呈串珠样改变 2根，肌电图为运动神经传导速度未引出 1根，运动神经传导远端潜伏

期延长并波幅明显降低 1根（3）神经平扫和增强均呈高信号并神经增粗 6根，肌电图为运动

神经传导速度未引出 2根，运动神经传导速度减慢并波幅减低 2根，运动神经传导速度减慢 1

根，运动神经传导波幅降低 1根（4）神经平扫和增强均未见明显异常 3根，肌电图均为运动

神经传导波幅下降（5）神经断裂 1根，肌电图为运动神经传导速度未引出（6）神经增粗平扫

呈高信号增强为正常信号 1根、神经平扫呈正常信号增强呈低信号 1根及神经平扫和增强均局

限性变细 1根，肌电图均大致正常。肌电图定性诊断：（1）完全损伤：运动神经传导速度未

引出（2）不完全损伤 严重损伤：运动神经传导速度、波幅、潜伏期均明显减慢、降低及延

长。轻度损伤：运动神经传导速度、波幅、潜伏期正常或轻度减慢、降低及延长。即神经平扫

和增强呈局限性或多发节段性低信号（呈串珠样改变）伴近、远端神经增粗并信号增高，均提

示神经损伤严重。 

结论 熟悉并掌握四肢周围神经损伤的 MRI表现及其与神经肌电图各参数间的相关性,对神经

损伤严重程度评估及指导临床治疗有重要意义。 

 

 

 
PU-1754 

Differentiation of medulloblastoma and astrocytoma in 

children using histogram analysis of ADC MRI 

 
Wang Weijian,Cheng Jingliang,Zhang Yong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450052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the histogram analysis derived 

from ADC MR imaging in differentiating medulloblastomas from astrocytomas. 

Methods and Materials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33 patients which were 

pathologically confirmed posterior fossa tumors, including 18 cases of 

medulloblastoma,15 cases of astrocytoma.Drawing the region of interest(ROI) on 

the maximum level of MR ADC image and going on histogram analysis,these two steps 

are all performed on the software named Mazda.Performed a statistical analysis on 

the histogram parameters to find ou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 In the 9 parameters which are extracted from histogram,10%、50% has the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The maximum area under the ROC curve was 0.76、

0.81,respectively. 

Conclusion Histogram analysis of ADC MR imaging can provide reliably 

objective basis for differentiating medulloblastomas from astrocytom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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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755 

颅内血管周细胞瘤与血管外皮细胞瘤 MRI 鉴别诊断价值 

 
周旭嘉 

1.十堰市太和医院 

2.湖北医药学院附属太和医院 

 

 

摘要：目的探讨颅内血管周细胞瘤与血管外皮细胞瘤的 MRI表现及诊断的价值。方法分析经病

理证实的颅内血管周细胞瘤 12例及血管外皮细胞瘤 15例,均行 MRI平扫和增强扫描。结果血

管周细胞瘤一般形态不规则、少见脑膜尾征、邻近骨质溶骨性破坏、信号混杂、内见流空血

管、易复发及转移;血管外皮细胞瘤靠近小脑幕，与静脉窦关系密切，呈分叶状与脑膜相连，

丰富血管流空，无明显肿瘤内钙化，可见局部骨质吸收。结论 MRI对颅内血管周细胞瘤与血

管外皮细胞瘤的鉴别有较重要的价值。   

 

 

PU-1756 

MR 功能成像对新生儿缺血缺氧性脑病的 

早期诊断及预后价值评估 

 
周旭嘉 

湖北医药学院附属太和医院 442000 

 

 

摘要：新生儿缺血缺氧性脑病(HIE)是围生期窒息的严重并发症,对新生儿 HIE的早期影像诊断

和预后价值评估的研究始终是关系国民素质和生活质量的重要医学课题。长期以来,CT及常规

MRI作为 HIE的首选检查手段,但由于其基于密度、信号及肉眼可辨的形态学改变,早期诊断敏

感性差,定性评价髓鞘化进程,缺乏量化指标。磁共振脑功能成像从神经功能水平和细胞代谢水

平深入了解 HIE发生发展机制,在 HIE早期诊断、量化评估、预后分析、超微结构与功能变化

等方面研究具有明显的优势和前景。   

 

 

PU-1757 

比较 ASL 技术（不同 PLD）预测大脑中 

动脉重度狭窄发生梗死的风险 

 
张慧勤,李明利 

北京协和医院 100730 

 

【目的】探讨磁共振 ASL技术（PLD=1.5025s，PLD=2.5025s）预测单侧大脑中动脉重度狭窄发

生脑梗的风险。【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3-2014年 27 例单侧大脑中动脉重度狭窄并同时

行 MRA及两次 ASL检查的患者，以 ASPECT评分为基础，对每个病人患侧选取 M1-M6共 6个区

域，手动画出感兴趣区（ROI），并镜像对称得出健侧 CBF。分别测出在 PLD=1.5s时和 PLD等

于 2.5s时健侧与患侧比值（AR）大于 0.9及小于 0.9时分别发生梗死的区域。【结果】27个

病人，共分 162个区。当 PLD=1.5s时，AR>0.9有 43个，其中梗死 2个（4.6%）；AR<0.9 有

119个，其中梗死 29个(24%)。当 PLD=2.5s时，AR>0.9 的有 107个，其中梗死的为 5 个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3534 

 

（4.6%）；AR<0.9的有 55 个，其中梗死的有 26个（47%）。对于两期 ASL，凡是 AR值大于

0.9的，发生梗死的可能性均较小，且二者预测梗死的可能性大致相等（4.6%），无统计学差

异。而对于 AR值小于 0.9的区域，发生梗死的可能性分别为 24%（PLD=1.5s）、47%（PLD 

=2.5s)，二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PLD=2.5s较 PLD=1.5s时能够更准确的反应单侧大

脑中动脉重度狭窄的 CBF，且能够更准确的评估发生梗死的风险。  

 

 
PU-1758 

AIDS 合并脑结核的 MR 诊断 

 
陈刚 

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 450061 

 

目的 研究 AIDS合并脑结核 MRI影像表现特点。方法 回顾性分析 35例经临床病理及痰检、

脑脊液确诊 AIDS合并脑结核患者的 MRI影像，其中男性 16例，女性 19例，年龄 5岁-41

岁，平均 23.5岁。临床症状主要为发热、头痛、呕吐，乏力、消瘦、脑膜刺激征等，部分出

现抽搐及意识障碍。结果 结核性脑膜炎 7例（约 20%），结核性脑膜脑炎 12例（约

34.3%），结核性脑炎 16例（约 45.7%）；病灶数量均为多发，病灶形态为粗线状增厚的脑膜

影；呈小结节或粟粒状结核瘤，外周可见轻度水肿；囊状的脑脓肿，外周可见指压状脑回脑组

织水肿；脑池形状改变，脑部小动脉受侵，引起动脉炎、狭窄，进而导致深层脑组织梗塞。病

变呈等长 T1长 T2信号，FLAIR呈高信号，DWI呈等、低信号，增强后均可明显均匀或环状强

化。结论 AIDS合并脑结核 MRI表现与一般脑结核表现基本一致，但炎症反应轻，较多见结核

性脓肿，MRI对其诊断有较大帮助。 

   

 

 

PU-1759 

颅内血管外皮细胞瘤的 CT、MRI 表现与病理对照 

 
杨杨,刘含秋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200040 

 

目的 探讨颅内血管外皮细胞瘤的 CT及 MRI影像学特点，提高诊断与鉴别诊断。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3年 1 月-2016年 12月期间我院收治的 65例经手术病理证实的颅内血

管外皮细胞瘤的 CT及 MRI表现，并与病理对照，总结其影像学特征。 

 结果 65例患者中，病灶位于幕上 42例，幕下 23例。肿块形态为分叶状 39例，不规则 7

例，类圆形或椭圆形 19例。其中 41例行 CT检查，平扫 33例呈稍高密度，3例呈等密度，5

例呈明显混杂性密度；增强后实质部分均明显强化。 41例行 MRI检查， 平扫 T1WI 9例等信

号，29例稍低信号，3例混杂信号；伴囊变坏死 33例；伴血管流空信号 32例；与硬脑膜以窄

基底相连 22例，以宽基底相连 19例；伴脑膜尾症 17例；领近骨质破坏 11例。37例行 DWI

扫描，其中 27例呈等信号， 10例实质部分呈稍高信号。MRI增强均呈明显强化。 

 结论 发生在颅内的血管外皮细胞瘤虽然少见，但其 CT、MRI具有一定的特征性，可对诊断

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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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760 

基于 ASL 和 DTI 技术对中重度颈动脉 

狭窄患者脑认知功能改变的研究 

 
陈晓惠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430071 

 

目的 研究大量颈动脉狭窄的人群发现，患有颈动脉狭窄的人群往往伴有脑梗塞，随着颈动脉

狭窄程度的加重脑梗塞的发生率明显增加，这些有颈动脉狭窄的人群并不是都有相应脑缺血的

临床症状，无脑缺血症状的颈动脉狭窄在临床上被称为“无症状”颈动脉狭窄。对于无症状的

颈动脉狭窄大于 70%的患者，在无条件或不适合行内膜剥脱术(CEA)时，可考虑颈动脉支架成

形术（CAS)治疗。目前动脉自旋标记磁共振灌注成像(arterial spin labeling, ASL)和扩散

张量成像（diffusion tensor imaging，DTI）已被广泛用于认知功能障碍的研究。本文通过

获取中重度颈动脉狭窄患者支架治疗前脑灌注和脑纤维束密度的信息，探讨颈动脉狭窄患者支

架治疗前认知功能的改变及其和脑灌注和脑扩散的相关性。方法 让 19例“无症状”颈内动脉

狭窄患者与 24例健康对照者在多维心理网络平台上进行测试(包括简易智能精神状态检查量表

MMSE、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 MoCA、瑞文推理测试、三维心理旋转、言语工作记忆、视觉搜

索任务等)，并让 19例“无症状”颈内动脉狭窄患者和 24例健康对照者进行功能磁共振检查

(包括 ASL、DTI)。比较两组人群不同认知功能量表的得分差异及脑灌注及纤维束密度的差

异，最后分析量表差异和磁共振指标差异之间的相关性。结果 与正常对照组相比，“无症

状”颈动脉狭窄患者在 MMSE、MoCA、瑞文推理测试、三维心理旋转、言语工作记忆和视觉搜

索任务等量表上的得分均显著降低。分析功能磁共振提供的各种信息，我们发现“无症状”颈

动脉狭窄患者左侧额下回、中央后回、岛骨额前上回等区域存在明显的低灌注区域，左侧后扣

带回区域的纤维束密度明显较低。 结论 左侧额下回、中央后回、岛骨额前上回的低灌注和左

侧后扣带回纤维束密度的降低可能是导致“无症状”颈动脉狭窄患者认知功能下降的重要原因

之一。 

   

 

 
PU-1761 

早期失明患者大脑半球功能性脑电连接--- 

静息状态下功能磁共振成像研究 

 
罗锦沛 

广州暨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510632 

 

目的： 

本研究的目的是通过使用体素镜像同源连通性（VMHC）来调查早期失明中的静息状态大脑间功

能连通性。 

材料和方法： 

本研究招募了 13名早盲患者（EB组）和 13名年龄和性别匹配的视力正常的志愿者（SC

组）。我们使用 VMHC来识别不同组之间功能连通性差异的脑区，并使用基于体素的形态测量

（VBM）来计算单个灰质体积（GMV）。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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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目视对照相比，VMHC分析显示 EB组中初级视觉皮层，视觉关联皮层和体感相关性皮质的连

接性明显较低。另外，VBM 分析显示，与目视对照相比，EB组左侧钙质皮质中的 GMV减少，而

在左侧枕叶增加。统计分析显示，失明持续时间与 VMHC呈负相关。 

结论： 

我们的研究结果有助于阐明 EB的病理生理机制。 EB患者的大脑间功能连通性受损。另外，

中间额叶可能是康复的潜在目标区域。  

 

 

PU-1762 

脑梗死与脑出血急性期应用 DWI 联合 SWI 诊断的价值 

 
陈晶,邬玉芹,张武 

海口市人民医院 570208 

 

目的：探讨脑梗死与脑出血急性期应用磁共振弥散加权成像(DWI)联合磁敏感加权成像(SWI)诊

断的临床价值。方法：选取 2014年 1月-2015年 1月我院收治的 80例急性脑梗死患者(A组)

和 32例急性脑出血患者(B 组)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均行 3.0T磁共振 DWI和 SWI序列检查,观

察两组患者的检查结果,并与 12例正常自愿者(对照组)作比较。结果： A组急性期 DWI信号

较高,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信号增强越明显,病灶边界由模糊转为清晰,阳性率为 100.0%,且 SWI

呈等信号;B组急性期 DWI血肿中心信号为低信号,周围呈高信号,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信号增

强,SWI为均匀低信号。与对照组相比,A组 ADC值降低,但降低幅度不大,且随着时间推移逐渐

下降,B组 ADC值明显降低,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无明显改变,且 B组 ADC值下降幅度大于 A

组,P<0.05;A组 PV值正常,但出血性转化时,局部 PV值降低,B组 PV值明显降低,且 B组 PV值

下降幅度大于 A组,P<0.05。结论：脑梗死与脑出血急性期 DWI和 SWI检查的影像学表现不同,

而 DWI联合 SWI应用于急性脑血管疾病的检查中,可提高诊断的准确率,有助于及时检测出脑梗

死后出血性转化,对临床治疗具有重要价值。  

   

 

 
PU-1763 

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 CTA 侧支循环等级与 CTP 

量化指标之间的相关性研究 

 
王希明

1
,夏倩倩

1
,杨俊

1,2
,张征宇

1
,姚飞龙

1
,胡春洪

1
 

1.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GE 医疗 

 

目的：探讨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一站式多模态 CT中 CTA所反映的侧支循环等级与 CTP所显

示的核心梗死区和缺血半暗带量化指标之间的关系。 

方法：本研究纳入 83例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均行一站式多模态 CT检查，其中 52 例符合

本研究入组标准，即血管闭塞部位为大脑中脑动脉（MCA）M1 / M2段和/或颈内动脉

（ICA），且均在发病 12小时内完成一站式多模态 CT成像。在入组的每个病例 CTA最大密度

投影（MIP）图像上，将侧支循环分为 0（无可见侧支）到 3（完全侧支供应）级。在 CTP 图像

上，分别以相对脑血流量（rCBF）<30％或脑血流量达峰时间（Tmax）> 10s，> 12s或 14s作

为标准划定核心梗死区，以 Tmax> 6s来界定低灌注区域，低灌注区面积减去核心梗死区面积

即为缺血半暗带面积，CTP 错配比则为缺血半暗带面积与梗死核心区面积的比值。以 Krusk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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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lis和 Spearman相关性检验来评估侧支循环等级与核心梗死区面积或错配比之间的相关

性。 

结果：52例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中 8例侧支循环等级为 0级，16例为 1级，15例为 2级，

13例为 3级。四组患者间 rCBF <30％或 Tmax> 10s，> 12s 或> 14s定义的核心梗死区面积和

错配比均具有显著差异。侧支循环等级与 rCBF <30％定义的核心梗死区面积之间的相关性

（ρ= -0.814，p <0.05）优于 Tmax>10s，>12s或>14s定义的核心梗死区。由 rCBF <30％

（ρ= 0.945，p <0.05）作为核心梗死区的错配比与侧支循环等级的相关性最佳。 

结论：侧支循环良好的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具有较小的核心梗死区和较高的错配比。由

rCBF <30％定义的核心梗死区面积和由 rCBF <30％和 Tmax> 6s 定义的错配比与侧支循环等级

的相关性更好。  

 

 
PU-1764 

影响 2 型糖尿病患者脑白质病变 MRI 表现得相关因素 

 
肖正光,杨军,尚鸣异,朱才松,闵庆华,陆文杰 

上海市同仁医院 200336 

 

目的：2型糖尿病在老年人群中发病率逐年上升，由此造成的脑部小血管病变成为引起老年人

神经功能损害的重要因素。本研究利用应用常规磁共振序列及磁敏感加权成像(SWI)技术，无

创伤性地对 2型糖尿病人的脑部小血管损害表现进行评估，以期对临床糖尿病的诊治及疗效评

价、远期评估给予一定的帮助。材料和方法：收集 2013年 1月-12月我院神经内科住院患者

437例，排除 18例，分为糖尿病组和无糖尿病组，应用 3.0T磁共振扫描仪，行颅脑轴位

T1WI、T2WI、FLAIR、DWI、SWI、矢状面 T2加权像序列扫描，分别记录各个病例急性梗塞的发

生例数及分布类型、脑内微出血灶、腔隙性梗塞灶的发生数目，脑白质疏松程度，记录所有入

选病例的一般临床资料、病史及实验室检查结果,包括年龄、性别、高血压、糖尿病年限、糖

化血红蛋白、空腹血糖、既往脑卒中病史等可能危险因素。结果：糖尿病组小血管闭塞型梗塞

发生率 68.2%(30/44)大于无糖尿病组 43.2%（35/81）,糖尿病组大血管闭塞型梗塞 31.8%

（14/44）小于无糖尿病组为 56.8%（46/8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
2
=7.49，P<0.05）。糖尿

病组既往卒中发生率、腔隙灶发生严重程度、脑白质疏松程度均较无糖尿病组严重，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但脑内微出血的发生程度两组无差异（P>0.05）。糖尿病组中脑室旁白

质疏松严重程度同皮质下白质疏松严重程度相平行，年龄、糖化血红蛋白、腔隙灶及脑内微出

血严重程度同糖尿病组白质疏松程度相关（P<0.05）,而与患病年限、血糖值、性别等不相

关。结论：2型糖尿病患者急性梗塞以小病灶为主，其腔隙灶发生严重程度、脑白质疏松程度

均较无糖尿病组严重，糖尿病人群糖尿病病程、血糖值、性别同白质疏松程度不相关，糖化血

红蛋白、年龄、腔隙灶的严重程度及既往卒中史是其白质疏松的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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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765 

中枢神经系统感染脑血管并发症 

 
高波 

烟台毓璜顶医院 264000 

 

 

摘要：中枢神经系统感染常见，因感染而导致的相关并发症占相当一部分比例，但是临床及影

像常常忽略了感染导致的后续并发症，这些并发症往往会导致严重后果，如何应用影像手段分

析血管并发症及评估不同类型感染并发症风险是本文介绍的重点内容。 

  最常见的感染性脑血管并发症是脑梗死，不常见的并发症包括感染性动脉瘤破裂，血管壁破

坏出血。中枢神经系统脉管系统可能受到全身或局部感染过程的影响，感染可以损害动脉、静

脉以及静脉窦。动脉感染包括感染性颅内动脉瘤、感染性血管炎。静脉受累导致静脉或静脉窦

血栓性静脉炎。本文将介绍感染性动静脉并发症的 CT和 MR的常见成像模式，并通过解剖分布

来分析感染性脑血管并发症。不同病原体引起的感染性动脉瘤的影像学表现相似，感染性血管

炎的影像特征通常也是非特异性的，并且对于不同的生物甚至与非传染性血管炎也是重叠的。

传染性血管炎可由大量病原体引起。在本章中，我们还将讨论导致感染性血管炎的最常见病原

体。 

    

 

 
PU-1766 

Multi parameters comparison of CT perfusion on 

evaluation of cerebral perfusion changes after 

carotid endarterectomy 

 
xu huimin,Liu Ying,Yuan Huishu 

Peking University Third Hospital 100091 

 

Purpose: To evaluate the changes of multi parameters after carotid endarterectomy 

(CEA) using CT perfusion (CTP), and to compare the degree of changes of multi 

parameters. 

Methods and Materials: 1. Ten patients diagnosed as carotid artery stenosis and 

scheduled for CEA were recruited (mean age 67.57±3.99y; 7males, 3 females). 2. 

CTP was performed with a 64 CT-MDCT about 1 week before and after CEA respectively. 

The acquisition parameters: CTP: 80kV/265mA, FOV=25cm, thickness=5mm. Cerebral 

blood flow(CBF), cerebral blood volume(CBV),mean transit time(MTT) and time to 

peak(TTP) maps from CTP were obtained. 3. CBF, CBV, MTT and TTP were measured in 

the same position of affected side and the other side before and after surgery. 

Comparison of all parameters before and after surgery were calculated respectively. 

To assess the changes of all parameters after CEA (ΔCBF, ΔCBV, ΔMTT, ΔTTP), 

the following differences of affected side and the other side were calculated 

respectively: ΔCBF=(CBFpostoperative-CBFpreoperative)/ CBFpreoperative. The calculation of ΔCBV, 

ΔMTT and ΔTTP were similar with ΔCBF. 

Results: 1. Compared with multi parameters (CBF, CBV, MTT and TTP) obtained before 

CEA, the parameters changes after CEA: CBF and CBV increased, MTT and 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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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reased, but the differences were not significant (P>0.05). 2. Average ΔCBF, 

ΔCBV, ΔMTT and ΔTTP of affected side were 0.190, 0.175, 0.202 and 0.166 

respectively. Average ΔCBF, ΔCBV, ΔMTT and ΔTTP of the other side were 0.115, 

0.211, 0.206 and 0.153 respectively. ΔMTT of affected side were higher than other 

parameters. 

Conclusions: 1. CEA might improve cerebral perfusion in patients with carotid 

artery stenosis, which represent with decrease of CBF and CBV, the increase of MTT 

and TTP, but they we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2. For affected side, ΔMTT 

might be more sensitive for quantitative evaluating hemodynamic changes after CEA.  

 

 
PU-1767 

3.0T 磁共振波谱 MEGA-PRESS 序列对 

早期偏侧帕金森猴纹状体 γ- 氨基丁酸的定量研究 

 
黄丽轩,李向荣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530021 

 

目的 探讨帕金森病( PD)发病早期纹状体γ- 氨基丁酸( GABA )浓度变化特点及 3.0T 磁共

振波谱 MEGA-PRESS 序列结合 LCModel 软件检测其改变的应用价值。 

方法 成功制备的左侧 PD模型猴 6只，空白对照组 2只，应用 MEGA-PRESS技术分别测量对照

组及 PD组制模前、制模成功后 1个月两侧纹状体 GABA浓度，同时记录行为学评分，利用高效

液相色谱仪(HPLC)测定离体脑组织两侧纹状体 GABA浓度，将 MRS采集获得的数据与对应区域

离体组织内实际测量的 GABA 浓度进行对比，并分析两者与行为学相关性。 

结果 （1）MRS结果显示，PD猴制模前两侧纹状体 GABA浓度无差异（P=0.078），制模后左

侧纹状体 GABA浓度（0.000405±0.000161）高于右侧（0.000323±0.000947），但两者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154）。与造模前及空白对照组相比，PD猴两侧纹状体 GABA浓度均升

高，但无统计学意义（P=0.381，0.198；P=0.425，0.475）。（2）离体标本测得 PD猴左侧纹

状体 GABA浓度（2.381±0.382）高于右侧（1.436±0.210），具有显著性差异（P<0.01）。

与空白对照组相比，两侧纹状体 GABA浓度均升高，左侧升高具有显著性差异（P=0.004），而

右侧则无差异（P=0.475）。（3）PD猴 MRS所得左侧纹状体 GABA浓度均值与行为学评分无显

著相关（r=0.146，p=0.688），离体标本所得左侧纹状体 GABA浓度均值与行为学评分具有正

相关性（r=0.444,p=0.038）。 

结论 PD发病早期患侧纹状体 GABA浓度升高并与行为学改变正相关。无创性磁共振波谱技术

能定量检测早期神经递质浓度变化，但需进一步提高磁场强度及优化编辑技术。 

关键字 磁共振波谱；帕金森病；纹状体；γ- 氨基丁酸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3540 

 

PU-1768 

应用基于体素分析的 DTI 评估冻结步态帕金森病脑结构改变 

 
陈静勿,麦发泽,黄飚 

广东省人民医院/广东省医学科学院 510080 

 

 

目的: 冻结步态是帕金森病常见的、致残的步态障碍，但其病理生理机制尚未明确。本研究将

通过基于体素分析方法（VBA）研究冻结步态帕金森病患者的全脑数据以评估脑部改变，并进

一步探索 VBA的应用价值。方法：收集经临床确诊的帕金森病患者 43例（冻结步态帕金森病

20例，非冻结步态帕金森病 23例）健康对照组 20例，并进行统一帕金森病等级量表

（UPDRS）评分、Hoehn & Yahr分期、简易智能精神状态量表（MMSE）评分。所有受试者均进

行全脑磁共振扫描，对原始数据应用 DTI的基于体素分析方法，采用 SPM 8软件对 3组数据的

DTI参数图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冻结步态帕金森病组 MMSE评分最低。冻结步态帕金森病组

的病程、UPDRS-III运动评分及 H-Y评分均比非冻结步态帕金森病组高。与健康对照组比较，

发现冻结步态帕金森病组 FA值降低区域有：中脑、左脑岛、左丘脑、左枕中回、右海马、右

楔叶； MD值升高区域有：双侧海马旁回、双侧脑岛、双侧额内侧回、右扣带回、左额上回、

左丘脑、左中央后回、左尾状核、双侧颞上回、左楔叶、右侧颞下回。与非冻结步态帕金森病

组进行比较，冻结步态帕金森病组 FA值降低区域有：左脑岛； MD值升高区域有：双侧颞上

回、双侧海马旁回、双侧海马、双侧额内侧回、中央前回、左侧额下回、右侧额下回、左扣带

回、右前扣带回、右侧额上回、右侧额中回、左颞下回、钩、右侧颞中回、右侧杏仁核。与健

康对照组比较，非冻结步态帕金森病组 FA降低区域有：左枕中回、右额叶； MD值升高区域

有：右小脑后叶、右梭状回 。结论：研究发现冻结步态患者的病程更长、认知功能损害及临

床症状更加严重。利用 DTI 的基于体素分析方法对冻结步态帕金森病患者大脑结构进行研究，

发现冻结步态帕金森病患者出现较广泛的脑结构改变。双侧额叶、颞叶、视觉枕叶区、皮质-

基底节-丘脑环路、边缘系统区域的脑结构异常与冻结步态的发生密切相关。   

 

 
PU-1769 

臂丛神经节后段病变：MRI 3D STIR SPACE 序列的诊断价值 

 
李迎春,印隆林,吴筱芸,陈加源,尚兰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 610072 

 

目的：探讨 MRI 3D STIR SPACE(带翻转恢复脉冲的可变翻转角快速自旋回波三维成像)在臂丛

神经节后段病变的诊断价值。方法 ：收集经临床怀疑臂丛神经节后段病变患者 35例，MRI扫

描均包含 3D STIR SPACE平扫及增强扫描，均行最大密度投影重建，分析 MRI表现。结果：35

例患者中经临床检查或手术证实臂丛节后病变 30例，包括损伤 12例、断裂 7例、炎变 4例、

神经鞘瘤 4例、恶性神经鞘瘤 2例、肿瘤压迫累及 1例。3D STIR SPACE诊断的敏感性、特异

性、准确性分别为 96.6%（28/29）、83.3%（5/5）、94.3%(33/35)。臂丛损伤呈增粗水肿改

变伴轻度强化 10例、萎缩变细改变 2例，臂丛断裂口大于 2cm有 3例、小于 2cm有 4 例，臂

丛炎变均呈水肿改变、轻度强化，臂丛神经鞘瘤呈葡萄状改变、大部分区域明显强化，恶性神

经鞘瘤沿臂丛延伸至节前段区域。结论 MRI 3D STIR SPACE 序列能清晰显示臂丛神经节后病

变的大体及细节情况、准确显示病变强化情况，对于臂丛病变具有重要诊断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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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770 

MRI 在脑静脉性血管畸形临床应用 

 
邵福明,孟祥,宋传顺,邵艳,刘得魁 

商丘市中心医院 476000 

 

目的 探讨磁共振检查在脑静脉性血管畸形（cerebral venous hemangioma，CVH）诊断中的应

用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 11例脑静脉性血管畸形 MRI表现，其中男性 5例，女性 6例，年龄

35-75岁，平均 60.6岁。11例脑静脉性血管畸形患者均行 MRI平扫+增强扫描。 结果 11例

患者 9例患者表现为单发病灶，2例可见多发病灶，其中，8例发生于小脑半球，2例发生于

顶叶、1例发生于侧脑室旁，2例伴发海绵状血管瘤。MRI 平扫，所有患者表现为不规则管

状、小圆点状低信号影，MRI 增强扫描所有病灶均可明确显示，呈“水母头”样改变。MRI平

扫可显示脑静脉性血管畸形合并其它脑实质病变。 结论 脑静脉性血管畸形是一种先天性脑

静脉血管发育异常，1787年由 Pfannenstiel首先报道，发病机制不清，可能由动脉系统发育

结束后静脉发育过程受阻所致。一般无临床症状，部分可表现为头痛、头晕、抽搐或局灶性神

经功能障碍。脑静脉性血管畸形可发生于大脑半球、小脑或脊髓，但以大脑半球多见，病理上

表现为大脑或小脑深部髓质内放射状排列的髓质静脉汇入一增粗的引流静脉，其间可见少量脑

组织。脑静脉性血管畸形可伴有其它脑血管畸形，其中以海绵状血管瘤最常见。脑静脉性血管

畸形特征性表现是多支细如发丝的髓静脉呈放射状汇入一条增粗的引流静脉，MRI平扫呈条纹

状长/等 T1、长 T2信号影，有时仅见一条较粗大的引流静脉，成低信号流空影。由于髓静脉

和引流静脉去氧血红蛋白是顺磁性物质，因此，在 SWI序列上髓静脉和引流静脉呈明显低信号

改变。MRI增强检查脑静脉性血管畸形条纹状扩张的髓静脉和引流静脉均明显强化，呈“水母

头”样改变。总之，MRI是诊断脑静脉性血管畸形的有效手段。 

   

 

 

PU-1771 

急性脑梗死与炎性指标的关系及 HR-MRI 对照研究 

 
张兰花 

杨浦区中心医院 200093 

 

[摘要] 目的：探讨急性脑梗死高分辨率 MRI表现及其与 C反应蛋白（CRP）及白细胞分类的

关系并分析其 HRMRI表现特征。方法：通过 MRI弥散加权成像（DWI）测定 121例急性脑梗死

患者的脑梗死面积；对照组 37例。同期共完成高分辨率 MRI检测 12例，其中急性梗死 9例

（增强检查 1例）， 3例为无急性梗死 ，HR-MRI扫描包括大脑中动脉狭窄段及同侧脑组织。

检测各组外周血 CRP及白细胞分类水平并进行比较，分析脑梗死 HR-MRI表现。结果：急性脑

梗死面积与 CRP、中性粒细胞及白细胞水平呈不同水平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R=0.584，

R=0.221，R=0.197。与血嗜酸性粒细胞水平呈弱的负相关，相关系数 R= -0.251。急性脑梗死

病例 HR-MRI表现为梗死区小动脉迂曲扩张、管壁水肿，出血时伴有小动脉壁模糊。管腔内斑

块表现为稍低不均匀信号，表面不规则，腔内可见絮状影，增强后见纤维帽强化；无急性梗死

者见斑块附壁、信号较均匀，表面光整，管壁较规则；小动脉受累数量随梗死区扩大增多且趋

严重。 结论：急性脑梗死炎性指标与梗死面积大小及 HRMRI 表现有一致性，HR-MRI有助于显

示梗死区病理性炎性反应，对急性脑梗死的预后评估及治疗具有重要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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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772 

MRI 在枕骨大孔区肿瘤术前评估中的价值 

 
郑颖彦,曹代荣,佘德君,林禹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5 

 

目的 枕骨大孔区肿瘤的部位、影像特征、与周围邻近结构及血管的关系对临床术式选择具有

重要意义，探讨 MRI在枕骨大孔区肿瘤术前评估中的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6年 9 月

~2017年 4月在我院 36例经 MRI检出并经手术病理证实的枕骨大孔区肿瘤的临床及影像学资

料，包括肿瘤的部位、范围、信号强度、与周围结构情况及手术情况。结果 枕骨大孔区肿瘤

包含脑膜瘤 13例，神经鞘瘤 4例，血管母细胞瘤 6例，室管膜瘤 3例，星形细胞瘤 2 例，蛛

网膜囊肿 2例，脊索瘤 1例，表皮样囊肿 1例，海绵状血管瘤 1例，黑色素瘤 1例，脂肪瘤 1

例，原始神经外胚层肿瘤 1例。依据肿瘤部位分为腹侧型 6例，腹外侧型 9例，背外侧型 8

例，背侧型 3例，髓内型（髓内+小脑）10例。其中，腹外侧型肿瘤中 7例为脑膜瘤

（7/9,77.78%），髓内型肿瘤中 6例为血管母细胞瘤（6/10,60.0%）。脑膜瘤信号均匀，增强

呈明显强化，并可出现“硬膜尾征”（12/13,92.3%）；神经鞘瘤信号不均匀，可见囊变坏死

（3/4,75.0%）；血管母细胞瘤呈囊实性（2/6,33.3%）或实性（4/6,66.7%），可见患侧椎动

脉或小脑后下动脉分支供血(4/6,66.7%)。18例肿瘤伴有椎动脉 V5段或小脑后下动脉的推移

或包绕，7例肿瘤（3例脑膜瘤，4例血管母细胞瘤）由患侧椎动脉或小脑后下动脉分支供

血。 结论 枕骨大孔区肿瘤的 MRI影像表现具有一定特征性，能够较好显示肿瘤的部位、范

围、与周围结构及血管的关系，并指导手术方式的选择，在肿瘤的术前评估中具有重要价值。  

 

 
PU-1773 

The association of NF2 (neurofibromin 2) gene 

polymorphism and the risk of medulloblastomas 

 
zhao cailei 

shenzhen Children's hospital 518000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F2 promoter gene mutation and the 

risk of medulloblastomas (MB). 

Method: We collected tissues from 16 MB patients and 7 age-matched non-MB controls. 

Gene sequencing, q-PCR (real-time quantitativ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IHC 

(Immunohistochemistry) and WB (Western Blot)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changes in 

the NF2 gene sequence and expression between patients and controls.  

Results: We found that NF2 promoter gene mutations occurred in MB patients. The 

mRNA level of NF2 was higher in the controls than in the patients (p=0.03<0.05); 

however, the results of IHC and WB demonstrated that the NF2 protein expression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patients than the controls (IHC: p=0.0001; WB: 

p=0.01).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CRL4 mRNA and protein expression. 

In addition, NF2 protein was mainly expressed the nucleus in MB patients, while 

the NF2 protein was mainly expressed in cytoplasm in the contr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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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 NF2 promoter mutations exist in MB patients. NF2 mRNA expression was 

higher in controls than patients; whereas, NF2 protein level was higher in 

patients than controls. 

  

 

 

PU-1774 

3.0T 磁共振不同 TE 时间单体素波谱成像在 IDH-突变型与

IDH-野生型胶质瘤病人的比较研究 

 
肖华锋,陈新静,李鸣歌,王玉林,马林 

解放军总医院 100853 

 

目的：IDH是否突变直接影响胶质瘤病人的预后，研究证实 IDH突变型胶质瘤病人 MRS存在特

征性的 2-HG峰（2.25ppm处），通过回顾性分析比较 IDH-突变型胶质瘤组与野生型胶质瘤组

病人不同 TE时间单体素 MRS 2-HG峰的检出及组间差异，探讨 3.0T磁共振成像设备 MRS在胶

质瘤病人 IDH突变状况检出中的应用价值。 

材料与方法：29个经病理证实的胶质瘤病人（其中 13个 IDH-突变型，16个 IDH-野生型胶质

瘤）术前行常规磁共振平扫、增强扫描，然后在肿瘤实性部分或强化区进行 MRS成像，包括平

均 TE、TE35，TE144单体素点分辨波谱成像（PRESS），以 TE144 MRS为参考，对比肿瘤平均

TE、TE35谱线基线，比较是否存在 2-HG峰及测量肿瘤区 2-HG峰峰高，按照病理结果分 IDH-

突变型、野生型组进行相应参数的 Mann–Whitney统计学分析。 

结果：IDH-突变型组有 5个病人（5/13）平均 TE、TE35 MRS可见 2-HG波峰，IDH-野生型组有

4个病人（4/16）平均 TE、TE35 MRS呈现 2-HG波峰， IDH-突变型组平均 TE、TE35 MRS 2-HG

波峰的检出率与 IDH-野生型组病人没有明显差异（P=0.265），且平均 TE MRS 2-HG峰与 TE35 

MRS 2-HG峰峰高差异没有明显统计学意义（P=0.612）。 

结论：由于诸多内在的因素，3.0T磁共振成像设备 MRS 成像尚不能完全用于评价胶质瘤 IDH

基因突变与否的状况，无法明确检出 IDH-突变型胶质瘤病人特征性 2-HG峰。 

   

 

 
PU-1775 

节细胞神经瘤的影像学表现与病理对照分析 

 
龚晓虹,陈文,吴德红 

湖北医药学院附属太和医院 442000 

 

目的 探讨节细胞神经瘤的 CT、MR 表现，旨在提高影像认识和诊断水平。 资料与方法 回顾

性分析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8例节细胞神经瘤的影像学表现，其中 CT平扫加增强 4 例、仅 

CT 平扫 2 例、MR 平扫加增强 2例。分析总结病灶部位、形态、密度、边界、强化及与周围

结构关系等影像特点，并与病理结果进行对照。结果 8 例病灶均单发，紧贴脊柱，其中位于

颈部 2例、后纵隔 3例、腹膜后间隙 3例。病灶形态呈椭圆形或不规则，均呈“嵌入

式”“ 钻孔样”生长。CT 平扫呈均匀或不均匀低密度，2例病灶内见斑点状钙化，增强后呈

无强化或轻中度不均匀或均匀强化；2例病灶 MR 平扫 T1WI 低信号，T2WI 高信号，增强扫描

病灶呈轻度渐进性强化；肿块边界均清楚，推压周围结构、但未见浸润破坏征象。病理: 肿瘤

包含成熟的神经纤维细胞、梭形的 S c hwann 细胞和散在分布的胞浆丰富的节细胞, 细胞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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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可见大量黏液基质。结论 节细胞神经瘤的 CT、MRI 表现与病理改变关系密切，具有一定特

征性，掌握其影像学特点有助于提高诊断准确率。增强 CT或 MRI能清晰显示肿瘤与周围血管

及邻近结构的关系，可为临床提供更多参考信息。  

 

 
PU-1776 

磁共振多序列联合检查对早产儿脑损伤的 

早期诊断的临床意义 

 
殷洁 

南阳市中心医院 473000 

 

［摘要］目的 探讨磁共振多序列联合检查对早产儿脑损伤的早期诊断临床意义。方法 回顾性

分析新生儿重症监护室收治的 160例早产儿的头颅磁共振影像表现。结果 160例早产儿，76

例发生脑损伤，发生率为 47.5%。早产儿脑损伤以缺血性病灶多见，最常见是脑白质损伤，尤

其是脑室周围白质软化。缺血性脑损伤表现半卵圆中心、侧脑室周围斑片状或大片状 T1 加权

成像（T1WI）高信号、T2加权成像（T2WI）低信号影，弥散加权成像(DWI)序列呈明显高信

号。脑室周围白质软化 MRI 表现为斑片状 T1WI低信号、T2WI高信号影，DWI序列呈低信号。

出血性损伤以脑室周围-脑室内出血多见，出血灶因其出血时期不同其信号表现不同，急性期

MRI表现为 T1WI等信号或稍低信号、T2WI高信号；亚急性早期呈 T1WI高信号，T2WI稍低信

号，亚急性晚期呈 T1WI和 T2WI高信号,在磁敏感加权成像（SWI）上呈明显低信号。DWI 对缺

血灶的检出率高于常规扫描，比常规 MRI能更早地显示早产儿脑白质损伤。SWI对出血灶的检

出率高于常规扫描，比常规 MRI能更早地显示出血性脑损伤。与常规 MRI比较，DWI与 SWI序

列对缺血及出血性病灶的检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磁共振检查，尤其是多序列联合检

查，可以给早产儿脑损伤的早期诊断提供了准确的影像学依据。 

   

 

 

PU-1777 

垂体柄阻断综合征的 MRI 诊断价值 

 
殷洁 

南阳市中心医院 473000 

 

【摘要】目的 分析垂体柄阻断综合征的 MRI表现，提高诊断水平。方法 回顾性分析 15例

MRI证实的垂体柄阻断综合征患者的临床及 MRI表现。结果 15例均有生长激素缺乏，多合并

其它多种腺垂体激素缺乏。MRI显示 15例患者均垂体柄缺如及垂体后叶异位，13例垂体前叶

变小但信号正常，2例垂体前叶正常。结论 MRI对垂体柄阻断综合征的诊断具有明显优势，诊

断标准包括：(1)垂体柄缺如或变细；(2)垂体窝后部无高信号垂体后叶，第三脑室漏斗隐窝或

正中隆起见异位的高信号垂体后叶。（3）垂体前叶发育不良。此三点亦为 PSIS的 MRI诊断要

点，有时垂体前叶发育正常，但前两者是主要的诊断标准，尤其垂体后叶异位是 PSIS的特征

性标志。 PSIS的 MRI表现具有特征性，诊断明确，且无创伤, 无辐射，为临床早期诊断、

早期治疗提高可靠影像依据，因此 MRI 是诊断该病最佳方法的影像学检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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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778 

小脑幕脑膜瘤的 MRI 表现及病理特点 

 
陈晓丹,曹代荣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5 

 

目的: 探讨小脑幕脑膜瘤的 MRI表现及病理特点，以提高术前诊断准确率。材料和方法: 回顾

性分析 15例经病理证实为小脑幕脑膜瘤的 MRI表现及病理特点。结果: 15例小脑幕脑膜瘤

中，女性 13例，男性 2例；年龄 22-66岁；肿瘤呈哑铃状 8例、突向幕下 5例和突向幕上 2

例；肿瘤大小 2.1-5.3cm；T1WI呈等信号 10例，稍低信号 5例，T2WI呈等信号 10例，稍高

信号 5例；DWI呈等信号 12 例，稍高信号 3例；肿瘤信号均匀 13例，不均匀 2例，2例均出

现囊变、坏死；13例明显均匀强化，2例明显不均匀强化；8例出现脑膜尾征；15例病灶均为

宽基底与小脑幕相连；瘤周水肿 3例；对周围脑实质侵犯 1例；邻近颅板增厚 1例；病理分型

中，其中纤维型 7例，过渡型 5例，脑膜皮细胞型 1例，砂粒体型 1例，混合型 1例；根据

WHO分级，1 5病理结果均为 I级。结论: 小脑幕脑膜瘤的 MRI表现较为典型，分析其特点有

助于提高术前诊断率, 但病理分型及分级仍需依据病理检查结果，不同病理分型及分级有不同

的预后。  

 

 
PU-1779 

利用 MRI 初步研究脑小血管疾病对 AD 及 MCI 

患者认知状态的影响 

 
尚劲

1,2
,刘杨颖秋

1
,王微微

1
,苗延巍

1
 

1.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内蒙古林业总医院 

 

目的：本研究应用常规 MRI 平扫、SWI对 AD、MCI患者及无认知障碍组（对照组）脑小血管病

变进行无创性评估，并分析各种异常 MRI表现与认知评分的关联性，初步探讨 AD、MCI患者脑

小血管病变对 AD患者认知状态的影响。 

材料与方法： 

24例 AD患者、24例轻度认知损害患者以及 22例年龄-性别相匹配的无认知障碍的老年人被纳

入本研究。评估所有受试者脑内 EPVS情况、WMH以及 LI的数目；并在 SWI重建图上观察 CMBs

的数目。 

结果: 

在基底节区，AD组的 EPVS 评分（2.08±0.77）明显高于 MCI组（1.29±0.46）与对照组

（1.09±0.29）；在半卵圆中心区域，AD组、MCI组 EPVS 评分（2.87±0.79、2.12±0.53）

较对照组（1.36±0.49）均升高（P＜0.01）(见表 1、2)。对三组间脑微出血数目比较，发现

三组间无明显差异（P＞0.05）（见表 3）。与对照组比较，AD组的脑室周围白质及深部白质

病变均较对照组严重，以脑室周围白质病变为著，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

MCI组比较，AD组脑室周围白质病变更显著（P＜0.01）（见表 4、5）。AD组腔隙性梗死灶的

发生率为 58.3% (14/24)，MCI组为 29.2% (7/24)，对照组为 18.2%（4/22），经过三组间腔

梗灶数量的比较，三者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6）。在与认知程度的相关性

分析中，患病组的 MMSE评分与 EPVS评分和脑白质病变程度均呈不同程度负相关，其中以基底

节区 EPVS评分和脑室周围白质病变严重程度相关性最强（r值分别为-0.720，-0.564，P＜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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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AD患者脑内普遍存在脑小血管疾病，且 EPVS及 WMH的严重程度均在某种程度上影响 AD患者

的认知功能，导致病情加重。 

   

 

 

PU-1780 

桥小脑角区细胞性神经鞘瘤卒中表现为 

单纯性脑出血一例并文献复习 

 
刘宁,赵丽,吴丹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桥小脑角区细胞性神经鞘瘤出血比较少见，其卒中表现为脑出血并破入脑室系统者更为少见，

本研究报告一例罕见的这种病例，患者为女性，45岁，以突发头晕伴有左耳耳鸣 3天就诊，

发病 3天后 CT显示左侧桥小脑角区出血并破入第四脑室及左侧桥前池，类似于单纯的脑出

血，发病 7天复查头 CT发现左侧桥前池、四脑室内的血基本吸收，左侧桥小脑角区血肿的密

度减低，发病后 10天行 MRI 平扫检查，显示左侧桥小脑角区出血，不除外占位病变出血，发

病后第 14天又进行了 MRI增强检查，考虑占位性病变并出血。进行手术治疗，术后病理证实

为细胞性神经鞘瘤伴出血。因此，左侧桥小脑角区的细胞性神经鞘瘤可破裂出血，出血可将肿

瘤完全淹没，血液进入第四脑室，表现为单纯的左侧桥小脑角区出血并破入脑室系统，极易错

过诊断，造成漏诊。  

 

 
PU-1781 

利用 3D ASL 技术检测合并 II 型糖尿病的 AD 

患者脑内额-颞-丘脑环路中的脑血流变化 

 
尚劲

1,2
,刘杨颖秋

1
,王微微

1
,苗延巍

1
 

1.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内蒙古林业总医院 

 

目的：本研究运用 3D ASL无创性的评估 AD、MCI患者不同脑区血流量的变化，并进一步探讨

T2DM是否会对 AD患者前额叶-颞叶-丘脑区域的脑血流量改变存在一定的影响，最终导致 AD

患者认知能力的进一步下降。 

材料与方法：14例 AD患者（A组：合并糖尿病）、14例 AD患者（B组：无糖尿病）、14例

轻度认知障碍患者（C组：无糖尿病）被纳入本研究。在双侧前额叶-颞叶区域的灰、白质及

双侧丘脑核团分别放置 ROI。 

结果：三组临床资料经比较后发现，组间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无统计学差异（P值＞

0.05），AD两组的 MMSE评分均低于 MCI组（P值＜0.05）（详见表 1）；通过单因素方差分

析对各组间不同区域 CBF值进行两两比较，结果显示只有 A、B两组左侧前额叶灰质的 CBF值

存在差异（P=0.048），虽然两组大部分部位的 CBF值比较均无明显差异（P值均＞0.05），

但我们却发现 A组各部位 CBF的均值均不同程度低于相应部位 B组的 CBF值；同时，B、C两

组左侧颞叶白质及左侧丘脑的 CBF值比较有显著统计学差异（P值＜0.05）；而 A与 C组相

比，我们发现双侧颞叶灰质、左侧颞叶白质、双侧前额叶灰质、双侧丘脑等多个部位的组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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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F值比较均有统计学差异（P均值＜0.05），且 Pearman 相关分析显示这些区域的 CBF值降

低与 MMSE评分有较好的相关性。（见表 2、3） 

结论：合并 T2DW的 AD 患者在额-颞-丘脑环路中出现多个血流灌注减低区。 

 

 

 

PU-1782 

基于新生儿颅脑 3D T1 像的 FSL-BET 的参数选择 

 
欧阳丽蓉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410008 

 

目的：针对新生儿的颅脑 3D T1结构像，找到合适的方法及参数使用 FSL-BET工具提取出脑组

织，为新生儿颅脑 MRI的配准、分割等后续数据分析做准备。 

方法：本文从 Simens 3.0T 磁共振采集了 15例新生儿的 3D T1序列图像。在运行 BET 之前，

对这 15组原始图像进行了去除颈部组织结构的预处理。然后改变 FSL-BET工具常见的剥脑方

法及参数分别对原始图像以及预处理后的图像进行剥脑。最后从所有的剥脑结果中找到剥脑最

好的图像，以找到最适合新生儿结构像剥脑的 BET工具的参数。 

结果：去除颈部组织结构的预处理后，单独使用 BET的-B方法或者-B联合 f值均不能获得较

好的剥脑结果，普遍去除了较多的脑组织；不使用-B，而只使用 f，则可以较好地保留脑组

织，通过尝试 0.2~0.4范围内以 0.05变化的所有 f值，发现 f=0.35时均能获得较好的结果。

采用同样的方式，对未经过颈部组织结构去除的图像进行处理，分割效果较差，大部分的颈部

组织都没有获得较好地去除。 

结论：在使用 BET前，进行颈部组织结构的去除，对后续的脑组织的提取的质量有很大帮助。

对于新生儿的结构像而言，在去除颈部组织后，用 f=0.35 的 BET工具能较好地实现新生儿脑

组织的提取。  

 

 
PU-1783 

少见的鞍区垂体腺瘤合并横纹肌样脑膜瘤 

 
李鸣歌,马林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100853 

 

目的: 报告一例少见的鞍区垂体腺瘤合并横纹肌样脑膜瘤, 分析其影像学特点, 探讨其病因学

及鉴别诊断，以提高对该肿瘤的诊断能力。 

材料和方法: 女性，26岁患者, 4年前出现右眼视力下降，未治疗。近 3年月经不规律，量

少。1月前右眼无光感，左眼视力下降，并伴有头晕、头痛、走路不稳。眼科检查: 右侧无光

感，左侧视野颞侧偏盲。应用 MRI扫描显示鞍区一不均匀强化病灶, 结合病理特殊表现, 对其

MIR 表现进行评估。 

结果: 对该病例的 MIR 表现进行评估,MRI 示鞍内及鞍上分叶状肿块，大小约 31mm*40mm*46mm,

边界尚清楚。T1WI呈等信号，T2WI以稍高信号为主， 内有散在点片状的高信号； 增强后

明显不均强化。视交叉受压上抬, 垂体柄未见显示, 双侧海绵窦未见受累，左侧侧脑室明显受

压扩张。ASL成像显示病灶外周呈明显高灌注，MRS呈脑外肿瘤谱线（Cho峰升高，NAA峰未见

显示）。手术全切肿瘤。术后病理示（鞍区）富于血窦，较密集的肿瘤细胞呈梁、巢状排列，

其间夹杂着多量、胞浆红染伴显著的横纹肌样分化肿瘤细胞，核分裂像易见。免疫组织化学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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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Syn（+）,Ki-67(+25%),横纹肌样细胞（+），腺垂体激素呈阴性。最终病理诊断为（鞍

区）垂体腺瘤合并横纹肌样脑膜瘤（碰撞瘤或称混合瘤 WHOⅢ级）。 

结论: 脑实质含有两个胚层以上的组成成分者, 可称为真正的混合瘤，鞍区垂体腺瘤合并脑

膜瘤临床罕见。患者较年轻，病程较长，已出现内分泌紊乱和视力改变等局部神经功能障碍表

现。影像学上两种肿瘤发生部位相邻, 界限不清, 呈碰撞性生长, 容易误诊为单发脑膜瘤或单

发垂体瘤。我们认为可能的发病机制为: 1）这是两个独立的原发性肿瘤, 因某种因素同时或

先后发生，合并存在；2）Abs等人[1]认为基因调节失控引起增生和新生物的形成, 可能是导

致该肿瘤的原因；3）由某种引起两种肿瘤发生的共同致病因素导致。作为鞍区肿瘤的鉴别诊

断应将其纳入其中。 

   

 

 
PU-1784 

MRI 灰度直方图分析在髓母细胞瘤复发风险评估中的应用 

 
朱晨迪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探讨 MRI灰度直方图分析在髓母细胞瘤复发风险评估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回顾性分析

我院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28例后颅窝髓母细胞瘤患者资料，根据随访 3年过程中肿瘤是否复发

将其分为复发组及未复发组，其中复发组 14例，未复发组 14例，选取两组肿瘤 MR增强矢状

位图像最大层面并用 Mazda 软件勾画感兴趣区并进行直方图分析，对两组肿瘤直方图参数特征

进行统计学分析，找出两组肿瘤之间有显著性差异的参数特征。 结果：利用直方图提取出的

9个参数特征中，峰度（Kurtosis）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并绘制其 ROC曲线分析其评

估髓母细胞瘤复发风险的效能，ROC曲线下面积为 0.776，使用最大临界值标准，峰度

（Kurtosis）鉴别肿瘤复发风险的灵敏度、特异度分别为 0.643、0.714。结论：MRI灰度直方

图分析可作为髓母细胞瘤复发风险评估的重要辅助手段。 

   

 

 
PU-1785 

Prognostic CT and MR imaging features in patients 

with untreated brain metastasis 

 
zhang zhiyan

1
,Yan Gen

2
,Dai Haiyang

1
 

1.The Hui Zhou Central Municipal Hospital 

2.Affiliated Hospital， Jiangnan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determine the prognostic CT and MR imaging features of brain 

metastasis . 

Methods  The clinical data and CT and MR imaging features of 68 patients with 

confirmed brain metastasis were retrospectively reviewed. Subjects included 37male 

and 31 female patients between 40 and 85 years of age, with a mean age of 65.3 

years. The clinical outcomes were categorized according to whether relapse or 

deterioration occurred within 2 years after therapy.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clinical outcome and radiologic factors including tumour size, margin, sh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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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crosis, edema, local tumour involvement sites, and contrast enhancement patterns 

was determined using univariate and multipl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Radiologic factors including tumour size, margin, necrosis, and local 

tumour invasiveness were associated with poor clinical outcomes, as determined by 

univariate analysis (P<0.05). The lesion margin category (ill-defined) and 

necrosis (severe) remained an independent risk factor for clinical outcome in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All the analyses were performed with R 

3.4.0 (R Foundation for Statistical Computing Vienna, Austria). 

Conclusion Ill-defined margin margin and severe necrosis of the lesion were 

indicative of unfavourable survival outcome for patients with brain metastasis. 

   

 

 
PU-1786 

Application of Multimod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in the Diagnosis and Grading of Gliomas 

 
Lin Kun

1
,Cidan Wangjiu

2
,Qi Ying

1
,Wang Xiaoming

1
 

1.Shengjing Hospital of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2.People’s Hospital of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application of multimodal magnetic resonance in the 

diagnosis and grading of glioma. Methods 30 patients of glioma with pathological 

and immunohistochemical confirmation, who underwent conventional and functional 

MRI were retrospectively enrolled in the study. Tumor enhancement, peritumoral 

edema, signal intensity of 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 (DWI), intratumoral 

susceptibility signalintensity (ITSS) in susceptibility weighted imaging (SWI), 

perfusion in arterial spin labeling (ASL) and state of fiber bundles were compared 

in high grade gliomas and low grade gliomas. Fractional anisotropy (FA) value and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ADC) value in diffusion tensor tractography (DTI) 

as well as choline (Cho)/creatine (Cr), N-acetyl aspartic acid (NAA)/Cr and 

Cho/NAA in 1H MR spectroscopy (MRS) were measured and calculated. The differences 

of all the above indexes in the two groups were statistically analyzed. Results 

There were 15 HGG and 15 LGG. Peritumoral edema, ASL perfusion, fiber bundles 

state, ADC value and Cho/Cr, NAA/Cr, Cho/NAA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P<0.05). Tumor enhancement, DWI signal intensity and FA 

value we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P>0.05). Conclusion Multimodal MRI can 

provide comprehensive information of glioma, which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accurate diagn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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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787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diffusion kurtosis imaging, 

diffusion tensor imaging and 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 in grading and assessing cellular 

proliferation of meningioma  

 
Lin Lin,Xue Yunjing,Duan Qing 

Fujian Medical University Union Hospital 350001 

 

Objective: To prospectively evaluate whether diffusion kurtosis imaging (DKI), 

diffusion tensor imaging(DTI) and 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 (DWI) metrics can 

help determine the grade and cellular proliferation of meningiomas. 

Method: 102 patients with histopathologically confirmed meningioma were 

consecutively included in this study. Diffusion parameters including mean kurtosis 

(MK), radial kurtosis (KR), axial kurtosis (KA), fractional anisotropy (FA) mean 

diffusivity (MD), and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ADC) values were semi-

automatically obtaine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diffusion metrics of meningioma 

and Ki-67 expression were evaluated. The diagnostic efficiency of these metrics in 

grading meningioma was further compared using the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curves. 

Result: The normalized DKI metrics (MK, KR, KA, MD and ADC) were significant in 

differentiating low-grade meningiomas from high-grade meningiomas(P<0.01). 
Significant correlations were found between Ki-67 expression and all kurtosis 

metrics (P<0.001), as well as for MD (P=0.005) and ADC (P=0.003). Using an rMK 
cutoff value of 0.99, the sensitivity for diagnosing high-grade meningiomas was 

95%, specificity was 64%, 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 was 95%. 

Conclusion: DKI values is a promising technique for assessing the meningioma grade 

and cellular proliferation, which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diagnosis, 

treatment decision and prognosis evaluation of meningioma.  

 

 
PU-1788 

冰毒和海洛因成瘾者大脑静息态功能差异 

及其与精神特征的相关性研究 

 
刘艳,李玮,李永斌,陈佳杰,党珊,陈静,李强,朱佳,王玮 

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710018 

 

目的：冰毒已逐渐超越海洛因，成为我国滥用人数最广的毒品之一。相比于海洛因成瘾主要导

致躯体症状，冰毒成瘾表现出更显著的精神症状，成为了危害公共安全的重要原因之一。然

而，冰毒所致精神损害的神经机制目前还不明确。本研究采用功能磁共振方法对冰毒成瘾脑功

能变化及其与精神障碍的关系进行研究。 

方法：采用症状自评量表对 21名冰毒成瘾者，21名海洛因成瘾者及 21名健康被试进行精神

状态评定。3.0T磁共振扫描仪用于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数据采集，采用 DPARSF软件进行低频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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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amplitude of low frequency fluctuation, ALFF）数据处理，使用 SPSS 19.0统计学软

件进行三组间 ANOVA分析。皮尔森相关分析用于明确精神症状与脑功能变化之间的相关关系。 

结果：冰毒成瘾组焦虑、敌对项目得分显著高于健康组，且敌对项目显著高于海洛因组。三组

间在小脑、丘脑、左侧额中回、右侧颞下回及双侧中央后回等区域 ALFF值存在显著差异。冰

毒成瘾组 ALFF值在小脑和左侧额中回较海洛因组显著降低，而在丘脑、右颞下回及双侧中央

后回显著高于海洛因成瘾组。冰毒成瘾组 ALFF值在丘脑、小脑显著低于健康组，在右中央后

回及右颞下回显著高于健康组。 

结论：相同毒品吸食时间，冰毒成瘾者较海洛因成瘾者表现出更严重的精神障碍症状，焦虑及

敌对项目的高评分与其临床表现相一致。冰毒成瘾者大脑功能异常脑区与精神分裂症患者损伤

的脑区具有高度一致性，额叶、颞叶、丘脑及小脑与性格、情感及社会行为调控密切相关，其

活动异常可能是冰毒成瘾者突出的精神病症状、注意力缺陷及认知损害潜在的神经机制之一。

而冰毒成瘾者左侧额中回静息态功能活动减低和右侧颞下回功能活动增强，可能是患者出现幻

听症状的的潜在神经机制。因此，特定脑区静息态功能的改变，可能是导致冰毒成瘾者精神障

碍发生的潜在神经机制。该结果为冰毒成瘾所致精神障碍神经机制的揭示提供了有力证据。 

 

 

 

 

PU-1789 

 结节性硬化症伴多器官损害的影像特征 

 
李洪江,李君,周玉凤 

南通市肿瘤医院/南通市第五人民医院 226361 

 

目的：分析结节性硬化症伴多器官损害的影像学表现特征，提高对该病变的诊断水平。 

方法：对 1例结节性硬化症伴多器官损害患者的临床、CT 影像资料进行分析、总结，结合文

献复习，探讨本病的临床、CT影像特点。 

结果：患者，女性，32岁。腹胀不适进行性加重半月，伴发热（体温 39℃）、咳嗽、咳白色

痰，活动后胸闷、气短。大便干结、小便量减少。检查：神志清楚，精神萎靡，重度贫血貌。

两侧脸颊部见对称性分布的皮脂腺瘤，呈蝶翼状改变。两肺呼吸音低，闻及干湿啰音，心率

100次/分。腹部膨隆、腹壁软，全腹压痛、无反跳痛及肌紧张。腹部扪及多枚包块。血白细

胞 10.1×10
9
/L，中性粒细胞 85.4%，红细胞 2.31×10

12
/L，血红蛋白 51g/L。肿瘤标志物正

常。彩超显示腹腔巨大肿块。头颅 CT显示两侧侧脑室室管膜下多发大小不等的钙化结节影。

胸部 CT显示两肺弥漫性大小不等的含气囊腔。两侧肾脏呈巨大肿块，占据了整个腹膜后及大

部分腹腔区域，肿块内含有部分脂肪组织。颈胸腰骶椎、肋骨、骨盆等骨见多发斑片状骨质硬

化区，PET/CT FDG摄取不高。诊断结节性硬化症，伴肺淋巴肌瘤病，两侧肾脏巨大血管平滑

肌脂肪瘤，全身多骨骨质硬化。 

结论：结节性硬化症是一种常染色体显性遗传性皮肤神经综合征。脸颊部对称性蝶形分布的皮

脂瘤为典型的临床表现。CT 表现为两侧侧脑室室管膜下钙化结节，可合并心脏横纹肌瘤、肺

淋巴肌瘤病、肝肾多发错构瘤，胰腺神经内分泌瘤，广泛性骨质硬化等多器官损害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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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790 

功能磁共振技术探讨糖尿病小鼠缺血性脑卒中预后 

 
蔡予,居胜红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210009 

 

目的：研究运用功能 MRI技术方法探讨糖尿病小鼠缺血性脑卒中 BBB通透性及脑白质恢复的动

态变化，揭示 P38MAPK抑制剂针对 BBB损伤及缺血性脑卒中预后的作用。 

方法： 

1.实验动物与分组：1）C57 小鼠 STZ诱导 2型糖尿病小鼠模型；光栓法构建小鼠缺血性卒中

模型。2）实验分组：a.野生型脑卒中组 B.2型糖尿病脑卒中组.C.2型糖尿病脑卒中组

p38MAPK抑制剂 VCP治疗组。 

2. 磁共振检查：运用 7.0T Bruker扫描仪，扫描序列包括 T2WI，DTI和 DCE-MRI。 

结果： 

通过 T2WI 扫描显示，2型糖尿病小鼠缺血性脑卒中后梗死灶体积显著大于野生型小鼠，VCP

组梗死灶体积显著降低（野生型小鼠组: 6.65%±1.33%，T2DM小鼠组: 20.2%±6.6%，T2DM小

鼠 VCP治疗组: 14.4%±2.3%, p<0.05）。DTI扫描及分析发现，T2DM小鼠病灶侧内囊 FA值显

著低于野生型小鼠，VCP治疗后 FA值升高（野生型小鼠组:0.99±0.04，T2DM小鼠

组:0.63±0.12，T2DM小鼠 VCP治疗组:0.78±0.09,p<0.05）提示糖尿病小鼠缺血性脑卒中发

生后脑白质恢复不良，VCP 应用有助于脑白质恢复，促进预后。DCE-MR扫描显示，T2DM 小鼠

Ktrans 值显著高于野生型小鼠，血脑屏障（BBB）破坏严重，给予 VCP治疗后发现，Ktrans

值降低，BBB损伤得到缓解。另外，缺血性脑卒中行为学 NIHSS评分发现糖尿病小鼠行为学恢

复相比野生型小鼠较差，治疗后显著提高（野生型:2.75±0.43;T2DM:4.33±0.47,T2DM VCP

治疗组:1.33±0.47,p<0.05)。 

结论： 

运用功能 MRI技术结合能够动态监测糖尿病小鼠缺血性脑卒中预后，发现糖尿病小鼠脑白质恢

复差，BBB破坏程度高。P38MAPK 抑制剂降低糖尿病缺血性脑卒炎症反应，促进脑白质恢复，

减轻血脑屏障损伤。 

 

   

 

 
PU-1791 

Prognostic factors for Hand, foot, and mouth disease: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based on MRI 

finding,clinical features and experimental results 

 
连舟洋

1
,梁长虹

1
,张水兴

2
 

1.广东省人民医院 

2.暨南大学附属华侨医院 

 

Purpose: To investigate the prognostic factors for HFMD based on MR 

characteristics, clinical symptoms and experimental results. 

Material and Methods: 530 patients with confirmed HFMD were retrospectively 

evaluated between 2009 and 2014, MR results and clinical parameters were reviewed. 

According to the good or poor prognosis, two groups were categor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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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There were 464(87.5%) patients with good prognosis and 66(12.5%) with 

poor prognosis in the follow-up. Multivariate analysis showed 4 risk factors: 

Lesions involving the spinal cord, hyperglycaemia, EV71 infection and duration of 

fever≥3 days. 

Conclusion: Our findings suggested patients with above four risk factors may be 

maybe close monitored for early intervention and meticulous management. 

 

   

 

 

PU-1792 

Genetic risk for depression increases conversion from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to Alzheimer disease 

 
徐佳圆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300052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MDD) and Alzheimer’s disease (AD) have substantial 

heritability and show overlapping clinical symptoms and neuroimaging changes.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MCI) with a history of depression increases the conversion 

of AD. Here, we explored whether polygenic risk scores for MDD (PMRS) is 

predictive of the conversion from amnestic MCI to AD (aMCI-C) and the underlying 

neuroanatomical mechanism. We found that PMRS could predict both short- and long-

term aMCI-C, increase nearly 2.5 times of risk for conversion and accelerate the 

conversion by an average of 7 months. PMRS showed the highest correlation with the 

left hippocampal volume, which was confirmed to mediate the prediction effect of 

PMRS on aMCI-C.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PMRS could predict the conversion from 

aMCI to AD mediated by the hippocampal volume. Preventive strategies for MDD may 

lower the risk of the conversion from aMCI to AD. 

   

 

 
PU-1793 

原发性中枢神经系统淋巴瘤常规及功能 MRI 表现 

 
邓晓娟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野战外科研究所 400042 

 

目的：探讨原发性中枢神经系统淋巴瘤（PCNSL）常规 MRI及功能 MRI特征。方法：查阅国内

外相关文献，总结其常规及功能 MRI表现。结果：PCNSL系仅发生于中枢神经系统的淋巴瘤，

颅内罕见，常累及脑实质，脑膜，脊髓及眼眶。随着年龄增大其发病率增加。PCNSL与免疫缺

陷疾病相关，但大部分呈散发。常规 MRI表现: T1呈等或低信号，T2常表现为低信号，也可

呈等或高信号。非 AIDS相关的 PCNSL典型影像表现为实性均匀强化的脑实质内肿块，也可多

发和环形强化。瘤周轻度水肿。大部分病灶分布于中线区域，脑室周围。也见于脑浅层，与软

脑膜紧邻。好发区域依次为额叶，基底节区，脑干和（或）小脑，脊髓。出血和钙化均罕见。

免疫缺陷 PCNSL常表现为多发，坏死及出血，增强为环状以及不规则边缘强化。功能 MRI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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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由于肿瘤细胞密度高，因此 DWI显示水分子弥散受限，ADC map呈低信号。且 PCNSL 弥散

受限程度高于高级别胶质瘤及转移瘤， ADC值更低。DTI检查定量 FA map上大部分肿瘤 FA值

减低显示为低信号。不同的细胞密度和细胞结构也会影响 FA 值，并且 PCNSL的 FA值明显低

于多形性胶母，可对其进行鉴别。灌注 MRI上 PCNSL显示低 CBV以及特征性信号时间曲线（肩

型），与大量造影剂渗漏到血管周围间隙有关。PCNSL瘤区最大 rCBV与对侧正常脑白质相

比，其比值低于其他脑肿瘤，对鉴别诊断有价值。MRS肿瘤实性区域表现为高耸的 lip 峰，常

为第一大峰，以及 CHO/Cr比值升高，该征象可用于其与其他实性肿瘤鉴别。高分辨 SWI对小

静脉，出血和钙化的显示更敏感，呈低信号。因为 PCNSL的微出血和钙化都罕见，而高级别胶

质瘤出血常见，有助于 PCNSL与高级别胶质瘤鉴别。结论：常规及功能 MRI相结合对诊断

PCNSL及其鉴别诊断有一定的价值。 

   

 

 
PU-1794 

催产素与血管加压素对精神分裂症患者 

局部脑活动的性别差异性影响 

 
李思燚,张文静,姚骊,吕粟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610041 

 

目的：前期研究表明，血管加压素和催产素在正常人群中存在因性别差异引起的认知和情感的

差异性表现
1-2
，但激素水平的改变对精神分裂症患者行为表现的具体影响及由性别导致的差异

仍不清楚。本研究利用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来揭示血管加压素和催产素水平在精神分裂症患者中

与局部脑活动的相关性、及由性别导致的相关差异改变和与临床表现的联系。 

方法：本研究纳入了 35名精神分裂症患者与 60名年龄、性别、教育程度相匹配的健康受试

者，并采集了所有受试者的血管加压素与催产素数据及患者的临床数据（宾州情感认知测试， 

Penn ER-40与精神分裂症认知功能简明测评量表,BACS）
3-4
，静息态磁共振数据在 GE 3.0T 磁

共振上采集（TR= 1775ms, TE= 27ms, FA= 60°，层厚=4mm）。数据处理利用 Resting-State 

fMRI, version 2.3 (http://rfmri.org/DPARSF)软件。主要分析流程：（1）计算男、女性患

者组与对照组各组全脑 ALFF（ 低频振荡振幅）与催产素及血管加压素的相关性；（2）基于

上述阳性相关结果，在男性与女性组中分别将阳性相关脑区作为感兴趣区进行双样本 T检验。 

结果：在女性组中，患者的催产素水平与 ALFF在双侧额上、中回与小脑表现出显著正相关

性，且上述脑区 ALFF与 Penn ER-40呈负相关；在男性组中，患者的血管加压素水平与 ALFF

在右侧额中回、扣带回及中央前回表现出显著正相关性，其中右侧额中回脑区 ALFF与 BACS中

言语流畅度呈负相关。男女性别组内双样本 T检验显示患者组与对照组相关性结果的差异性均

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激素水平与精神分裂症患者脑活动的相关性存在性别差异，并对情感及认知过程产生影

响，其中女性患者受催产素的显著影响，男性患者与血管加压素存在紧密相关。上述结果进一

步反映了额叶、扣带回、中央前回及小脑区域在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情感及认知过程中的重要作

用。 

   

 

 

 

 

 

http://rfmri.org/DPARS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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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795 

脑卒中发生肺部感染危险因素的 meta 分析 

 
胡静伟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450052 

 

采用 meta分析方法研究脑卒中患者发生肺部感染危险因素。方法 检索 PubMed、中国知网及

万方数据库中 2014年 9月以前有关脑卒中发生肺部感染危险因素的文献，对符合纳入标准的

文献进行质量评价和数据提取后，采用 Stata统计软件进行 meta分析。结果 共纳入 8篇文

献，其中病例 606例，对照 3104例，meta分析结果显示：高龄(OR=3.19, 

95%CI=1.34~7.56,)、糖尿病(OR=2.54, 95%CI=1.64~3.92)、吸烟(OR=2.26, 

95%CI=1.24~4.12)、吞咽困难(OR=2.50, 95%CI=1.08~5.77)、意识障碍(OR=2.47, 

95%CI=1.69~3.62)是脑卒中患者发生肺部感染的危险因素，而性别与脑卒中患者发生肺部感染

无显著相关性(OR=2.06, 95%CI=0.89~4.74)。结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高龄、合并糖尿病、吸

烟、吞咽困难及意识障碍的脑卒中患者容易发生肺部感染。 

 

 

 
PU-1796 

可逆性后部脑病综合征的影像学特征及价值 

 
曾瑜

1
,沈桂权

1
 

1.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2.永州市中心医院 

 

目的：探讨可逆性后部脑病综合征（PRES）的影像学特征及其在此病中的诊断价值，以提高对

此病的诊断水平。方法：回顾性分析 20例 PRES患者的影像学资料，所有患者均进行 MRI 检

查，其中 7例进行 CT检查，6例患者于治疗后进行复查。结果：CT表现为片状低密度影。MRI

上 T2/FLAIR序列呈高信号，DWI呈等信号，增强无强化。病变呈多灶性，主要位于顶枕叶

（18/20），也存在于额叶（13/20）、颞叶（8/20）及小脑（3/20）等区域，半卵圆中心及侧

脑室周围深部白质（5/20）亦受累。治疗后复查病灶消失或好转，仅有 1例未见明显好转。结

论：PRES的影像学特征具有多样性，MRI比 CT能敏感发现早期病灶，早期诊断此病对于指导

临床治疗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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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797 

Sex Differences in Resting-State Cerebral Activity 

Alterations in Internet Gaming Disorder 

 
Sun yawen,Han Xu,Wang Yao,Ding Weina,Cao Mengqiu,Zhou Yan,Xu Jianrong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Ren Ji Hospital，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200127 

 

Purpose: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sex differences in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amplitude of low-frequency fluctuation (ALFF) alterations in 30 male patients 

with Internet Gaming Disorder (IGD), 23 female patients with IGD, and in 30 male 

and 22 female matched healthy controls. 

Materials and Methods: This study was approved by the local ethical committee, and 

written informed consent was obtained from all participants. Then, they were 

recruited and underwent resting-state functional MR imaging. Maps of ALFF were 

constructed using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data and compared between groups. A 

two-factor ANCOVA model was specified using SPM8, with sex and diagnosis as the 

between subject factors. We evaluated clinical symptoms using the Chen Internet 

Addiction Scale (CIAS) and obtained a total score. 

Results: We found that: (1) significant ALFF decrease in the superior frontal 

gyrus in male patients 

; (2) the severity of the symptom could be predicted by the sex specific brain 

functional alterations in male patients with IGD. 

Conclusion: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sex specific functional alterations 

existed in IGD, and these alterations were associated with the clinical symptoms.  

 

 
PU-1798 

不同 b 值对磁共振弥散张量成像影响分析 

 
何光武,王娟婷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宝山分院 200940 

 

目的：研究不同 b值对 DTI 定量研究参数以及对图像质量的影响。 

方法：采集 15名健康成年男性志愿者的 DTI图像，DTI扫描参数 b值选取（100、300、500、

1000、1500、2000、2500、3000)s/mm
2
。测量多个灰白质感兴趣区的表观弥散系数（ADC）、

各向异性比率（FA），并计算出图像信噪比（SNR）及灰白质对比度，分析四者与 b值的关

系。 

结果：不同 b值不同部位 ADC值有统计学差异（P＜0.05），ADC值随 b值的增大而减小；FA

值的平均值、中位数、标准差以及变异系数都不随 b值变化（P＞0.05）；不同 b值内囊膝及

胼胝体膝的 SNR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 b 值图像灰白质对比度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随着 b值的增大，图像 FA图的灰白质对比度均呈现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 

结论：FA值不随 DTI扫描参数 b值的改变而改变，是一个稳定的 DTI定量参数值；当 b＝1000

时，图像信噪比及灰白质对比度较好，可以作为常规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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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799 

磁共振成像在后颅窝血管母细胞瘤诊断中的价值 

 
何光武,王军,杨朝武,孙昂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宝山分院 200940 

 

目的 分析 24例发生在后颅窝的血管母细胞瘤的 MRI表现，探讨 MRI对后颅窝血管母细胞瘤的

诊断价值。方法 对手术和病理证实的 24例后颅窝母细胞瘤回顾性分析。男性 15例，女性 9

例，年龄 13岁-70岁，平均 37.3岁。24例均行 MRI平扫＋增强检查。结果 24例病灶，8例

位于右侧小脑半球，6例位于左侧小脑半球，4例位于小脑隐部，3例位于四脑室，2例位于延

髓背侧，1例同时累及两侧小脑半球。18例呈类圆形，6例呈圆形。MRI表现为囊性者 18例，

平扫 T1WI囊液呈低信号，T2WI及 FLAIR呈高信号，壁结节 T1WI为等信号，T2WI及 FLAIR 呈

高信号。增强后囊腔不强化，壁结节明显强化。实性 6例，平扫 T1WI肿瘤呈低信号，可见流

空的血管影，T2WI及 FLAIR 呈高信号，增强后病灶明显强化。结论 MRI检查是诊断后颅窝血

管母细胞瘤的有效手段，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PU-1800 

116 例丘脑不同穿支动脉区急性梗死灶平均峰度值 

与临床预后的相关性 

 
张艳利,王天红,雷军强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730000 

 

【摘要】目的 探讨丘脑不同穿支动脉区急性梗死灶弥散峰度成像（DKI）的平均峰度值（MK）

与其临床预后的相关性。方法 116例急性丘脑梗死患者行头颅 MRI平扫、DWI及 DKI检查，对

不同穿支动脉区病灶 MK值与神经系统体征、神经功能缺损程度 (MRS评分) 等临床指标进行

相关性分析。结果 116例急性丘脑梗死患者中: 单纯丘脑梗死（92/116；79.3%)，联合丘脑梗

死（24/116；20.7%)； 92 例单纯丘脑梗死病灶中，下外侧动脉供血区（69/92；75%) ，结节

丘脑动脉供血区(10/92；10.9 %)，脉络膜后动脉供血区（11/92；11.9 %)，旁中央动脉供血

区（2/92 ；2.2%）；其 MK 值分别为 0.827±0.016 mm/s2、0.841±0.011 mm/s2、

0.835±0.008 mm/s2、0.825±0.018 mm/s2，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于入院当天、第

14天、第 90天行 MRS评分，下外侧动脉供血区、后脉络动脉供血区起病后 14天及起病后 90

天 MRS较入院时明显降低（P＜0.05），临床预后较好，结节丘脑动脉供血区起病后 90天 MRS

较入院时降低（P＜0.05），但与起病后 14天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旁正中动脉供

血区起病后及起病后 90天 MRS较入院时增加，无统计学意义（P＞0.05）提示病情加重，预后

极差；急性期下外侧动脉、结节丘脑动脉、脉络膜后动脉及旁中央动脉供血区梗死灶 MK 值与

其临床预后呈负相关（r=-0.76，P<0.01；r=-0.68，P<0.01；r=-0.63，P<0.01；r=-0.80，

P<0.01）。结论 丘脑梗死的主要病因为小动脉闭塞，其中以下外侧动脉供血区最为常见；下

外侧动脉、结节丘脑动脉、脉络膜后动脉供血区丘脑梗死临床预后较好，旁中央动脉动脉供血

区丘脑梗死预后差；丘脑不同穿支动脉区急性梗死灶 MK值与其临床预后呈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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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801 

Chondrosarcoma of the sellar region：A Case Report 

and Interview of Literature 

 
Zhao Li,Liu Ning 

Jilin University First Hospital 130021 

 

Abstract: As we all know, chondrosarcoma of the sellar region is rare. Neoplasms, 

such as pituuitary adenomas, craniopharyngioma, meningioma, often happen in sellar. 

And, pituuitary adenomas are the most commom funded intrasellar. However, no such 

malignant tumour has been described in the sellar region. So, when we diagnose 

neoplasms of the sellar region, we should be very carefull. It is easy to mistaken 

for pituuitary adenomas. It is important for us to report a case of mesenchymal 

chondrosarcoma. chondrosarcoma of the sellar region is diffcult to distinguish 

form pituuitary adenomas in imaging. Reports is not a lot on the saddle area 

chondrosarcoma both abroad and at home. It is noteworthy that such a malignant 

tumour can occur in this particular intracranial region and may exhibit clinical 

and radiological features similar to those of non-functioning pituitary adenoma.  

 

 
PU-1802 

Chondrosarcoma of the sellar region：A Case Report 

and Interview of Literature. 

 
Zhao Li,Liu Ning,Zhang Xiumei 

Jilin University First Hospital 130021 

 

As we all know, chondrosarcoma of the sellar region is rare. Neoplasms, such as 

pituuitary adenomas, craniopharyngioma, meningioma, often happen in sellar. And, 

pituuitary adenomas are the most commom funded intrasellar. However, no such 

malignant tumour has been described in the sellar region. So, when we diagnose 

neoplasms of the sellar region, we should be very carefull. It is easy to mistaken 

for pituuitary adenomas. It is important for us to report a case of mesenchymal 

chondrosarcoma. chondrosarcoma of the sellar region is diffcult to distinguish 

form pituuitary adenomas in imaging. Reports is not a lot on the saddle area 

chondrosarcoma both abroad and at home. It is noteworthy that such a malignant 

tumour can occur in this particular intracranial region and may exhibit clinical 

and radiological features similar to those of non-functioning pituitary aden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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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803 

皮质下血管性认知功能障碍脑白质损伤的病变-症状映射研究 

 
汪耀,孙雅文,韩旭,曹雯炜,丁伟娜,徐群,周滟,许建荣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200127 

 

介绍：白质高信号是皮质下血管性认知功能障碍（SVCI）脑白质病变的突出表现，既往研究认

为其定量特征对于病情的评估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则采用病变-症状映射方法来进一步探讨

不同部位白质高信号灶对特定认知功能的影响。 

方法：收集 SVCI患者 48例，皮质下缺血性脑血管病无认知功能障碍组 45例。对所有被试进

行神经心理学评估，并以上海市正常老年人认知功能水平作为常模对各认知模块进行标准化，

获得分别反映注意-执行功能、记忆功能、视觉空间功能及语言功能的评分，并综合各认知领

域评分计算反映总体认知功能的 Z-score。采集全脑常规 T1、T2、DWI及高分辨率的 3D-

MPRAGE和 FLAIR数据，使用基于 SPM的 LST软件对各被试的高分辨率图像进行分割并监督其

分割效果，获得白质高信号灶图，将其二值化，使用 NPM（Non-Parametric Mapping）软件对

二值化的白质高信号进行组间比较（使用 FDR多重比较校正），并计算 SVCI组白质高信号与

各认知功能之间相关性获得病变-症状映射图（使用 FDR多重比较校正）。 

结果：组件检验发现 SVCI组白质高信号范围显著大于无认知功能障碍组。病变-症状映射研究

发现不同部位的白质高信号与相应的认知功能领域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其中与总体认知功能相

关的病灶分布在双侧放射冠前/上部、下纵束、内囊前肢及双侧额上/中回和中央前回皮层下

区；与注意-执行功能相关的病灶包括左侧放射冠前/上部、右侧内囊前肢、左侧额中回、中央

前回及右侧额上回皮层下区；与记忆功能相关的病灶包括左侧左侧放射冠上部、视辐射、额上

回皮层下及右侧内囊晶状体后部；与视空间功能相关的病灶分布广泛；与语言功能相关的病灶

包括左侧放射冠前/上部、视辐射及右侧放射冠后部。 

结论：病变-症状映射的方法发现不同部位的白质高信号灶与相应认知功能域具有显著的相关

性，有助于更进一步评估 SVCI患者脑白质损伤对具体认知功能的影响。  

 

 
PU-1804 

脑梗死后出血性转化的影像研究 

 
潘志立 

安徽省立医院 230001 

 

脑梗死是危害人类健康的常见病、多发病，具有高死亡率、高致残率及高复发率的特点，目前

溶栓治疗是急性脑梗死最有效的治疗方法，但出血性转化(Hemorrhagic transformation, HT)

发生的风险也会相应增加。在脑梗死早期准确地预测及检测 HT，对指导临床为脑梗死患者选

择合理的治疗方案及预后的判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就 CT、MRI成像在预测脑梗死出

血性转化方面的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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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805 

Altered ALFF activity in Professional Opera Actors: A 

resting state fMRI study 

 
芳石 赵 

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General hosipital 300052 

 

Background: Recent resting-state fMRI studies have found neuroplastic alterations 

after long-term training; however, whether changes are present in spontaneous 

neural activity in Pingju opera actors, remains largely unclear. 

Methods: Twenty professional Pingju opera actors and 20 age-, sex-, handedness-, 

education-matched layman were recruited. Resting-state fMRI was obtained by using 

an echo-planar imaging sequence and two metrics, amplitude of low frequency 

fluctuation (ALFF), were utilized to assess the spontaneous neural activity during 

resting state. Two-sample t-test was used for statistical analyses. 

Results: Compared to the layman, professional Pingju actors exhibited 

significantly higher ALFF in the bilateral anterior insula and bilateral putamen. 

In addition, significantly lower ALFF was found in the occipital area involved in 

bilateral calcarine area, lingual gyrus, middle occipital gyrus and super 

occipital gyrus. 

Conclusions: These findings demonstrated abnormal spontaneous neural activity was 

altered in the professional Pingju opera actors during the resting state. The 

changes may be due to long-term intensive professionally learning, and our results 

were beneficial in explaining the neural mechanisms of perfect performance skills 

of professional Pingju actors. 

   

 

 

PU-1806 

个案报道--原发中枢淋巴瘤 

 
林月,李春媚,陈敏 

北京医院 100730 

 

目的：原发性中枢性淋巴瘤 （PCNSL） 是一种罕见疾病，现报道一例经临床证实的脾脏炎性

假瘤，以提高对该疾病的认识。方法：患者 男 64岁，间断头疼 2个月，加重伴睡眠增多半

个月入院，近感短期记忆力下降，伴嗜睡，于本院 MR平扫+增强显示“第三脑室下方下丘脑区

占位，考虑恶性肿瘤性病变”结果：脑脊液病细胞学检查：WBC500/0.5ml（正常<200），淋巴

细胞比例 90%（正常范围 60-70%），未见明确肿瘤细胞；经 MDT讨论，诊断淋巴瘤可能性大，

并按中枢性淋巴瘤进行治疗，脑部占位体积明显减小，周围水肿明显吸收，至今未见明显复发

征象讨论：PCNSL指原发于中枢神经 系统的结外恶性淋巴瘤（无神经系统外淋巴瘤表现），

以大 Ｂ 细 胞非霍奇金淋巴瘤最为多见。其可发生于中枢神经系统的任何部位，常好发于深

部脑 白质，少数可侵及脑膜及脊髓，颅内原发性淋巴瘤病程短，患者多以头痛为首发症状，

可伴有颅高压症状和精神症状 等；依肿瘤形态位置可将颅内淋巴瘤分为 4种亚型：实质肿瘤

型、弥漫性脑膜浸润型、室周肿瘤浸润型、室管膜浸润型。典型的原发性脑淋巴瘤有特异性的

MRI影像表现： T1WI呈低或稍低信号，T2WI大多数呈等信号或稍高信号，圆形或椭圆形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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灶、边界较清楚，瘤周水肿及占位效应均以轻度到中度为主，坏死及出血少见；增强后呈明显

均匀强化，轮廓显示清晰，也可呈不均匀环形强化。 颅内原发淋巴瘤的 MRS扫描中的高大的

Lip峰对鉴别淋巴瘤与其它颅内肿瘤具有高度的特异性。本例主要的鉴别诊断是转移瘤和感染

病变。首先，颅内转移瘤可发生在脑 内和脑膜结构，常为多发。体部肿瘤如肺癌、乳腺癌等

亦好发生于中老年人，一般有明确的原发病史。脑内转移较脑膜转移 更多见。其次，颅内感

染性病变常为多发，尤其以结核感染 可形成以多发增殖结节表现，沿颅基底池附近分布，相

邻脑膜 增厚等，此外感染性病变往往患者会出现明显的临床感染症状，如发热、血象升高、

血沉加快等。  

 

 

PU-1807 

基于多模态磁共振技术鉴别颅内单发环形强化病变 

 
张华文,周欣,李朋,周琳 

陕西省核工业二一五医院 712000 

 

目的：探讨颅内单发环形强化病灶的多模态磁共振（MRI）影像学特征，以提高对脑脓肿、胶

质瘤和单发转移瘤的鉴别诊断能力。方法：收集本院增强 MRI表现为颅内单发环形强化，同时

行多模态 MRI成像的病例 50例；其中脑脓肿 12例，高级别胶质瘤 18例，单发脑转移瘤 20

例。所有病例均行 MRI平扫、增强扫描及多模态成像，包括扩散加权成像（DWI）、磁敏感加

权成像（SWI）、灌注加权成像（PWI）以及磁共振波谱分析（MRS）。观察病灶囊壁形态、SWI

极低信号、DWI弥散受限信号及 MRS谱线特点，测量病灶实性囊壁、囊内坏死区、周围水肿区

的 ADC值、rCBF值/rCBV值, 计算 Cho/Cr比值和 NAA/Cr比值，并统计学分析。结果：DWI脑

脓肿表现为囊内坏死区弥散明显受限（12/12），相应 ADC值明显减低，胶质瘤和转移瘤表现

为囊壁弥散轻度受限，ADC 值略升高，而胶质瘤水肿区 ADC 值较其它病变减低，组间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PWI 胶质瘤环壁表现为明显高灌注，转移瘤次之，脑脓肿为略高灌注，

囊内坏死区均表现为低灌注，胶质瘤周围水肿区 rCBF/rCBV 值较其它病变升高，组间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MRS 脑脓肿坏死区出现特异性 AAS波和 LL波（10/12），胶质瘤和转移

瘤在 Cho升高的同时伴有 LL波，转移瘤一般不出现 NAA 波，胶质瘤水肿区 Cho/Cr值升高，而

NAA/Cr值降低，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多模态 MRI技术可从组织微观变

化上评价颅内环形强化病变，其中 DWI和 MRS可以区分脑脓肿和肿瘤病变；胶质瘤水肿区多模

态 MRI有明显影像学特点，有助于和转移瘤的鉴别诊断。  

 

 
PU-1808 

星形细胞瘤的 MRI 诊断分析 

 
卫佳佳 

济源市人民医院 459003 

 

目的 探讨 MRI对星形细胞瘤的诊断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例经手术与病理证实的星形细胞瘤的 MRI表现。 

结果 幕上星形细胞瘤呈长 T1、长 T2信号，一般而言，低度恶性星形细胞瘤信号较均匀、边

缘较清，多数无瘤周水肿，少数有轻至中度瘤周水肿，占位效应轻。 MRI有极高的软组织分

辨力，可直接任意扫描且无创伤性，对病变作出准确的定位和定性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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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809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of plaque characteristics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downstream perfusion and 

cerebral infarction in patients with symptomatic 

middle cerebral artery stenosis 

 
Lu Shanshan,Ge Song,Hong Xunning,Shi Haibin 

Jiangsu Province Hospital 210029 

 

Purpose: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laque features and downstream 

brain perfusion changes in patients with symptomatic middle cerebral artery (MCA) 

stenosis, and to evaluate the contribution of plaque features and brain perfusion 

to occurrence of cerebral infarction beyond luminal stenosis. 

Materials and Methods: Forty-six consecutive patients with symptomatic MCA 

stenosis (with acute cerebral infarction, n = 30; without acute cerebral 

infarction, n = 16) were retrospectively enrolled. MCA luminal stenosis grade, 

culprit plaque features including lesion T2 hyperintense components, plaque 

enhancement grade and plaque distribution were assessed and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The downstream hypoperfusion was evaluated on mean transient time (MTT) 

maps based on Alberta Stroke Program Early CT score (ASPECTs).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plaque features and MTT-ASPECTs was assessed. The diagnostic ability of 

plaque features, MTT-ASPECTs alone and their combinations for determining the 

occurrence of downstream cerebral infarction beyond luminal stenosis grade was 

analyzed. 

Results: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was found between plaque enhancement grade and 

presence of downstream cerebral infarction (P = 0.002). Strong enhancement plaque 
was associated with lower MTT-ASPECTs (P = 0.010). Plaque enhancement grade (P = 
0.049, odds ratio 5.2, 95% CI 1.0-26.5) and MTT-ASPECTs (P = 0.002, odds ratio 2.5, 
95% CI 1.4-4.6) predicted downstream acute cerebral infarction, but luminal 

stenosis grade did not. The addition of MTT-ASPECTs to plaque enhancement grade 

provided incremental information beyond luminal stenosis grade alone (P < 0.05). 
The area under the receiver-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AUC) was improved from 

0.596 to 0.910. 

Conclusion: Intracranial plaque enhancement is associated with downstream brain 

perfusion change and presence of acute cerebral infarction. Plaque enhancement and 

hypoperfusion may play a complementary role to luminal stenosis grade in the 

occurrence of acute infar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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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810 

Microstructural Visual Pathway Abnormalities in 

Patients with Primary Glaucoma：3.0T Diffusion 

Kurtosis Imaging Study 

 
Xu Zhifeng,Pan Aizhen,Gao Mingyong,Zhao Hai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the first Peop’s Hospital of Foshan， Guagndong， China 528000 

 

[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microstructural visual pathway damage in 

patients with primary glaucoma(PG) by using 3.0T Diffusion Kurtosis Imaging (DKI). 

Methods: The study was approved by the ethics committee, and all participants 

provided written informed consent. 10 patients with PG were examined. 20 healthy 

individuals served as control subjects. DKI was performed with GE Silent 3.0T MR 

unit. Mean diffusivity (MD), fractional anisotropy (FA) and mean kurtosis (MK) 

maps were automatically created. Mean MK, MD and FA values were calculated for 

each part of visual pathway. Results: No abnormality of the shape and signal 

intensity was observed in the entire visual pathway in patients and control group 

on the conventional MRI. Higher MD and lower MK and FA of the optic nerves(ON), 

lateral geniculate nucleus(LGN), optic radiations(OR) and visual cortex(VCx) of PG 

patients, as compared with control subjects. The significantly higher MD and 

significantly lower FA were only observed in ON and OR, respectively (p<0.01, 

p<0.05). Additionally, significantly lower MK was observed in ON,LGN and VCx, 

except for OR (p<0.01). Changes of DKI parameters in ON was the most distinct.The 

area under the curve (AUC) of mean MK in the ON were o.925, was the largest 

compared with other parameters Conclusion: Glaucoma is a complex neurologic 

disease that affects the entire visual pathway. MK derived from DKI would be 

better biomarkers than FA and MD in detecting microstructural damage. 

 

   

 

 
PU-1811 

Dual-energy CT angiography for the diagnosis of 

intracranial dural arteriovenous fistula 

 
guo yuanxing,Li Xiangdong 

广州军区总医院（Guangzhou General Hospital of Guangzhou Command of PLA） 510010 

 

Abstract: Purpos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utility of dual-source dual-energy 

CT angiography (DSDECTA) for diagnosing intracranial dural arteriovenous fistula 

(DAVF). Methods: Nine intracranial DAVF patients were examined using Siemens 

DSDECTA and cerebral digital subtraction angiography (DSA). Imaging data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to evaluate the concordance between the imaging 

modalities. Results: DSDECTA examination showed that the blood-supplying arteries 

were thickened and the draining veins and dural sinuses were expanded in all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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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ients. The presenc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intracranial DAVF were confirmed 

using DSA. Head CT showed subarachnoid hemorrhage in 4 cases and intracerebral 

hematoma in 3 cases. Conclusion: Although DSA is the gold standard for DAVF 

diagnosis, DSDECTA is less invasive and more suitable for revealing the three-

dimensional structure of secondary intracranial lesions as well as other DAVF 

characteristics. Thus, DSDECTA may be a new alternative for noninvasive screening 

of suspected DAVF patients before interventional embolization and surgical 

resection. 

   

 

 
PU-1812 

Application value of MRI for the diagnosis of the 

neurological manifestations caused by Angiostrongylus 

cantonensis in Dali Autonomous Prefecture of Yunnan 

Province 

 
Yang Bin,Zhengliang Li,Wei Du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Dali University 671000 

 

Aims: To analyze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anifestations of Angiostrongylus 
cantonensis within the Dali region in Yunnan,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identification and diagnostic level of angiostrongyliasis. Materials 

and Methods: The clinical features and imaging manifestations of 27 patients who 

were clinically diagnosed with angiostrongyliasis were analyzed. Results: All 

patients had a history of ingesting raw snails or shrimps, subsequent disease 

onset within 3 days to 1 week, and presentation of severe headaches. Particularly, 

17 patients had elevated peripheral and cerebrospinal fluid eosinophils, while 21 

had elevated cerebrospinal fluid protein levels. The imaging data were as follows: 

meningitis alone (16 cases), meningitis and encephalitis (four cases), 

encephalitis alone (four cases), meningitis and vasculitis (one case), and 

vasculitis alone (two cases). Contrast-enhanced T1-weighted imaging and fluid 

attenuated inversion recovery (FLAIR) of meningitis presented with striped or 

nodular enhancements in the pia mater, but not in the dura mater. Encephalitis was 

manifested as multiple, patchy, intracranial long T1 and T2 signals, and 

hyperintensities in FLAIR. Nodules with long T1 and short T2 signals were observed 

within the lesion, which appeared as hypointensities in FLAIR, and significant 

enhancements in contrast-enhanced scans. Meningitis manifested as multiple, 

thickened flow-voids around the meninges, and contrast-enhanced scans showed 

significant enhancements in intracranial dilated and hyperplastic blood 

vessels. Conclusion: Angiostrongyliasis was predominantly characterized by 

eosinophilic meningitis, which may be accompanied by encephalitis or vasculitis. 

Combined with the patient’s medical history and laboratory tests,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could have valuable in facilitating the diagnosis of 

angiostrongylia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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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813 

Dixon 水脂分离技术对视神经炎的诊断价值 

 
相丽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30601 

 

目的：探讨 Dixon水脂分离成像序列对视神经炎的诊断价值。方法：42例视神经炎患者均行

双肾 MRI检查，39例行 CT 检查。MRI检查序列包括横轴位 Dixon水脂分离 T1WI、压脂 T2WI、

DWI和冠状位 T2WI，对比分析视神经炎的 CT和 Dixon水脂分离 T1WI图像表现。结果 Dixon水

脂分离 T1WI一次扫描可获得 4组图像,分别为同相位、反相位、水像和脂像图像。全部 42例

患者中，病变在同相位、反相位、水像和脂像图像上分别表现为低信号、低信号、高信号和低

信号，在 CT图像上表现为低密度，视神经肿胀、增粗。结论：Dixon水脂分离成像简捷有

效，MRI检查对视神经炎检出优于 CT，对视神经炎的显示具有较大优势。  

 

 
PU-1814 

超高场 3.0T MR 不同序列应用于腰椎间盘突出 

患者腰骶神经成像的比较研究 

 
孙莉华

1
,宋云龙

2
,郑穗生

1
 

1.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北京空军总医院 

 

目的：比较评价 3.0T MR FIESTA 序列与 IDEAL序列对腰骶神经根显像及其受压诊断的价值。

方法：对 32例腰椎间盘突出患者分别行常规序列扫描、FIESTA序列和 IDEAL序列扫描，所有

图像均进行 3D最大信号强度投影、多平面重组、及曲面重建，并对图像的质量和清晰度、受

压神经显示清晰度、腰骶神经根与邻近椎体（脑脊液）的对比噪声比四个方面进行评价。结

果：神经根-脑脊液 CNR值 FIESTA序列(283.24±117.97)明显大于 IDEAL序列

（96.28±39.2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7.5,P=0.000）。图像质量及清晰度评分 FIESTA序

列（4.66±0.33）大于 IDEAL 序列（4.22±0.6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43,P=0.028）；

受压神经显示清晰度 IDEAL 序列（2.78±0.45）大于 FIESTA序列（2.19±0.83），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t=2.52,P=0.023）。 结论：FIESTA及 IDEAL 两种序列都能显示腰骶神经根的形态

走形及受压神经。FIESTA序列扫描时间短，信噪比高，对比噪声比高，观察神经根受压及治

疗前后比较，较有优势；IDEAL序列对于观察神经根具体受压的特点及诊断受压损伤的程度更

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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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815 

3D Pseudocontinuous Arterial Spin-Labeling Perfusion 

Imaging Detected Crossed Cerebellar Daschisis in 

Acute, Subacute and Chronic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Yin Liang

1
,Xu Haiyan

2
,Bu Shanshan

1
,Zhu Ying

1
,Bu Shanshan

1
,Xiao Jiangxi

1
 

1.Peking University First Hospital 

2.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Medical University 

 

Backgroud: Few data on arterial spin-labeling based quantitative cerebral blood 
flow (CBF) in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ICH) have been reported.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ere to evaluate the value of 3D pseudocontinuous arterial spin-

labeling (pCASL) perfusion imaging used to detect crossed cerebellar diaschisis 

(CCD) in different stage of ICH and to identify the relevant imaging or clinical 

factor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CCD. 

Methods: ASL perfusion images were prospective obtained from 16 patients with 
unilateral supratentorial ICH in acute, subacute and chronic stage. We assessed 

bilateral CBF values of different brain regions an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CCD severity and other imaging findings, neurologic severity (NIHSS at admission 

and 14 days) and clinical outcome (mRS at 3 month). 

Results: The ICH patients had significantly low CBF values of the contralateral 
cerebellum in acute, subacute and chronic stage. The hematoma volumes were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ed with the subacute and chronic CCD (r = 0.531, P 
= .034; r = 0.638, P = .008, respectively). The subacute CCD we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 correlated with NIHSS score at 14 days (r = 0.614, P = .011) and mRS 
score at 3 month (r = 0.515, P = .041). The degree of supratentorial hypoperfusion 
in some regions were positively related to CCD severity. 

Conclusions: CCD in different stage of ICH can be detected by 3D pCASL perfusion 
imaging. With advantages in easy acquisition and noninvasive nature, 3D pCASL may 

be an ideal tool to study the phenomenon and clinical consequences of 

supratentorial hemorrhage with CCD. 

   

 

 
PU-1816 

宝石 CT 能谱成像在早期脑梗塞诊断的应用价值 

 
白亮彩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730030 

 

目的：探究宝石 CT 能谱成像（gemstone spectral imaging, GSI）在脑梗塞早期诊断中的应

用价值。方法：对 57例临床高度怀疑早期脑梗塞患者行 GSI检查，通过能谱分析软件将混合

能量图像转换为单能量图像，分析并对比两者图像。结果：57例病例中有 50例临床确诊为脑

梗塞。常规混合图像诊断 14例，敏感度为 28%，阴性拟然比为 72%，单能量能谱图像诊断 20

例，敏感度为 40%，阴性拟然比为 60%，P=0.025；测量 20 个单能量图像诊断脑梗塞病人的

CNR值，A组±s =-7.28±6.31， B组±s =-17.00±12.09，P=0.007；对比正常组和异常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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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率，正常组±s =0.14±0.16，异常组±s =0.25±0.14，P=0.005。结论：宝石能谱 CT单能

量图像诊断早期脑梗塞准确率较常规混合能图像高，信噪比大，并且在能谱曲线上能显示出病

变区的差异，在脑梗塞的早期诊断中有较大应用价值。 

   

 

 

PU-1817 

Multi-mode study of dementia of AD by combining 

resting-state fMRI and MRS in PCC 

 
Chen zi-qian,XIAO Hui,Fu Liyuan,Liang Yonggang,Ni Ping,Chen Jian,Liu Bingchuan,Chen Jianxin,Qian 

Gennian 

Medical Image Center of Fuzhou General Hospital of Nanjing Military Command 350025 

 

Objective 

1.To explore the feature of brain activity changes in resting-state in patients  

with Alzheimer’s disease by resting-state BOLD-fMRI amplitude of low-frequency 

fluctuation． 

  2. To measure the metabolic changes in PCC in patients with Alzheimer’s 

disease by single-voxel protonmagnetic resonance spectroscopy. 

Materials and Methods 

Twenty cases of AD and Twenty matched healthy controls，while the Resting- state 

BOLD-fMRI data and single-voxel 1H-MRS date in PCC were recorded by a Siemens3.0 T 

Trio MR scanner. The Resting-state BOLD-fMRI data preprocessing was performed 

using DPARSF(data processing assistant for resting state fMRI),the ALFF analysis 

was performed using REST software., and the REST Slice View software was used to 

view the anatomical locations of the ALFF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Siemens3.0 T TrioTim MR workstation was used to detect levels of N-acetyl 

aspartate(NAA), myo-inositol(mI), creatinine (Cr)and choline (Cho) in PCC. The 

ratios of NAA/Cr, Cho/Cr, mI/Cr, NAA/mI were compared by a independent sample t 

test.  

Results  

1. Compared with controls, AD patients showed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ALFF value 

in PCC/PCu,bilateral frontal cortex, bilateral inferior parietal cortex, and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ALFF value mainly in the bilateral parahippocampal gyrus, 

bilateral fusiform, right frontal-parietal lobe, right cerebellum posterior lobe 

and basal ganglia.  

2. Compared with normal group, the ratio of NAA/mI and NAA/mI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and the ratio of mI /Cr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posterior 

cingulated gyrus in AD patients. 

Conclusion 

  1.Most of the brain show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spontaneous neuronal 

activity in AD patients, spontaneous neuronal activity in some brain regions is 

frequency-dependent, neuronal compensatory mechanism existed in wide-spread brain 

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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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D patients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metabolic levels in PCC, magnetic 

resonance spectrum technology can be used for early screening and preliminary 

diagnosis for the AD patients  

 

 
PU-1818 

Investigation of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γ-

Aminobutyric Acid and Glutamate-Glutamine Levels in 

Patients with 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 by Proton 

Magnetic Resonance Spectroscopy 

 
Li Yan,He Naying,Xv Hongmin,Jin Zhijia,Zhang Chencheng,Yan Fuhua 

Ruijin Hospital，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00025 

 

 

Purpose 

OCD is a debilitating neuropsychiatric disorder which was ranked by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as one of the top 20 disabling illnesses in middle-age due to 

lost income and diminished quality of life. Serotonin reuptake inhibitors (SRIs) 

are the first line of treatment, with response rates ranging between 40%-60% 
[1]
. 

It is believed that abnormalities in neurotransmitter systems other than serotonin, 

such as γ-Aminobutyric Acid (GABA) and Glutamate-Glutamine (Glx) may underlie 

symptoms in OCD patients 
[2]
. The case for dysregulation of GABA/Glx 

neurotransmission and/or homeostasis in OCD remains inconclusive. This study aims 

to measure levels of the neurotransmitter GABA and Glx to investigate the role of 

them in OCD patients. Measurements will be made in a key brain region in OCD: The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ACC) 
[3]
. 

1
H-MR spectroscopy (MRS) allows in vivo 

quantitation of GABA and Glx 
[4]
. In this study, we tested whether ACC GABA and Glx 

levels would predict cerebral abnormalities in OCD patients via 3.0 T MRS. 

Methods 

Eighteen right-handed OCD patients (age: 30.3±9.4, years of education: 29.1±6.0) 

were recruited from our hospital. OCD and depressive severity were assessed by 

trained clinician raters using the Yale-Brown Obsessive Compulsive Scale (Y-BOCS) 
[5, 6]

 and the 17-item Hamilton Depression Rating Scale 
[7]
.Nineteen gender and age-

matched normal controls (NC) were recruited from the local community by 

advertisements. All the subjects provided written informed consent. MEGA-PRESS 

data were acquired on a 3.0 T Ingenia MRI scanner (Philips, Best, the Netherlands), 

using a fifteen-channel head coil and the following acquisition parameters: TR= 

2000ms, TE=68ms, 14 ms-editing pulses at 1.9 ppm (“Edit-On”) and 7.46 ppm 

(“Edit-Off”), averages = 320, acquisition bandwidth = 1000Hz, total acquisition 

time = 10min 56secs. “MOIST” water suppression and 8 unsuppressed water averages 

were applied for GABA level quantification. A volume of interest (VOI) with of 

size 30×30×30 mm3 was placed in the middle of the ACC. Data were processed using 

Gannet 2.0, with integrated voxel-to-image co-registration and segmentation using 

SPM 
[8]
. High resolution anatomic 3D T1WI data (MP-RAGE, TR=8.1ms, TE=3.7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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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tropic voxel size=1 mm³) were used to select the spectroscopic voxel. T2-

weighted fluid-attenuated inversion recovery (FLAIR) images (TR=9000 ms, TE=120 ms, 

TI=2500 ms, field of view =230× 230 mm2, matrix size=256 × 256, slice 

thickness=5 mm) were acquired for screening of cerebrovascular diseases and space-

occupying lesions in brain. Differences of GABA and Glx levels between two groups 

were analyzed using independent two sample t-test analysis.  

Results and Discussion 

The GABA level was reported as 2.10 ± 0.41 inst. units for OCD and 1.82 ± 0.26 

inst. units for healthy controls. There was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173<0.05). The Glx was1.85 ± 0.33 inst. units for 

OCD and 1.90 ± 0.31 inst. units for healthy controls. To our knowledge, this 

study presents the first GABA concentration measurements within ACC in OCD 

patients, who showed elevations in GABA levels. This finding suggested GABA 

dysfunction in the cortical-striatal network involved in OCD 
[9]
. 

We found a trend of decreased Glx level within the ACC in OCD patients compared 

with controls. However,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found in our 

data (p=0.5750), perhaps due to the limited sample size. 

We are in the process of recruiting a larger sample with more detailed group 

division including unmedicated, SRIs, psychotherapy, neurosurgery responders. 

Measurements of GABA and Glx abnormalities in patients with OCD may also 

contribute to diagnostic subtyping into biologically meaningful component 

conditions, which could be valuable in ongoing efforts to make sense of the 

extreme heterogeneity of patients with OCD. Insights into GABA physiology in OCD 

may lead to predictors of treatment response, which would be of immense clinical 

value.  

Conclusion 

Our finding highlights that GABA and Glx levels in the ACC might be promising 

diagnostic and monitoring biomarker for OCD. However, further investigation of a 

larger number of subjects is needed. What’s more,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also 

need to be elucidated in the future. 

   

 

 

PU-1819 

轻度脑外伤认知障碍静息态脑功能研究 

 
杨艳芳

1
,杨艳芳

1
 

1.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研究目的：利用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成像(rs-fMRI)技术)和 MoCA量表对 mTBI后认知障碍患者静

息态脑网络和认知功能受损情况进行研究，探讨 mTBI后认知障碍患者静息态脑网络连接改变

与认知功能异常之间的关系。 

材料和方法：mTBI后认知障碍患者组 18人，健康对照组 16人，所有受试者在进行 fMRI检查

前签知情同意书，采用西门子 3.0T磁共振成像仪，采用 T1 Flair序列采集受试者结构像，采

用 GRE-EPI序列采集受试者的 rs-fMRI数据。使用 SPM8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预处理，fMRI后

处理工具盒对预处理后的数据进行独立成分分析(ICA)，组间差异进行双样本 t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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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mTBI后认知障碍患者组较健康对照组静息脑网络连接增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脑区位

于：右侧颞上回(58，-30，8)、右侧楔叶(14，-98，12)、右侧回直肌(2，18，-28)及左侧中

央后回(-46,-14,56)，即默认网络和左侧执行网络所在的区域；mTBI患者组较健康对照组静

息脑网络连接减弱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脑区位于：左侧前扣带回(-6，22，28)、右侧枕上回

(26，-90，28)，即视觉网络和右侧执行网络所在的区域 

结论： TBI导致了静息态网络尤其是默认网络和执行网络的改变，这些改变可能是 mTBI 患者

伤后视空间与执行、语言能力、延迟记忆方面认知功能异常的神经功能基础。 

   

 

 

PU-1820 

弥散张量成像在海马区域正常老年人、轻度认知障碍、及阿

尔莫兹海默病诊断中的作用及与海马体积测量的比较 

 
王必园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200233 

 

目的：研究弥散张量成像在轻度认知障碍（MCI）、阿尔莫兹海默病（AD）诊断中的作用。 

  

材料和方法：搜集了 2012年 7月至 2013年 9月在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附属第六人民医院的正常

人、MCI患者、AD患者各 30例。进行常规扫描及 DTI、T1-3D扫描。测量的感兴趣为双侧海

马。测量 DTI图像的感兴趣区域的 ADC值及 T1-3D图像的海马体积。并进行 ANOVA进行分析比

较三组人之间的差异。 

  

结果： 正常人、MCI患者、AD患者的海马 ADC值(正常人与 MCI比较，P=0.0483<0.05，MCI

与 AD比较 P=0.03632<0.05，正常人与 AD患者比较Ｐ=0.03542<0.05)有显著差异。正常人与

MCI组海马体积无明显差异，正常人与 AD比较、MCI与 AD 海马体积均有显著性差异。 

  

结论：弥散张量成像在轻度认知障碍的早期诊断中具有重要作用，轻度认知障碍、及阿尔莫兹

海默病诊断中具有重要作用。 

   

 

 
PU-1821 

The study of susceptibility-weighted imaging in the 

brain of Wilson’s disease 

 
li xiaohu,Yang Jinjing,Yu Xuen,Qian Yinfeng,Yu Yongqiang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Anhui Medical University 230022 

 

PURPOSE 

To investigate the difference of phase values in the brain between Wilson’s 

disease(WD) patients and healthy subjects with SWI, and to evaluate the value of 

SWI in the brain of WD. Whether there wer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phase values of 

WD group and serum copper, ceruloplasmin and copper oxid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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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 AND MATERIALS 

All 20 patients with WD and 20 normal controls underwent conventional MRI and SWI. 

The phase values were measured on corrected phase images of all subjects by hand-

drawn，including caudate nucleus, globus pallidus, putamen, thalamus, substantia 

nigra, and red nucleus. Two-sample t-test was used for comparison between WD 

groups and normal controls. P values of <0.05 were considere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Spearman rank correlation was used to asses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phase values in each deep-gray nuclei of WD and serum copper, ceruloplasmin, 

copper oxidase. 

RESULTS 

The phase values of bilateral caudate nucleus, globus pallidus, putamen, thalamus, 

substantia nigra，and red nucleu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P<0.05), and bilateral putamen were most significantly. The phase values of 

WD group were not significantly related with serum copper, ceruloplasmin and 

copper oxidase.  

CONCLUSION 

There were paramagnetic mineralization deposition in brain gray nuclei of WD 

patients. Phase value is an effective method to evaluate paramagnetic 

mineralization accumulating in WD  

 

 
PU-1822 

7 例特异性自身免疫性脑炎的临床及影像分析 

 
郭睿,肖运平 

广西柳州市人民医院 545006 

 

目的 探讨特异性自身免疫性脑炎的磁共振（MRI）、临床表现及治疗转归。方法 回顾性分

析我院 7 例经特异性抗体检测确诊的自身免疫性脑炎患者的临床及影像资料。结果 7例患者

平均发病年龄 41岁，其中有 6例抗 NMDA受体脑炎，1例抗 GABA脑炎，所有患者（100％）均

有认知功能损害和精神症状；5例（71％）出现癫痫发作；头颅磁共振 发现 2例患者两侧颞

叶内侧及岛叶异常信号，3 例单侧颞叶内侧异常信号，1例小脑异常信号，1例两侧额叶白质

异常信号。结论 颅内边缘系统及非典型部位的异常信号，伴认知、精神行为异常、癫痫发作

为主要表现的患者，要警惕自身免疫性脑炎的可能，以早期诊断及治疗  

 

 
PU-1823 

Accelerated time-of-flight angiography using sparse 

sampling and iterative reconstruction 

 
Tang Hehan,Sun Jia yu,Yuan Yuan 

West China Hospital 610041 

 

Purpose To accelerate the acquisition speed of 3D Time-of-Flight (TOF) magnetic 

resonance angiography using sparse-sampling with iterative-re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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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ed on a clinical scanner, and to evaluate and compare the image quality of 

MRA images to conventional TOF. 

Materials and Methods Sparse TOF MRA using a Cartesian spiral phyllotaxis sampling 

pattern and iterative reconstruction was acquired in 56 patients on 3.0 T scanner. 

For these patients, the conventional TOF MRA was also acquired in 29 patients with 

matched acquisition time and in the other 27 patients with matched scanning 

parameters. The image quality was scored using a five-point scale based on the 

delineation of arterial vessel segments, artifacts, overall vessel contrast and 

overall image quality. Contrast ratio (CR) between the vessels and background 

tissue was also compared. 

Results Compared to the conventional TOF with the same spatial resolution, sparse 

TOF with 3.5 ´ acceleration reduced the acquisition time by 40%, but showed 

comparable image quality. Comparison of the conventional TOF with the same 

acquisition time, sparse TOF with 5´ acceleration achieved higher spatial 

resolution, better vessel segments delineation, less artifacts, higher image 

quality and higher CR. 

Conclusion Sparse TOF is a time-efficient way to achieve higher image quality than 

conventional TOF MRA. 

   

 

 
PU-1824 

脑疝的 CT 与 MRI 诊断 

 
范跃星 

武警山西省总队医院 30006 

 

【摘 要】 目的 探讨脑疝的 CT和 MRI表现特点，旨在提高对该病的认识。方法 回顾性分析

本院收治的 73例脑疝患者 CT和 MR资料，所有病例均行 CT检查，其中 23例行 MRI检查，按

照临床分类对其 CT和 MRI表现进行总结分析。结果 73例脑疝患者中，天幕裂孔疝 27 例

（36.9%），枕骨大孔疝 5例（6.8%），大脑镰下疝 28例（38.4%），翼后疝 8例（10.9%），

外疝 5例（6.8%），其中复合性脑疝 19例（26%）。结论 CT和 MRI检查对脑疝的诊断和分类

具有较高价值，是该病的首选检查方法。  

 

 

PU-1825 

小脑非典型畸胎样/横纹肌样肉瘤 1 例 

 
赵细辉,王荣品,王骋 

贵州省人民医院 550002 

 

非典型畸胎样/横纹肌样瘤( atypical teratoid /rhabdoid tumors，AT/RT)是一种罕见的、

具有侵袭性的恶性胚胎性肿瘤，中枢神经系统高度恶性肿瘤，WHO 分级为Ⅳ级。AT/RT 好发于

3岁及以下婴幼儿，男性多见，成人罕见。最常发生的部位见小脑、侧脑室及前额。该肿瘤组

织包含了横纹肌样细胞、上皮细胞、原始神经外胚层及间质成分，肿瘤体积较大、囊变、肿瘤

实质呈等 T2 信号、明显的带状强化及瘤体内出血和钙化是 AT /RT 较为特征性的影像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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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邻近肿瘤的硬脑膜也可见线样强化，可能与瘤细胞沿硬脑膜浸润有关。最终确诊需病理及

免疫组化检查。目前治疗主要以手术完全切除辅以放、化疗等综合治疗手段为主。  

 

 

 
PU-1826 

cuprizone 诱导 C57BL/6 小鼠急性脱髓鞘模型的磁共振 T2 加

权成像及弥散张量成像研究 

 
聂婷婷 

1.湖北省肿瘤医院 

2.汕头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目的：探讨磁共振 T2加权成像（T2WI）及弥散张量成像(DTI)在 cuprizone诱导的

C57BL/6 小鼠急性脱髓鞘模型中的应用价值。方法：常规饲养的 C57BL/6 小鼠及饲料中混

入 0.2%cuprizone的 C57BL/6 小鼠各 10只，分为正常组（CNT）及脱髓鞘组（CPZ），在饲

养 4周后均进行 T2加权成像及 DTI检查(所有检查均在安捷伦 7.0 T动物 MR仪上完成)，测

定不同部位的标准化 T2信号强度比（相应部位 T2信号强度与侧脑室信号强度之比）及部分各

向异性指数（FA值）。感兴趣区（ROI）包括大脑皮层(CTX)、海马(HP)、尾状核（CP）、丘

脑（TH）。分析 T2信号强度及 FA值在正常 C57BL/6 小鼠及脱髓鞘模型中不同部位的变化情

况。结果：与正常组相比，CPZ 组标准化 T2 信号强度在大脑皮层(CTX)（p＜0.01）、海马(HP)

（p＜0.01）、尾状核（CP）（p＜0.05）出现明显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在丘脑（CP）有

下降趋势，但无统计学意义;CPZ组大脑皮层(CTX)（p＜0.01）、海马(HP)（p＜0.01）、尾状

核（CP）（p＜0.05）FA值与正常者相比具有显著性差异，丘脑（CP）FA值呈下降趋势，但不

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T2 加权成像及弥散张量成像可以评估小鼠脱髓鞘模型中的脑白质损

伤。 

 

 

 
PU-1827 

中枢神经系统 Rosai-Dorfman 病 MR 表现 

 
余水莲,马隆佰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530021 

 

目的 探讨中枢神经系统 Rosai-Dorfman 病（RDD）的 MRI表现。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病理及免

疫组织化学诊断的中枢神经系统 RDD6例的 MRI表现。 结果 6例 RDD中，4例单发，2例多

发，5例起源于脑实质外，1例为脑内，1例合并椎管内病变，1例合并眼眶、副鼻窦、颈部淋

巴结改变。起源于脑外病例表现为紧贴硬脑膜结节、团块样占位或鞍区占位，脑实质内病灶呈

结节并明显水肿。T1WI呈等信号为主，T2WI呈等或稍低信号改变，其中 2例 T2WI病灶中央可

见更低信号改变。增强扫描明显均匀强化，常合并脑膜尾征，且范围较广。2例位于静脉窦两

侧围绕静脉窦呈“夹心饼干”改变，2例并累及周围软脑膜，强化邻近脑实质表面线样强化

“伪足样”改变。结论 神经系统 RDD以硬脑膜型常见，影像学表现与脑膜瘤类似，T2WI 病灶

内出现更低信号及包绕静脉窦出现“夹心饼干”可能为其较特征影像学表现，具有一定诊断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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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828 

Altered basal ganglia‐based intrinsic network in 

parkinsonian resting tremor 

 
Gu Quanquan,Guan Xiaojun,Xuan Min,Zhang Minming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Zhejia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310009 

 

Purpose 

Multiple cortical regions are involved in the generation and progression of 

resting tremor in Parkinson’s disease. Based on the core pathology of the basal 

ganglia network, the present study aimed to study intrinsic network connectivity 

patterns at the whole-brain level. 

Method 

Thirty-eight patients with Parkinson’s disease (17 with resting tremor and 21 

without resting tremor) were recruited and underwent a resting-state functional 

MRI scan. A group-level spatial independent component analysis was applied to 

identify whole-brain intrinsic networks for each patient. A functional network 

connectivity analysis was then performed to examine group-wise differences in the 

basal ganglia-related network connectivity between the two patient groups. 

Results 

Compared to patients without resting tremor, the basal ganglia network in patients 

with resting tremor exhibited increased functional couplings with the sensori-

motor, and auditory-language networks (p all < 0.002, corrected for family-wise 

errors) but degraded functional coupling with the salience and default- mode 

network (p all < 0.0003, corrected for family-wise errors). In contrast, in 

patients without resting tremor, worse bradykinesia severity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to raised increased basal ganglia (BGN)-salience(SN) functional 

connection strength (r = 0.582, p < 0.014). 

Discussion  

One of the major findings of the present study is functional decoupling between 

the BGN and SN in the TD group, which then anti-correlated to resting tremor 

severity. The SN is primarily composed of the insula and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which integrates external sensory inputs with internal cognitive and bodily status. 

In addition, our study also showed increased connectivity between the BGN and ALN 

in the TD group compared with the NTD group. The ALN consists of bilateral 

superior temporal cortices, putamen, thalamus, supplementary motor cortex and 

cerebellum, which structurally overlaps the basal gangia-thalamo-cerebellar 

circuit. In PD, patients lose their capacity of recruiting facilitatory 

activations while performing hand movements and speech production simultaneously. 

Conclusion 

Our present study suggest degraded functional coupling between the basal ganglia 

and salience networks plays a critical role in the gen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parkinsonian resting tremor.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3575 

 

PU-1829 

CTP 与 CT 平扫 ASPECTS 评分预测梗死 

核心及临床预后价值的研究 

 
陈忠萍,佟丹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目的：探讨超急性期脑梗死的多层螺旋 CT平扫及 CTP的 ASPECTS评分与梗死核心及临床预后

的相关性。 

方法：对 67例临床拟诊急性缺血性脑卒中行“多模态 CT检查”，分析 CT平扫及 CTP 

Alberta卒中早期 CT评分（Alberta Stroke Program Early CT Score），并与随访影像

ASPECTS及临床预后进行对照。采用 Wilcoxon秩和检验比较 CT平扫及灌注成像的 ASPECTS 之

间的统计学差异；应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CT平扫、CTP及随访影像 ASPECTS之间相关性。采

用 ROC曲线分析 CT平扫及 CTP ASPECTS对预后的预测诊断意义。 

结果：67例患者分为保守治疗 37例，非保守治疗 30例，CT平扫、CTP及随访影像 ASPECTS

平均数（最小值，最大值）在保守治疗组分别为 8.8分（2～10分）、8.6分（1～10分）、

6.9分（1～10分）；在非保守治疗组分别为 8.2分（2～10分）、7.3分（1～10分）、6.6

分（1～10分）。保守治疗及非保守治疗组，CT平扫及 CTP ASPECTS 与随访影像 ASPECTS 均呈

正相关，相关系数 r分别为 0.490、0.621、0.758、0.856，均有统计学意义。非保守治疗组

分为预后好组 18例与预后差组 12例，比较 CT平扫、CTP ASPECTS对预后的预测效果，CT平

扫 ASPECTS 的 ROC曲线下面积为 0.741，P<0.001。当 CT平扫 ASPECTS≥9.5 预测诊断为预后

好时，此时的诊断灵敏度为 61.50%，特异度为 90.90 %，约登指数为 0.524。CTP ASPECTS曲

线下面积为 0.787，P=.018。当 CTP ASPECTS≥8.5 预测诊断为预后好时，此时的诊断灵敏度

为 69.20%，特异度为 90.90%。 

结论：CTP与 CT平扫 ASPECTS 评分可以预测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梗死核心及预后。 

 

 

 

PU-1830 

椎管内孤立性纤维瘤的 MR 诊断 

 
陈潭辉,林雪花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5 

 

【摘要】 目的 寻找椎管内孤立性纤维瘤的特征性 MR征像，加深对本病的认识，提高术前诊

断的正确率。方法 回顾性分析具有完整 MR影像资料并经手术病理证实的椎管内孤立性纤维

瘤 6例，主要观察病灶的发生部位、数目、大小、形态、边界、平扫信号、增强后的强化特点

及相邻组织的改变。结果 6例病例中，颈椎 2例，胸椎 3例，腰椎 1例。髓内 1例，髓外硬

膜下 5例，硬膜外 0例。均为单发病灶、大小 1.5cm-4.7cm、5例形态规则、边界清楚，1例

形态不规则，分叶状，且沿椎管孔向椎管外生长。平扫 T1WI均呈较均匀等稍低信号，T2WI4

例呈不均匀等-低信号，2例为不均匀等-稍高信号，增强扫描均呈明显强化，其中 4例出现渐

进性延迟强化的趋势。病灶外周无明显异常信号影，相邻脊膜未见明显增厚、强化。结论 椎

管内孤立性纤维瘤 MR表现具有一定的特征，当病灶 T2WI呈等-稍低信号，增强扫描 T2WI 序列

上低信号区域增强明显，且病灶整体呈渐进性延迟强化时，应考虑到孤立性纤维瘤的可能，最

终结果有赖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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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831 

内侧颞叶癫痫患者全脑白质微结构的改变 

及双侧半球间差异的比较 

 
赵旭,周志强,熊颖,朱文珍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00 

 

目的 采用基于纤维束骨架的空间统计方法（TBSS）对内侧颞叶癫痫（MTLE）患者全脑白质微

结构的弥散张量成像（DTI）参数进行分析，并对其左右大脑半球的对称性进行分析。 方法 

对 15例右利手的 MTLE患者（左侧 MTLE 7例，右侧 MTLE 8例）及 15例年龄、性别与之相匹

配的健康志愿者进行 DTI扫描，使用 TBSS方法分析两组受试者白质纤维束的部分各向异性分

数（FA）、平均扩散系数（MD）的差异，并利用 TBSS对 MTLE患者的左右侧半球之间的 FA

值、MD值的差异进行分析。 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MTLE 的全脑白质微结构广泛受损：胼胝

体、穹窿、双侧大脑半球的放射冠上部及前部、上额枕束、下额枕束、内囊后肢、外囊、终

纹、下纵束、钩束，左侧大脑半球的放射冠后部、丘脑后辐射（包括视辐射）、大脑脚，右侧

的上纵束的 FA值明显降低（p<0.05），左侧异常范围大于右侧。MD值无明显改变。MTLE 患者

的左右侧半球的 FA值不对称：左侧半球的扣带回、放射冠上部、后部、胼胝体、穹窿、上纵

束、下纵束、丘脑后辐射（包括视辐射）、内囊前肢、内囊后肢、终纹、下额枕束、钩束、外

囊、小脑上、中、下脚、皮质脊髓束、内侧丘系的 FA值低于右侧半球（p<0.05）。 结论 

MTLE患者的全脑白质微结构存在广泛异常，且双侧半球改变不对称，左侧异常范围大于右

侧。 

   

 

 
PU-1832 

慢性原发性失眠的亚频段低频振幅 功能磁共振研究 

 
潘洁娜,王晓阳,许尚文,陈自谦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 350025 

 

目的 应用亚频段低频振幅分析方法，研究慢性原发性失眠患者脑静息状态下自发性神经活动

改变的特点。 

方法 采集 27例慢性原发性失眠患者组及 27例正常睡眠志愿者（对照组）行静息态下脑功能

磁共振（fMRI）扫描，计算得到各频段的 ALFF图，然后利用双样本 t检验比较各频段组间

ALFF值的差异，并分析 ALFF 值改变的脑区与临床量表之间的相关性。 

结果 与正常对照组比较，慢性原发性失眠组在 Slow-5亚频段 ALFF值升高的脑区包括右侧左

侧颞中回、左侧楔前叶，减低的脑区包括右侧小脑后叶、内侧额叶；而慢性原发性失眠组在

Slow-4亚频段 ALFF值升高的脑区包括左侧海马旁回、左侧楔前叶，减低的脑区有右侧小脑后

叶。慢性原发性失眠组在 Slow-5频段比 Slow-4频段能显示更广泛的 ALFF差异脑区自发活动

异常。 

结论 慢性原发性失眠患者存在多个与认知及情绪调节功能有关的脑区自发性活动异常，且不

同亚频段异常活动脑区具不同的空间分布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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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833 

颈动脉支架置入术并脑栓塞 MRI 特点分析 

 
张小琨,高勇安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宣武医院 100053 

 

［摘要］ 目的 分析颈动脉支架置入术并发脑栓塞的 MRI特点及相应的临床表现。方法 前

瞻性分析 74例 CAS术后并发脑栓塞 MRI特点，按照新发脑栓塞的形态、大小、数量及分布等

分类。根据脑栓塞的部位及血供特点，分为颈动脉供血区栓塞（手术同侧前循环栓塞）与非颈

动脉供血区栓塞，包括手术对侧前循环及后循环新发栓塞，后者再分成枕叶及小脑新发栓塞

灶。同时，依据 DSA和脑超声多普勒观察记录非颈动脉供血区栓塞相应前、后交通动脉开放状

况。按新发脑栓塞个数分 1～4、5～8、9～20、＞20四组，定量分析与术前有无临床症状、有

无新发梗死灶的关系。观察术后临床症状与新发脑栓塞数量间的对应关系。结果 74例中新

发栓塞灶除 2个为大的片状灶外其余均为为小圆点状或小斑片状灶。39例（52.7%）新发栓塞

灶 1-4个，28例（37.8%）5-8个，4例（5.4%）9-20个，3例（4.1%）病灶呈片状或栓塞数

量多于 20以上。同侧前循环新发栓塞 63例（85.1%），对侧前循环 32例（43.2%），其中 21

例前交通动脉开放；后循环 37例（50.0%），其中 9例发现相应后交通动脉开放。11例

（14.9%）无颈动脉供血区栓塞而直接引起非供血区的栓塞，包括对侧前循环 5例，后循环枕

叶 2例，小脑 8例。统计显示新发脑栓塞数量与术前有无临床症状和有无新发梗死灶没有明确

的相关性。2例病灶呈片状或栓塞数量多于 20以上的均有明确神经系统症状和体征出现。结

论 CAS术后新发脑栓塞以小病灶多、数量少且个体差异大、症状出现率低、病灶分布广甚至呈

“跳跃式”分布为特点。大片状与大量小病灶（＞20）的栓塞常伴有神经系统症状和体征出

现。  

 

 
PU-1834 

The visualized distal artery of occlusive ICA may be 

selected as arterial input function for 

postprocessing of CT perfusion in acute ischemic 

stroke 

 
Liu Zhiwen

1,2
,Chen Juan

1,2
 

1.Beijing Hospital 

2.National Center of Gerontology 

 

Objective 

To explore whether the visualized distal part of occlusive internal carotid artery 

(ICA) can be selected as arterial input function (AIF) in postprocessing of CT 

perfusion in acute ischemic stroke. 

Method  

Nineteen acute ischemic stroke hospitalized patients (F=8, M=11) with unilateral 

ICA occlusion aged 44–81 years (65.16±11.59 years) were recruited in this study. 

The recruited criterion is unilateral ICA occlusion with distal part of the ICA or 

middle cerebral artery (MCA) visualized clearly. The contralateral ICA and MCA 

should be normal or with stenosis less than50%. All the postprocessing use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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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e venous sinus as venous output function in the same location. We chose the 

normal side artery as the AIF at the first time and the distal part of the 

occlusive ICA as the AIF in the second postprocessing. 

Result  

We compared the normal side of brain with the affected side by using different 

AIFs, and go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normal side of brain and the 

affected side for all perfusion parameters including cerebral blood flow (CBF), 

cerebral blood volume (CBV), time to peak (TTP), mean transit time (MTT) and Delay 

time. However, the CBF was overestimated and Delay time was underestimated in the 

normal side of brain compared with those when using affected side artery as AIF 

( CBF 28.07±3.90 vs. 29.20 ± 4.68，P<0.05; Delay time 0.72±1.84 vs. 2.34±1.18; 

P<0.05). There was no statistic difference of CBV, TTP and MTT between the 

different AIF groups (paired sample T test, P>0.05). 

Conclusion  

The distal part of the occlusive ICA may be used as AIF, which may be potential 

helpful in the CT perfusion postprocessing of acute ischemic stroke patients with 

bilateral internal carotid arteries occlusion. 

 

 

 

PU-1835 

Alterations of the amplitude of low-frequency 

fluctuation in healthy subjects with theta-burst 

stimulation of the cortex of the suprahyoid muscles  

 
wei xin hua,Ruan Xiuhang,Gao Cuihua 

Guangzhou first people's hospital 510180 

 

Theta burst stimulation (TBS) has emerged as a promising tool for the treatment of 

swallowing disorders; however, the short-term after-effects of brain activation 

induced by TBS remain unknown. Here, we measured the changes in spontaneous brain 

activation using the amplitude of low-frequency fluctuations (ALFF) approach in 

subjects who underwent different TBS protocols. Sixty right-handed healthy 

participants (male, n=30; female, n=30; mean age= 23.5 y) were recruited in this 

study and randomly assigned to three groups that underwent three different TBS 

protocols. In group 1, continuous TBS (cTBS) was positioned on the left hemisphere 

of the suprahyoid muscle cortex. For group 2, intermittent TBS (iTBS) was placed 

on the left hemisphere of the suprahyoid muscle cortex. Group 3 underwent combined 

cTBS/iTBS protocols in which iTBS on the right hemisphere was performed 

immediately after completing cTBS on the left suprahyoid muscle cortex. Compared 

to pre-TBS, post-cTBS showed decreased ALFF in the anterior cingulate gyrus (BA 

32); post-iTBS induced an increase in ALFF in the bilateral precuneus (BA 7); and 

post-cTBS/iTBS induced a decrease in ALFF in the brainstem, and resulted in 

increased ALFF in the middle cingulate gyrus (BA 24) as well as the left 

precentral gyrus (BA 6). Thes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cTBS induces decreased 

after-effects while iTBS results in increased after-effects on spontaneous br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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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ation. Moreover, iTBS can eliminate the after-effects of cTBS applied on the 

contralateral swallowing cortex and alter the activity of contralateral motor 

cortex and brainstem. Our findings provide a novel evidence for the short-term 

effect of TBS on spontaneous brain activation.  

 

 

PU-1836 

Primary pineal glioblastoma multiforme mimicking 

meningioma 

 
han xiaowei,Li Junfeng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Heping Hospital Affiliated to Changzhi Medical College 46000 

 

Glioblastoma is a common primary malignant brain tumor, but is rare in the pineal 

region. We report a case of glioblastoma mimicking meningioma in a middle-aged man 

who has experienced a relatively favorable outcome. The preoperative imaging 

findings support the diagnosis of meningioma, although our intraoperative findings 

indicated that the tumor originated from the splenium at the upper posterior 

pineal region. The pathological findings subsequently supported the diagnosis of a 

pineal glioblastoma. The patient received radiotherapy and temozolomide treatment, 

and was alive at 27 months after the surgery. This relatively good outcome may be 

related to the patient’s O-6-methylguanine-DNA methyltransferase promoter 

methylation status (positive: a good prognostic marker) and the absence of the 

blood-brain-barrier in the pineal region, which might have enhanced the efficacy 

of adjuvant temozolomide treatment.  

 

 
PU-1837 

高场磁共振磁敏感加权成像在出血性脑梗死 

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叶建军 

崇左市人民医院 532200 

 

【摘要】：目的：观察高场磁共振磁敏感加权成像（SWI）在出血性脑梗死诊断中的应用价

值。方法：选择 2014年 6月-2016年 5月在我院检查的 38例出血性脑梗死患者，为患者分别

进行 SWI、弥散加权成像（DWI）及常规 MRI扫描，对比三种不同诊断方法对出血性脑梗死患

者出血灶检出率及出血灶数量的显示情况。观察 SWI序列显示脑梗死及周围微出血灶的数量情

况，以及脑梗死灶内静脉血管的变化。结果：高场磁共振磁敏感加权成像对出血性脑梗死的检

出率和出血灶数量的显示明显比弥散加权成像及常规 MRI扫描的序列表现优异，数据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p＜0.05）；在所有患者中，发现 13例患者脑梗死区域之外具有微出血灶，有

24例患者脑梗死灶内的小静脉血管分支明显减少，有 12例患者血管明显增多。结论：磁共振

磁敏感加权成像在出血性脑梗死诊断中具有良好的应用价值，其诊断阳性率比弥散加权成像及

常规 MRI的序列优异，值得临床应用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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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838 

 中毒性脑病的影像学表现 

 
程留慧,王道清,张保朋,周舟,温泽迎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00 

 

[摘要] 目的：分析探讨不同病因引起的中毒性脑病的 CT和 MRI表现，提高对中毒性脑病的影

像学认识及诊断。方法：回顾分析经临床确诊的 20例病因明确的中毒性脑病患者，其中 6例

行 CT及 MRI检查，14例只行 MRI检查，分析其 CT和 MRI表现。结果：20例中毒性脑病患

者，MRI检查均有阳性发现，病变主要累及两侧大脑半球白质纤维及部分核团（放射冠 17

例、两侧基底节 8例、丘脑 5例、脑干 3例、小脑齿状核 3例、视辐射 3例、胼胝体 2例），

两侧较对称分布，T1WI呈低或略低信号，T2WI、DWI、Flair 呈高或略高信号，Flair更敏

感。6例行 CT检查患者中，3例无异常发现，2例累及范围较 MRI小，1例和 MRI表现一致。

结论：中毒性脑病主要累及两侧大脑半球白质纤维及部分核团，呈对称性分布，MRI比 CT有

更高的敏感性和准确性，对临床正确诊断和及时诊治具有重要价值。 

   

 

 
PU-1839 

原发性脑淋巴瘤的 CT、MRI 表现特点及病理特征分析 

 
向海波,邹小琴,谭必勇,胡兴荣 

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心医院 445000 

 

【摘要】 

目的  探讨原发性脑淋巴瘤的 CT、MRI表现特点与病理学特征，以提高对本病的影像诊断及

鉴别诊断的准确率。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9年 3 月至 2017年 5月在我院排除颅脑以外其他部位淋巴瘤并手术病

理确诊 21例原发性脑淋巴瘤的影像学表现，并与病理结果对照分析。 

结果  21例中，15例单发，6例多发，共发现 34个病灶，脑实质内病灶 28个，脑室内病灶 6

个，其中幕上 30个，幕下 4个，幕上病灶多位于脑实质深部或中线区域。原发性脑淋巴瘤的

影像学病灶形态多为圆形或类圆形，边界较清楚，瘤周水肿及占位效应不一。CT 表现为等或

稍高密度，无明显出血及钙化；MRI 表现为 T1WI 呈略低或等信号，T2WI 呈等或略高信号，

液体衰减反转恢复序列(FLAIR)以等高信号为主，DWI呈稍高或高信号；多发者病灶多松散，

部分不成形，常呈区域性分布。常规增强扫描，所有病灶中除 1例轻度强化外，余实质部分均

呈团块状、结节状明显均匀强化，部分中心囊变坏死区无强化；多发性病灶呈不规则斑片状、

片状强化；胼胝体区病变多呈蝶翼状强化；脑室内病灶表现为沿着脑室壁爬行生长呈铸形。其

中 16个病灶出现“握拳状”强化征象，19个病灶见“尖角征”，23个病灶出现“缺口征”或

“脐凹征”，3个病灶可见邻近脑膜强化；16个病灶瘤周轻度水肿，12个病灶瘤周中度水

肿，6个病灶瘤周重度水肿。病理上所有原发性脑淋巴瘤均为弥漫性大 B细胞淋巴瘤，其病理

基础为肿瘤细胞排列紧密、核浆比例较高、细胞间隙含水少，肿瘤围绕血管周围间隙浸润生

长、破坏血脑屏障，且由于囊变坏死少见，故多呈明显均匀强化；同时肿瘤生长过程中遇到较

大血管阻挡或各方向生长速度不一，则部分病灶出现上述特征性的强化形态。 

  

结论  原发性脑淋巴瘤的病理学基础决定其 CT、MRI表现有一定特征性，结合其影像学表现和

临床资料多可做出正确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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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840 

CT 和 MRI 在颈椎间盘突出诊断中比较 

 
汪军 

湖北随州市中心医院 441300 

 

摘要：目的探究 CT和 MRI在颈椎间盘突出的诊断及应用价值,为临床治疗提供指导。 

方法：回顾收集来我院诊断为颈椎间盘突出患者 21例,手术前进行 CT和 MRI检查,对照手术结

果,对比两种方法检出准确率,比较 CT和 MRI对颈椎间盘突出征象诊断阳性诊断,分析两者对颈

椎间盘突出诊断价值。 

结果：在椎间盘脱出及结节上,MRI和 CT检出率无差异(P>0.05),在椎间盘突出及结节上,MRI

检测结果显著高于 CT(P<0.05);CT 在钙化、积气的诊断上显著优于 MRI(P<0.01),MRI在椎间盘

变性、硬脊膜受压、脊髓变性的阳性率优于 CT(P<0.05),两者在神经根受压的诊断上无差异

(P>0.05);在髓核异位、巨大突出、后缘锐角、边界模糊上,CT在 RLDH的阳性率分别为 71%、

62%、44%、68%,在 LDH的阳性率分别为 7%、14%、12%、31%,存在显著差异(P<0.01);在髓核异

位、低信号带、后缘不规则、椎间盘变性上,MRI 在 RLDH 的阳性率分别为 87%、23%、82%、78%,

在 LDH的阳性率分别为 4%、1%、23%、58%,存在差异(P<0.05)。 

结论：两者在颈椎间盘突出的诊断中有各自的优点,CT观察突出的椎间盘位置、形态、密度有

优势,MRI清晰显示出椎管内结构以及椎间盘突出与脊髓的关系。两者结合对临床手术治疗有

很主要的帮助。 

   

 

 
PU-1841 

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成像评价克罗恩病患者脑部局部一致性 

 
余晨,曾献军,肖香佐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30006 

 

目的 采用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成像(rs-fMRI)评价克罗恩病（Crohn’s disease，CD）患者脑部

局部一致性(ReHo)的改变。方法对 20例 CD患者及 20名健康志愿者进行 rs-fMRI检查,计算全

脑 ReHo值,并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与对照组比较,CD组右侧颞中回、右侧颞下回、右侧梭状

回、右侧额上回、额中回、右侧岛叶的 ReHo值均减低(P<0.05，GRF校正); 左侧顶上小叶、

右侧小脑后叶、左侧枕上回的 ReHo值均增加(P<0.05，GRF)。右侧额上回、右侧岛叶 ReHo 值

与汉密尔顿抑郁量表呈正相关(r=0.447、0.468,P <0.05)。结论 CD患者存在情绪认知、视

觉、感觉、运动处理相关多个脑区自发性脑活动异常,且认知情绪处理相关脑区 ReHo值的改变

与 CD患者抑郁严重程度相关，为进一步探究 CD的神经病理机制提供了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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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842 

Changes of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of the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in women with primary dysmenorrhea 

 
Liu Yanfei

1
,Liu Peng

2
,Qin Wei

2
 

1.Department of Radiology，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Guangx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2.Life Science Research Center， School of Lif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dian University， 

Xi’an 710071， Shaanxi ， China 

 

Primary dysmenorrhea (PDM), a common gynecological disorder, is associated with 

structural and functional alterations in several subregions of the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ACC). However, systematic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of the ACC 

subregions in PDM has not been clarified. In this study, we used resting-state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 data from forty-eight PDM patients 

and thirty-eight matched female healthy controls to investigate the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of ACC subregions in PDM. Compared to healthy controls, PDM patients 

exhibited increased connectivity between the caudal ACC (cACC) and primary 

somatosensory cortex (SI), between the perigenual ACC (pACC) and caudate, and 

between the subgenual ACC (sACC) and 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mPFC). PDM patients 

also showed decreased connectivity between the pACC and precuneus. In PDM group, 

the connectivity of the right pACC-right caudat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disease duration, and the connectivity of the left pACC-left precuneu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disease severity. These present findings reveal that abnormal ACC 

connectivity may be implicated in the PDM-related disturbances in pain sensory, 

modulation, and affection. We hope that our study could enhance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pathophysiology underlying PDM.  

 

 
PU-1843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eatures Predict BRAF 

Mutation Status of Craniopharyngioma  

 
yu yang,Yue Qi,Chen Liang,Yao Zhenwei 

Hua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200040 

 

 

Object: BRAF mutation inhibitor might shrink otherwise intractable 

craniopharygiomas and is a promising pre-operative treatment to facilitate tumor 

resection. This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non-invasive diagnosis of BRAF-mutated 

craniopharyngiomas based on magnetic resonance (MR) imaging characteristics. 

Methods: This retrospective study was approved by the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and informed consent was obtained. 52 patients pathologically diagnosed with 

craniopharyngioma were enrolled.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was performed on tumor 

tissues to detect BRAF and CTNNB1 mutations. MR manifestations, including tumor 

location, size, shape, component, signal of cysts, enhancement pattern, pituitary 

stalk morphology and encasement of internal carotid, were blindly analyzed by t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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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uroradiologists and compared between BRAF mutated and wild-type groups. The 

statistically unique characteristics of BRAF mutated craniopharyngiomas were 

defined as diagnostic criteria. The minimum number of criteria needed to make a 

diagnosis was determined by analyzing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curve. 

Results: Eight patients were BRAF mutated and 44 were wild-type. Clinical 

parameters did not vary between two groups. For MR data analysis, interobserver 

agreement was relatively reliable with Cohen κ statistic ranging from 0.65 to 

0.97 (P<0.001).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BRAF-mutated craniopharyngiomas tended 

to be suprasellarly located (P<0.001), spherical in shape (P=0.005), predominantly 

solid (P=0.003), homogeneously enhancing (P<0.001) and with a thickened pituitary 

stalk (P=0.014). When at least three of the five criteria were met, a patient 

might be diagnosed as BRAF mutated with sensitivity of 1.00 and specificity of 

0.91. The area under ROC curve of the diagnostic criterion was 0.989 (P<0.001). 

Conclusion: BRAF mutation status of craniopharyngioma might be predicted using 

certain MR features with relatively high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thus 

offering potential reference for preoperative administration of BRAF mutation 

inhibitors.  

 

 

PU-1844 

马尔尼菲青霉菌累及中枢神经系统影像学表现并文献分析 

 
龙梅,何敏丽,邱维加 

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 541001 

 

【摘要】目的 总结马尔尼菲青霉菌病影像学特征，以提高影像科医生对马尔尼菲青霉菌病的

认识 方法 通过对 2例非免疫受损者播散性马尔尼菲青霉菌病例的颅内影像学分析，复习播散

性马尔尼菲青霉菌病的相关文献，总结其影像学特征。结果 1例患者为 24岁男性，首次因癫

痫发作入院，CT检查为左侧颞叶环形占位，后颅内病灶逐年增多，入院 MRI为脑内多发斑片

状长 T1长 T2信号，周围伴水肿，部分病灶内见囊变影，增强扫描呈片状、结节状及环形强

化。另 1例患者为 2岁男孩，因肢体无力入院，头颅 MRI检查为右侧额颞叶多发类圆形长 T1

长 T2信号影，周围伴水肿，增强扫描环形强化，并中线左偏及双侧侧脑室扩张。2患者均开

颅病检为马尔尼菲青霉菌感染。结论 播散性马尔尼菲青霉菌病可发生于免疫功能正常患者，

对于颅内类似多发或单发脑脓肿病例，在实验室检查中阴性，常规治疗无效时，又有南方流行

区生活史的患者，应警惕马尔尼菲青霉菌感染。  

 

 
PU-1845 

Using high resolution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to 

investigate the prevalence of intracranial 

atherosclerosis in asymptomatic populations 

 
Yan Shuang

1
,Li Mingli

1
,Zhai Feifei

2
,Han Fei

2
,Zhu Yicheng

2
,Jin Zhengyu

1
 

1.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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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POSE 

Use high resolution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HRMRI) technique to investigate 

population-based prevalence of intracranial atherosclerosis (ICAS). To explore its 

possible relationship with other vascular diseases and the risk factors of it. 

METHOD AND MATERIALS 

This research comprised 1154 participants (aged 55.8±9.57 years, 38.1% male) from 

an ongoing community-based cohort study. The persons, who were included,were all 

absent of any symptom. Clinical data were by questionnaires, physical examination, 

and laboratory test. All the participants underwent brain MRI and carotid 

ultrasound. MRI images were collected at a 3T MRI scanner and the sequences mainly 

included 3D T1 MPRAGE, T2-FLAIR, SWI and TOF-MRA and HRMRI. Using univariate and 

multi-variable logistic regression to recognize the risk factors of ICAS and 

evaluate the associations between ICAS and other imaging biomarkers (adjusted for 

vascular risk factors). 

RESULTS 

Based on the HRMRI images, we observed ICAS in 193 (16.7%) persons of all the 

participants. There are 45 participants who had plaques of intracranial arteries 

while didn’t show intracranial stenosis in MRA images. The main risk factors of 

it were sex, age, hypertension, hyperlipidemia and diabetes mellitus (all of these 

P values <0.05).There was significant association between higher prevalence of 

ICAS and the presence of carotid plaque, odds ratio (OR) = 1.559 (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 1.208–2.012), p = 0.001. Also the prevalence of ICAS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the periventricular hyperintensities (OR=1.504, 

95%CI: 1.147-2.972, p=0.003) and lacunes (OR=2.806, 95%CI: 1.693-4.650, p<0.001). 

CONCLUSION 

This high prevalence of ICAS might remind us of the prevention of ischemic stroke 

in the future. To control the risk factors may help reduce the prevalence of it. 

HRMRI may help to clearly depict the changes of the wall of intracranial arteries 

when there isn't obvious stenosis. The outcomes of logistic regression might help 

us revea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racranial and extracranial atherosclerosis, 

also showed evidences of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atherosclerosis diseases and 

cerebral small vessel diseases. 

   

 

 

PU-1846 

DKI 在胶质瘤分级中的诊断应用 

 
徐蒙莱 

无锡市人民医院 214023 

 

目的：评估扩散峰度成像（DKI）在高、低级别胶质瘤中的诊断价值。方法：收集术前在 3.0T

磁共振行 DKI磁共振成像的胶质瘤患者 30例，经 DKE后处理软件计算获得 DKI扩散参数平均

扩散率（MD）、轴向扩散率（DA）、径向扩散率（DR），峰度参数平均峰度（MK）、轴向峰度

（KA）、径向峰度（KR）以及各向异性分数 FA），并分别计算相对于对侧正常脑白质的相对

值 rMD、rDA、rDR、rMK、rKA、rKR、rFA。对照病理结果，评价上述参数在胶质瘤分级中的差

异性，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计算各参数 ROC曲线下的面积（AUC）分析诊断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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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30例胶质瘤包括 19 例高级别胶质瘤和 11例低级别胶质瘤。高级别胶质瘤的 DKI峰度

参数 KA、KR、MK及相对值 rKA、rKR、rMK值显著性高于低级别胶质瘤（P=0.021、0.017、

0.005、0.003、0.008、0.002），DKI扩散参数 DA、DR、MD、FA及其相对值 rDA、rDR、rMD、

rFA差别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651、0.914、0.983、0.426、0.505、0.949、0.914、

0.237）。DA、DR、MD、KA、KR、MK、FA及相对值 rDA、rDR、rMD、rKA、rKR、rMK、rFA值的

AUC分别为 0.450、0.488、0.502、0.756、0.766、0.813、0.411、0.426、0.493、0.488、

0.833、0.794、0.847、0.368，其中 MK及其相对值 rMK 诊断效能最高（AUC=0.813、

0.847）。结论： DKI扩散成像 DKI峰度参数在术前胶质瘤分级中的评估有一定的诊断价值。  

 

 

PU-1847 

DWI 和 PWI 在超急性期脑梗死中的应用价值 

 
刘浩 

南京市第一医院 210006 

 

【擅要】目的 探讨磁共振弥散加权成像(DWI)和灌注加权成像(PWI)在诊断超急性期脑梗死及

指导临床早期治疗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本院 26例发病时间在 6 h内并行急诊 MRI

检查，临床诊断为超急性期脑梗死的患者。MRI扫描序列包括 FLAIR、DWI、PWI及 MRA。结果 

26例患者 DWI和 PWI均发现异常，17例发现 FLAIR有信号增高影，21例发现 DWl上显示的高

信号急性脑梗死区域与在 PWI上显示的脑灌注延长区域不匹配，PWI显示的病灶范围更大。图

像后处理显示平均通过时间(MTT)及达峰时问(TTP)均有不同程度的延长，脑血流量(CBF)出现

不同程度的减少。结论 对超急性期脑梗死患者急诊行磁共振 DWI及 PWI扫描可以进行准确诊

断，并且可以指导临床进行早期溶栓治疗。 

 

   

 

 
PU-1848 

Imaging of cerebral cortical veins with CE MRV, 

TRICKS MRA and PC MRV 

 
Wang Dongdong,Li Yuan 

Huashan Hospital of Fudan University 200040 

 

Objectives: To compare three-dimensional contrast-enhanced(CE) MRV with phase-

contrast (PC) magnetic resonance venography (MRV), and time-resolved imaging of 

contrast kinetics (TRICKS) magnetic resonance angiography(MRA) in the 

visualisation of cerebral cortical veins. 

Methods: This prospective study consisted of 22 consecutive patients without 

compromise of cerebral venous outflow. All patients were examined with PC MRV, 

TRICKS MRA, CE MRV; a single dose of intravenous contrast material was 

administered for the last two sequences. The image quality of these techniques was 

assessed and compared qualitatively (by a semiquantitative scoring system) and 

quantitatively (by calculating signal-to-noise ratios [SNRs] and contrast-to-noise 

ratios [CNRs]) by two investigators, disagreements were under discu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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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Cerebral cortical veins were better visualized by CE MRV and TRICKS MRA 

compared with TOF MRV (P<0.017). With quantitative analysis the SNRs were highest 

at CE-MRV, which was followed by TRICKS MRA and PC MRV(P<0.05), and CNRs of CE MRV 

is comparable to TRICKS MRA, superior to PC MRV. 

Conclusions: CE MRV is comparable to TRICKS MRA and better than PC MRV in the 

visualisation of normal cerebral cortical veins. 

   

 

 
PU-1849 

脊索样脑膜瘤 MRI 表现及与其它脑膜瘤鉴别的鉴别 

 
高倩倩 

无锡人民医院 214023 

 

目的 探讨脊索样脑膜瘤（CM）的 MR特征性表现，并与其它脑膜瘤相鉴别。 方法 回顾性分析

经手术病理确诊的 7例 CM患者的临床及 MR资料，定性分析其 MRI各序列的信号特征，并进一

步定量分析肿瘤各序列的标准化信号强度比（NT1、NT2、NADC及 NCE）。采用 Fisher精确检

验和 Dunnett T3检验法与经病理证实的非脊索样脑膜瘤（34例Ι级脑膜瘤、16例非脊索样

Ⅱ级脑膜瘤、5例Ⅲ级脑膜瘤）进行比较。结果 7例 CM在 T2WI序列上均表现为高信号，非脊

索样脑膜瘤则表现为等、低或稍高信号；CM在 DWI上信号多变，但均无明显弥散受限，ADC图

上表现为高信号，增强扫描后实性部分明显强化。CM的定量指标 NT2WI、NADC及 NCE均高于

其它类型脑膜瘤(P均<0.01)，而 NT1WI无明显统计学差异（P=0.889）。病灶内有无囊变坏

死、T2WI是否可见“流空效应”、瘤周水肿程度、是否出现脑膜尾征及宽基底对鉴别脊索样

脑膜瘤和其它类型脑膜瘤意义不大。结论 脊索样脑膜瘤的 MRI表现有一定特征性，T2WI 多表

现为高信号，弥散不受限，强化程度更明显，NT2WI、NADC及 NCE的测定有助于提高其术前诊

断的准确性。  

 

 
PU-1850 

Feasibility of intravoxel incoherent Motion MR 

imaging as a quantitative method to measure 

hyperacute cerebral sroke in canines. 

 
Gao Qianqian 

WUXI PEOPLE'S HOSPITAL 214023 

 

To evaluate the feasibility of intravoxel incoherent motion (IVIM) for the 

measurement of diffusion and perfusion parameters in hyperacute stroke. 

Materials and Methods: An embolic ischemic model was established with an 

autologous thrombus in twenty beagles. IVIM imaging was performed on a 3T clinical 

system at 4.5 hours and 6 hours after embolization in hyperacute stoke, 10 b 

values from 0 to 900 s/mm
2
 were fitted with a biexponential model to extract 

perfusion fraction f, diffusion coefficient D and pseudo-diffusion coefficient D*. 

Addtionally, the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ADC) was calculated us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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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ventional mono-exponential model with the maximum b value. Statistical analysis 

was performed using the pairwise student t test and pearson correlation test. 

Results: The pairwise student t test showed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ecrease 

in both f and D of the ischemic area compared with the contralateral normal side 

at both 4.5 hours and 6 hours after embolization.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observed in D* between the two regions at each time point. Compared with the 

contralateral normal region, f decreased in the ischemic area between 4.5 hours 

and 6 hours (0.042±0.009 vs 0.038±0.011, P=0.016), while D remained relative 
unchanged (0.474±0.109·10−

3
 vs 0.465±0.117·10−

3
 mm

2
/s, P=0.064). A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was detected between D and ADC in both ischemic (r=0.992, 0.978, 

respectively; both P<0.001) and normal regions (both r=0.899; both P<0.001).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was also found between ADC and f in the normal region 

(r=0.578, P=0.019; r=0.571, P=0.026, respectively), but not in the ischemic 
regions at both 4.5 hours and 6 hours (both P>0.05 ). 
Conclusion: IVIM imaging can detect the diffusion and microvascular perfusion 

characteristics even in the hyperacute phase of the cerebral ischemic stroke.  

 

 

PU-1851 

脑室系统结核的 MRI 表现 

 
毛海霞 

无锡市第一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第一医院，无锡市儿童医院） 214000 

 

【摘要】目的 探讨脑室系统结核的 MRI表现。方法 回顾性分析脑室系统结核患者的临床特征

及头颅 MRI表现。结果 19 例脑室系统结核患者中，8例为脑室内结核（5例为脑室内长条状

或不规则状结核灶，3例为脑室内结核瘤），6例为结核性室管膜炎，5例为脑室内结核并室

管膜炎；14例位于侧脑室（13例位于中后部，9例合并结核性脑膜炎，10例合并脑内结核

球），5例位于第四脑室（5例均位于中下部，4例为结核性室管膜炎，5例合并结核性脑膜

炎，4例合并脑积水，1例合并脑内结核）。4例环形强化，10例见周围水肿。结论 脑室系统

结核较少见，诊断有一定的难度，但其发病部位、MRI信号特点、强化方式及伴发症等表现有

一定的特异性，对脑室系统结核的诊断可提供参考。 

   

 

 

PU-1852 

表观扩散系数（ADC）在鉴别脑结核瘤与脑转移瘤的价值 

 
柏根基 

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 223300 

 

目的 探讨磁共振扩散加权成像（DWI）的表观扩散系数（ADC）值在鉴别脑结核瘤与脑转移瘤

的诊断价值。方法 对 24例临床确诊的脑结核瘤（非成熟型结核瘤 18例、成熟型结核瘤 6

例）和 36例脑转移瘤患者进行常规 MRI平扫、增强扫描及 DWI扫描。观察疾病常规 MR影像特

点，分别测量病灶内强化区域、非强化区域及病灶周围水肿带的平均 ADC值和对侧相应部位正

常脑白质区 ADC值，并以对侧正常脑白质区 ADC值为标准、分别计算相对 ADC值（rADC

值）。结果 非成熟型脑结核瘤、成熟型脑结核瘤与脑转移瘤强化区域平均 ADC值（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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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6.90x10
-6
mm

2
/s、791.95x10

-6
mm

2
/s、421.95x10

-6
mm

2
/s）及 rADC值（分别为 1.16、1.16、

0.61）存在显著性差异（ADC: H=42.293、P≤0.05，rADC: H =42.575，P≤0.05）；非强化区

域 ADC值（分别为 864.85x10
-6
mm

2
/s、611.80x10

-6
mm

2
/s、961.00 x10

-6
mm

2
/s）及 rADC（分别为

1.27、0.87、1.36）存在显著性差异（ADC : H=33.100、P≤0.05， rADC : H =17.867，
P≤0.05)；病灶周围水肿带的 ADC值（分别为 1531.60x10

-6
mm

2
/s、1488.45x10

-6
mm

2
/s、

1545.00x10
-6
mm

2
/s）值及 rADC 值（2.24、2.10、2.18）无显著性差异（ADC: H =1.550、

P≥0.05， rADC ：H =5.511, P≥0.05）。结论 结合常规 MRI平扫及增强扫描, DWI检查中

的 ADC值有助于鉴别脑结核瘤和脑转移瘤。 

   

 

 
PU-1853 

颅内少突-星形细胞瘤的 MRI 诊断及鉴别 

 
李艳 

河南省人民医院 450003 

 

【摘要】:目的 探讨颅内少突-星形细胞瘤的 MRI特征。方法 对 18例经手术病理证实的颅

内少突-星形细胞瘤患者进行 MRI影像回顾性分析。结果 (1)18例患者均行 MRI平扫及增强

检查，单发病灶 16例，多发病灶 2例；除 1例位于小脑半球，其余病灶均位于大脑半球且累

及灰白质。其中额叶 8例，颞叶 1例，顶枕叶 2例，颞枕顶叶 2例，岛叶 2例，胼胝体及左侧

侧脑室 1例，第三脑室 1例。WHO-2级 10例，WHO -3级 8例（间变性）。(2)MRI表现:肿瘤

T1WI呈等、低或混杂信号，T2WI大部分呈高信号，部分呈稍高信号；增强扫描:肿瘤实性成分

呈不同程度强化，13例明显不均匀强化，4例轻至中度强化，6例无强化，20个(86.95%)肿瘤

病灶内部见无强化坏死或囊变区，5个(21.74%)病灶内见钙化或出血。结论 颅内少突-星形

细胞瘤 MRI影像学表现有一定特征性，囊变或坏死有助于少突-星形细胞瘤的诊断。 

   

 

 
PU-1854 

Different features of iron deposition in subcortical 

nuclei between essential tremor and tremor-

predominant Parkinson’s disease 

 
Wang Jian,Jin Lirong,Liu Kai,Zeng Mengsu 

Zhongshan Hospital，Fudan University 200032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difference of iron deposition pattern in subcortical 

nuclei between essential tremor (ET) and tremor-predominant Parkinson’s disease 

(PDT). 

Methods: Fifty-three patients with ET, 29 patients with PDT and 60 age- and 

gender- matched control subjects were enrolled in our study. The iron levels of 

substantia nigra (SN), globus pallidus (GP), putamen (PU), the head of caudate 

(CA), and red nucleus (RN) were assayed by measuring bilateral average phase 

values using susceptibility-weighted phase imaging in a 3-tesla magnetic reso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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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 in all subjects. Serum ceruloplasmin level of all subjects was also 

determined. 

Results: ET patients showed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ron level represented by 

lowered bilateral average phase values in the bilateral SN and GP as compared with 

control subjects (p<0.01).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f nigral bilateral average 

phase values in PDT were found in SN (p<0.01) , but not in other subcortical 

nuclei by co-ANOVA analysis adjusted for age, gender and serum ceruloplasmin 

levels when comparing with control group.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brain iron level in GP between ET patients and PDT patients (p<0.05).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nigral bilateral average phase values and serum 

ceruloplasmin levels only in the PDT subgroup. 

Conclusions: Our study showed that ET was different from PDT patients in both the 

pattern of brain iron deposition and the relationship of brain iron deposition 

with the serum ceruloplasmin level.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ET may be a 

neurodegenerative disorder associated with brain iron accumulation. 

    

 

 

PU-1855 

神经纤维瘤病Ⅱ型 2 例报道及相关文献复习回顾 

 
吴庆龙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上海市宝山区】 201999 

 

目的：神经纤维瘤病（Neurofibromatosis，NF-2）是-种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病，起源于神经上

皮细胞，常累及中枢神经系统，是神经皮肤综合症（neuroeutaneous syndromes）的-种。

【1-3】神经纤维瘤病Ⅱ型(NF-2)罕见，在本文中我们报告了于 2016年 12月通过 MR检查诊断

的 3例 NF-2病例，并对复习相关文献。 

方法：1．1 -般资料 2例 NF-2均为女性，年龄分别为 33岁、52岁。2例临床均有站立不

稳，耳鸣，头晕等症状，无恶心、呕吐及发热；1例双侧听力下降；1例左侧肢体无力：1例

左侧偏身浅感觉减退。所有患者体表均无奶油咖啡斑及皮下结节。 

1．2 检查方法 2例采用 GE 1.5T双梯度磁共振．SE序列轴面 T1WI、快速自旋回波(Turbo 

spin echo，TSE)T2WI及 SE 序列矢状、冠状 TIWI。TIWI：TR=400ms．TE=9．1ms；T2WI：TR=5 

430ms。TE=103ms。层厚 5mm，层间距 1．5ram。矩阵 358x5 l2。2例均做 Gd—DTPA增强扫

描。造影剂用量为 O.1mmol/h 体重。 

结果：2例均通过 MRI明确诊断为 NF-2型 

结论：MRI诊断 NF-2型的优势： 

MRI无辐射，无骨伪影，可多参数、多方位成像，加之增强扫描，可发现微小病灶．且肿瘤多

位于颅底、后颅凹及椎管内，MRI增强扫描大大提高 NF-2的病灶发现率及诊断正确率。NF-2

主要病变位于中枢神经系统，所以当 MRI表现为多发脑(脊)膜瘤或多发神经纤维瘤时，即使没

有听力异常，亦应常规进行颅脑 MRI及增强扫描，以进-步明确有无听神经瘤，以确定是否为

NF-2。因此，临床若怀疑 NF-2时，应行常规 MRI平扫及增强扫描，这样可为 NF-2的诊断及临

床治疗方案的制定提供更可靠的影像依据，应作为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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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856 

脑内节细胞胶质瘤的 MRI 表现 

 
王志敏,曹代荣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5 

 

目的：探讨脑内神经节细胞胶质瘤的 MRI表现特征。方法：回顾分析经病理证实的 20例节细

胞胶质瘤的影像学表现。结果：女 12例，男 8例，发病年龄为 7-77岁，平均发病年龄为

29.2岁。19例为单发，1例为多发。术后病理分级：WHOⅠ级 16例，WHOⅡ2例，WHOⅢ级 2

例。1例为多发病灶，病灶分别位于左侧小脑半球及桥脑，8例位于颞叶,4例位于额叶,3例位

于顶枕叶，1例位于四叠体，1例位于小脑蚓部，1例位于小脑半球，1例位于延髓。仅 3例表

现边界不清。2例可见明显的瘤周水肿，1例表现为轻度的瘤周水肿，17例 18个病灶无明显

瘤周水肿。17例 17个病灶呈囊实性改变，4例 4个病灶呈实性改变。5例 5个病灶加扫 CT可

见钙化灶，MRI表现为 T1WI 及 T2WI低信号，钙化均见于囊实性病灶。增强后可见囊性成分无

明显强化或壁强化，壁强化仅 1例，表现为壁薄、均匀，内壁光整；实性成分轻度或明显强

化。结论：节细胞胶质瘤 MRI表现具有一定的特点，该病额叶及颞叶多见，好发于儿童或 30

岁以下成年人，以囊实性病变多见，增强壁结节可见不同程度强化为特征表现，囊壁多无明显

强化。 

 

 

 
PU-1857 

磁共振扩散张量成像在儿童脑瘫疾病康复评价应用 

 
姬国敏 

河北省故城县医院 253800 

 

目的 探讨磁共振扩散张量成像（MR-DT1）在脑瘫疾病康复评价的应用价值。方法 随机选取

25例脑瘫患儿和 25例健康儿童分布进行检测，以此研究其指标差异，并且进行比较。结果 

脑瘫患儿胼胝体与对照组胼胝体相比, ADC、 E2、VR值升高, FA值、 RA 值均降低, 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P < 0101)。 脑瘫患儿胼胝体平均 Trace W 值与健康儿童 ( P = 01003)相比均

升高,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脑瘫患儿 E1值较健康儿童升高,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P = 01 

001)。结论 磁共振扩散张量成像为脑瘫疾病康复评价提供了可靠的检测方法。 

   

 

 
PU-1858 

幕上血管母细胞瘤的 MRI 表现及误诊分析 

 
李向荣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530021 

 

［ 摘 要］ 目的 探讨幕上血管母细胞瘤的 ＭＲＩ特点并分析误诊原因。方法 回顾性分析

11例经病理证实的幕 HB上的临床、病理及影像学资料。结果 11例肿瘤均位于幕上，９例部

位表浅，6例与脑膜关系密切， 但仅３例见脑膜强化。瘤体呈实质肿块８例，呈实性伴囊变 3

例。实性成分与正常脑灰质信号相 比， Ｔ1ＷＩ呈 等 或 稍 低 信 号， Ｔ２ＷＩ呈等或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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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信号； 囊性成分与脑脊液相比， FLAIR呈稍高信号。FLAIR示 7例轻－中度瘤周血管源性

水肿，4例重度水肿。3例 CT平扫呈等或稍低密度。1例接受 ＭＲＳ检查， 瘤体实性部分胆

碱／肌酐升高， Ｎ－乙酰天门冬氨酸／肌酐降低。增强后瘤体实性部分显著性强化， 其中均

匀强化７例，不均匀强化伴囊变 4例。9例瘤体及瘤周见流空血管影。11例术前误诊， 分别

诊断为脑膜瘤（4例）、 高级别胶质瘤（2例）、 嗅神经母细胞瘤（1例）、 血管外皮瘤

（1例）、转移瘤（1例）、颅咽管瘤（1例）、海绵状血管瘤（1例）。结论 幕上 HB 临床

罕见，掌握其 MR表现特点，有助于减少误诊，提高术前诊断准确性及手术安全性。 

   

 

 

PU-1859 

双侧丘脑对称性病变 MR 特点及临床分析 

 
舒红格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摘要［目的］通过对 24例双侧丘脑对称性病变的 MR特点及临床回顾性分析，探讨对此类病变

的诊断与鉴别诊断，并分析总结各种功能磁共振序列在鉴别诊断中的运用，为临床治疗方案的

制定提供可靠的依据。［方法］分析双侧丘脑对称性病变的临床表现及 MR特点包括功能 MR检

查特点，总结此类病变的影像学特点。［结果］5例为肿瘤性病变，7例为病毒性脑炎，4例

为代谢性病变肝豆状核变性，5例为急性动脉性梗塞性脑梗死，3例为脑深静脉血栓形成伴双

侧丘脑静脉性梗死。MRS有助于鉴别肿瘤性和非肿瘤性病变；急性梗塞在 DWI上弥散受限；

ESWAN对顺磁性物质敏感；MRV可直观显示脑静脉及静脉血栓。［结论］双侧丘脑对称性改变

可见于多种疾病，其常规 MR表现类似，结合其临床表现及各种功能 MR，有利于正确诊断及临

床治疗方案的制定，头部 MR是首选检查。 

   

 

 
PU-1860 

3.0T 磁共振 SWI 及 DWI 序列诊断脑海绵状血管瘤的价值比较 

 
何江波,崔利 

上海市宝山区中西医结合医院 201999 

 

目的 评价磁共振检查序列中磁敏感加权成像（SWI）及弥散加权成像（DWI）序列诊断脑海绵

状血管瘤的应用效果。 

方法 收集我院 2014年 6月到 2017年 3月经临床或病理证实的脑海绵状血管瘤患者 20例。男

12例，女 8例；年龄 23到 65岁，平均 45.3岁。临床表现：头痛、头晕 10例，癫痫 2例，

运动功能和感觉障碍 4例，无明显症状 5例。采用西门子 3.0T磁共振，利用头部专用线圈。

首先行常规 MRI平扫：横轴位 T2WI、T2WI-FLAIR、T1WI，矢状位 T1WI；横轴位 DWI；最后行

SWI序列，自动生成 SWI及最小信号强度投影图像。 

结果 本组 20例脑海绵状血管瘤中，单发 15例，多发 5 例。SWI共发现病灶 95个，DWI发现

55个，常规序列发现 42个。在直径小于 1cm的 80个病灶中，SWI检出 80个，DWI检出 50

个，常规序列检出 40个。与常规序列和 DWI相比，SWI对病灶的检出较多，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结论 SWI及 DWI序列相结合能准确全面提供诊断信息，有助于定性诊断， SWI序列对脑海绵

状血管瘤的检出更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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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861 

MRI 增强信号强度在松果体区常见肿瘤鉴别中的应用 

 
徐鹏,徐凯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221000 

 

目的：基于 MRI增强前后信号强度相对值差异，定量分析松果体区不同肿瘤相对信号强度特

征，并评价此方法的可重复性及有效性，为常见松果体区肿瘤的诊断与鉴别提供便捷、有效的

方法。  

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 19例经病理证实的松果体区肿瘤，其中包括生殖细胞瘤 6例，畸胎瘤

8例，松果体细胞瘤 5例。两名研究者分别测量肿瘤实性区域增强前后信号强度（pro/post 

signal intensity，SIpro/SIpost）并计算相对强化率（relative enhancement，RE），RE=

（SIpost - SIpro）/ SIpro，应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评价不同类型肿瘤的 RE值特征及差异。应用组

内相关系数（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ICC）分析研究者组内及研究者之间 RE

值测定的可靠性。 

结果： 三组肿瘤 RE值分别为：生殖细胞瘤（1.177±0.105）、畸胎瘤（0.864±0.105）、松

果体细胞瘤（0.116±0.048），单因素方差分析提示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F= 180.09, 
P<0.001）。ICC分析提示研究者组内（ICC=0.993、ICC=0.997）及研究者之间（ICC=0.996）

RE值测定均具有较高的可靠性（P<0.001）。 

结论：松果体区生殖细胞瘤、畸胎瘤和松果体细胞瘤的 RE值存在显著差异性，且肿瘤 RE值测

定具有较高可靠性，能够为松果体区常见肿瘤的诊断及鉴别提供一定依据。 

   

 

 
PU-1862 

环形小线圈联合头线圈视神经高分辨 MRI 

正常表现及初步临床应用 

 
戴群瑶,杨智云,洪桂洵,饶良俊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510080 

 

目的 

分析正常视神经环形小线圈联合头线圈高分辨 MRI的形态、信号特点及其解剖、组织学基础,

初步探讨视神经高分辨 MRI 临床应用。 

材料与方法 

研究对象为健康志愿者 24条正常视神经、视神经炎及视神经放射性损伤患者 102条视神经，

及 2条尸头视神经。MR检查包括横断位、冠状位、矢状位 T2WI压脂序列，分别使用环形小线

圈联合头线圈（A）、单一头线圈（B），并行全脑 3D增强扫描和视神经三维重建。解剖、分

离尸头视神经并行病理切片检查。两位神经影像医师对所得正常视神经高分辨 MR图像进行分

析，观察三个方位图像上视神经形态、信号特点。观察尸头视神经高分辨 MRI表现，与病理切

面所见对照分析。对患者视神经 A、B组图像进行阅片，分析 A、B组图像视神经病变与正常的

显示情况。与临床标准进行比较，分别计算环形小线圈联合头线圈和单一头线圈对视神经炎和

放射性损伤显示的敏感性和特异性。 

结果 

一共纳入健康志愿者 24条视神经、患者 102条视神经，及 2条尸头视神经。（1）正常视神经

高分辨 MR T2WI压脂冠状位表现为圆形，神经呈等信号、低信号相间，周围环绕高信号蛛网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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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腔，鞘膜呈低信号，部分神经纤维边缘可见环形低信号；T2WI压脂横断位、矢状位表现为

长条形，神经呈等信号，周围环绕高信号蛛网膜下腔，鞘膜呈低信号。（2）尸头视神经 MR表

现类似，镜下视神经纤维被结缔组织分隔成束，分隔内包含小动脉、小静脉和毛细血管。与

MRI对照，视神经纤维在 T2WI 压脂序列呈等信号，分隔呈低信号。（3）A组图像对显示视神

经炎及视神经放射性损伤的敏感性为 86%，特异性为 100%；而 B组图像敏感性仅为 38.7%，特

异性为 88.9%。 

结论 

环形小线圈联合头线圈视神经高分辨 MRI显示了单一头线圈无法显示的冠状位解剖细节与信号

特点，信噪比更高，与头线圈常规 MRI相比，显示视神经炎及视神经放射性损伤具有更高敏感

性和特异性，具有一定的临床应用价值。  

 

 
PU-1863 

3D-T1WI 增强在脑血管疾病中的应用价值 

 
宋建勋,孙凤英,黄旭,周香 

深圳市宝安区人民医院 518100 

 

目的 评价 3D-T1WI增强及其重建技术在脑血管疾病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利用 3D CE-MPRAGE序列行头颅增强检查，利用多平面重建（MPR）、最大密度投影

（MIP）及容积重建（VR）技术，分析和探讨在脑血管疾病检查中的价值。 

结果 1）35例发育静脉异常患者利用 3D-T1WI增强检查全部发现 DAV病灶，其中 22例显示典

型海蛇头征及粗大引流静脉，其中有 2例 SWI没有发现 DAV病灶；8例平扫考虑海绵状血管瘤

病例周边发现 DAV病灶；3 例出血合并血肿病灶周边发现 DAV病灶，其中一例 DAV病灶多发。

2）31例动脉瘤患者 3DCE-MPRAGE序列全部显示动脉瘤病灶，其中 2例为夹层动脉瘤，1例为

环池内大脑后动脉瘤，1例为大脑前动脉胼周动脉瘤。3）22例 AVM病灶中全部显示了畸形血

管团及引流静脉，其中 15例显示了供血动脉。4）19例静脉窦血栓病例中全部显示了受累静

脉及静脉窦，其中 3D VR显示对于静脉窦血栓累及程度有较大意义。5）12例烟雾病病例完全

显示了颅底受累狭窄血管及颅底异常血管网，2例基底动脉炎病例出现基底动脉节段性粗细不

均改变。 

结论 3D-T1WI增强在脑血管疾病的检查中具有重要价值，合理的利用 MPR,MIP及 VR重建技术

可以快速准确的发现脑血管疾病并指导临床治疗。 

 

 

 

PU-1864 

帕金森病患者脑深部核团的磁共振扩散峰度成像 

分析及其与临床表现的相关性 

 
孙亚琼,张沁,蒋震,张彩元,张峻围,陈浩,沈钧康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215004 

 

目的：利用磁共振扩散峰度成像技术(magnetic resonance diffusion kurtosis imaging, 

MR DKI)评价帕金森病(Parkinson's disease, PD)患者脑深部核团的微结构改变，并分析其与

临床表现的相关性。材料与方法：招募临床确诊的 PD患者，以及年龄、性别相匹配的健康对

照者。所有受试者行常规颅脑 MRI 检查、磁敏感加权成像(susceptibility weighted im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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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及 DKI。DKI原始图像数据经处理后，得到平均峰度(mean kurtosis, MK)和各向异性分数

(fractional anisotropy, FA)参数图,提取所有受试者两侧黑质的 MK值和 FA值,并比较其在

两组间的统计学差异。分析 PD组患者黑质 MK值和 FA值与病程及临床量表的相关性。以受试

者工作特性（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s, ROC）曲线评价黑质 MK值对 PD 的诊断

效能。结果：32例 PD患者和 20例对照者入组本研究。PD组黑质的 MK值(1.29±0.05)较对照

组(1.26±0.06)显著增高(t=2.24, P =0.03)。黑质 FA值在两组间无显著差异。PD组黑质的

MK值、FA值与病程、帕金森病统一评定量表第三部分（UDPRS-Ⅲ）评分、H-Y分级、简易精

神状态检测量表（MMSE）评分及蒙特利尔认知量表（MoCA）评分均未发现显著的相关性。结

论：MR DKI 技术对于 PD的诊断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但不适用于评估 PD的临床症状。  

 

 
PU-1865 

Decreased default mode network in drug-resistant 

generalized tonic-clonic seizures 

 
wang zhengge,Zhang Bing,Zhu Bin 

Nanjing Drum Tower Hospital 210008 

 

Purpose: Neural network disorder has been increasingly recognized and become a key 

concept of drug-resistant epilepsy (DRE). Previous studies have found altered 

resting-state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rsFC) in patients with idiopathic 

generalized epilepsy (IGE), while it is not entirely understood in IGE patients 

with DRE.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alteration of rsFC within the default 

mode network (DMN) in drug-resistant IGE characterized by generalized tonic-

clonic seizure (GTCS). 

Methods: A total of 37 consecutive patients with IGE-GTCS were enrolled 

retrospectively. According to revised DRE definition of ILAE 2010, 12 individuals 

were regarded as “drug-resistant”, 12 were evaluated as “drug-responsive”, and 

13 were labeled as “unknown”. Therefore, resting-state fMRI data were obtained 

on a 3T scanner from 24 patients with definite drug response at interictal stage 

and 17 healthy controls. Independent component analysis (ICA) was conducted to 

calculate the strength of connectivity within DMN.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f the 

DMN activity were subsequently evaluated among the drug-resistant group, drug-

responsive group and normal controls using one-way analysis of variance (ANOVA). 

Moreover, abnormal DMN activity in the regions of interest (ROIs) was correlated 

with seizure duration and age of onset in linear models.  

Results: Within the anterior DMN,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f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appeared at the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ACC), right inferior 

temporal lobe, and superior frontal gyrus. Within the posterior DMN, significant 

functional activity of the precuneus was observed. Compared with either the normal 

controls or the drug-responsive subjects, significant deactivation of DMN was 

found in the ACC, right inferior temporal lobe and precuneus in drug-resistant 

patients. Reduced DMN connectivity of the superior frontal gyrus was indicated in 

drug-resistant group relative to healthy control. However, there was no functional 

difference among aDMN in drug-responsive patients versus healthy controls. 

Conversely, a dramatically increased DMN activation was found in precuneu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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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ug-responsive patients compared to healthy controls. In addition, we only found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age of onset and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in the 

precuneus in patients with DRE. No other significant correlations were detected. 

Conclusion: Our findings indicate the presence of greater impairment of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among DMN in drug-resistant patients. In drug-responsive patients, 

increased connectivity in precuneus concomitant lack of change in aDMN possibly 

reflect compensatory mechanisms. DMN connectivity may be helpful for early 

identification of patients with DRE.  

 

 

PU-1866 

Volumetric analysis of hippocampal subfields in 

idiopathic generalized tonic-clonic seizures with 

drug resistance 

 
wang zhengge,Cao Lipei,Zhang Bing 

Nanjing Drum Tower Hospital 210008 

 

Purpose：To investigate the volumetric changes of hippocampal subfields in 

idiopathic generalized epilepsy with generalized tonic-clonic seizures(IGE-GTCS) 

and estimate the alteration in volume for the prediction of drug resistance.  

Method: Images of hippocampi were collected in 23 right handed IGE-GTCS (11 drug-

sensitive, 12 drug-resistant) and 17 healthy controls on a 3 T scanner, and the 

hippocampal subfields were automated segmented by FreeSurfer. The total 

intracranial volume(TIV) and age were covariates when estimate the volume of 

bilateral whole hippocampi and subfields. The clinical data was calculated 

correlation with hippocampal subfields with TIV as the covariate.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 curve analysis was employed to evaluate the 

diagnosis accuracy of drug-resistance.  

Results: There were significant reductions in the left whole hippocampus and left 

subiculum of drug-resistant IGE-GTCS. ROC curve analysis of both left subiculum 

and left whole hippocampus were sensitive to drug resistance. The volume of 

bilateral whole hippocampi and subfields of IGE-GTCS reduced compared to the 

healthy controls, and the resistant group reduced more. Volumes of the right 

hippocampus and subfields are larger than the left within each group. 

Conclusion：This study revealed significant volumetric reduction of left 

hippocampus and left subiculum, and both of them were sensitive to drug resistance. 

This may help to understand the affected regions of hippocampus and provide a new 

method to predict the future drug-resistant IGE-GTCS in order to adjust med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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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867 

颅内血管母细胞瘤的 MRI 表现及病理基础分析 

 
郑红伟 

河南省省立医院 451164 

 

目的：探讨颅内血管母细胞瘤的 MRI表现及其病理基础。方法：回顾性分析 26例颅内血管母

细胞瘤的 MRI和病理资料，复习相关文献，分析其影像学特点。结果：单发病灶 22例，多发

病灶 4例，共 31处病灶，均位于后颅窝内，其中小脑半球 23例、小脑下蚓部 2例、延髓 4

例、四脑室 2例。19例病灶呈囊结节型、1个病灶呈囊肿型、11个病灶呈实质型或偏实质

型，信号上，病灶囊性区呈长 T1信号、呈长 T2信号，实性区 T1WI多呈稍长 T1、稍长 T2信

号，其中 12个病灶内见稍短 T1信号，增强示实性区均明显强化,囊性区无强化，3个囊结节

型病灶囊壁轻度强化，4个病灶内部及周围可见流空血管影。DWI为稍低信号。MRS示 Cho峰

明显升高，Cr及 NAA峰明显减低或接近消失，可见高尖的“LL”峰；病理证实壁结节及实性

病变由致密的毛细血管网或血窦组成，其间有的大量富含脂质的间质细胞,囊壁多由单层内皮

细胞组成。结论: 颅内血管母细胞瘤常规 MRI及功能成像均表现其一定特征性，且与其病理基

础密切相关， MRI对其定位 、定性均有较大的临床诊断价值。 

   

 

 

PU-1868 

抑制模型大鼠海马与脑血管变化的动态研究 

 
徐华丽 

上海市普陀区中心医院 200062 

 

目的 对抑郁模型大鼠脑血管及海马组织进行动态分析，揭示两者变化的潜在关系。方法 将

40只受试大鼠随机分为对照组及模型组，各 20只。对照组不处理，模型组按制备抑郁模型处

理。分别于第 0、2、4、6、8周对其进行 MR扫描，后摘取海马组织。分析不同应激时间，大

鼠脑血管及海马组织变化的潜在关系。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随着应激周龄增加，模型组大鼠

大脑后动脉长度及管径逐渐变细缩短，于第 8周时最为显著 [左侧：对照组（5.61±0.82、

0.31±0.04）mm，抑郁组（4.81±0.17、0.26±0.02）mm，p值均<0.01；右侧：对照组

（5.58±0.84、0.31±0.03）mm，抑郁组（4.86±0.78、0.26±0.03）mm，p值均<0.01]。与

对照组相比，模型组海马体积随应激周龄增加亦逐渐缩小，于第 8周时最为显著[左侧:对照组

（41.39±2.25）mm
3
，抑郁组（36.18±2.31）mm

3
，t=7.22，p<0.01；右侧：对照组

（41.53±2.46）mm
3
，抑郁组（36.69±2.76）mm

3
，t=5.85，p<0.01]。结论 随应激时间的增

加，抑郁模型大鼠脑血管及海马组织均发生显著变化，且两者间存在一定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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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869 

联合磁敏感序列及 PEC/CT 对老年轻度认知障碍 

及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海马区的临床研究 

 
赵亮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 212001 

 

目的 研究正常老年人、老年轻度认知障碍患者（MCI）及阿尔茨海默病患者（AD）海马区引流

静脉-侧脑室下静脉变化差异所致的海马神经细胞葡萄糖摄取能力变化，从血管层面对其神经

细胞功能进行观察研究。方法 采用高场 MRI磁敏感序列（SWI）与 PET/CT设备分别对 15例正

常老年人、15例老年人 MIC 患者及 15例 AD患者进行头颅扫描检查，检测海马引流静脉－侧

脑室下静脉的形态改变特征与海马区
18
F-FDG SUVmax值变化规律。结果 与正常老年组对比，

老年 MCI患者左侧脑室下静脉出现直径变窄、长度变长及分支增多的表现，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而左侧海马区 SUVmax值未出现有统计学意义的变化，右侧脑室下静脉直径、长度、分支

数目及右侧海马区 SUVmax值均未出现有统计学意义的变化；与正常老年组对比，AD患者双侧

脑室下静脉均出现直径变窄、长度变短及分支减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双侧海马区 SUVmax

值均出现有统计学意义的减低。结论 海马引流静脉－侧脑室下静脉的形态变化能够导致海马

神经细胞对葡萄糖利用的障碍，并且在老年 MCI到 AD发展的过程中有一定规律。 

   

 

 
PU-1870 

首发抑郁症患者血清炎性因子水平对海马区 

引流静脉形态影响的 MRI 研究 

 
朱彦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 212001 

 

目的 研究首发抑郁患者血清炎性因子水平变化对海马区引流静脉—侧脑室下静脉形态的影

响。方法 采集 20例首发抑郁症患者及 20例健康志愿者外周静脉血、检测血清中 IL-6、IL-2

及 IL-10水平，之后采用磁敏感序列（SWI序列）进行磁共振扫描，检测双侧海马区引流静脉

的最大直径、长度、分支数目，并将外周血清各炎性因子指标水平与引流静脉形态变化进行相

关性分析。结果 与正常组对比，首发抑郁患者的血清 IL-6、IL-2水平出现有统计学意义的升

高，IL-10水平变化不明显；首发抑郁组患者左侧脑室下静脉的最大直径出现有统计学意义的

变窄，而长度及分支出现增高，但无统计学意义；右侧脑室下静脉的最大直径出现有统计学意

义的变窄，长度及分支未见明显变化。左侧脑室下静脉的最大直径与血清 IL-6及 IL-2水平亦

成明显负相关，右侧脑室下静脉的最大直径与血清 IL-6及 IL-2水平亦成明显负相关。结

论 首发抑郁症患者处于一种慢性炎性状态，这些炎性因子水平的变化能够通过影响脑区引流

静脉而干扰神经细胞的正常代谢，成为首发抑郁症发生发展的一个潜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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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871 

Functional–Structural Coupling of Large-Scale Brain 

Networks in Patients with End Stage Renal Disease 

after Kidney Transplantation: A Longitudinal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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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Long J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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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epartment of Medical Imaging， Jinling Hospital， Medical school of Nanjing University 

2.National Clinical Research Center of Kidney Disease， Jinling Hospital， Medical School of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02， China. 

 

Purpose: To explore patterns of large-scale complex network after kidney 

transplantation (KT) in end-stage renal disease (ESRD) patients with resting-state 

functional MR imaging (rs-fMRI) and diffusion tensor imaging (DTI). 

Methods: This prospective study was approved by the local medical research ethics 

committee, and written informed consent was obtained. Twenty-one ESRD patients (14 

men; mean age, 31.5±9.9 years) scheduled for KT and 21 age-, gender-, and 

education-matched healthy subjects (15 men; mean age, 31.5±11.3 years) underwent 

rs-fMRI and DTI. Patients were imaged before, one and six months after KT. Graph 

theoretical analysis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functional and structural 

connectivity from the large scale perspective. Intergroup correlation analysis was 

performed between functional indexes and clinical markers. 

Results: Compared with healthy controls, Pre-KT ESRD patients showed a suboptimal 

topological organization in both functional and structural connectivity networks. 

Compared with Pre-KT baseline, increased node degree and node efficiency were 

observed for both functional and structural networks one month after KT (P<0.05), 

which were further increased six months after KT (P<0.05). Both functional and 

structural network did not recover completely six months after KT (P<0.05). A 

negative relationship was found between change of functional–structural 

connectivity coupling strength and neuro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s (r=-0.441, 

P=0.045). 

Conclusion: A trend of progressive recovery of functional and structural 

connectivity networks was observed in ERSD patients after KT, which did not 

recover to the normal levels even in six months after KT. The study results 

underlie cognitive function recovery in patients with ESRD following KT in the 

neuro-pathophysiological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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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872 

Homotopic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change and its 

structural substrate in clinical isolated syndrome, 

multiple sclerosis and neuromyelitis opt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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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General Hospital 

 

Background and Purpose: The mechanism of brain changes at the different stages of 

demyelinating disorders is not very clear, especially the functional alterations. 

A recently proposed method voxel-mirrored homotopic correlation (VMHC) may give 

us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he interhemispheric homotopic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This study aims at exploring the VMHC alterations and their structural 

substrates in clinical isolated syndrome (CIS), multiple sclerosis (MS) and 

neuromyelitis optica (NMO). 

Materials and Methods: Structural and functional MRI scans were performed in 19 

CIS patients, 38 MS patients, 59 NMO patients and 72 normal controls. One-way 

analysis of covariance was used to test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VMHC among the 

three groups. Gray matter volume (GMV) of clusters with VMHC differences was 

compared between groups and correlated with VMHC. Correlations between these 

imaging measures and Expanded Disability Status Scale (EDSS) scores were 

calculated in patients.   

Results: Compared to normal controls, MS and NMO patients showed reduced VMHC and 

GMV in the sensorimotor cortex (SMC) and visual cortex (VC), while CIS patients 

showed increased VMHC in the SMC and reduced GMV in the VC. VMHC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GMV in both patient and control groups, and VMHC and GMV we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EDSS scores in patients. 

Conclusion: CIS, MS and NMO patients have homotopic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alterations in sensorimotor-related regions, exhibiting compensation in CIS 

but  decompensation in MS and NMO. The homotopic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alterations are associated with cortical atrophy and are predictive for clinical 

disability in demyelinating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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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873 

Subregional structural and connectivity damage in the 

visual cortex in neuromyelitis opt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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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s:  

Patients with neuromyelitis optica (NMO) have shown structural and functional 

impairments in the visual cortex. We aimed to characterize subregional grey matter 

volume (GMV) and resting-state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rsFC) changes in the 

visual cortex in NMO. 

Methods: 

Thirty-seven NMO patients and forty-two controls underwent structural and 

functional MRI scans. The GMV and rsFC of each visual subregion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groups. 

Results: 

Compared with controls, NMO patients had GMV reductions in the bilateral V1, V2, 

V3d, VP, and LO and in the left V3A. In canonical visual pathways, the relatively 

low-level subregions showed more significant GMV reductions than did the high-

level ones. Regardless of GMV correction, NMO patients showed reduced rsFC in the 

bilateral LO and V4v and in the left V2. The GMVs of the bilateral V1 and LO and 

of the left V2 and V3d we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clinical disability in NMO 

patients; thes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were associated with hierarchical 

positions in the visual pathways. 

Conclusions: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in NMO, the low-level visual subregions have more 

severe structural damage; structural damage is not the only factor affecting rsFC 

alterations of visual subregions; GMV reduction in the low-level visual subregions 

has the highest predictive value for clinical disability. 

 

   

 

 
PU-1874 

2 型糖尿病患者视觉网络功能的独立成分分析 

 
王晓阳,陈自谦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 350025 

 

目的 探讨 2型糖尿病患者的视觉网络在不同病程阶段的改变特点。 

方法 收集 14例 2型糖尿病不伴视网膜病变患者（T2NDR）、13例 2型糖尿病伴视网膜病变患

者（T2DR）及 18例健康对照组（NC），并收集其年龄等一般资料、糖化血红蛋白等临床资料

及 MoCA评分。采用西门子 Trio 3.0T磁共振采集大脑静息态 fMRI及 3D T1WI结构像扫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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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独立成分分析法（ICA）分离提取视觉网络的 z-map，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对三组的视觉网

络进行比较，并选择性进行两组间双样本 t检验比较。 

结果 三组患者的视觉网络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主要为双侧距状回皮质、左侧舌回及布罗德

曼 18分区，T2DR组相较于 T2NDR组显著减低主要在左侧距状回皮质，T2NDR组相较于 NC组显

著减低主要在双侧距状回皮质及左侧舌回。 

结论 T2DR及 T2NDR均出现了视觉网络功能异常，而 T2DR 在初级视觉皮质的损害更加严重。  

 

 

PU-1875 

Resting-state Brain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Study in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Chen Ziqian,Wang Xiaoyang 

Medical Image Center of Fuzhou General Hospital of Nanjing Military Command 350025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hanges of the resting state brain 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by the method of regional homogeneity and posterior cingulate 

cortex based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of resting-state BOLD-fMRI． 

Materials and Methods 

Thirty cases of T2DM and thirty-eight matched healthy subjects,while the Resting- 

state BOLD-fMRI data were recorded by a Siemens3.0 T Trio MR scanner.The Resting-

state BOLD-fMRI data preprocessing was performed by DPARSF(data processing 

assistant for resting state fMRI) and REST software which based on the platform of 

Matlab7.0. Then ReHo values and FC strength based on PCC were calculated and 

performed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by SPSS 19.0 packages. 

Results  

1. Compared with controls(p < 0.05), T2DM patients showed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ReHo value in bilateral precuneus,right lingual gyrus and calcarine gyrus, 

occipital gyrus, and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ReHo value mainly in the right 

superior and middle frontal gyrus,right orbital gyrus. 

2. Compared with healthy subjects(p < 0.05), T2DM patients showed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FC between PCC and some regions,including the left postcentral gyrus and 

left rolandic operculum. 

Conclusion 

  1.Multiple encephalic regions showed significant decreased in the spontaneous 

neuronal activity synchronicity in T2DM patients, meanwhile,neuronal compensatory 

mechanism existed in some brain regions.  

2.T2DM patients had significant decreased FC strength in some regions. FC can be 

used for the research and early diagnosis for the diabetic peripheral neuropathy 

( DP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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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876 

The research of the resting state fMRI for refractory 

TLE patients between onset period 

 
Chen Ziqian,Wang Xiaoyang 

Medical Image Center of Fuzhou General Hospital of Nanjing Military Command 350025 

 

Abstract 

Objective 

Using the rs-fMRI technology which based on Low Frequency Amplitude Algorithm 

(ALFF) for brain function research of refractory temporal lobe epilepsy (TLE) 

patients between onset period, analysis of its characteristic brain function 

change in the resting state and discuss its mechanisms. 

Materials and Methods 

Select 16 cases of the refractory TLE patients which comply with diagnostic 

criteria and 20 cases of healthy controls which matched with age and gender for 

MRI scan and resting state fMRI tests. Using DPARSF software to analyze the 

resting state data，then calculate and compare the ALFF changing brain areas of 

the above two groups，and analysis of the correlation of the ALFF changing brain 

areas and the length of the disease. 

Results 

Compared to the healthy controls，the whole brain ALFF value of refractory TLE 

patients which rised in brain areas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pons, the midbrain 

and the surrounding regions, right frontal and temporal lobe, anterior cingulate, 

the left side of the caudate nucleus、putamen, occipital lobe and so on.The ALFF 

value which reduced in brain areas mainly distributed in posterior cingulate, 

precuneus, inferior parietal lobule, the medial prefrontal lobe, left frontal lobe 

and so on(p<0.05). The positive correlation of brain regions between the 

refractory TLE patients and course of the disease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right 

superior temporal gyrus and the left inferior frontal gyrus. The negative 

correlation of brain regions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the right inferior parietal lobule, the left temporal lobe and so on(p<0.05). 

Conclusion  

There are abnormal brain function networks widely exist in the refractory TLE 

patients between onset period. The ALFF analytical method can effectively reflect 

the abnormal neurological function network of the TLE patients and can help 

explain the pathophysiology of the refractory 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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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877 

Aberrant function connectivity and grey matter volume 

within default-mode network in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patients 

 
Chen Ziqian,Fu Liyuan 

Medical Image Center of Fuzhou General Hospital of Nanjing Military Command 350025 

 

Objectives To explore early aberrant change of default-mode network in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Methods Resting-state fMRI and T1-weighted imaging 

were performed in 29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and 33 health control 

subjects. Then the z-map of default-mode network were obtained by independent 

component analysis, and its grey matter volume were extracted. Finally, two-sample 

t-test was performed between two groups. Results Patients with T2DM showed 

decreased Z value around the right anterior cingulated cortex and the right 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there was no obvious difference in grey matter volume between 

two groups, and no correlation between Z value or duration and grey matter volume. 

Conclusion There were aberrant function of default-mode network in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patients, but its grey matter volume showed no alteration, it may prompt 

us the abnormality of connectivity precede the abnormality of grey matter volume. 

Good blood sugar contral can reduce the cognitive impairment,and the DMN might be 

a new potential tools to monitior the change of cognition in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PU-1878 

Evolution of CT an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characteristics in a case of infective storke  

 
J Ia ma,Ye Jing 

subei people's hospital 225001 

 

Stroke is a serious neurological disease, and constitutes a major cause of death 

and disability throughout the world. It is common knowledge that specific 

infectious diseases can lead to stroke via different mechanisms. Acute infection, 

mainly respiratory, and both bacterial and viral infection, represents temporarily 

active trigger factors for acute Ischemic stroke [1, 2]. In this case report, we 

present an unusual case of Acute Ischemic stroke with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following a brain abscess due to an acute cerebral infarction. A previously 

healthy 50 year old man with a past history of hypertension and diabetes was 

referred to our hospital after the onset of left-sided numbness and the inability 

to walk for 5 hours. There were remarkable pathological changes during his 

hospital stay. His Neurologic examination findings and preoperative brain CT scans 

on admission day were normal, but one week after admission he suddenly altered 

state of consciousness. A repeat Computed Tomography (CT) scan revealed a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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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cipital lobe hematoma with blood loss of 40ml; he was immediately admitted to 

undergo a removal of intra-cerebral hematoma. The operation was successful, he was 

given systemic antibiotic treatment and he made progressive improvement, he was 

discharged to home in good health condition after two months. 

   

 

 
PU-1879 

Primary lumbar spinal canal neuroendocrine tumor 

without ectopic adrenocorticotropic hormone syndrome: 

report of a rare case 

 
Zhang Jie,Feng Xiu Long,An Pan,Yan Lin Feng,Nan Hai Yan,Cui Guang Bin,Wang Wen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Tangdu Hospital， Fourth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710038 

 

 
Introduction: Neuroendocrine tumors (NETs) are neoplasms derived from nerve and endocrine cells. 
Its Central nervous system involvement is rare and has only been reported as either metastases to 
the brain and spine or primary tumors involving the lumbar canal. We report a case of Primary 
lumbar spinal canal neuroendocrine tumor without ectopic adrenocorticotropic hormone syndrome. 
Case presentation:A 25-year-old man presented with recurrent low back pain which for half a year 
without obvious cause. Besides, the patient demonstrated no clinical manifestation of carcinoid 
syndrome. CT and MR imaging revealed an intradural extramedullary round homogeneous contrast 
enhancing mass as well as the vascular dilation around the mass, which was primarily diagnosed as a 
hemangioblastoma or spinal meningioma. The patient underwent hemi-laminectomies of the 
vertebral plate L5 and S1 for an en bloc resection of the tumor. Postoperative histopathology and 
immunohistochemical analyses of the tumor were in support of the diagnosis of a neuroendocrine 
tumor, preferly carcinoid. Follow-up after surgical resection showed no existence of other tumor 
supporting the primary origin of the above-mentioned NET. 
Conclusions: In summary, the possibility of a primary lumbar spinal canal NET should be considered 
as uncommon differential diagnosis in patients presenting with tumors located in the terminal filum. 
An accurate tumor classification is imperative to ensure that the most effective course of treatment 
is pursued.   

 

 
PU-1880 

Effect of carotid endarterectomy on the distribution 

and value of cerebral blood flow: evaluation by 

super-selective arterial spin labeling 

 
xu huimin,Liu Ying,Yuan Huishu 

Peking University Third Hospital 100091 

 

Purpose：To evaluate the cerebral blood flow(CBF) changes on distribution and 

value of brain feeding arteries after carotid endarterectomy(CEA) using super-

selective arterial spin labeling(t-A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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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and Materials: 1. Twelve patients diagnosed with carotid artery stenosis 

scheduled for CEA were recruited (mean age 60±7；8 males, 4 females). 2. MR 

imaging was performed with a 3.0T MR system 1 week before and after CEA. Cerebral 

perfusion territory maps were obtained by labeling bilateral internal carotid 

arteries and basilar artery using super-selective ASL. These images were then 

combined into a 3-colored territorial CBF maps. 3. The CBF values were obtained 

from the same size ROI (70mm
2
) respectively in the same position of different 

individual vascular perfusion images before and after surgery. To assess the 

changes in CBF after CEA(ΔCBF), we calculated the following difference: 

ΔCBF=CBFpostoperative-CBFpreoperative. 

Results: 1. The contribution to perfusion in the hemisphere via the collateral 

circulation is reduced after CEA. 2. The CBF values of both the lesion carotid 

artery perfusion sides and contralateral sides were increased after CEA(P<0.5). 

Conclusions: 1. CEA improves cerebral perfusion in patients with carotid artery 

stenosis, and patients with greater perfusion deficits prior to CAS have greater 

improvement in perfusion after CEA. 2. tASL has potential as a noninvasive imaging 

tool for the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of hemodynamic changes after CEA, as well as 

demonstrate the relative role of collateral pathways before surgery and 

redistribution of blood flow after surgery. 

   

 

 
PU-1881 

Gene expression module underneath the mechanism of 

brain grey matter volume 

 
fu jilian 

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General Hospital 300052 

 

Background: Brain grey matter volume (GMV) in adult are established during 

development and atrophied with aging under the modulation of gene expression 

network. Both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ies (GWAS) and candidate gene analyses 

have found several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 (SNP) and genes responsible for 

GMV. However, studies focusing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ene expression and GMV 

are not that plentiful. So we aim to find genes or modules that is critical to GMV 

in expression level. 

Method: To achieve above aim, analysis were performed on data from Allen Human 

Brain Atlas , for which both expression profiles and 3D-T1 were available. GMV 

were estimated from 3D-T1, while weighted gene co-expression network analysis 

(WGCNA) were applied to cluster genes with similar expression pattern. Once 

consensus gene expression module among six doners were confirmed, we performed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module eigengene (the first principal component of 

the gene expression module ) and GMV across cortical samples . we were interested 

in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that is consensus ( ie, positive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or negative correlation )on most of the doners. Then we used gene set 

enrichment analysis to annotate the function of the selected module. To tes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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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iability of the result , we again examin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dule 

eigengene and GMV of a large sample Chinese healthy young subjects from first-

stage CHIMGEN project (N=1102) as well as GMV of healthy aging subjects from 

first-stage ADNI project(N=196). 

Results: we do find a module consisted of 52 genes with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 r <= -0.15 , p <= 0.001 ) of GMV in most of doners(5 of 6 doners), 

Enrichment analysis indicated the genes of module were enriched in the pathway of 

neuron death( uncorrected P < 0.005). During the validation stage, correlations 

between module eigengene and GMV of Chinese healthy young subjects as well as GMV 

of healthy aging subjects were significant negative (r = -0.16, P < 0.001 and r = 

-0.17, P < 0.001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Using WGCNA method , we found gene module responsible for the brain 

grey matter volume in the expression level , which is a supplement and stretch of 

previous GWAS and candidate gene analyses of G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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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 expression module underneath the mechanism of 

human brain grey matter volu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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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ground: Brain grey matter volume (GMV) in adult are established during 

development and atrophied with aging under the modulation of gene expression 

network. Both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ies (GWAS) and candidate gene analyses 

have found several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 (SNP) and genes responsible for 

GMV. However, studies focusing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ene expression and GMV 

are not that plentiful. So we aim to find genes or modules that is critical to GMV 

in expression level. 

Method: To achieve above aim, analysis were performed on data from Allen Human 

Brain Atlas , for which both expression profiles and 3D-T1 were available. GMV 

were estimated from 3D-T1, while weighted gene co-expression network analysis 

(WGCNA) were applied to cluster genes with similar expression pattern. Once 

consensus gene expression module among six doners were confirmed, we performed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module eigengene (the first principal component of 

the gene expression module ) and GMV across cortical samples . we were interested 

in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that is consensus ( ie, positive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or negative correlation )on most of the doners. Then we used gene set 

enrichment analysis to annotate the function of the selected module. To test the 

reliability of the result , we again examin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dule 

eigengene and GMV of a large sample Chinese healthy young subjects from first-

stage CHIMGEN project (N=1102) as well as GMV of healthy aging subjects from 

first-stage ADNI project(N=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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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we do find a module consisted of 52 genes with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 r <= -0.15 , p <= 0.001 ) of GMV in most of doners(5 of 6 doners), 

Enrichment analysis indicated the genes of module were enriched in the pathway of 

neuron death( uncorrected P < 0.005). During the validation stage, correlations 

between module eigengene and GMV of Chinese healthy young subjects as well as GMV 

of healthy aging subjects were significant negative (r = -0.16, P < 0.001 and r = 

-0.17, P < 0.001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Using WGCNA method , we found gene module responsible for the brain 

grey matter volume in the expression level , which is a supplement and stretch of 

previous GWAS and candidate gene analyses of GMV. 

   

 

 
PU-1883 

Low-grade and anaplastic oligodendrogliomas: 

Differences in tumour microvascular permeability 

evaluated with dynamic contrast-enhance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Zhongzheng Jia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tong University 226001 

 

This study was designed to quantitatively assess the microvascular permeability of 

oligodendrogliomausing the volume transfer constant (Ktrans) and the volume of the 

extravascular extracellular space perunit volume of tissue (Ve) with dynamic 

contrast-enhance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DCE-MRI).We aimed to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Ktrans and Ve in distinguishing between low-grade and 

anaplasticoligodendroglioma. The maximal values of Ktrans and Ve for 65 patients 

with oligodendroglioma (27grade II, 38 grade III) were obtained. Differences in 

Ktrans and V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ere analysedusing the Mann-Whitney rank-sum 

test.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curve analyses were performedto 

determine the cut-off values for the Ktrans and Ve that could differentiate 

between low-gradeand anaplastic oligodendrogliomas. Values for Ktrans and Ve in 

low-grade oligodendrogliomas were significantlylower than those in anaplastic 

oligodendrogliomas (p < 0.001 and p < 0.001, respectively). ROCcurve analysis 

showed that cut-off values of the Ktrans (0.037 min1) and Ve (0.079) could be used 

to distinguishbetween low-grade and anaplastic oligodendrogliomas in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manner. Ourresults suggest that DCE-MRI can distinguish 

the differences in microvascular permeability between lowgradeand anaplastic 

oligodendrogliom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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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884 

磁共振在帕金森病双侧丘脑底核脑深部刺激术 

治疗前的定位价值 

 
吴琛,徐凯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221003 

 

目的 探讨磁共振在帕金森病患者双侧丘脑底核（STN）脑深部刺激术（DBS）治疗前的定位价

值。 

方法 19例行双侧丘脑底核 DBS治疗的帕金森病（PD）患者，术前均进行 3.0T磁共振扫描，

采用 MRI图像直接定位和坐标值定位相结合的方法计算靶点坐标。 

结果 本组 MRI术前定位坐标数据用均数±标准差表示，结果为：左侧 X=112.85±1.25mm，Y= 

91.18±5.10mm, Z=90.97±8.90mm，Arc角=105.00°±4.10°，Ring角=74.81°±11.11°，

靶点距左侧侧脑室的垂直距离= 5.55±2.46mm。右侧 X=87.19±2.30mm，Y=90.66±4.83mm，

Z=91.4±9.04mm，Arc角=74.78°±5.13°，Ring角=74.71°±11.80°，靶点距右侧侧脑室

的垂直距离=4.93±1.98mm。数据用独立样本均数 t检验，结果显示两侧 X轴坐标及 Arc角具

有统计学差异（P＜0.05），而两侧 Y轴、Z轴、Ring角及靶点距离左（右）侧侧脑室的垂直

距离没有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磁共振在帕金森病双侧丘脑底核脑深部刺激术治疗前的定位中具有重要意义，可以初步

的定位靶点位置及分析两侧丘脑底核靶点位置的差异，对进一步术中的精确定位提供重要依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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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ian Jie

2
,Li Mingge

1
 

1.Department of Radiology of General Hospital of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Beijing， China 

2.Key Laboratory of Molecular Imaging， Institute of Automation，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China 

3.School of Mechanical， Electrical &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Shandong University， Weihai， 

Shandong Province， China 

 

Objective To identify the white matter (WM) impairments of Neuromyelitis optica 
related optic neuritis (NMO-ON) patients and to predict the visual prognosis of 

NMO-ON by employing Radiomic method of brain Diffusion Tensor Imaging (DTI) data 

Methods We enrolled 45 NMO-ON patients including 21 poor visual prognosis and 24 
good visual prognosis after IVMP treatment. Firstly, the DTI metrics in whole 

brain WM tracts were extracted for each subject and We employed a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to make classification on the visual outcome of NMO-ON patients 

with the DTI measures as features. Penalized least squares approach with Ela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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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 (E-net) penalty was employed to select the features with classification power. 

Pearson correlations between the WM impairments and NMO-ON clinical statics were 

also investigated. 

Results We found multiple white matter tracts associated with the visual recovery, 
including the retrolenticular part of internal capsule (RLIC), the sagittal 

stratum (SS), the cingulum. Based on the features selected by the E-net, the NMO-

ON patients with good visual outcome were classified from those with poor visual 

outcome with the ACC of 73.96% (P=0.006) and AUC of 0.7617(P=0.008). The length of 

the lesion in the optic nerve of MRI images was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AD values in the splenium of corpus callosum and tapetum.  

Conclusion We employed radiomics analysis of brain DTI data to predict the visual 
prognosis of NMO-ON and we found numerous relevant injured white matter tracts. We 

revealed that DTI features selected by the E-Net method in NMO-ON could obtain the 

relatively high prediction value for poor visual prognosis.  

   

 

 
PU-1886 

2 型糖尿病患者执行控制网络及额顶网络的功能磁共振研究 

 
余苗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221003 

 

目的：采用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联合运用独立成分分析方法，研究 2型糖尿病患者认知障碍的

特点，大脑执行控制网络、额定网络的完整性，并探讨网络神经活动异常、神经认知量表评分

与血糖相关指标的关系。 

方法：共招募 2型糖尿病患者 24例及正常对照组 25例，详细记录一般资料、并进行多项生化

指标检测、多维度认知功能评估。利用 SIMENS 3.0TMR 成像仪对所有受试者进行静息态及结

构相数据采集，采用基于 Matlab的 SPM8、DPARSF、GIFT、REST以及 SPSS19.0软件进行统计

分析。 

结果： 

1.两组受试者的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BMI、收缩压、舒张压、甘油三酯、总胆固醇、

LDL、HDL及认知量表中的 MMSE、TMT-A、AVLT、AVLT-5、AVLT-20未发现组间差异（P＞

0.05），但 2型糖尿病组受试者认知量表 MoCA、TMT-B、CFT、 CFT-Delay、DS（顺）的得分

低于健康对照组，并且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2.通过独立成分分析 ICA的方法，成功分离出执行控制网络、左右侧额顶网络，两组网络格局

与之前学者研究的相符（P＜0.05，FDR校正）。 

3.较健康对照组，2型糖尿病患者执行控制网络右侧岛叶前部、左侧顶叶皮层下连接增强，左

顶叶深部白质、扣带回、右侧前额叶连接减弱。右侧额顶网络的右侧额下回、额中回功能连接

增强，右中央后回功能连接减低；左侧额顶网络的左侧顶叶功能连接减低。 

4.执行控制网络中右侧前额叶功能连接减低与胰岛素抵抗水平相关（P=0.046, r=-0.420）。

执行控制网络及左右侧额顶网络连接显著异常的脑区与神经认知量表并无显著相关性。 

结论： 

1. 2型糖尿病患者执行功能、注意功能、信息处理速度及空间情景记忆功能障碍； 

2. 2型糖尿病患者执行控制网络、左侧额顶网络和右侧额顶网络选择性受损； 

3. 2型糖尿病患者执行控制网络功能连接受损与胰岛素抵抗水平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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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887 

Aneurysm Segmentation on assessment of the 

intracranial and carotid Aneurysm on Wide-detector 

Low-dose Computed Tomography Angiography  

 
Yin xiao rui,Wang Han 

Shanghai General Hospital，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00080 

 

Objectives: The wide-160-mm/256-row Revolution CT scanner has been demonstrated to 

improve the visualization of the head and neck vessels.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test if the Aneurysm Segmentation process application can display the aneurysm 

neck, body and its connected vessels efficiently and clearly by post-processing. 

Materials and Methods: Head and neck CTA was performed in 56 consecutive patients 

who suspected of aneurysm. The angiography was performed on a 160-mm/256-row 

Revolution CT scanner. Raw image data were respectively post-processed with 

Aneurysm Segmentation software and with traditional processing. The time demand 

for postprocessing was measured and record. The image quality was evaluated by 2 

radiologists on maximum intensity projections using a five-point-scale. Compare 

the visualization and effectiveness of different process methods. 

Results: Fifteen patients were excluded due to no aneurysm visible; in the 

remaining 41 patients, Aneurysm Segmentation could be successfully performed 

except 5 cases with wide basal aneurysm. The image quality . After manual 

optimization, image quality was all rated excellent in 4. Interobserver agreement 

was high (κ = 0.85). The time demand for traditional reconstruction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for Aneurysm Segmentation reconstruction (42.1 vs 20.9 

seconds). 

Conclusions: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Aneurysm Segmentation application in 

wide-detector CTA of the head and neck vessels is feasible and can be performed 

within acceptable time and moderate user interaction. 

   

 

 
PU-1888 

Feasibility exploration of CT perfusion combined with 

head and neck CTA one-step scanning in low-dose and 

interval design of acute ischemic stroke 

 
yin xiao rui,Wang Han 

Shanghai General Hospital，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00080 

 

 

PURPOSE 

To explore the feasibility of one-stop scanning of CT angiography and CT perfusion 

and of decreasing radiation dose by changing the CTP scan interval in ac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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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rebral ischemic stroke model of rats, so as to provide the basis for one-stop 

scanning of CTA and CTP in human brain. 

  

METHOD AND MATERIALS 

Ten rats models of unilateral middle cerebral artery occlusion were selected, 

including 6 cases with exact arterial embolism. The CBV, CBF, MTT, TTP were 

measured. Two methods were used to reconstruct the CBV, CBF, MTT and TTP,one using 

the full-term CTP raw data, another with selective reconstruction. during time of 

wash in, Each interval of 1 phase, the washo utperiod of each interval 2 CTP. 

Compare the results of CTA withCTP.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CBV, CBF, MTT and TTP between the two 

methods (P> 0.05). 

The reconstructed images of CTA and CTP can be obtained simultaneously, and the 

radiation dose of the two methods i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P <0.05). CTA 

arterial infarcts are associated with the infarct size of CTP. There were 

significance between two methods in view of radiation dose. 

  

CONCLUSION 

One-stop scanning of CT angiography and CT perfusion and decreasing radiation dose 

by changing the CTP scan interval are feasible. 

  

 

 
PU-1889 

高碘流率联合高噪声指数降低头颈 CTA 辐射剂量研究 

 
殷小平 

河北大学附属医院 71000 

 

目的：采用高碘流率联合高噪声指数降低头颈部 CTA的辐射剂量及造影剂总量。 

方法：前瞻性选取临床头颈部 CTA检查 64例受检者，随机分为两组，其中对照组 32例，采用

管电压 100KV，噪声指数：20，图像采用 50%ASIR重建，造影剂：350mg/ml，对比剂总量应用

1ml/kg。实验组 32例，采用管电压 100KV，噪声指数：25，图像采用 50%ASIR重建，造影剂

400mg/ml，对比剂总量应用 0.80ml/kg。比较两组颈部动脉图像质量对比噪声比(CNR)、信噪

比(SNR)及主观图像质量评分以及受检者接受的辐射剂量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两组间性别构成比、年龄及 BMI比较无统计学差别，P>0.05。实验组与对照组辐射剂量

各项参数比较显示平扫及增强 CTDIvol、DLP及 ED均有统计学差别（P<0.001）。实验组辐射

剂量均较对照组降低，其中实验组中平扫 CTDIvol、DLP及 ED较对照组分别降低了 20.20%，

22.71%及 22.48%。增强 CTDIvol、DLP及 ED较对照组分别降低了 18.12%，19.91%及 19.84%。

实验组较对照组颈动脉平均 CT值高（P=0.001），SNR，CNR以及主管评分两组间无统计学差

别（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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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应用高碘流率联合高的噪声指数的检查方法，在不影响头颈部 CTA图像质量情况下,降

低了受检者的辐射剂量及造影剂总量，可推荐为常规扫描方法。 

   

 

 
PU-1890 

Conventional And Diffusional MRI Features Of MEALS In 

Chinese Patients: a study of 40 cases 

 
Xu Weixingzi 

Huashan Hospital affiliated to Fudan University 200040 

 

Abstract 

Purpose: MELAS (mitochondrial encephalomyopathy, lactic acidosis, and stroke-like 

episodes) is a physiopathologically unclear mitochondrial hereditary dysfunction 

with stroke-like lesions. There is by far no consensus conclusion on the ADC 

mapping of such lesions. This study aims to analyze conventional MRI and DWI 

findings of different stages of MELAS lesions. 

Methods and materials: 40 MELAS patients underwent conventional T1, T2, FLAIR and 

DWI scanning. Follow-up MRI scans were performed in 17/40 patients. Lesions were 

classified into acute and chronic lesions. 

Results: Lesions were mostly observed in temporal (64.29%), occipital (48.41%), 

and parietal lobe (26.19%). Typical conventional MR imaging showed abnormally long 

T1 and T2 signals and hyperintensity on FLAIR of cortex and adjacent subcortical 

white matter. Acute lesions were areas of high gyriform or patchy signals on DWI, 

low ADC signal on superficial cortex (56/58) and high ADC in subcortical white 

matter. 

Diffusion restriction was seen only in acute lesions, up to 56/58 showing typical 

gyriform hyperintensity on DWI and decreased ADC value along the gyral anatomy of 

the cerebral cortex . Increased ADC values were found in the involved subcortical 

white matter 51/58 acute lesions. But partial subcortical white matter showed low 

ADC in 5 larger acute lesions. Only 2 patient showed patchy higher DWI signal and 

normal ADC value. Chronic lesions showed normal DWI signal and increased (47/68) 

or normal (21/68) l ADC area. lacunar infarctions may be a new finding in MELAS 

patients. 4 cases of obviously progressive cerebral atrophy also were described in 

17 longitudinal studies. 57.5% patients have the lacunar infarction with younger 

age range/ young adulthood. This may be a noteable finding in MELAS patients. 

Conclusions: MRI appearance of MELAS vary depending on the state of the disease. 

Cohort study of MELAS patients help describe the pattern of MELAS neuroim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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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891 

Relationship between thyroid size in normal adult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with 256-slice 

intelligent CT 

 
tuo guang-fang, Lan Yongshu,Tang Guangcai,Zheng Lu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outhwest Medical University 646000 

 

Objectives To investigat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yroid size in healthy adult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on Philips 256-slice intelligent CT(iCT),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accurate treatment of thyroid diseases (especially 

hyperthyroidism). 

Methods One hundred and eighty patients(90 males,90 females, age range 18-78 years) 

were underwent the head and neck CT angiography(CTA) or the cervical CTA 

examination. The subjects were divided into six groups according to their ages:18-

29 years group,30-39 years group, 40-49 years group, 50-59 years group, 60-69 

years group, and ≥70 years group. There were 30 adults(15 males,15 females) in 

every group. Thickness, width, length, volume, diameter of the superior artery, 

and diameter of the inferior artery of thyroid and various physiological 

parameters were noted. The means of two samples were compared by t test. There was 

a multiple independent samples nonparametric test (Kruskal-Wallis test) in ranked 

data, and the Mann-Whitney U-test was compared among the group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otal volume of thyroid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was analyzed by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One hundred and eighty superior thyroid arteries of both lobes (100% for 

all)were clearly displayed on males and females. There were 262 inferior thyroid 

arteries: right lobe(151, 83.9%), left lobe(111,61.7%), males(148,82.2%),and 

females (114,63.3%). The dimensions (including thickness, width, length, volume) 

and the diameter of superior and inferior artery of the right lobe were greater 

than those of the left, which were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P＜0.05 for all).The 

dimensions (including thickness, width, length, volume) and the diameter of 

superior and inferior artery of both lobes in males were significantly larger than 

those of females (P＜0.05 for all). The total volume of thyroid (including isthmus) 

was (11.35±2.66) cm
3
. There was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between age groups 

before 50 and age groups after 50 (P＜0.05).The thyroid volume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age(r=-3.244) and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BS and diameter of 

left superior artery (r=3.531, 2.460) (P＜0.05 for all). 

Conclusions Thyroid size in normal adult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can be 

assessed with 256-slice iCT, which may provide significant information on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thyroid dis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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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892 

短暂性单眼视野缺损眼部动脉血流动力学改变与颅内段颈内

动脉粥样硬化关系的研究 

 
李瑞,张伶,赵鹏飞,王振常 

北京友谊医院 100050 

 

目的 

  探讨短暂性单眼视野缺损(TMVL)眼部动脉血流动力学改变规律及与颈内动脉狭窄的相关性。 

方法 

采用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收集 2016年 3月至 2017年 3月期间因短暂性单眼视野缺损就诊患

者（共 30例）临床资料。同时采集非视网膜缺血性病变的正常志愿者临床资料作为对照组。

两组均行眼动脉、视网膜中央动脉、睫状后动脉超声检查，测量参数包括收缩峰流速

（PSV）、舒张峰流速（EDV）、阻力指数（RI）及搏动指数（PI），同时行头颈部 CTA 检查，

测量颈内动脉颅内段狭窄程度。采用卡方检验及 t检验对结果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TMVL组眼动脉 PSV（28.40±3.69cm/s）较对照组 PSV（32.58±2.75cm/s)明显下降

（t=4.894，P=0.000）；EDV（6.10±1.70cm/s）较对照组 EDV（7.35±1.49cm/s）明显下降

（t=3.423，P= 0.001）。 

TMVL组视网膜中央动脉 PSV（8.38±1.68cm/s）较对照组 PSV（9.92±2.30cm/s)明显下降

（t=2.901，P=0.005）；EDV（2.35±0.80cm/s）较对照组 EDV（2.88±0.62cm/s）明显下降

（t=2.777，P= 0.007）。 

TMVL组睫状后动脉 PSV（10.01±2.25cm/s）较对照组 PSV（11.43±1.69cm/s)明显下降

（t=2.728，P=0.008）；EDV（3.30±1.16cm/s）较对照组 EDV（4.14±1.06cm/s）明显下降

（t=2.876，P= 0.006）。 

RI、PI参数在眼动脉、视网膜中央动脉及睫状后动脉 TMVL 组较正常对照组均无统计学差异。 

TMVL组颈内动脉中、重度狭窄患者约占 63.33%较对照组 10%明显增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
2
=18.373,P=0.000）。 

结论 

TMVL患者应高度警惕眼部血流减少及同侧颈内动脉狭窄。 

   

 

 
PU-1893 

磁共振弥散峰度成像在腮腺肿瘤鉴别诊断的初步研究 

 
俞顺,包强,苏家威 

福建省立医院 350001 

 

目的：探讨磁共振扩散峰度成像（DKI）鉴别腮腺不同病理类型肿瘤的价值，以期为腮腺肿瘤

术前诊断及鉴别诊断提供有用的定量指标。材料与方法：47例经手术病理证实的腮腺肿瘤均

行 DKI检查，获得肿瘤感兴趣区 DKI定量参数 Kmean、Krad、Kax值，探讨 Kmean、Krad、Kax值在腮腺

不同病理类型肿瘤中的鉴别诊断效能。结果：47例患者中，腮腺良性肿瘤 37例、恶性肿瘤 10

例。腮腺良性肿瘤（包括腺淋巴瘤）的 Kmean、Krad、Kax值均低于腮腺恶性肿瘤，但各组间的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腮腺良性肿瘤（不包括腺淋巴瘤）的 Kmean、Krad、Kax值均低于腮腺恶性肿

瘤，各组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腮腺混合瘤 Kmean、Krad、Kax值均明显低于腮腺恶性肿瘤及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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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巴瘤，各组间的差异(P<0.05）均有统计学意义；腮腺腺淋巴瘤 Kmean、Krad、Kax值高于腮腺恶

性肿瘤，各组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Kmean、Krad、Kax值对于鉴别腮腺良性肿瘤（不包括腺淋巴

瘤）与恶性肿瘤、腮腺混合瘤与恶性肿瘤、腮腺混合瘤与腺淋巴瘤均具有很高的敏感性和特异

性。结论：DKI定量参数有助于腮腺不同病理类型肿瘤的鉴别诊断，为缺乏形态学特征的腮腺

肿瘤鉴别诊断提供有用的定量参数。 

   

 

 

PU-1894 

Diffusion Kurtosis Imaging in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Parotid Gland Disease and Parotid Adenolymphoma--

Initial Experience 

 
yu shun

1
,SHI Qing-lei

2
,Bao Qiang

1
 

1.Fujian Provincial Hospital 

2.Siemens Ltd 

 

Objective To study the value of Diffusion Kurtosis Imaging (DKI) in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parotid gland disease (PGD) with different pathological patterns, and 

to evaluate the value of DKI in diagnosis of parotid adenolymphoma (PAL) from 

other pathological patterns. Methods Fifty-seven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pathological patterns of PGD were enrolled and underwent MR DKI and conventional 

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 (DWI). DKI-derived parameters (Kmean, Krad, Kax, Dmean, Drad, 

Dax, FA) and ADC values were calculated and were divided into Group A(normal gland), 

Group B(infectious lesions), Group C (pleomorphic adenoma), Group D (PAL), Group E 

(other benign parotid tumor) and Group F (malignant parotid tumor) according to 

pathological patterns. The Kruskal-Wallis analysis was used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 among different pathological patterns of PGD and post-hoc analysis was 

performed by using Tamhane's T2 method. The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method was 

used to confirm parameters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diagnosing PAL and 

Logistic regression equation was constructed to diagnose PAL.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analysis was conducted to evaluate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the 

confirmed parameters and the Logistic regression equation using MedCac 13.0. 

Result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found for parameters Kmean, Krad, Kax, Dmean, Drad, Dax, 

FA and ADC values from group A to group F (P<0.05). After post-hoc analysis, the 
number of subgroups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 using kurtosis coefficient is 

higher than using diffusion coefficient ([Kmean+Krad+Kax] vs [Dmean+Drad+Dax]: 22 vs 15，
P<0.01)). In the diagnosis of PAL from other pathological patterns PGD, ROC 
analysis demonstrated a higher AUC for FA＋Kax [0.88±0.06 (0.80 to 0.94)] than FA 

[0.63±0.10 (0.52 to 0.73)] and Kax [0.80±0.07 (0.70 to 0.88)] alone (P<0.05), 

with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accuracy, positive and negative predictive values 

of 71.43%, 95.78%, 91.77%, 76.92%, 94.44%. Conclusion DKI showed higher diagnostic 

capacity than in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PGD with different pathological 

patterns. Combined parameters of DKI can differentiate PAL from other pathological 

patterns PGD with high accuracy which means great potential value of this 

technique in differentiate diagnosis of PGD with certain pathological 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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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895 

Usefulness of Diffusion Kurtosis Imaging and Dynamic 

Contrast-enhanced MRI in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Different Pathological Patterns of Parotid Gland 

Tumor 

 
yu shun

1
,SHI Qing-lei

2
,Bao Qiang

1
 

1.Fujian Provincial Hospital 

2.Siemens Ltd 

 

Purpose: To study the value of diffusion kurtosis imaging (DKI) and dynamic 

contrast-enhanced (DCE) MRI in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parotid gland tumor (PGT) 

among different pathological patterns, and evaluated diagnostic performance of DKI 

and DCE-MRI-derived parameters. 

Methods: Forty-seven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pathological types of PGT were 

enrolled and underwent routine MRI and DKI, DCE-MRI examinations. The DKI images 

were analyzed by using the DKE software 

（http://academicdepartments.musc.edu/cbi/dki/）to obtain DKI-derived parameters 

Dmean, Dax, Drad, Kmean, Krad, Kax and FA. The DCE-MRI images were analyzed by using the 

commercial software called Tissue 4D (Siemens AG, Erlangen, Germany) to obtain 

DCE-MRI -derived parameters Ktrans, Kep, Ve and iAUC.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ignal 

intensity in T1WI-TSE,T2WI-TSE and the patterns of contrast-enhanced curve between 

benign and malignant PGT were analyze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benign PGT (include 

Parotid gland lymphoma) and malignant PGT, between benign PGT (not include PGL) 

and malignant PGT, parotid mixed tumor (PMT) and PGL, PMT and malignant PGT were 

analyzed by using Independent-Samples T test and One-way ANOVA was used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 and a bonferroni adjustment for multiple comparisons.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analysis was conducted to assess the cutoff values 

and diagnostic performance. 

Results: (1) The Kmean, Krad, Kax of benign PGT (not include PGL)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malignant PGT (P<0.05). The Kmean, Krad, Kax values of PMT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PGL and malignant PGT (P<0.05). (2) The Ktrans, Kep values 

of benign PGT (not include PGL)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malignant PGT, while 

the value of V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malignant PGT (P<0.05). (3) The Ktrans, 

Kep values of PMT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malignant PGT and PGL, while the 

value of V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malignant PGT and PGL (P<0.05). ROC 
analysis demonstrated a high diagnosis performance among them. (4)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found between benign and malignant PGT about the characteristic of 

signal intensity, the deep of invasion to surrounding tissue, the degree of cystic 

change and enhanced curve patterns between type C indicating benign PGT and type A, 

B and D which indicate the PGT was malignant (P>0.05). 

Conclusion: Both DKI and DCE-MRI-derived parameters demonstrated high diagnostic 

accuracy in diagnosing different pathological PMT, especially in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PMT and PGL which lack characteristic in morphology. 

   

PU-1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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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uracy of 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 and dynamic 

contrast-enhanced MRI for differentiating benign from 

malignant non-cystic lesions in floor of the mouth 

 
Yuan Ying,Jiang Mengda,Tao Xiaofeng 

Shanghai Ninth People's Hospital，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00011 

 

Objectives The aim was to evaluate the potential use of 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 
(DWI) and dynamic contrast-enhanced MRI (DCE-MRI) in differentiating benign from 

malignant lesions in floor of the mouth (FOM). 

Methods A retrospective review was conducted of patients with pathologically 
confirmed non-cystic FOM lesions between January 2010 and December 2014. The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ADC) and time-signal intensity curve (TIC) pattern 

were assessed.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and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es were performed to evaluate their differential value and association with 

malignancy. 

Results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detected between benign and malignant lesions 
in ADC value and TIC pattern (p = 0.015 and p < 0.001). The areas under the curve 
(AUCs) for ADC and TIC pattern were 0.754 and 0.704, respectively. The joint 

association of ADC and TIC with malignancy was most prominent in lesions with both 

ADC≤1.23×10
-3
mm

2
/s and plateau/washout TIC pattern. The AUC of combined use of 

ADC value and TIC pattern was 0.820 (best sensitivity: 98.3%; best specificity: 

88.9%). 

Conclusion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DWI and DCE-MRI contribute to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non-cystic MOF lesions, especially when used in combination. 

Additional larger studies are warranted to confirm our findings.  

 

 
PU-1897 

Philips 64 排螺旋 CT 头颈 CTA 扫描方案 

 
史也,张滨,那曼丽,王洪光,吕喆,潘俊 

北京大学首钢医院 100043 

 

【摘要】 目的：讨论追踪触发技术在 Philips 64排螺旋 CT头颈 CTA打药时自动触发监测点

放在升主动脉上好还是降主动脉上好 

方法:20例患者行头颈 CTA 检查,对比剂量:0.3mgI/ml;管电压:100kv;药物流速 5.0ml/s药量

50ml;盐水流速 5.0ml/s盐水量 30ml;监测层面放在气管分叉处;阈值 110HU ;监测触发点在升

主动脉.20例作为对照组,其监测触发点在降主动脉,其它条件不变.比较两组颈内动脉的 CT值

等级。结果：颈动脉、颅底动脉环显示清晰，边缘光滑，颅底动脉远端分支多，右侧锁骨下静

脉、头臂静脉和上腔静脉内高浓度对比剂无明显伪影。结论：讨论追踪触发技术在 Philips 

64排螺旋 CT头颈 CTA打药时自动触发监测点放在升主动脉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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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898 

The value of spiral CT in evaluating primary 

maxillofacial ameloblastomas 

 
Tian Tao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The Ninth People’s Hospital，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P.R.C 200011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value of 64-slice spiral CT in evaluating 

primary maxillofacial ameloblastomas. Methods: 112 patients who suffered from 

primary maxillofacial ameloblastomas confirmed by pathology were performed with 

spiral CT preoperatively. The pathological classification included 70 

solid/multicystic, 35 unicystic, 6 desmoplastic and 1 extraosseous/peripheral 

tumors. The post-processing of CT images included multiplanar reformation (MPR) 

and volume rendering (VR). Meanwhile, CT values were measured in the region of 

interest (ROI) in these tumors to analyze the features of the contrast enhancement 

of the tumors. Results: The spiral CT features of primary maxillofacial 

amelobastomas were multilocular and cystic-solid mostly. There were contrast 

enhancements in cystic wall, septa and solid regions. And the enhancement of 

cystic wall could be mural nodular. The degrees of enhancement of 85% tumors were 

more than 50%. The edges were clear and company with linear scleroses mostly. The 

expansile changes of the bones, the thinning or destruction and interruption of 

the adjacent bone cortexes were found in the lesions commonly. Most tumors led to 

the changes of the adjacent tooth. Conclusions: The features of primary 

maxillofacial ameloblastomas could be shown clearly with spiral CT, which can 

provide more information for guiding clinical treatment.  

 

 
PU-1899 

Misdiagnosis of a pituitary teratoma as a pituitary 

macroadenoma：A case report 

 
Xin Ye

1
,Han Fugang

1
 

1.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outhwest Medical University 

2.HAN-Fugang 

 

A 56 year-old female who experienced decreased vision in the left eye in 

September, followed by decreased vision in the right eye in January wa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A CT scan showed a soft tissue mass shadow in the sella 

region of the hypophysial fossa. A slightly enhanced CT scan showed a plate-

like low-density non-enhanced shadow (Figures 2 and 3). The most 

likely diagnosis was a pituitary adenoma. A MRI examination revealed an oval-

shaped equal signal T1WI signal shadow sized ~ 2.0 × 2.5 × 2.8 cm, within 

which existed a point-shaped shadow of the high and somewhat long T2 mixed signal, 

an equal and low signal on DWI, a slightly elevated signal on FLAIR, and an image 

showing the inferior fovea of the widened sella, bone destruction at the basi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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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la, a lesion compressing the optic nerve and surrounding the left carotid 

artery, and a compressed the left cavernous sinus (Figures 4 and 5). The 

tentative diagnosis based on the MRI, was a cystic pituitary adenoma accompanied 

by bleeding. 

During surgery with intubation general anesthesia, we gradually expanded the 

rhinoscope from the right nasal meatus, and broke the nose septum. Next, we used 

a bone chisel to open the forefront of the sphenoid sinus leading into the 

sphenoid sinus, and found that the tumor capsule extended into the sphenoid sinus. 

After incising the capsule, we observed a brown tumor with a rich blood 

supply and tough texture. After resecting the tumor, the saddle seat was visible. 

Pathological examination: A pathology examination revealed a mass of reddish brown 

tissue sized 1.0 cm × 1.0 cm × 0.5 cm. The pathological diagnosis was a 

pituitary mature teratoma (Figure 1). 

Discussion: Teratoma germ cell tumors (GCTs) emanate from embryonic germ cells, 

and can exist as mature, immature or malignant teratomas. Sellar teratomas are 

quite rare, and have only been described in case reports. Intracranial teratomas 

are most often found in the pineal region of the brain, followed by the 

suprasellar cistern region. Sellar teratomas account for 35.3% of intracranial 

teratomas [1]. Most patents with a stellar teratoma are female, and the tumor’s 

diagnosis depends mainly on its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and results of an 

auxiliary examination. A common initial symptom is diabetes insipidus due to 

central nerve system dysfunction. The hist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eratomas 

account for their polymorphism as seen by neuroimaging [2]. Mature teratomas 

have a clear border and contain visible fat deposits, whereas immature and 

malignant teratomas display a blurred border, contain no fat deposits, have only a 

small area of calcification, and are rarely cystic in appearance. A MRI 

examination can clearly show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umor and its 

surrounding tissue, and fat suppression is of diagnostic significance. 

   

 

 

PU-1900 

Diagnostic accuracy of computed tomography perfusion 

in patients with acute stroke: a meta-analysis 

 
YE XIN,Han Fugang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outhwest Medical University 646000 

 

Purpose: The purpose of this meta-analysis was to evaluate th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of computed tomography perfusion (CTP) in diagnosing acute ischemic 

stroke in patients presenting to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with stroke-like 

symptoms. 

Methods: Medline, Cochrane, EMBASE, and Google Scholar databases were searched 

until November 5, 2014 using the following terms: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 

computed tomography/CT, and stroke.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retrospective, 

and case-controlled studies were included which evaluated patients who presented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3620 

 

for emergency assessment of stroke-like systems. 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 (DWI) 

was used as reference standard. Only studies published in English or Chinese were 

included. Quality assessment and sensitivity analysis were performed to evaluate 

that strength of the data. 

Results: The analysis included six studies with a total of 1429 patients. The 

pooled overall sensitivity for CTP indicated it had reasonable sensitivity (55.7%) 

and high specificity (92%). Subgroup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of the different CTP 

modes, MTT and CBF had higher sensitivities (48.6% and 47.3%, respectively) than 

CBV (26.3%). CBF and CBV had higher specificity (91.0% and 95.4%, respectively) 

compared with MTT (86.6%). 

Conclusion: All three CTP modes had adequate sensitivity but very high specificity, 

and among the three CTP modes, CBF had the best diagnostic characteristics.  

 

 

PU-1901 

Spotty Calcification on Cervicocerebral Computed 

Tomography Angiography in Patients with Acute 

Ischemic Stroke  

 
ZHANG FAN

1
,Xie Yibin

1,2
,Yang Li

13
,Li Debiao

2
 

1.the Hainan Branch of Chinese PLA General Hospital 

2.Cedars-Sinai 医学中心 

3. Chinese PLA General Hospital 

 

Background and Purpose 

Cervicocerebral vascular calcification is a known sign of advanced atherosclerosis. 

However, the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spotty pattern of calcification remains 

unclear. This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potential association between spotty 

calcification on cervicocerebral computed tomography angiography and acute 

ischemic stroke. 

Methods 

This study included patients with first-time nonlacunar ischemic stroke (N=50) 

confirmed by brain MRI or non-enhanced head CT, as well as age and sex-matched 

control subjects with asymptomatic carotid atherosclerosis (N=43) confirmed by 

carotid ultrasonography. Subjects in both groups underwent contrast-enhanced 

cervicocerebral CTA within a week after the initial imaging exam. Spotty 

calcification was evaluated at eleven arterial segments commonly affected by 

atherosclerosis along the carotid arterial system and the vertebrobasilar 

circulation. Statistical analysis was performed comparing the extent of spotty 

calcificat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Spotty calcification in the stroke group was on average 4-times more prevalent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total spotty calcification: 8.74±4.96 vs 

1.74±1.77 in mean±SD). Based on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potty 

calcification at bilateral carotid bifurcation, carotid siphon, and 1
st
 segment of 

vertebral arteries had relative risk for stroke (95% confidence interval) of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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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5.06), 1.76 (1.35-2.31), and 2.63 (1.12-6.17), respectively. A total number 

of 3 spotty calcifications was determined as the optimal cutoff threshold for 

predicting stroke, with the area under the receiver-operating characteristics 

curve (AUC) of 0.88. Th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were 0.84 and 0.83,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Nonlacunar ischemia stroke was associated with markedly more extensive spotty 

calcification on cervicocerebral computed tomography compared with subclinical 

atherosclerosis, suggesting the potential role of spotty calcification for 

ischemic stroke risk-stratification. 

   

 

 
PU-1902 

多层螺旋 CT 对单发脑转移瘤诊断及鉴别诊断应用价值 

 
唐一兵 

广西医科大学三附院（南宁市第二人民医院） 530031 

 

     

  

摘 要：目的:探讨颅内单发转移瘤(SBM)的 CT表现特征. 提高对单发脑转移瘤 CT诊断和鉴别

诊断的准确性。方法: 近年在我院作 CT检查的经临床与病理证实的单发性脑转移瘤 45例,所

有病例行 64层能谱 CT平扫及增强扫描,部分病例作延时扫描.结果: 幕上 35例(占 77.8%),幕

下 10例(占 22.2%),以大、小脑半球皮质下区及皮髓交界部分布为主;病灶平均直径较大,坏死

灶多见，增强扫描以不规则 环状强化为主,可见壁结节,瘤体呈囊性环状强化者占 33例(占

73.3%),可见壁结节者 14例(占 31.1%).延时扫描持续强化,脑水肿与病灶大小不成比例.瘤周

水肿多较明显,中到重度水肿占 35例(占 77.8%).病理以转移性腺癌居多，占 32例(占 71.1%);

结论:SBM常见于幕上脑皮质及皮质下区;常呈环状及结节状明显强化,环壁厚薄不均,形态常不

规则,结节状强化密度常不均匀,指状瘤周水肿显著,瘤体较小时瘤周水肿较明显。薄层增强扫

描呈环形或壁结节强化为特征,常伴囊变或坏死.需与恶性胶质瘤、淋巴瘤、血管母细胞瘤、单

发性脑脓肿、颅内结核瘤等鉴别.多层螺旋 CT对单发脑转移瘤诊断与鉴别诊断有实际意义。 

  

   

 

 
PU-1903 

颞骨横纹肌肉瘤 CT/MRI 表现及其生物学行为 

 
杨智云

1
,余玉珍

1,2
 

1.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广东省韶关工人医院 

 

目的 提高对颞骨横纹肌肉瘤 CT、MRI表现及其生物学行为认识。方法 回顾性分析 7例手术病

理证实的颞骨胚胎型横纹肌肉瘤 CT及 MRI表现。结果 7 例颞骨横纹肌肉瘤 CT表现为颞骨大

片状溶骨性、虫蚀样骨质破坏，边缘不清。肿块形态不规则，CT平扫呈等、稍低密度，T1WI

呈等、低信号，T2WI呈不均匀高信号，增强扫描不均匀强化，出现“葡萄串征”、“丝瓜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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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和“芭蕉叶征”各 1例。7例均浸润中耳及咽鼓管、咽旁间隙，6例侵犯颈内动脉、6例

侵入颅内，6例浸润面神经，其中同时侵犯周围其他神经 2例。结论 颞骨横纹肌肉瘤 CT/MR

表现反映了该肿瘤具有广泛破坏和浸润周围结构、嗜神经生长、高度恶性的生物学特性，应及

时诊治。 

   

 

 
PU-1904 

环形小线圈联合头线圈视神经高分辨 MRI 初步研究 

 
戴群瑶,杨智云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510080 

 

目的 

对比环形小线圈联合头线圈与单独使用头线圈、单独使用环形小线圈视神经 MR图像质量，选

择视神经高分辨 MR成像的最佳线圈。 

材料与方法 

研究对象为 12例健康志愿者 24条正常视神经（男 4例，女 8例，年龄 24-28岁，平均

25.3±1.3 岁）。采用 3.0T MR扫描仪，所有志愿者均分别在内径 7cm环形小线圈（A 组）、

头线圈（B组）、2个线圈同时使用（C组）下进行视神经横断位、冠状位、矢状位扫描。两

位神经影像医师对这三组图像进行独立阅片，根据评分标准进行图像质量评分。采用 Kappa检

验对两位阅片者评分结果的一致性进行统计学分析；采用配对 c2检验对两位阅片者评分结果

的差异进行统计学分析，P<0.05为具有统计学意义。采用非参数 Wilcoxon带符号秩检验来比

较应用不同类型线圈所得视神经 MR图像质量评分之间是否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为具有统

计学意义。 

结果 

一共纳入 24条视神经。A组图像仅可显示眶内段视神经的前半部分，无法显示全段视神经，

不进行质量评分。两位阅片者对 B组和 C组图像的质量评分结果的一致性评价 Kappa值分别

为：0.880、0.778、0.600；1.000、0.882、0.619。两位阅片者对 B、C两组各序列图像的质

量评分结果之间的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B组和 C组横断位、冠状位、矢状

位压脂 T2WI的图像质量评分分别为 2.250±0.909、1.250±0.417、2.521±0.499；

3.750±0.442、3.771±0.417、3.875±0.304。这两组线圈各序列图像质量评分结果的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P<0.05），并且 C组优于 B组。 

结论 

环形小线圈联合头线圈视神经 MR成像优于单一使用头线圈或环形小线圈，可以高分辨显示全

段视神经。 

  

 
PU-1905 

环形小线圈联合头线圈正常视神经高分辨 MRI 表现 

 
戴群瑶,杨智云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510080 

 

目的 

分析观察正常视神经高分辨 MR图像的形态、信号特点及其解剖、组织学基础。测量正常视神

经鞘膜间距离及视神经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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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对 33条正常视神经以及 2条尸头视神经进行环形小线圈联合头线圈 MR扫描。解剖、分离尸

头右侧视神经并行病理切片检查。两位神经影像医师对所得正常视神经高分辨 MR图像进行分

析。 

结果 一共纳入 31条正常视神经（2条伪影影响观察被舍弃）及 2条尸头视神经。（1）正常

视神经高分辨 MR T2WI压脂冠状位表现为圆形，神经呈等信号、低信号相间，周围环绕高信号

蛛网膜下腔，鞘膜呈低信号，部分神经纤维边缘可见环形低信号；T2WI压脂横断位、矢状位

表现为长条形，神经呈等信号，周围环绕高信号蛛网膜下腔，鞘膜呈低信号。（2）尸头视神

经 MR表现类似，镜下视神经纤维被结缔组织分隔成束，分隔内包含小动脉、小静脉和毛细血

管。与 MR对照，视神经纤维在 T2WI压脂序列呈等信号，分隔呈低信号。 

结论 

  1. 环形小线圈联合头线圈视神经高分辨 MR成像显示了常规头线圈无法显示的冠状位解剖细

节与信号特点，横断位及矢状位视神经信噪比更高。 

2. 正常视神经高分辨 MR T2WI冠状位上表现为类圆形，截面为等-低相间的棋盘状表现，与尸

头视神经的表现一致，与病理切面上的视神经纤维束和结缔组织小血管分隔相关。 

 

   

 

 

PU-1906 

头颈部 CTA 低浓度最佳碘总量的探讨 

 
雷伟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野战外科研究所 400042 

 

 

目的： 研究 64排螺旋 CT 低浓度造影剂的最佳碘总量选择对于头颈 CTA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选取我院 2016年 1月到 2017年 1月收治的 150例受检者进行分组研究，排除先心病、

肝肾功能不全等导致循环异常的疾病的患者，随机平均分配于 A、B、C3组。使用追踪触发技

术，以气管分叉下 2cm作为追踪层面，以降主动脉作为感兴趣区域，阈值设置为 90Hu。20G静

脉留置针以右肘前静脉，以非离子对比剂（碘海醇，350mgI/ml），0.9%生理盐水推注。1.嘱

受检者去除金属干扰物，平静卧于扫描床上，经右肘前静脉以同组内等流速注射生理盐水以确

定通道是否固定和流畅。2.扫描头颈双定位相，从气管分叉下 2cm至颅顶。3.选降主动脉为触

发点层面，阈值 90Hu。4.各组流速均设定为 5ml/s，同流速注射生理盐水 50ml。A组碘总量设

定为 260mg/kg，B组碘总量设定 280mg/kg，C组碘总量设定 300mg/kg。3组受检者均为同组内

相同流速“无缝隙”注入造影剂及生理盐水。注入对比剂后 5s开始同层检测扫描，每 1.5s检

测一次，达到阈值后手动触发扫描。扫描方向顺着头颈血流方向，从足侧向头侧扫描。5.数据

传入后处理工作站。 

结果： 以 CPR图像质量、MIP图像颅内静脉质量以及动脉内对比剂 CT值测量来评价：B、C

组 CPR图像显示较好，MIP 图像 A、B组显示较好。B组测试组大脑中动脉 M1段 CT值

346.20±42.1HU，主动脉弓、颈总动脉分叉处、椎动脉中段等选取点较其他两组最接近血管斑

块 CT值的诊断标准。 

结论：在 CT技术持续发展的同时，CT扫描技术越渐趋于规范化，低浓度造影剂的提倡不仅为

科室降低成本的同时，而且为患者降低造影剂毒副作用的可能性。最佳低浓度碘总量的设定，

可为临床诊断的安全性、可靠性大大提升，提高临床检出准确率的同时，可降低肾病等并发症

的发生率，操作简单，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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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907 

中耳 CT 与临床应注意的几点认识 

 
李恒国 

广州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510632 

 

一、重组方法的选用 

常规轴位和冠状面基本能对中耳疾病诊断；平行于镫骨脚的斜轴位可较好的观察镫骨形态和卵

圆窗；平行于砧骨长脚的斜冠位可较好的观察砧骨长脚、砧镫关节、圆窗和卵圆窗。 

二、乳突类型的认识 

一般肉芽肿型和胆脂瘤型乳突炎多见于硬化型或板障型乳突，后者较前者范围更广泛，边界更

清楚。气化型乳突炎症往往较轻，多为单纯型，CT仅见鼓膜穿孔或增厚。不同的乳突类型对

于手术入路影响。 

三、听骨链的连续与破坏 

VR重要，各听小骨形态与锤砧关节、砧镫关节的观察。 

四、面神经管走行与鼓室段破坏 

对于先天性畸形，需要特别观察面神经管走行。对于炎症，需注意面神经管鼓室段破坏与否。

面神经管曲面重建至关重要（医生完成）。 

面神经管走行异常： 

1、面神经管乳突段前位，最常见： 

轻度前位：面神经管乳突段位于圆窗水平。 

中度前位：达到卵圆窗水平。 

重度前位：达到耳蜗水平。  

2、面神经管鼓室段低位： 

  面神经管部分或完全遮盖卵圆窗。 

五、卵圆窗与圆窗的判断 

中耳畸形要特别注意卵圆窗和圆窗是否骨性封闭，这是手术有无价值的重要指标。卵圆窗封闭

一般伴有镫骨畸形。卵圆窗口正常呈细线状、柔和稍凹陷、密度较淡。卵圆窗口骨性封闭表现

为僵直无凹陷、粗线、密度增高。圆窗口封闭为该口消失，较好判断。 

六、CT 的限度与价值 

（一）CT的限度： 

窗型耳硬化症可表现为镫骨底部不均匀增厚，也可表现正常。 

轻度听小骨畸形 CT可表现正常，有时难以判断。听小骨粘连、固定有时 CT难以判断。 

（二）CT诊断价值： 

1、鼓室腔的大小－－手术视野。 

2、听骨畸形程度，听骨的缺如，镫骨的异常及卵圆窗口的改变－－不同鼓室成型方式。 

3、面神经管走向异常－－防止面瘫。 

4、面神经管低位－－手术相对禁忌。 

5、圆窗口封闭－－手术相对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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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908 

甲状腺结节临床影像与新进展 

 
李恒国 

广州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510632 

 

 

 一、甲状腺结节分类 

肿瘤性结节。 

增生性结节。 

囊性结节。 

其它结节。 

二、甲状腺结节影像检查方法及其优缺点 

（一）超声 

优点：安全、方便、无创性、无辐射。 

缺点：超声对操作人员的经验及技术依赖性过强。 

（二）CT 

优点：CT能对病灶的位置、大小、形态、内部密度特征、边缘、甲状腺包膜及恶性结节的淋

巴结转移情况做出整体的评价。 

缺点：有辐射，辐射剂量容忍范围。 

（三）CT与超声诊断比较 

CT对甲状腺癌定性诊断正确率高于超声检查；超声较 CT更容易发现小结节；超声与 CT两种

影像技术有其各自特点，在临床上可互为补充。 

（四）MRI 

优点：优势在于判断评估甲状腺结节的部位。 

缺点：一是检查时间较长，难以避免吞咽动作等影响。 

（五）核素检查 

三、甲状腺结节临床处理一般原则 

穿刺容易导致出血和种植并发症。绝大多数恶性结节首选手术治疗，3 cm以下的良性的甲状

腺肿块，多数患者不需要外科手术，只需要定期随诊，但甲状腺腺瘤需要择期手术。 

四、超声与 CT对甲状腺结节常规诊断要点比较 

超声对甲状腺肿块的定位和大小的估计明显优于其他方法，其准确率可达 90%以上。 

五、超声与 CT对甲状腺结节病变的诊断进展 

（一）超声造影 

（二）超声弹性成像 

（三）CT动态增强 

（四）CT灌注成像 

（五）CT双能成像 

六、甲状腺肿块误、漏诊原因 

良性肿块的超声和 CT误、漏诊率分别为 19.2%、26.7%，恶性肿块分别为 44.4%、66.7%，甲状

腺恶性肿块的误、漏诊率都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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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909 

鼻咽癌病理分化程度与肿块大小及磁共振扩散加权成像 ADC

值相关性的研究 

 
张可名 

吉林省吉林市吉化集团公司总医院 132021 

 

【摘要】 目的 探讨鼻咽癌病理分化程度与肿块大小及磁共振扩散加权成像 ADC值的相关性。 

方法 分别比较分化型、未分化型非角化性鼻咽癌肿瘤大小、ADC值、放疗 5周后 ADC值差值

之间的关系。结果 分化型与未分化型 NPC体积无明显差异，分化型与未分化型 NPC与 ADC值

亦无明显差异，肿瘤 ADC值随体积 V的增大而减小。不同分化程度鼻咽癌放疗 5周后 ADC 值差

值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放射治疗 5周后 ADC值差值可为鼻咽癌病理分化程度提供一定参

考。 

 

   

 

 

PU-1910 

3 .0T MR 扩散加权成像中的表观弥散系数在鼻咽癌放化疗疗

效的评估价值 

 
张可名 

吉林市吉化集团公司总医院 132021 

 

【摘要】 目的 探讨 3 .0T MR 扩散加权成像中的表观弥散系数在鼻咽癌放化疗疗效的效能。 

方法 完全有效（CR）、部分有效（PR）、无效（SD）3 组病人分别于治疗前、放化疗 2周、

放化疗 5周、放化疗结束测量病灶体积、ADC值，然后计算放化疗 2周、5周的体积降低比

例、ADC值提高比例，组间进行两两比较。结果 放化疗 2周 CR组的 ADC值提高比例均高于 PR

组与 SD组，放化疗 5周时 CR、PR及 SD各肿瘤组在病灶体积降低比例、ADC值、ADC值提高比

例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以 ADC值提高比例预测鼻咽癌疗效敏感度最高，可达 94.7%，特异

度 91.3%。结论 ADC值反映肿瘤水分子微观变化，能在早期预测鼻咽癌放化疗疗效。 

 

   

 

 
PU-1911 

先天性小耳廓畸形对外耳道及中耳的影响 

 
公婷 

西安市中心医院 710003 

 

目的：探讨多层螺旋 CT对颞骨薄扫以及多平面重建对先天性小耳廓畸形与外耳道及中耳的关

系及其对临床诊断价值。 

方法：用工作站对颞骨薄扫进行 MPR与 C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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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对 34例先天性小耳廓畸形患者（40耳）进行颞骨高分辨扫面，经过多平面重建发现，

其中伴有外耳道闭锁的共 30耳（骨性闭锁 20耳，膜性闭锁 10耳），外耳道狭窄 6耳（骨性

狭窄 2耳，膜性狭窄 4耳），锤骨柄畸形 13耳、缺如 20耳，砧骨畸形 23耳、缺如 1 耳，镫

骨畸形 5耳，合并中耳腔胆脂瘤 2耳，面神经管鼓室段低位 1耳，面神经管鼓室段裸露 1耳。 

结论：多层螺旋 CT的多平面重建更好的为临床诊断先天性小耳廓畸形患者提供了便捷，更加

详细的了解患者中耳、面神经及外耳道的畸形情况，达到更好的为患者服务与诊治的效果。 

   

 

 
PU-1912 

Readout-segmented echo-planar 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 in the assessment of orbital tumors: 

Comparison with conventional single-shot echo-planar 

imaging in image quality and diagnostic performance 

 
Xu Xiao-Quan,Wu Fei-Yun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210029 

 

Background: Readout-segmented echo-planar imaging (RS-EPI) could improve the 

imaging quality of diffusion-weighted (DW) imaging in various organs. However, 

whether it could improve the imaging quality and diagnostic performance for the 

patients with orbital tumors is still unknown. 

Purpose: To compare the image quality and diagnostic performance of RS-EPI DW 

imaging with that of conventional single-shot EPI (SS-EPI) DW imaging in patients 

with orbital tumors. 

Materials and Methods: SS-EPI and RS-EPI DW images of thirty-two patients with 

pathologically diagnosed orbital tumors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Qualitative 

imaging parameters (imaging sharpness, geometric distortion, ghosting artifacts, 

and overall imaging quality) and quantitative imaging parameters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ADC), signal-to-noise ratio (SNR), contrast, and contrast-

to-noise ratio (CNR)] were assessed by two independent radiologists, and compared 

between SS-EPI and RS-EPI DW imaging.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s 

were used to determine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ADC in differentiating malignant 

from benign orbital tumors. 

Results: RS-EPI DW imaging produced less geometric distortion and ghosting 

artifacts, and better imaging sharpness and overall imaging quality than SS-EPI DW 

imaging (for all, P<0.001). Meanwhile, RS-EPI DW imaging produced significantly 
lower SNR (P<0.001) and ADC (P<0.001), and higher contrast (P<0.001) than SS-EPI 
DW imaging, while producing no difference in CNR (P=0.137).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n the diagnostic performance between SS-EPI and RS-EPI DW 

imaging, when using ADC as the differentiating index (P=0.529). 
Conclusion: Compared with SS-EPI, RS-EPI DW imaging provided significantly better 

imaging quality and comparable diagnostic performance in differentiating malignant 

from benign orbital tum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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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913 

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 for differentiating 

orbital benign from malignant tumors: diagnostic 

performance of the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based on different region of interest selection 

methods 

 
Xu Xiao-Quan,Wu Fei-Yun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210029 

 

Purpose: To evaluate the differences in the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ADC) 

measurements based on three different region of interest (ROI) selection methods, 

and to compare their diagnostic ability in differentiating orbital benign from 

malignant tumors. 

Material and Methods: 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 data of sixty-four patients with 

orbital tumors (33 benign and 31 malignant)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Two 

readers independently measured the ADC values using three different ROIs selection 

methods (whole-tumor [WT], single-slice [SS], reader defined small sample [RDSS]). 

The differences of ADC values (ADC-ROIWT, ADC-ROISS, ADC-ROIRDSS) between benign and 

malignant group were compared using unpaired t test.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curve was used to determine and compare their diagnostic 

ability. The ADC measurement time was compared using ANOVA analysis and the 

measurement reproducibility was assessed using Bland-Altman method and 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ICC). 

Results: Malignant group showed significantly lower ADC-ROIWT, ADC-ROISS and ADC-

ROIRDSS than benign group (All Ps < 0.05). The areas under the curve show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hen using ADC-ROIWT, ADC-ROISS and ADC-ROIRDSS as 

differentiating index, respectively (All Ps > 0.05). The ROISS and ROIRDSS required 

comparable measurement time (P > 0.05), while significantly shorter than ROIWT (P < 

0.05). The ROISS showed the best reproducibility [mean difference ± limits of 

agreement between two readers were 0.022 (-0.080-0.123) × 10
-3 
mm

2
/s; ICC, 0.997] 

among three ROI methods. 

Conclusion: All the ADC values based on different ROI selection methods can help 

to differentiate orbital benign from malignant tumors. Considering the measurement 

time, reproducibility and diagnostic ability, we suggest the ROISS method to be 

used in clinical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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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914 

DWI、MRA 联合 ASL 技术在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溶栓前评估价值 

 
林志超,陈泽民,谭泽峄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510632 

 

目的：初步探讨 DWI、MRA联合 ASL技术在急性缺血性脑卒中（AIS）病人溶栓治疗前评估价

值。 

材料与方法：搜集 2016年 6月至 2017年 6月在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或者介入科住

院病人，初步诊断为急性缺血性脑卒中共 40例，年龄 23－78，平均 50岁，男性：23例，女

性 17例；保守药物溶栓治疗 22例，介入溶栓取栓治疗 18例。治疗前均采用 CT扫描排除脑出

血后行 GE HDXT 1.5T MR 机器进行 DWI、MRA、ASL扫描。将所得原始图像传送到 4.7工作站

进行图像后处理，所得后处理图像传送到诊断工作站，DWI 和 MRA为常规组，DWI、MRA 及 ASL

为对比组。由影像科及神经内科专家采用双盲法评价这两组影像信息在临床诊断价值、缺血半

暗带评定及治疗预后进行评估，所得数据采用 SPSS20.0软件卡方检验进行统计分析，p<0.05

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40例急性缺血性脑卒中病人常规组及对比组影像信息在 AIS诊断方面有临床价值分别

为 38、40(p=0.48)；在缺血半暗带评估方面有临床价值分别为 30、38(p=0.03).在治疗预后方

面评估价值分别为 28、40(p=0.01). 

结论：对比组检查序列组合影像信息在 AIS应用方面优于常规组。 

 

 

 
PU-1915 

磁共振成像信号强度定量分析在腮腺肿瘤鉴别诊断中的应用 

 
张玉婷,周俊林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730030 

 

目的：比较几种常见腮腺肿瘤强化部分的信号强度，包括多形性腺瘤（pleomorphic 

adenoma,PA）、Warthin瘤（WT）和恶性肿瘤（malignant tumor,MT），以评估信号强度定量

分析是否能用于上述三组肿瘤的鉴别诊断。 

材料和方法：共收集 39例经组织病理学证实的腮腺肿瘤，其中包括 PA 15例、WT 17例和 MT 

7例。在多种 MR序列上，包括 T1加权成像（T1-weighted imaging,T1WI）、T2加权成像

（T2-weighted imaging,T2WI）和钆剂动态增强 T1WI（postcontrast gadolinium-enhanced 

T1WI,CE-T1WI），通过将病变信号强度除以脊髓的信号强度计算得出每个肿瘤的标准化信号强

度（tumor-to-spinal cord contrast ratio,TSc-CR）。并测量每个肿瘤的平均表观扩散系数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ADC）值。此外，对三组肿瘤中 TSc-CR和 ADC值的差异

进行统计学评估，确定预测肿瘤病理类型的阈值。 

结果：在 T2WI和 CE-T1WI上，PA的 TSc-CR明显高于 WT和 MT。TSc-CR在 T2WI上的阈值为

1.31，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100％和 87.5％；TSc-CR在 CE-T1WI上的阈值为 2.00，敏感度

和特异度分别为 83.3％和 100％。当 ADC的阈值设定为 1.40×10−
3
毫米

2
/秒，鉴别 PA、WT和

MT的敏感度和特异性均为 100％。 

结论：应用 ADC图及 T2WI和 CE-T1WI上的 TSc-CR的定量评估能够从 PA中区分出 WT或 MT。

然而，WT和 MT之间的鉴别诊断仍存在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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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916 

小脑蚓部表皮样囊肿 MRI 表现 1 例 

 
魏琳 

贵州省人民医院 550002 

 

表皮样囊肿又称胆脂瘤，是先天性良性肿瘤，约占颅内肿瘤的 0.5-1.8%。好发于 20-50岁。

男女发病无明显差异。约一半的表皮样囊肿发生在桥小脑脚区，也有报道发生于四脑室、脊

髓、中颅窝、鞍区等，罕见发生于脑实质，而发生于小脑蚓部的胆脂瘤文献中也只见数例个案

报道。表皮样囊肿起源于胚胎发育期神经管内上皮组织异常残留，其囊壁由脱落的角化上皮缓

慢堆积而成，其囊内容物多样包含角化上皮、胆固醇结晶和脂肪，这也是病变在磁共振上信号

混杂的原因。病变在 CT上表现为边界清晰的低密度病灶。MRI上表现为高于脑脊液的长 T1长

T2信号，部分病灶内可见钙化及出血，导致囊内信号不均匀，增强无强化。DWI上病变通常表

现为明显高信号对与其他囊性病灶的鉴别有较高的参考价值。位于小脑蚓部的表皮样囊肿具有

常见部位胆脂瘤的信号特征，需与该部位常见肿瘤血管母细胞瘤及髓母细胞瘤、毛细胞星型细

胞瘤鉴别。血管母细胞瘤典型表现为长 T1长 T2囊性灶，囊腔内可见小附壁结节，增强后结节

明显强化，肿瘤周围可见血管流空影。髓母细胞瘤多发生于 4-8岁儿童，肿瘤多发实性，囊变

少见。毛细胞星型细胞瘤好发于小脑半球，可伴有不同程度囊变，增强可有轻度强化。本病还

需于皮样囊肿鉴别，皮样囊肿囊内含皮肤的附属成分，如毛发、毛囊等，T1WI上为欠均匀稍

低信号或等、稍高信号，T2WI 上为稍高信号，增强不强化或少数囊壁强化。CT上为不均匀低

密度，密度较表皮样囊肿更低。总之，在临床工作中，发生在小脑蚓部的表皮样囊肿罕见，但

依据其典型的 CT及 MRI表现，常能做出较明确的诊断  

 

 
PU-1917 

Neuroanatomical alterations in patients with early 

stage of unilateral pulsatile tinnitus: A voxel-based 

morphometry study 

 
Liu Yawen

1
,Lv Han

1
,Zhu Jianming

2,1
,Wang Zhenchang

1
 

1.Beijing Friendship Hos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2.Institute for Biomedical Engineering and College of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 China Jiliang 

University 

 

Purpose 

During the past several years,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neuroimaging techniques 

has contributed greatly in the noninvasive imaging studies of tinnitus. Aim of 

the present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brain anatomic alterations in patients with 

right-sided unilateral pulsatile tinnitus (PT) in the early stage of disease using 

voxel-based morphometry (VBM) analysis. 

Materials and Methods 

Twenty-four patients with right-sided pulsatile tinnitus and 24 age- and gender-

matched normal controls were recruited to this study. Tinnitus Handicap Inventory 

(THI) score were acquired in tinnitus group to assess the severity of tinnitus and 

tinnitus related distress. Structural image data pre-processing was perfor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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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ing VBM8 toolbox. Two-sample t-test and Pearson’s correlation analysis were 

used in statistical analysis.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normal controls, bilateral superior temporal showed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volumes among the PT patients. However, left cerebellum 

posterior lobe, left frontal superior orbital lobe (gyrus rectus), right middle 

occipital gyrus and bilateral putamen showed significant decreased volumes.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brain volume of middle occipital gyrus and THI score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r=0.372, p=0.073). 

Conclusion 

This was the first study demonstrated the features of neuroanatomical changes in 

patients with unilateral PT during their early stages of the disease. The results 

in this study also indicated that neuroanatomical and neuro-functional changes in 

PT patients may not be correlated to each other. The gray volume (GM) volume 

changes in certain brain region may be a positive indicator of pulsatile tinnitus 

onset in the patients. 

   

 

 
PU-1918 

Differentiation of Sinonasal Mucosal Malignant 

Melanomas from Sinonasal Carcinomas Using Diffusion 

Kurtosis Imaging Combined with Intravoxel Incoherent 

Motion MR Imaging 

 
Xiao Zebin,Tang Zuohua,Zhong Yufeng,Wang Rong 

Eye & ENT Hospital of Fudan University 200031 

 

Purpose: To evaluate the feasibility of diffusion kurtosis imaging (DKI) and 
intravoxel incoherent motion (IVIM) in the differentiation of sinonasal mucosal 

malignant melanomas (SNMMMs) from carcinomas. 

Materials and Methods: DKI and IVIM were performed in 13 patients with SNMMMs and 
32 patients with sinonasal carcinomas on a 3-T MR scanner. The kurtosis (K) and 

diffusion coefficient (D) derived from DKI and the pure diffusion coefficient (D), 
pseudo-diffusion coefficient (D*), perfusion fraction (f) and the product of D* 
and f (D* × f) derived from IVIM were measured and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ndependent sample t-tests and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curves were performed. 

Results: The K, D*, f and D* × f value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SNMMMs than 
in sinonasal carcinomas, whereas the D and D values were lower in SNMMMs than in 
sinonasal carcinomas (all P < 0.05). The ROC curve analyses yielded a cutoff K 
value of 0.772, with a sensitivity of 92.3%, a specificity of 50% and an accuracy 

of 62.2%; the cutoff D* × f was 1.710, with a sensitivity of 61.5%, a specificity 
of 96.9% and an accuracy of 86.7%. A parallel test with K value > 0.772 or D* ×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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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 > 1.710 achieved a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and accuracy of 100.0% for 

differentiating SNMMMs from sinonasal carcinomas. 

Conclusion: DKI and IVIM are valuable for differentiating SNMMMs from sinonasal 
carcinomas. The combination of K and D* × f values can increase the differential 
diagnostic capacity for the two entities.  

 

 
PU-1919 

甲状腺乳头状癌的 16 层螺旋 CT 诊断 

 
刘宏良 

宿迁市钟吾医院有限责任公司 223800 

 

【摘要】目的：分析甲状腺乳头状癌的 CT成像的特点，提高正确诊断。资料与方法：选取

2010年 1月至 2012年 10月我院收治的甲状腺乳头状癌患者 52例，作为研究对象。分析每例

患者的 CT影像资料，总结各类型甲状腺乳头状癌的影像学特征。结果：多数甲状腺乳头癌边

界模糊，28例出现合并钙化者，13例瘤周“残圈征”，12例瘤周“半岛状”瘤结节强化，其

中 15例细颗粒状钙化，8例粗颗粒状钙化，5例混合性钙化。15例患者发生颈部淋巴结转

移，增强后淋巴结明显强化，5例患者发生囊性病变，4例患者合并壁结节。结论：甲状腺乳

头状癌的 CT影像学特征具有既定特点，根据 PTC的特点可进行快速、准确的诊断，并可对甲

状腺乳头状癌进行定性定量分析，可对甲状腺乳头状癌治疗方案的选择提供指导。 

   

 

 
PU-1920 

鼻 NK/T 细胞淋巴瘤的 CT 表现：与鼻息肉、鼻腔内翻乳头状

瘤的比较研究 

 
卢超,耿兴东,单秀红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212002 

 

目的：通过比较原发于鼻腔的 NK/T细胞淋巴瘤与鼻息肉、鼻腔内翻乳头状瘤 CT征象的差异，

探讨鼻 NK/T细胞淋巴瘤的 CT影像特征。方法：回顾性分析经病理证实的 11例鼻 NK/T细胞淋

巴瘤、134例鼻息肉、24例鼻腔内翻乳头状瘤的 CT影像征象，将相应征象在三类疾病中出现

的差异用 Fisher精确检验进行比较。结果：与鼻息肉比较，鼻 NK/T细胞淋巴瘤多在单侧鼻腔

发病，多表现为结节肿块型或铸型生长， 易侵犯鼻前庭、鼻翼及鼻背部皮肤、鼻咽侧壁、鼻

中隔或鼻底部粘膜、周围骨质破坏，累及额窦；与鼻腔内翻乳头状瘤比较，鼻 NK/T细胞淋巴

瘤病变易侵犯鼻前庭、鼻翼及鼻背部皮肤、后鼻孔及鼻咽腔、 鼻中隔或鼻底部粘膜；结论：

鼻 NK/T细胞淋巴瘤多发生于单侧鼻腔，呈密度均匀的软组织影，沿侧壁和（或）鼻中隔粘膜

匍匐生长，易侵及鼻粘膜及前后组织结构，早期骨质破坏轻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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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921 

抗 N-甲基-D-天冬氨酸受体脑炎合并急性脑梗死一例 

 
邢梅,王曼 

河北省人民医院 050051 

 

本病的头颅 MRI扫描无特异性表现，文献报道约 55%患者脑内有异常 T2WI及 FLAIR高或稍高

信号，主要位于海马、前额叶、颞叶、岛叶、基底节、小脑、胼胝体、脑干等。吴颖颖等收集

的 11例抗 NMDA受体脑炎患者中，5例患者脑内未见脑炎相关的异常表现， 1例也发生脑内多

发梗死。本病例入院治疗早期并未见头 MRI异常表现，随病情进展并纠正通气障碍后，发现脑

内多处 ADC值减低区，提示局部脑组织的细胞毒性水肿状态，四个月后复查也证实上述脑内病

变进一步液化、囊腔化，转归为脑梗死的软化灶期。脑梗死的发生，笔者分析原因有二：一方

面该病导致的通气不足引起脑组织的缺氧继而缺血，另一方面抗 NMDA受体介导的免疫反应造

成了脑血管内皮的炎症反应，继而出现刚入院时的正常头 MRA演变成后期的多处管腔狭窄，引

起脑灌注量的减低而出现急性梗死。 

总结本病例特点：患者年轻女性，发病前期为普通感染症状，随之逐渐出现精神异常、癫痫及

低通气等，脑脊液及血清抗 NMDA受体抗体阳性，合并右侧卵巢畸胎瘤，但脑内未见脑炎改

变，而是伴发了多发急性脑梗死，虽然该病急性脑梗死发生率不高，但也要提醒广大医师做出

相应鉴别诊断。  

 

 
PU-1922 

鞍旁颈内动脉狭窄在侵袭性垂体瘤 

与侵袭性脑膜瘤中的鉴别价值 

 
张竹,龚军伟,文明,张力强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69 

 

摘要： 目的 探究鞍旁颈内动脉狭窄在侵袭性垂体瘤与侵袭性脑膜瘤中的鉴别价值。方法 回

顾性分析 2012年 1月~2016 年 12月确诊的 28例侵袭性垂体瘤及 15例侵袭性脑膜瘤患者资

料，除总结其常见的影像学特征外，还在 CTA图像测量被包绕颈内动脉最狭窄处的直径、面

积，并计算狭窄分数；运用 ROC曲线分析各项测量指标的诊断效度。结果 两种肿瘤常见的影

像学特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狭窄相关指标中狭窄直径、狭窄面积及狭窄分数有统

计学意义（P<0.05）。其中狭窄直径曲线下面积为 0.725， P<0.05，诊断阈值为 3.45mm，灵

敏度为 62.5%，特异度为 76.5%；狭窄面积曲线下面积为 0.737， P<0.05，诊断阈值为

11mm
2
，灵敏度为 75.0%，特异度为 64.7%；狭窄分数曲线下面积为 0.711， P<0.05，诊断阈值

为 0.306，灵敏度为 43.75%，特异度为 97.06%。结论 除了常见的影像学特征鉴别侵袭性垂体

瘤及侵袭性脑膜瘤外，鞍旁颈内动脉狭窄可以作为两种肿瘤的重要鉴别手段，其中被包绕颈内

动脉最狭窄处的直径、面积及狭窄分数这三项指标具有一定的诊断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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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923 

间变性少突胶质细胞瘤的影像学表现 

 
刘学兵,聂玫,许尚文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 350025 

 

目的:分析颅内间变性少突胶质细胞瘤的多种影像学特点，提高对本类疾病的认识及为临床治

疗提供帮助。 

方法:回顾性分析经病理证实的 10例间变性少突胶质细胞瘤的多种影像学表现。 

结果:10例病灶均位于幕上，9例单发，1例多发，其中 4例位于额叶，3例位于顶叶，额颞

叶、丘脑及颞叶各一例。3 例实性，其中 1例明显强化，2例中度强化；4例囊实性，其中 1

例实性部分明显强化，2例中度强化，1例轻度强化，囊性部分未见强化；3例囊性，均呈明

显环形强化。6例行 MRS检查，MRS示病灶 Cho/NAA比值明显升高，但囊性肿瘤 Cho/NAA 比值

低于实性或囊实性肿瘤。3 例患者行 CT检查，病灶表现为低密度，均出现条索状钙化灶。 

结论: 尽管间变性少突胶质细胞瘤影像学表现多样，但仍具有一定特征性，结合多种影像学技

术可以提高诊断，为临床选择治疗方法提供指导作用。  

 

 
PU-1924 

不同级别少突胶质细胞肿瘤的 MRI 表现与病理鉴别 

 
刘乐,刘学兵,许尚文,陈自谦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 350025 

 

目的 探讨不同级别少突胶质细胞肿瘤的 MRI表现特点。  

方法 回顾性分析 33例少突胶质细胞肿瘤的 MRI表现，并结合病理结果分析。  

结果 均为单发病灶，其中Ⅱ级 21 例，Ⅲ级 12例。肿瘤好发于幕上大脑白质区，以额叶最常

见，63.6%病灶发生钙化，MRI上 T2WI多呈高信号、T1WI像多呈等低信号、T2WI-FLAIR多呈

高信号、DWI呈稍高信号，可见囊变、出血信号，增强后强化方式各异，可为轻中度强化或为

明显强化。Ⅲ级病灶在部位、大小、囊变、占位效应、瘤周水肿、强化方式的上较Ⅱ级有一定

的差异，而钙化及 MRS未见明显差别。  

结论 不同级别少突胶质细胞肿瘤的 MRI表现上有一定差异，可提高分级的准确性，为临床诊

断提供帮助。  

 

 

PU-1925 

鼻腔鼻窦原发性黑色素瘤的影像学诊断 

 
李必强,张丹,杨健,卢振如,黄显龙 

重庆市人民医院（三院院区） 400014 

 

目的 探讨鼻腔鼻窦原发性恶性黑色素瘤的 CT和 MRI诊断要点。方法 回顾分析经病理证实的

12例鼻腔鼻窦原发性恶性黑色素瘤 CT及 MRI特征。CT检查 11例，平扫 6例，平扫+增强 5

例。MRI检查 4例，均为平扫+增强扫描，其中 2例行 DWI（b=1000）检查。结果 单侧 10例，

双侧 2例。肿瘤主体均位于鼻腔。9例病灶较大，形态不规则，其中 8例主要沿中下鼻道呈侵

袭填充式生长并轻度膨胀改变，7例向前达鼻腔前部并 6例累及鼻前庭，6例向后占据总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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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1例病灶相对局限，无膨胀改变；2例病灶呈局限性结节肿块状。较大病灶多累及鼻窦，

本组累及上颌窦 5例，累及筛窦 6例；4例侵犯邻近周围结构，侵犯同侧鼻咽部及鼻背软组织

各 2例，侵犯同侧眼眶及上腭各 1例，未见有鼻翼及面颊部受累。CT病灶呈软组织密度，平

扫 7例密度较均匀，5例密度不均，其内未见钙化及囊变；CT增强扫描明显强化 1例，中度强

化 3例，轻度强化 1例，强化密度不均。骨质吸收 7例；溶骨性破坏 4例，呈断端清楚的局部

骨质缺损；未见有明显骨质增生硬化。MRI扫描，2例 T1WI 表现为不均匀高信号，高信号呈条

片状，其中 1例 T2WI呈不均匀等低信号，另 1例呈混杂稍高信号；2例 T1WI表现为稍高信

号，T2WI亦呈不均匀稍高信号；增强扫描 3例不均匀轻-中度强化，1例明显不均匀强化；2

例行 DWI表现为弥散受限。结论 鼻腔鼻窦原发性恶性黑色素瘤，其 CT表现介于良性与恶性之

间，早期病灶局限较小时 CT无特异性，随着病灶进展，较大病灶呈侵袭填充式轻度膨胀性生

长趋势，多占据中下鼻道并易累及鼻前庭及总鼻道，鼻翼及面颊部一般不受累，对本病的诊断

有一定的提示意义；MRI表现具有一定特异性，典型者呈 T1WI高信号,T2WI低信号改变,但较

为少见；本病需要与鼻息肉及恶性淋巴瘤等进行鉴别；CT 和 MRI能很好地显示肿瘤的部位、

与周围组织关系及邻近骨质破坏情况，可为临床分期及手术治疗方案提供依据。 

   

 

 
PU-1926 

Subtraction artery angiography in head and neck with 

low radiation and contrast dose dual-energy Spectral 

CT 

 
Ma Guangming,Chen Xiaoxia,Lei Yuxin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hannx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712000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application of low radiation and contrast dose 

Spectral CT angiology (CTA) in the head and neck with subtraction method for bone 

removal. 

Methods: 60 cases for head and neck CTA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groups A (n=30) 

and B (n=30). Group A underwent plain CT with 100kVp, 200mA; Spectral CT with 

BMI-dependent low dose protocols and 50ml contrast dose (Visipaque: 270mgI/ml) in 

the arterial phase. Group B used conventional scanning with120kVp, 

auto mA for noise index of 12 for both plain and contrast-enhanced phases 

and 60ml contrast dose (Omnipaque: 350mgI/ml). Images were reconstructed with 

ASiR(60%ASiR for group A and 40%ASiR for group B). Subtraction images were formed 

by subtracting the plain images from enhanced images (with the 65keV enhanced 

Spectral CT image in group A). CT numbers and their standard deviations (SD) in 

aortic arch, carotid arteries, middle cerebral artery and air were measured in 

the subtraction images. The signal-to-noise ratio (SNR) and contrast-to-noise 

ratio (CNR) for the common and internal carotid arteries and middle cerebral 

artery were calculated. Image quality in terms of bone removal effect was 

evaluated by two experienced radiologists independently and blindly using a 4-

point system. Radiation dose and total iodine load were recorded. Measurements 

were statistically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two groups had same demographic results.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the CT number, SNR and CNR values for carotid arteries and middle cerebral art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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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subtraction imag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However, the bone 

removal effect in group A was rated at 3.73±0.45, better than the 3.10±0.61 in 

group B (p<0.05), with excellent agreement between the two observers (Kappa>0.80). 

The radiation dose in group A was 3.81±0.76mSv, 53% lower than the 

8.04±0.81mSv in group B (P<0.05). The total iodine intake in group A 

was 13.5g, 36% lower than the 21g in group B (p<0.05). 

Conclusion: Spectral CT imaging in the Subtraction angiography in head and 

neck provides better bone removal with significantly reduced radiation and 

contrast dose compared with conventional subtraction method. 

   

 

 
PU-1927 

Study on CT Value of Lingual Thyroid 

 
Han Yongshun 

People’s Hospital，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00011 

 

Abstract 

Context: Lingual thyroid is a rare clinical entity, due to a congenital anomaly of 

thyroidal development and migration. Few reports have analyzed the CT value of the 

lingual thyroid. 

Objective: The objective of the study was to identify the typical imaging features 

(CT values) of lingual thyroid to facilitate the diagnosis. 

Design, Setting, and Participants: This was a retrospective single-institutional 

study, with 11 lingual thyroid cases, 28 patients with other lesions at the base 

of the tongue (control group) and 28 normal orthotopic thyroid controls (normal 

controls). 

Main Outcome Measures: Nonenhanced and contrast-enhanced CT values were measured. 

Results: The mean nonenhanced and contrast-enhanced CT values (±SEM) in lingual 

thyroid were significantly (P=0.000) high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 All 

except for two ectopic thyroids（proved to be 1 nodular goiter and 1 Hashimoto’s 

thyroiditis）had attenuation greater than 60HU on nonenhanced CT and 100HU on 

contrast-enhanced CT.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between lingual 

thyroid and normal controls in nonenhanced CT values (P=0.051). The mean contrast-

enhanced CT values in lingual thyroid were significantly (P=0.029) lower than 

those in normal controls. 

Conclusions: In most cases, lingual thyroid can be distinguished from other 

lesions at the base of the tongue for its characteristic high CT values, although 

its CT appearance can be affected when pathological cases occur. Lingual thyroid 

had a lower CT value than normal orthotopic thyroid on contrast-enhanced CT. It 

may be related to the high proportion of subclinical hypothyroidism in lingual 

thyr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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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928 

高分辩率 CBCT 对人工耳蜗植入术后 

耳蜗内电极评估的价值研究 

 
方军杰,胡宝华,孙微,郑建军 

宁波市第二医院（原:宁波华美医院) 315010 

 

目的 通过对比分析高分辨率 CBCT与 64排螺旋 CT评估人工耳蜗植入术后耳蜗内电极的研究，

探讨高分辨率 CBCT在人工耳蜗植入术后对耳蜗内电极评估的价值。方法 收集**医院 2015 年

7月—2017年 2月因重度或极重度感音神经性耳聋在我院行人工耳蜗植入患者 16例，术后行

高分辨率 CBCT检查和 64排螺旋 CT植入侧扫描，利用 SPSS 23.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对比

两种检查在测定耳蜗内电极的部位、计数电极数、测量电极植入深度等方面的差异。结果 8

例植入 COCHLEAR公司（Nucleus CI512）22电极人工耳蜗，8例患者植入 NUROTRON公司（CS-

10A2）24电极人工耳蜗。MDCT清晰计数 74颗，平均（4.6±1.1）颗，模糊计数 138颗，平均

（8.6±1.7）颗；CBCT清晰计数 330颗，平均（20.6±2.0）颗，模糊计数 34颗，平均为

（2.1±1.6）颗。高分辨 CBCT和多排螺旋 CT在植入电极计数上，两者差异性有明显统计学意

义（P＜0.01）。CBCT测的术后电极位于鼓阶 12例，前庭阶 2例；多排螺旋 CT测定术后电极

位于鼓阶 13例，前庭阶 2例。多排螺旋 CT直接法测得电极植入的平均深度分别为

（21.32±2.13）mm、(19.79±2.36)mm；CBCT直接法测得电极植入平均深度分别为

（21.32±2.13 ）mm、(19.61±2.34)mm，间接法测得平均深度分别为（21.05±2.04）mm、

(19.33±2.20)mm。间接法测量的植入深度更加接近于术中实际植入深度（21.03±2.20）mm、

(19.41±2.13）mm。结论 对比 64排螺旋 CT，高分辨率 CBCT不但能显示耳蜗内电极位置，并

能清晰显示及测量耳蜗内电极植入深度、数目等指标。在人工耳蜗植入术后可以代替多排螺旋

CT进行耳蜗内电极的影像评估。  

 

 
PU-1929 

基底动脉开窗畸形的流固耦合有限元分析 

 
李建伟,纪盛章,宋金玉,郑珺 

天津市第四中心医院 300140 

 

目的 基于流固耦合有限元的方法，分析血流动力学对基底动脉开窗畸形处的影响。方法 回顾

性研究我院 2014年至 2017 年基底动脉开窗畸形的患者 5例，以患者个体化的头 CT血管造影

（CTA）图像建立模型，采用流固耦合有限元数值分析，综合观察壁面压力（WP）、壁面剪切

力（WSS）、血流线迹图的结果，分析模型 WP、WSS的平均值和兴趣点：窗口支分叉尖部

（P1）、分叉近端左内侧壁（P2）、分叉近端右内侧壁（P3）、分叉近端左外侧壁（P4）、分

叉近端右外侧壁（P5）、窗口支汇合处（P6）的数值。结果 在所有的模型中，整体 WP数值均

由基底动脉起始部向远端递减，在窗口支分叉尖部（红色区域）WP值最大，测量兴趣点的数

值 P1(2 488.46±525.74）Pa，与平均值(1289.68±398.66）Pa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WSS在开窗畸形的分布较为复杂，综合血流线迹图边界层高速血流和低速湍流出

现位置，最高（红色区域）的 WSS出现在分叉处近端两侧内侧壁，测量兴趣点的数值

P2(98.14±27.47）Pa、P3(89.39±26.08）Pa；窗口支的起始部和汇合处的 WSS均较低，测量

兴趣点的数值 P4(3.39±2.34)Pa、P5(3.27±2.60)Pa、P6(3.11±2.01)Pa，与平均值

(23.61±3.19)Pa 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开窗畸形处窗口支近端的外侧壁和

汇合区也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低速湍流，在分叉处近端内侧壁出现局部边界层的高速（红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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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和较高（黄色线迹）血流。结论 综合 WP、WSS和血流线迹图的结果，窗口动脉支分叉尖

部的 WP最大，分叉处近端内侧壁的 WSS最大，这些区域容易发生动脉瘤；窗口动脉支分叉处

近端的外侧壁和窗口支汇合处存在明显的低速湍流区，并且 WSS的数值均较低，这些区域容易

形成动脉粥样硬化斑块，造成血管狭窄，影响后循环供血。  

 

 

PU-1930 

回顾性分析 MRA 对可逆性脑血管收缩综合症的诊断价值 

 
杨毅 

北华大学附属医院 132013 

 

目的：回顾性分析磁共振颅内动脉血管成像（MRA）对可逆性脑血管收缩综合症的诊断价值。

方法：①研究组：37例（年龄 28—59岁，反复发作雷击样头痛，临床排除颅内血管炎、颅内

动脉粥样硬化、动脉瘤性 SAH所致头痛，伴或不伴有肢体功能障碍、癫痫）分别行头部 MRA、

CTA、DWI检查。37例均行 MRA检查，29例行 CTA检查，24例行 DWI检查。②对照组：30例

（年龄 25—62岁，偶有头部不适，无肢体或神经系统症状），分别行头部 MRA、CTA。30例均

行 MRA检查，11例行 CTA检查。结果：研究组：发病 1 周后，MRA检查 6例患者未见异常改

变，31例显示为颅内动脉主干多发节段性狭窄，2周后，所有患者 MRA均表现为颅内动脉主干

不同程度节段性狭窄，3周后复查 MRA，12例临床症状消失者 MRA未见异常，25例颅内动脉主

干的多发狭窄，5—6周复查 MRA，33例颅内动脉主干多发狭窄，4例 MRA未见异常。7—8周

复查 MRA，37例均未见异常。29例 CTA检查者中，11例与 MRA表现一致，18例较 MRA 显示狭

窄部位增多、范围增大。24 例 DWI检查者中，颅内弥散受限者 15例，9例未见异常，3—4周

后 15例 DWI表现异常者均恢复正常。对照组：19例 MRA 未见异常，狭窄患者 11例，11 例狭

窄者均行 CTA检查，正常者 5例，1处狭窄者 4例，2处狭窄者 2例。MRA、CTA对颅内动脉狭

窄的显示，研究组与对照组间及组内比较，均差异明显，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①MRA 对可逆性脑血管收缩综合症所致的颅内动脉血管改变可以清晰显示，但特异性差。

②MRA 方法简单、无创，结合临床表现，对可逆性脑血管收缩综合症的诊断有很大的提示作

用。③MRA 结合 CTA、DWI及临床表现，结合颅内动脉狭窄变化的特征性表现，排除导致狭窄

的其它原因，可以对可逆性脑血管收缩综合症进行比较准确的诊断。 

   

 

 

PU-1931 

鼻咽癌鼻咽后部筋膜间隙侵犯与颅底枕骨侵犯的相关性研究 

 
梁久平

1
,李恒国

2
,宋建勋

1
,赵双全

1
,彭华荣

1
 

1.深圳市宝安区人民医院 

2.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分析鼻咽癌（NPC）鼻咽后部筋膜间隙侵犯与颅底枕骨侵犯的关系，探讨鼻咽后部筋膜

间隙侵犯在 NPC分期中的临床意义。 

方法：搜集行鼻咽及颈部 MRI检查且未经治疗的新发 NPC患者 152例，总结 NPC周围组织侵犯

及颈部淋巴结转移的规律，分析 NPC咽后组淋巴结转移与椎前肌侵犯的关系及 NPC椎前肌侵犯

与颅底枕骨侵犯的关系。 

结果：（1）NPC颈部淋巴结转移以Ⅱ区（97.36%）最为常见，其次为Ⅲ区（85.52%）、咽后

组淋巴结（68.42%）；经关联性卡方检验，NPC咽后组淋巴结转移与椎前肌侵犯 Spearman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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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相关系数为-0.088（P=0.283），不能认为 NPC咽后组淋巴结转移与椎前肌侵犯间存在相关

性。（2）NPC周围组织侵犯以椎前肌（59.21%）最为常见，其次为咽旁间隙（52.63%）、颅

底枕骨(36.84%)；经关联性卡方检验，NPC椎前肌侵犯与颅底枕骨侵犯 Spearman 等级相关系

数为 0.507（P=0.000），可以认为 NPC椎前肌侵犯与颅底枕骨侵犯存在相关性。 

结论：NPC椎前肌侵犯与颅底枕骨骨质侵犯存在相关性，提示两者受侵的临床意义可能相似，

在未来鼻咽癌分期的研究应该考虑椎前肌侵犯因素。 

关键词：鼻咽癌；咽后淋巴结；椎前肌；颅底枕骨 

   

 

 

PU-1932 

Role of Coronal High Resolution 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 in Acute Optic Neuritis: Comparison with an 

Axial Orientation 

 
Lu Ping,Sha Yan 

Eye &amp; ENT Hospital of Fudan University 200031 

 

Purpose: Through a comparison with the axial orientation, we aimed to evaluate the 
role of coronal high resolution 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 (DWI) in acute optic 

neuritis based on diagnostic accuracy and the reproducibility of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ADC) measurements. 

Materials and Methods: Orbital DWI, using readout-segmented, parallel imaging and 
2D navigator-based reacquisition (RESOLVE-DWI), was performed on 49 patients with 

acute vision loss. Two neuroradiologists independently evaluated the coronal and 

axial diffusion images. The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and accuracy of axial and 

coronal RESOLVE-DWI were calculated through diagnostic test; the inter- and intra-

observer reliabilities were assessed with a weighted Cohen’s kappa test. In 

addition, ADC values for positive nerves were also measured by the two 

neuroradiologists, and the agreement among observers was evaluated by the 

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ICC),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CV), and 

Bland-Altman plots. 

Results: Among the 49 patients, 47 clinically positive optic nerves and 51 
clinically negative optic nerves were found. The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and 

accuracy were 85.1-87.2%, 90.2-94.12%, and 87.8-90.8%, respectively, for coronal 

RESOLVE-DWI and 83.0-85.1%, 66.7-76.5%, and 75.5-79.6%, respectively, for axial 

RESOLVE-DWI. Regarding the reproducibility of ADC measurements on axial and 

coronal RESOLVE-DWI, the ICCs among observers were 0.8459 and 0.9408, respectively, 

and the CV values were 7.0462% and 4.8095%, respectively. Bland-Altman plots 

revealed smaller inter-observer variability on coronal RESOLVE-DWI. 

Conclusion: Higher specificity and better reproducibility of ADC measurements were 
found for coronal RESOLVE-DWI, which demonstrated the feasibility of the use of 

coronal RESOLVE-DWI to examine acute optic neuritis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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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933 

128 层 CTA 减影技术对脑动静脉畸形的诊断价值探讨 

 
范建锋,李书一,刘焱 

镇平县人民医院 474250 

 

目的：研究 CTA减影技术对脑动静脉畸形的诊断价值。 

方法： 在本次研究中对对观察组和对照组分别采取不同的诊断方法，其中观察组采用 CTA减

影技术，而对照组采用常规的 CTA技术。 

结果：观察组利用 CTA减影技术成功诊断出 AVM患者 79例，诊断的整体成功率为 98.75%。而

对照组检测的成功率为 88.75%。由此可知 CTA减影技术在诊断 AVM患者上的成功率高于常规

手段，上述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CTA减影技术对脑动静脉畸形的诊断具有现实应用价值。  

 

 
PU-1934 

肿瘤全域 T1、T2 以及 T1 增强信号强度直方图对于 鉴别血管

周细胞瘤与血管瘤型脑膜瘤的价值 

 
董俊伊,韩亮,李晓欣,苗延巍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6011 

 

目的：对比分析颅内血管瘤型脑膜瘤与血管周细胞瘤的影像学差异，评估基于肿瘤全域的

T1、T2以及 T1增强信号强度直方图对两者的鉴别诊断价值。 

材料与方法：回顾性分析经手术及病理证实的 8例血管周细胞瘤（男 1例，女 7例；年龄

66.0±22.3 岁）与 9例血管瘤型脑膜瘤（男 4例，女 5例；年龄 57.0±21.5 岁）的临床资料

及术前 MRI资料，对以上患者影像学资料进行分析，并在包含肿瘤实质或瘤周水肿的每一层

T1、T2以及 T1增强信号值图上勾画感兴趣区(ROI)，得到 3D ROI的 T1、T2以及 T1增强信号

强度直方图信息及其所有参数，包括最小值、最大值、平均值、标准差、体素数、偏度、峰度

及一致性、低、高灰度行程优势、短、长行程高灰度优势、第 5、10、25、50、75、90、95百

分位数等进行组间比较，并利用受试者操作特性曲线（ROC）评价直方图参数的鉴别诊断价

值。 

结果：T1增强信号强度直方图参数中的最大值、平均值、RMS、相对偏差、第 5、10、25、

50、75、90、95百分位数、峰度以及 T2信号强度直方图参数中的偏度、一致性、低、高灰度

行程优势、短行程低灰度优势、短、长行程高灰度优势在血管周细胞瘤与血管瘤型脑膜瘤间的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利用 ROC曲线诊断结果，T1增强信号中以第 25百分位数 1305.13为阈

值鉴别二者的曲线下面积（AUC）最大，诊断能力最佳（AUC=0.819），敏感性及特异性分别为

77.8%、87.5%，而第 50百分位数的诊断能力次之（AUC=0.792）；而 T2信号中以偏度 0.16为

阈值鉴别二者的诊断能力最佳（AUC=0.972），敏感性及特异性分别为 88.9%、87.5%。 

结论：基于肿瘤全域感兴趣区 T2以及 T1增强信号强度直方图可以为血管周细胞瘤与血管瘤型

脑膜瘤之间的鉴别提供更多信息，T1增强信号中第 25百分位数、第 50百分位数以及 T2信号

中偏度具有良好的诊断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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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935 

嗅神经母细胞瘤 1 例 

 
蔡雅婷,李天然,唐军,陆江阳,李明,崔华锋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 100037 

 

嗅神经母细胞瘤（esthesioneuroblastoma , ENB ）又称嗅神经上皮瘤，是一种少见的恶性肿

瘤，约占鼻腔肿瘤的 3% ~ 5%，发病率约为 0.4 ~1/1 000 000
[1] 

, ENB是起源于筛骨筛板或鼻

腔嗅区粘膜嗅神经细胞的恶性肿瘤，起病隐袭，早期确诊困难
[2]
。ENB曾命名为嗅神经上皮

瘤、嗅神经细胞瘤、成感觉神经母细胞瘤。1993年 WHO分类将 ENB归于神经元肿瘤，把嗅神

经上皮瘤列为 ENB的一种亚型。2000年 WHO新分型则将嗅神经上皮瘤和 ENB列于外周来源的

神经性外胚层肿瘤，临床上一般仍将两者统称为 ENB
[3]
。 

ENB患者早期可无明显症状，随着病变的发展，出现鼻塞、鼻出血、嗅觉下降等，晚期可有突

眼、复视、面部疼痛、头痛及实力减退等，缺乏特征性。肿瘤易侵犯筛窦、蝶窦、上颌窦、眼

眶，甚至侵入颅内并浸润脑实质，远处转移较为常见，最常见的转移部位为颈部淋巴结，其次

为肺、胸膜、中枢神经系统等。肿瘤呈有光泽的蕈状或息肉状软组织，表面的粘膜较光滑，切

面呈灰红色，质地较软而脆；光镜下肿瘤表现为上皮团巢，细胞形态以小圆细胞为主，核大，

泡浆空乏，细胞聚集呈“菊花团”样改变
[4]
。 

   

 

 
PU-1936 

原发性鼻腔黏膜恶性黑色素瘤的 CT 诊断价值 

 
于静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550004 

 

目的 探讨原发性鼻腔黏膜恶性黑色素瘤（nasal mucosal malignant melanoma,NMMM ）的

CT诊断价值，以提高对该病的诊断。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手术和病理证实的 11例 NMMM的 CT

影像表现，分析肿块发生部位、生长方式、周围结构受侵情况及增强表现。结果 11例病例

均位于单侧鼻腔，1例呈结节状生长，10例均沿鼻腔长轴方向生长。6例向同侧周围结构侵

犯，其中累及筛窦 6例、上颌窦 3例、眼眶 5例、蝶窦 2例、额窦 1例、鼻中隔对侧粘膜 2

例、翼腭窝 1例、鼻咽腔 1例。CT平扫均无钙化。增强后均呈明显不均匀强化，不强化区可

表现为条片状、裂隙状，多位于病灶的边缘。结论 NMMM 的 CT表现有其一定的特征性，对

NMMM的诊断有重要的价值。 

   

 

 
PU-1937 

颌骨角化囊肿 CT 诊断 

 
乔英,张丽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30001 

 

目的 

研究颌骨角化囊肿的 CT影像特点，目的是为了提高诊断率，同时为临床手术提供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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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回顾性分析 22例手术和病理证实的颌牙源性骨角化囊肿的临床及 CT资料，分析每一个病例

的影像特征。 

结果 

 22例患者中发生于上颌骨 9例（40.9%），下颌骨 13(59.1%)例，伴感染 3例。发生于上颌骨

尖牙、切牙区 6例(66.7%)，磨牙区 3例(33.3%);下颌骨病变中位于磨牙区 9例(69.2%)，切牙

区 4例(30.8%)。位于上颌骨尖牙、切牙区病灶表现为颌骨内类圆形低密度影，边缘光整，沿

颌骨长轴生长，呈膨胀性生长突向颊部者 4例，而磨牙区病灶 3例均突向上颌窦内，硬化的边

缘与上颌窦壁形成双边影。上颌骨囊性病灶边缘骨质完整 1例，骨壁缺损 8例，但边缘都有完

整包膜；下颌骨磨牙区病灶沿着颌骨长轴方向生长 5例，呈长条形，骨壁完整，也可向外膨胀

性生长 4例，边缘可见硬化缘伴部分骨壁缺损。3例伴感染病灶内可见气体影。颌骨角化囊肿

好发于下颌骨，并且男性好发。上颌骨病灶容易向上、向外膨胀性生长，发生于磨牙区的易突

向上颌窦，甚至填充上颌窦；发生于牙槽突的病灶可向口腔内及颊侧膨胀性生长。而下颌骨沿

着长轴生长的局限于骨皮质内，但大多椭圆形向外膨胀性生长，突破骨皮质向颊侧生长，不过

大多有完整包膜。 

结论 

 颌骨牙源性角化囊肿的 CT 影像表现有一定特殊性，可与其他牙源性囊肿区别。 

   

 

 

PU-1938 

能谱 CT 在喉癌及下咽癌定量分析中的价值 

 
于学文

1
,孙立新

1
,巩若箴

2
,田静

1
,刘善凤

1
,赵慧

1
,李金燕

1
,李统

1
 

1.山东省立医院西院 

2.山东省医学影像学研究所 

 

目的 探讨能谱 CT在喉癌及下咽癌定量分析中的价值。方法 对 11例喉癌及下咽癌患者行能谱

CT增强扫描，计算肿瘤病灶及相应层面胸锁乳突肌能谱曲线斜率，测量肿瘤病灶及相应层面

胸锁乳突肌碘基物浓度，进行 t检验，确定能谱曲线斜率、碘基物浓度、水基物浓度阈值及诊

断效能。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 11名患者，平均年龄 56.7，平扫肿瘤能谱斜率、碘基物浓度分

别为-0.068、-0.97，胸锁乳突肌所测得数据分别为-0.22、-2.29；动脉期肿瘤能谱曲线斜

率、碘基物浓度分别为 0.84、10.32，胸锁乳突肌所测得数据分别为 0.11、1.87；静脉期肿瘤

能谱斜率、碘基物浓度分别为 1.20、15.54，胸锁乳突肌所测得数据分别为 0.29、3.81，所有

数据 P值均大于 0.05，没有统计学意义。平扫能谱曲线斜率≥-0.11、碘基物浓度≥-1.72 诊

断下咽癌灵敏度、特异度、ROC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909、0.909、0.93， 1.00、0.81、

0.86；动脉期能谱曲线斜率≥0.016、碘基物浓度≥0.17 诊断下咽癌灵敏度、特异度、ROC曲

线下面积分别为 0.909、0.909、0.85， 0.909、0.818、0.83；静脉期能谱斜率≥0.57、碘基

物浓度≥7.26诊断下咽癌灵敏度、特异度、ROC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1.00、0.909、0.909，

1.00、0.909、0.909。结论 能谱 CT扫描对喉癌及下咽癌的定量分析数据，可以为喉癌及下咽

癌的正确诊断提供有效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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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939 

慢性主观性耳鸣的神经影像学机制研究 

 
陈宇辰,冯源,陈慧铀,顾建平,殷信道 

南京市第一医院 210006 

 

目的：耳鸣是人耳在没有相应的外部声音刺激时的主观听觉感知。耳鸣的机制不明，目前尚缺

乏客观检查方法及标准化治疗手段，现已成为全球重大卫生问题之一。脑电图、核医学及传统

磁共振（MRI）等神经影像学技术均提示中枢神经系统病变可能在耳鸣发生发展过程中起着关

键作用，但其真正的神经机制尚未明确。本研究拟通过利用静息态功能磁共振（fMRI）技术观

察慢性主观性耳鸣患者中枢神经系统的异常改变，并探讨该异常与耳鸣特定临床指标的相关

性，从而揭示耳鸣潜在的神经病理学基础。 

方法：本研究纳入 50名慢性主观性耳鸣患者以及 50名正常健康对照者。两组间在年龄、性别

以及教育程度均无明显统计学差异，且每位受试者均具有正常的听阈范围（平均听阈值<25分

贝），耳鸣严重程度使用 IOWA耳鸣残疾问卷（THQ）来评估。采集一般临床资料、听力学指标

和神经学量表，进行多模态 MRI扫描，包括结构像及静息态 fMRI。应用静息态 fMRI数据处理

技术，从结构、功能、网络等角度全面评价耳鸣患者中枢神经系统异常结构与功能改变，检测

异常结构及功能改变与耳鸣临床参数的相关性。 

结果：与正常对照组相比，慢性主观性耳鸣患者在听觉中枢与非听觉中枢的多个脑区存在异常

的自发性神经元活动及神经功能连接网络，包括低频振荡振幅（ALFF）、局部一致性

（ReHo）、基于种子点的功能连接（FC）、有效功能连接（GCA）、体素-镜像同伦连接

（VMHC）等多个指标，且这些异常变化与耳鸣病程及严重程度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相关性，体现

出耳鸣在听觉、情感、认知、记忆等各方面的异常神经活动[1-11]。 

结论：综上所述，慢性主观性耳鸣可导致中枢神经系统的异常功能变化，广泛分布于全脑多个

脑区及脑网络中，且这些异常改变与耳鸣特定临床指标密切相关。本研究将进一步丰富对耳鸣

神经病理学机制的认识，为临床主观性耳鸣患者明确疾病发病原因和评估治疗预后提供重要的

影像学新靶标。  

 

 
PU-1940 

乳头状甲状腺癌的 CT 误漏诊分析 

 
许凡勇,夏进东 

上海市松江区中心医院 201600 

 

目的 分析 PTC的 CT误诊及漏诊原因，旨在更加准确把握 CT诊断 PTC的价值与限度。   方

法 回顾性分析 16例（共 18个 PTC病灶）具有 CT及病理资料 PTC病例，术前 CT检查误诊或

漏诊，观察 CT平扫及增强表现，分析 CT误漏诊原因。   结果 16例 PTC病例、共 18 个 PTC

病灶；误诊 13个，平均直径 9.3mm，7个误诊为结节性甲状腺肿，5个未定性诊断，1 个误诊

为腺瘤；漏诊 5个 PTC病灶，平均直径 2.4mm。   结论 病灶多发、直径小、影像表现缺乏特

异性及对典型征像缺乏认识是 PTC误诊的主要原因；5mm以下 PTC病灶在 CT上难以显示，是

漏诊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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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941 

不典型中耳面神经鞘瘤并急性外耳道炎 1 例 

 
王菲瑶 

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637000 

 

摘要：面神经鞘瘤典型症状为渐进型面瘫，但不伴有渐进性面瘫的面神经鞘瘤罕见。本文报道

发生于中耳部不典型面神经鞘瘤 1例，并讨论面神经鞘瘤的特点及其鉴别诊断。（The 

typical symptoms of facial nerve sheath tumors are progressive facial paralysis， 

but not accompanied by progressive facial paralysis of facial nerve sheath tumor 

rare.This report reports 1 case of atypical facial schwannoma in the middle ear, 

and discuss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acial nerve sheath tumor and its 

differential diagnosis.） 

 

   

 

 
PU-1942 

蝶骨骨母细胞瘤误诊 1 例并文献复习 

 
罗应斌,史天亮,李继亮,覃志红 

铜仁市人民医院 554300 

 

目的：探讨蝶骨骨母细胞瘤的 CT、MRI表现，提高对本病的认识，减少误诊率。方法：回顾分

析 2017年 3月误诊并经手术证实的 1例蝶骨骨母细胞瘤病例进行临床影像分析和文献复习。

结果：蝶骨骨母细胞瘤的 CT表现以膨胀性骨质破坏、内见钙化或骨化、边缘见高密度骨壳为

主；MRI表现以病灶呈稍短 T2信号、边界清楚为主的占位性病变，增强后呈明显均匀性强

化。结论：CT对蝶骨骨母细胞瘤的影像诊断具有一定的特征性，MRI对可精准地显示病灶范

围，为手术提供可靠依据。 

   

 

 

PU-1943 

探讨 MRA、CTA 在颈内动脉血管狭窄程度的临床应用价值 

 
谭德力 

解放军第 105 医院 230000 

 

 目的：对 MRA、CTA在颈内动脉血管狭窄程度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选择 2010年 3月到

2016年 3月本院并行 MRA、CTA、DSA三种检查患者 60例，以 DSA作为金标准比较 MRA、CTA

两种检查方法对颈内动脉血管狭窄程度评估的灵敏度、特异度及准确率等诊断指标。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3645 

 

 
PU-1944 

左侧颈总动脉与头臂干共干起始一例 

 
叶宇俊 

分宜县人民医院 336600 

 

患者  女，70岁。患者因早晨在家洗漱时突然出现头痛，呈持续性头部及颈部胀痛，较剧

烈，并伴呕吐胃容物 5次，无呕吐咖啡色液体，无肢体活动障碍，无言语含糊，无头晕。为求

诊疗来我院就诊，门诊行颅脑 CT检查示蛛网膜下腔出血。病程中，患者意识清楚，精神稍

差，既往有高血压病史 20余年，不规律口服降压药治疗，血压控制不详，现血压

174/86mmhg，双瞳孔等大等圆，伸舌居中，病理征阴性。 

CTA表现：主动脉弓发出两支血管，其中头臂干与左侧颈总动脉共干，共干直径约 19.7mm，左

颈总动脉直径约 8.8mm，头臂干直径约 13.4mm（图 1—4）。双侧颈总动脉、双侧锁骨下动脉

管、双侧颈外动脉、双侧颈内动脉、双侧椎动脉管壁规则，未见明显异常斑块影，管腔通畅，

未见明显狭窄。 

讨论  主动脉弓分支的解剖变异较为复杂，主动脉弓只发出两支血管，左侧颈总动脉(LCCA)与

头臂干(BT)共干起始非常少见。在以往报道中非常罕见
[1]
， 随着近年 CTA及 MRA检查的增

多，报道的病例有所增加，李琦在 2008年《中国临床解剖学杂志》上报道中约占 9.4%
[2]
，冯

丽在 2014年《实用放射学杂志》上报道中约占 3.75%
[3]
。头臂干与左颈总动脉共干，发出的部

位左移，而使头臂干跨越气管，走行于气管前缘，容易压迫气管（图 5），同时由于头臂干位

置表浅，在临床上气管切开或甲状腺手术时应该特别注意此种变异存在，避免误伤头臂干，而

导致大出血危急生命。 

   

 

 

PU-1945 

颈动脉斑块的高分辨率 MRI 研究 

 
江睿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200233 

 

 

目的：研究高分辨率 MRI对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成分及性质的评估能力，为临床提供帮助。 

方法：收集由常规超声发现的有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患者 38名（76支颈动脉，84例斑块，

男 22名，女 16名，年龄 55-80岁），进行高分辨率 MRI检查，运用最新的 MRI颈动脉斑块分

析软件 Vascular Plaque Diagnostics(美国 VP Diagnostics公司，西雅图)对 MRI图像进行

半自动分析，同时由两名有经验的放射科医师采用双盲法对图像进行确认，分析斑块内成分及

性，检测 MRI颈动脉斑块分析软件对斑块的评估能力。 

结果：由常规超声发现的 84例颈动脉斑块，高分辨率 MRI发现 80例斑块，稳定斑块 40例，

其中颈内动脉 24例，颈总动脉 16例；易损斑块 40例，其中颈内动脉 22例，颈总动脉 18

例。MRI斑块分析软件能对斑块内成分进行准确分析及标记。 

结论：高分辨率 MRI能准确分析斑块内成分及性质，确定斑块分型，指导临床治疗及用药；

MRI斑块分析软件不仅能对斑块进行定性分析，同时能进行定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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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946 

颈动脉斑块的高分辨率磁共振的研究 

 
江睿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200233 

 

 

目的：研究高分辨率 MRI对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管腔狭窄程度的评估能力，并与数字减影血管

造影(DSA)比较，判断两者一致性。 

方法：收集由常规超声发现的有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患者 38名（76支颈动脉，84例斑块，

男 22名，女 16名，年龄 55-80岁），进行高分辨率 MRI检查，运用 MRI颈动脉斑块分析软件

Vascular Plaque Diagnostics(美国 VP Diagnostics公司，西雅图)对 MRI图像进行半自动

分析，同时由两名有经验的放射科医师采用双盲法对图像进行确认，记录管腔狭窄程度。38

名患者中的 21名患者（42 支颈动脉）进行 DSA检查，记录管腔狭窄程度及有无溃疡斑块，并

分别与高分辨率 MRI结果进行对比。 

结果：以“DSA”为金标准，对 42支颈动脉进行动脉粥样硬化管腔狭窄程度的判定，高分辨率

MRI与 DSA均发现 27支颈动脉存在不同程度的狭窄，高分辨率 MRI评估的轻度狭窄占 8/27，

中度狭窄占 9/27，重度狭窄占 10/27；DSA评估的轻度狭窄占 6/27，中度狭窄占 11/27，重度

狭窄占 10/27，两者诊断一致性极佳（Kappa值=0.888），P＜0.05。 

结论：高分辨率 MRI能准确判断颈动脉斑块管腔狭窄程度，与 DSA结果的一致性极佳。 

 

   

 

 
PU-1947 

多形性黄色星形细胞瘤的 CT、MRI 表现及误诊分析 

 
李娜,李健,纪玉强,王敏君,曾献军,王黎珍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30006 

 

目的 探讨多形性黄色星形细胞瘤（PXA）的 CT、MRI特征，以提高其术前诊断率。方法 回顾

性分析 13例经手术病理证实为 PXA的 CT、MRI表现，并结合文献分析其误诊原因。结果 13

例 PXA患者中，发病年龄范围为 7～56岁，平均年龄（33.4±18.2）岁，女性 5例，男性 8

例。病变位于幕上脑实质 12例，延髓 1例；12例为单发病灶，1例多发病灶，多发病灶位于

左侧丘脑及右侧基底节区。大囊伴结节型 5例（38.4%），实质型 3例(23.1%)，囊实性混合型

5例(38.4%)。肿块实性部分 T1WI呈等或稍低信号，囊液信号部分略高于脑脊液，T2WI 呈等或

稍高信号；3例行 CT扫描，病灶均为囊实性，实性部分密度稍高，内可见结节状、小斑片状

钙化灶。增强扫描大多肿块显著强化，其中 1例轻度强化，仅 2例可见病变接触的软脑膜强

化。结论 PXA的 MRI与 CT 表现具有一定特征性，综合分析有助于减少误诊，提高其术前诊断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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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948 

双能量 CT 成像评价甲状腺癌与周围淋巴结同源性的研究 

 
马隽 

北京友谊医院 100050 

 

双能量 CT成像对不同性质的病灶具有其特征性 CT值、标准化碘浓度及能谱曲线，不同病理类

型病灶、不同性质的淋巴结能谱曲线走形均有不同，本研究采用双能量 CT多参数分析对甲状

腺癌与周围淋巴结是否同源做出评价，为准确判断甲状腺癌及其周围病灶的性质，对手术方案

的制定和患者的预后提供依据。 

 

   

 

 

PU-1949 

双源 CT 平扫碘值联合 TSH 诊断良恶性甲状腺结节的价值 

 
金弋人,韩丹 

昆明医科大第一附属医院 650032 

 

【目的】探讨双源 CT双能量平扫碘浓度联合血清促甲状腺激素（TSH）诊断良恶性甲状腺结节

的价值。 

【方法】收集行双能量 CT平扫并经手术病理证实 73个甲状腺结节，其中恶性结节 42 个（乳

头状癌 38个，髓样癌 2个，滤泡状癌 2个）；良性结节 31个（结节性甲状腺肿 25个，腺瘤

6个)，根据结节大小，其内钙化情况 ，病理示颈侧区淋巴结转移情况进行分组。并根据甲状

腺结节大小，淋巴结转移，远处转移情况行 TNM分期。经双能后处理得到碘图，测量甲状腺结

节及周围正常甲状腺组织的 CT值及碘含量(碘值)；CT检查之前静脉血测量 TSH值，比较正

常、良性、恶性碘浓度及 TSH并计算独立诊断及联合诊断的效能。 

【结果】良恶性结节 CT值与碘值分别为 35.82±0.42HU、-0.4~1.9 mg/ml(中位数

0.8mg/ml)，41.65±0.78HU、-3.1~1.2 mg/ml(中位数-1.6mg/ml)。鉴别良恶性结节的碘值临

界值为 0.15 mg/ml时，敏感度为 73.38%，特异性为 78.32%、准确性 75%。恶性结节 TSH

（2.53±0.76）μIU/ml 显著高良性结节（1.34±0.51）μIU/ml（t=13.24，P<0.05），最佳

临界值为 1.65μIU/ml 时，敏感度 72.85%，特异性 75.23%，准确性 65%，平扫碘值及形态学

联合 TSH诊断良恶性甲状腺结节的敏感度 85.45%，特异性 84.32%，准确性 81.65 %，高于平

扫碘值，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颈侧区淋巴结转移、病变内沙砾状钙化、肿瘤直径

>1 cm、高 TNM分期患者 TSH 显著升高（t=13.428，12.380，7.287，5.289，P<0.01）。 

【结论】双源 CT平扫碘值及形态学对甲状腺结节良恶性的判断有一定价值，术前测量 TSH可

作为辅助指标联合判断，提高诊断准确性。TSH显著升高的甲状腺恶性结节与颈侧区淋巴结转

移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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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950 

视神经扩散张量成像对甲状腺相关眼病视神经病变（DON）激

素冲击治疗后视神经功能修复的评价 

 
刘萍,张菁 

湖北省武汉市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530035 

 

背景及目的：甲状腺相关眼病视神经病变（DON）及复视是影响 TAO（甲状腺相关性眼病）患

者生活质量的常见视觉功能障碍，但是发病机制完全不同，复视是眼肌调节功能障碍，而 DON

是视神经损伤所致。本研究通过对比观察 TAO伴复视组及 DON组患者激素冲击免疫抑制治疗前

后视神经磁共振扩散张量成像（MRI-DTI）成像多参数值的变化，探讨视神经 DTI成像在 DON

致病机制及激素冲击治疗后视神经功能修复评价中的价值。 

材料与方法：回顾性分析 2015.1-2017.3月我院临床诊断为 TAO并接受激素冲击治疗 157 例患

者，所有患者均于治疗前后均行 MRI常规序列及视神经 DTI功能成像检查。经随访研究，最终

纳入均行激素冲击治疗的 38例 TAO伴复视及 15例 DON患者。使用 DTI专用处理软件分析图

像，获得 DTI相关参数值（ADC, FA、VRA、RA、及 EA），并应用恰当的统计学方法分析。 

结果：DON组，其视神经除 AI（各向异性指数）外的多个 DTI参数值较治疗前有显著改变：

ADC降低（P=0.003），FA、VRA、RA及 EA值升高（P=0.022,0.016,0.024,0.002）。TAO伴复

视组在激素冲击治疗后，视神经 DTI各参数值无显著改变。 

结论：视神经 MRI-DTI能可靠反映 DON激素冲击治疗后视神经功能修复，而复视组视神经在激

素冲击治疗前后无显著差异。 

   

 

 
PU-1951 

ADC 直方图评估头颈部鳞癌预后的价值 

 
李晓霞,袁瑛,任继亮,施奕倩,陶晓峰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200011 

 

目的 探讨表观弥散系数（ADC）直方图在评估头颈部鳞癌的预后价值，并建立预后的多因素回

归模型。方法 回顾性分析 96例经病理证实的头颈部鳞癌患者的临床及病理学资料和术前磁共

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通过 FireVoxel 软件绘制整个肿瘤病灶的

ADC直方图,获得各百分位数 ADC值(ADC10、ADC50、ADC90、ADCmean)及直方图曲线的偏度及峰度。

采用单因素及多因素 COX回归法评价患者临床特征（年龄、性别、病理学分期等）、ADC 直方

图参数对头颈部鳞癌患者总体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OS）价值，并建立生存预测模型，

得出一致性指数（C-index）来评估模型的预测效能。结果 共纳入 96例患者，中位随访时间

为 877±400 天，死亡人数 29例（30%），存活人数 67例（70%）。ADC10、ADC50、ADC90、

ADCmean、峰度与头颈部鳞癌患者的 OS显著相关（P<0.05），且 ADC值越大，患者总生存期越

短，预后越差； 女性患者、肿瘤体积越大、AJCC越晚期，患者总生存期越短，预后越差。多

因素 COX风险回归模型发现，ADC90、峰度值是头颈部鳞癌预后的独立预测因子，加入的直方图

参数的预后模型中的 C-index 显著提高（P<0.05）。结论 治疗前 ADC直方图参数是头颈部鳞

癌患者预后的独立预测因子，加入直方图参数后，可显著提高预后模型的预测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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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952 

 3D-pCASL 对幕上脑梗死后交叉性小脑失联的 MRI 灌注的研究 

 
杜慧,苗延巍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6011 

 

［摘 要］ 目的 使用三维准连续式动脉自旋标记（3D-pCASL）技术预测分支动脉粥样硬化

时，幕上脑梗死患者交叉性小脑失联( CCD)的早期神经功能受损程度。 

方法:收集 14例单侧幕上大脑中动脉供血区脑梗死后交叉性小脑失联的患者。所有患者均行

MR检查，包括 DWI、3D-TOF-MRA、3D-pCASL。记录患者的 NIHSS评分，再测量所有患者幕上脑

梗死灶的 DWI高信号面积和同侧小脑半球、对侧小脑半球的 CBF值，计算双侧小脑半球的不对

称指数( asymmetry index，AI）。使用 sperman相关法分别检验幕上脑梗死灶的 DWI 高信号

面积、双侧小脑半球的不对称指数与 NIHSS评分的相关性。 

结果 :NIHSS评分和幕上脑梗死灶的 DWI高信号面积、双侧小脑半球的不对称指数均具有显著

相关性（p=0.015,r=0.807；p=0.033,r=0.747）。 

结论 :3D-pCASL不仅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幕上脑梗死后 CCD 脑组织灌注的特性，对该疾病的诊

断具一定价值,还可以预测早期神经功能受损的严重程度。 

   

 

 

PU-1953 

多标记后延迟时间的 3D ASL 技术对单侧大脑中动脉重度狭窄

或闭塞时缺血半暗带的研究  

 
杜慧,苗延巍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6011 

 

目的：使用三维准连续动脉自旋标记（3D pCASL）技术在 PLD= 1.5 s、PLD=2.5s时评价缺血

性脑血管病的缺血半暗带（ischemic penumbra ，IP）。 

方法：收集 26例单侧大脑中动脉（MCA）重度狭窄或闭塞患者（平均年龄 60±12y；男 16

例），行 MRI-3D pCASL及 DWI扫描。分别测量 CBF-DWI不匹配区域的平均面积（mm
2
）及平均

CBF值（PLD= 1.5 s、2.5s，ml/100g/min）。使用配对样本 t检验比较 IP区平均 CBF 值及

平均面积值。使用卡方检验比较 IP区阳性检出率。 

结果：PLD= 1.5 s时， IP的阳性检出率（21 / 26，80.77%）比 PLD=2.5s（6 / 26，

23.08%）高（P = 0.000）。IP 区平均 CBF1.5和 CBF2.5值分别为 12.32±1.66 vs.18.84±1.44

（P = 0.002）。IP区的平均面积在 PLD=1.5s（4273.17±611.17）比 2.5s

（1074.50±955.32，P = 0.01）显著扩大。 

结论：缺血性脑血管病患者 IP区的检出率与平均面积因 PLD值不同而不同，PLD= 1.5s时，

IP区脑血流量减少、检出率较高、平均面积更大。 

临床意义：在缺血性脑血管病患者中，使用 3D pCASL技术评估 IP区需要考虑到不同的 PLD的

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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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954 

以豆状核为主的双侧基底节对称性密度改变病变的 CT 诊断 

 
王荆,赵祖琦 

长治医学院附属和济医院 046000 

 

【摘要】目的：研究总结以豆状核为主的双侧基底节对称性密度改变病变的 CT表现及临床意

义。方法：对以低密度病变为主的四类 12种疾病和以高密度钙化为主的四类 5种疾病的 CT表

现进行分析总结。结果：以豆状核为主的双侧基底节对称性密度减低的疾病有 1）代谢类：豆

状核变性、婴儿维生素 b1缺乏症、先天性氨基酸代谢异常等，2）感染类：eb病毒性脑炎、

腮腺炎病毒性脑炎、乙型脑炎等，3）中毒类：co中毒、海洛因脑白质病、变质甘蔗中毒等，

4）血管类：galen静脉血栓、脑梗死及缺氧缺血性脑病后遗症等。以豆状核为主的双侧基底

节对称性密度增高钙化的有生理性钙化、Fathr病、甲状旁腺疾病、结节性硬化等疾病。结

论：双侧基底节区对称性密度改变的病变原因很多，容易误诊，仅凭 CT表现鉴别较困难，结

合临床病史及其他检查可以辨别。 

   

 

 
PU-1955 

CT 增强扫描在甲状腺微小结节灶良、恶性鉴别诊断中的价值 

 
成建明,杨玉婵,宋璟璟,杨烁慧,陈义磊,詹松华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201203 

 

目的  探讨 CT增强扫描在甲状腺微小结节灶良、恶性鉴别诊断中的价值。 方法  回顾性

分析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100 例甲状腺微小结节灶术前 CT表现特点，其中结节性甲状腺肿 50

例，甲状腺微小乳头状癌 50例。 结果 结节性甲状腺肿与微小乳头状癌在年龄、性别、平扫

CT值比较中无显著性差异（P>0.05），但在增强后 CT值、强化方式、包膜/假包膜征、甲状

腺边缘截断征、细颗粒状钙化比较中有显著性差异（P<0.05）。 结论 结节性甲状腺肿与甲状

腺微小乳头状癌在 CT表现上有各自的特征性，CT增强扫描对甲状腺微小结节灶的良、恶性鉴

别诊断有重要价值。 

   

 

 
PU-1956 

甲状腺乳头状癌淋巴结转移的影像特征及临床意义 

 
姜宏宁,成建明,杨烁慧,詹松华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201203 

 

目的：分析甲状腺乳头状癌（PTC）淋巴结转移的影像学特征，与病理对照，提高诊断正确

率，为手术范围选择提供可靠依据。材料与方法：选择我院 2013.10-2016.10经手术病理证实

的 162例甲状腺乳头状癌的影像资料，术前均采取彩色多普勒超声和 CT检查。结果：162例

患中 97例发生颈部淋巴结转移。彩超提示颈部中央区（VI区）淋巴结转移 63例；诊断符合

52例；侧颈区（II-V区）转移者 38例，诊断符合 18例。CT提示中央区（VI区）淋巴结转移

53例，CT诊断符合 39例；侧颈区（II-V区）均转移者 48例，CT诊断符合 38例，结果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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χ
2
检验。颈部中央区（VI区）淋巴结转移彩超特异性 62.00%高于 CT39.00%（p〈0.05〉；颈

部侧颈区（II-V区）淋巴结转移彩超特异性 32.00%低于 CT53.00%（p〈0.05〉；CT扫描 72例

淋巴结密度、强化程度与甲状腺癌相似，12例伴有囊变坏死，8例伴有颗粒状钙化灶。结论： 

PTC中央区（VI）淋巴结转移彩超特异性高，侧颈区（II-V区）淋巴结转移 CT特异性高；二

者联合检查能提高准确率，对临床手术方案制定具有重要意义。转移淋巴结的 CT扫描特征：

淋巴结明显强化，强化程度与甲状腺乳头状癌保持一致，可发生囊病或坏死，以及出现颗粒状

钙化灶。  

 

 
PU-1957 

头颈部孤立性纤维瘤的影像学诊断 

 
王敏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30006 

 

【摘要】 目的 探讨头颈部孤立性纤维瘤（SFT）的影像学表现，提高影像诊断水平。 方法 

搜集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10例头颈部孤立性纤维瘤患者的术前影像资料，回顾性分析其 CT及

MRI表现，对其 CT及 MRI表现进行分析。观察指标包括肿块的密度、钙化、囊变、出血、MRI

信号特点、CT动态增强及 MRI增强改变等。 结果 10例肿瘤全部为单发病灶，CT平扫肿块

大部分表现为等稍低密度，其内密度不均匀；1例有多发的点状钙化；3例肿块周围的骨质出

现骨质吸收破坏；1例出现囊变及出血；7例肿瘤行动态增强扫描，大部分出现多发增粗迂曲

血管影，强化程度不一，呈轻中度至重度强化，其内见多发斑片状无明显强化低密度影。1例

行 MRI平扫及增强扫描，平扫呈稍长 T1等 T2信号，其内见多发斑片状短 T1长 T2信号、小斑

片状长 T1长 T2信号及斑片状短 T2信号，增强扫描呈轻中度强化。 结论 头颈部孤立性纤维

瘤的 CT动态增强表现有一定特征性，结合其 T2WI低信号特点，对于临床诊断有重要价值。 

   

 

 
PU-1958 

基于 CT 图像的眶内侧壁结构差异与眼眶爆裂性 

骨折发生形态的相关性研究 

 
沈杰,吴飞云,许晓泉 

江苏省人民医院 210029 

 

目的：基于 CT图像眶内侧壁结构定量测量探讨眼眶内侧壁解剖特点与眼眶爆裂性骨折发生形

态的相关性。 

方法：收集因眼部外伤行眼眶 CT扫描的患者，无眼眶骨折患者 100例，单纯眼眶骨折患者 76

例（眶内侧壁骨折 50例，眶下壁骨折 26例）。眶内侧壁定量测量参数包括筛骨纸板前高、后

高、前后径、面积及筛窦气房分隔数、单位筛窦气房分隔所支撑筛骨纸板面积。比较各组间眼

眶内侧壁各定量测量参数的差异。 

结果：无骨折患者左右两侧眼眶内侧壁各定量测量参数无统计学差异（P＞0.05）。眼眶内侧

壁骨折组筛窦气房分隔数少于眼眶下壁骨折组（P＝0．013），单位分隔所支撑的筛骨纸板面

积大于眼眶下壁骨折组（P＝0.011），而筛骨纸板前高、后高、前后径、面积无组间差异（P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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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左右两侧眼眶内侧壁结构各定量测量参数无统计学差异。在相近外力作用下，筛窦气房

分隔数越少，单位分隔所支撑的筛骨纸板面积越大，患者越易发生眶内侧壁骨折。 

   

 

 
PU-1959 

The value of conventional MRI combined with 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 in the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orbital lymphoproliferative disorders 

 
Shen Jie,Wu Feiyun,Xu Xiaoquan 

Jiangsu Province Hospital 210029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conventional MRI combined with 

DWI in the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orbital lymphoproliferative disorders(LPD). 

Methods As a retrospective study, 42 patients were enrolled, including 23 orbital 

lymphoma and 19 benign orbital LPD confirmed pathologically or clinically. These 

patients underwent conventional MR, DWI and contrast⁃enhanced MRI examination of 

orbit. Qualitative MR imaging features [location, margin, patient ratio of 

involved quadrants(≥2), signal intensity,“flow void sign”,sinusitis] and 

quantitative features [ADC and contrast enhanced ratio of the lesion to temporal 

muscle (CER)] were evaluated. Chi⁃square test and t test were used for the 

analysis of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features between lymphoma and benign 

orbital LPD groups, respectively.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employed to identify the significant variable for predicting malignant LPD. ROC 

analysis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ability of the diagnostic models established 

based on identified variables. Results “Flow void sign”(9 lymphomas and 17 

benign LPDs) and sinusitis (5 lymphomas and 13 benign LPD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The MR imaging features [location, margin, patient ratio of 

involved quadrants (≥2), and signal intensity] ha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Both ADC [(0.79±0.09)×10⁃3 mm
2
/s of lymphoma, 

(1.29±0.35)×10⁃3 mm
2
/s of benign LPD] and CER (1.43±0.17 of lymphoma, 

1.79±0.31 of benign LP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t=－

6.630, －8.257;P<0.01).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ADC 

value,CER and“flow void sign”were significant variables for predicting malignant 

orbital LPD (P<0.05). ROC curve showed that ADC value was the most significant 

single variable in differentiating orbital LPD [threshold value, 0.74 × 10
-3
mm

2
/s; 

areas under ROC curve (AUC), 0.97; sensitivity, 87.0% ; specificity,94.7%]. 

Combination of ADC and CER could further improve the specificity in 

differentiating benign from malignant orbital LPD (AUC, 0.90; sensitivity, 78.3%; 

specificity, 100.0%, accuracy 88.1%). 

Conclusions ADC, CER and“flow void sign”on T2WI were significant variables for 

predicting malignant orbital LPD.ADC value was the most significant single 

variable. Combination of ADC and CER could further improve the specificity in 

differentiating benign from malignant orbital LP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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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960 

1024 矩阵联合迭代算法对内耳 CT 图像质量的影响 

 
梁龙

1
,陈文波

2
,张斌

2
,张水兴

2
,江桂华

1
 

1.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 

2.广东省人民医院 

 

 

目的：对比评价 1024 矩阵联合迭代算法（IR）与 512 矩阵联合滤波反投影算法（FBP）对内耳

CT 图像质量的影响 

方法：每个病人扫描后的图像用五种方法重建（1）512矩阵联合 FBP算法（2）512矩阵联合

IR算法（iDose level3）（3）1024矩阵联合 FBP算法（4）1024矩阵联合 IR算法（iDose 

level3）（5）1024矩阵联合 IR算法（iDose level4），其余扫描参数相同。每种重建方法

计算其对比噪声比（CNR）并由两名熟悉内耳解剖的放射科医师进行空间分辨率评分 

结果： 

1024矩阵联合 IR算法与 1024 矩阵联合 FBP算法相比,以及 512矩阵联合 IR算法（iDose 

level3）与 512矩阵联合 FBP算法（iDose level3）相比，CNR提升（P<0.05），空间分辨率

差别没有统计学意义 ； 

1024矩阵联合 IR算法（iDose level3）与 512矩阵联合 IR算法（iDose level3）相比，以

及 1024矩阵联合 FBP算法与 512矩阵联合 FBP算法相比，CNR下降（P<0.05），空间分辨率

提升（P<0.05） ； 

1024矩阵联合 IR算法（iDose level4）与 1024矩阵联合 IR算法（iDose level3）相比，

CNR提升（P<0.05）；空间分辨率差别没有统计学意义 ； 

1024矩阵联合 IR算法（iDose level4）与 512矩阵联合 FBP算法相比，CNR下降

（P<0.05），空间分辨率提升（P<0.05）；  

结论： 1024矩阵对图像的空间分辨率有提升作用，IR算法对 CNR有提升作用，1024矩阵联

合 IR算法（iDose level4）与 512矩阵联合 FBP算法相比，CNR没有统计学意义，空间分辨

率评分提高，总体提升了内耳需要的图像质量，可以应用于内耳 CT重建   

 

 
PU-1961 

原发性眼附属器淋巴瘤的诊断及鉴别诊断 

 
苗焕民,胡粟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15006 

 

目的：搜集原发性眼附属器淋巴瘤患者的影像资料，进行影像学分析，总结其影像特点，从而

提高对该疾病的认识。方法：回顾性分析本院从 2006年 1月到 2017年 4月间经手术病理证实

的 19例原发性眼附属器淋巴瘤患者的 CT及 MRI特点，其中 CT检查 18例，MRI检查 12例，

同时进行 CT及 MRI检查者 11例。结果：19例分别位于眼睑（n=10）、泪腺（n=5）、泪囊

（n=3），眼外肌（n=1）。CT表现为眼附属器高密度软组织占位，CT值 50-56HU，病灶无包

膜，呈匍匐铸型生长，MRI 呈等 T1WI、等或稍长 T2WI信号，增强扫描后明显强化。CT及 MRI

均可显示肿瘤与周围结构的关系，眼环受累（n=3），眼外肌受累（n=6）、泪腺受累

（n=4），同时累及泪腺、眼环及眼外肌（n=2），以包绕为主，占位效应不明显。结论：原发

性眼附属器淋巴瘤较少见，临床工作中需不断总结经验，提高认识，以减少误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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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962 

原发性鼻腔鼻窦粘膜恶性黑色素瘤 CT、MR 诊断 

 
侯刚强 

深圳市南山区人民医院 518052 

 

 

目的 探讨 CT、MR对原发性鼻腔鼻窦粘膜恶性黑色素瘤的诊断价值。材料与方法 回顾分析经

活检或手术病理证实的 11例原发性鼻腔鼻窦粘膜恶性黑色素瘤影像、病理及临床资料。CT检

查 11 例，增强 5 例。其中 3 例行 MR 平扫、增强扫描。观察病灶位置、范围、密度或信号特

点、周围淋巴结以及病变同周围组织结构的关系等特征。结果 肿瘤位于鼻腔 3例，鼻窦 6

例，同时累及鼻腔、鼻窦者 2 例。CT 平扫病灶形态欠规则，软组织密度，未见坏死囊变或钙

化灶；增强扫描 2例明显强化，3 例中度强化。3例 MR 检查中，1例 T1WI呈高信号，T2WI呈

低信号；余 2例 T1WI、T2WI 均呈等信号；增强扫描中度强化。11例均对周围组织有不同程度

的侵犯。11例均行免疫组化染色，肿瘤细胞 HMB-45（+）、S-100（+）、Vimentin（+）。结

论 原发性鼻腔鼻窦粘膜恶性黑色素瘤 CT缺乏特异表现；典型的黑色素瘤 MRI表现典型的信号

特征。CT、MR 能准确显示病灶部位，能准确显示肿瘤与周围组织关系及相邻重要结构侵犯情

况。   

 

 

PU-1963 

CT 和 MRI 在鼻腔非霍奇金淋巴瘤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杨晨,周莉,程冰雪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30006 

 

目的：分析并总结鼻腔非霍奇金淋巴瘤的 CT和 MRI 表现，探讨 CT 和 MRI 在鼻腔非霍奇金淋

巴瘤中的诊断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 24 例经病理证实的原发于鼻腔的非霍奇金淋巴瘤的 CT

及 MRI 表现。结果：24 例鼻腔淋巴瘤中，20 例为 NK/T 细胞淋巴瘤，4 例为弥漫性大 B 细胞淋

巴瘤。24 例患者中，14 例行 CT 平扫，6 例并行增强；18 例行 MRI 平扫，其中 13 例并行增

强；8 例同时行 CT 和 MRI 扫描。20 例鼻腔 NK/T 细胞淋巴瘤中，原发肿瘤位于单侧鼻腔 19

例，双侧鼻腔 1 例；位于鼻腔前部 6 例，鼻腔后部 6 例，占据整个鼻腔 7 例，另有 1 例位于鼻

前庭。病灶基本呈软组织肿块影，仅 1 例呈结节状。病灶有 6 例呈铸形生长。肿瘤侵犯周围结

构：向前浸润鼻前庭 9 例，鼻窦受累 5 例，累及鼻中隔及对侧鼻腔 2 例，累及咽后壁 1 例。

中、下鼻甲或眼眶壁、窦壁骨质破坏 11 例。CT 表现：平扫病灶呈稍高密度 10 例，等密度 3

例；增强后病灶中度强化 3 例，轻度强化 2 例，4 例均匀强化，1 例不均匀强化。MRI 表现：

T1WI 稍高信号（与邻近粘膜信号比较，下同）10 例，等信号 4 例，稍低信号 1 例；T2WI 稍低

信号 9 例，稍高信号 4 例，混杂信号 2 例；病灶内见斑点状短 T1 短 T2 信号出血灶 4 例；增强

病灶中度强化 6 例，轻度强化 2 例，无强化 2 例。4 例鼻腔弥漫性大 B 细胞淋巴瘤，原发肿瘤

位于单侧鼻腔 2 例，双侧鼻腔 2 例；位于鼻腔前部 2 例，占据整个鼻腔 2 例。病灶累及前颅底

3 例，累及鼻前庭 1 例，累及额部皮下软组织 1 例。3 例行 MRI 平扫和增强，T1WI 均为稍高信

号，T2WI 均为稍低信号，1 例病灶中有斑点状短 T1 短 T2 信号出血灶；增强病灶呈中度强化 2

例，轻度强化 2 例，均为均匀强化。1 例行 CT 平扫和增强，病灶呈稍高密度，轻度均匀强

化。4 例均伴有邻近骨质破坏。结论：原发于鼻腔非霍奇金淋巴瘤的 CT 和 MRI 表现具有特征

性，CT 和 MRI 两种影像检查方法可为其临床诊断提供可靠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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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964 

CTA 原图像对急性脑梗塞出血性转化的预测价值 

 
张敏,徐凯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221003 

 

【摘要】 目的：探讨 CTA原图像及其他影像、临床资料对急性脑梗塞患者出血性转化的预测

价值。 方法：回顾性的收集了 166名急性脑梗塞病例，通过分析 CTA原图像上低密度程度

（ΔHU）、FLAIR上信号强度差值、最大梗塞灶面积、ADC 降低程度、rADC以及各项相关临床

指标来预测急性脑梗塞患者出血性转化的发生。 结果：166例患者中，男性 108名，女性 58

名，平均年龄 63.9 ±10.3 岁。出血性转化 30例（18%），其中出血性脑梗塞（hemorrhagic 

infarction，HI）21例，脑实质出血（parenchymal hemorrhage，PT）9例。HT组与无 HT组

相比，ΔHU(P=0.015)、HDL（P=0.005）、LDL(p=0.026)与最大梗塞面积(P=0.001)具有预测价

值。 结论：急性大面积脑梗塞患者低水平的 HDL及 LDL与较大的ΔHU 值可以及早发现可能

的 HT，有助于及时调整治疗方案，改善患者预后状况。 

   

 

 
PU-1965 

头颈部 CT 血管造影对硬脑膜动静脉瘘的诊断价值探讨 

 
韩长瑞 

天津市泰达医院 300457 

 

 

目的：探讨头颈部 CT血管造影对硬脑膜动静脉瘘的诊断价值探讨。 

方法：硬脑膜动静脉瘘是一种动静脉血管畸形，收集 2010 年 7月至 2017年 7月 4例硬脑膜动

静脉瘘患者 CT血管造影的资料,以 4例性别及年龄相似的正常头颈部 CT血管造影为对照组,对

比分析 DAVF患者与正常头颈部 CTA的征象差异,分析包括畸形血管的供血动脉数量,患侧硬膜

窦边缘是否规整,有无异常穿颅血管通道,大脑皮层静脉是否扩张以及双侧颈内静脉密度是否对

称等多种征象。硬脑膜动静脉瘘的位置主要分为:硬膜窦区、海绵窦区、天幕区、基底静脉丛

区和大脑镰区,分型参照 Borden分型。 

结果：多支供血动脉诊断 DAVF的特异性、敏感性较高。患侧静脉窦边缘不规则的敏感性较低,

特异性很高。出现异常穿颅血管通道的敏感性较低,特异性较高。DAVF组的双侧颈内静脉密度

不对称性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 

结论：头颈部 CT血管造影可以作为临床筛查及诊断硬脑膜动静脉瘘的主要方法 ,用于评估硬

脑膜动静脉瘘的诊断、部位及分型。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3656 

 

PU-1966 

双源 CT 4D 动态螺旋扫描对颅内动脉瘤波动及危险评估  

 
金梅,刘力,林奕军,高振兴,李鑫 

齐齐哈尔市第一医院 161005 

 

【摘要】 目的 探讨双源 CT四维血管造影( 4D-CTA) 动态螺旋扫描对颅内动脉瘤波动及危险

评估，为临床动脉瘤的诊治提供依据。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年 1月至 2015年 12月我院经

全脑血管 4D造影确诊为颅内动脉瘤的 68例患者，记录患者动脉瘤数量、动脉瘤部位、动脉瘤

有无子囊及子囊个数，测量动脉瘤瘤体长度、瘤颈宽度、载瘤动脉直径，计算扩张与收缩比率

与破裂关系，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1)不同部位的动脉瘤破裂率之间无统计学差异

(P>0.05)。(2)合并高血压病的动脉瘤患者破裂率高于无高血压病者(86.5%，55.2%)，2组间

有统计学差异(χ
2
=10.542，P<0.05)；(3)有吸烟史的动脉瘤患者发生动脉瘤破裂的几率高于

无吸烟史组(92.1%，46.2%)，2组破裂率之间有统计学差异(χ
2
=21.026,P<0.05)；(4)破裂组

平均瘤体长度(4.76±2.82mm)，平均瘤颈宽度(3.12±1.44 mm)，平均 AR值(1.56±0.64)，

平均 SR值(2.05±1.54)，41.5%有子囊，扩张：收缩比率（1.58±0.64）；未破裂组瘤体长度

(3.64±1.83mm)，平均瘤颈宽度(3.20±1.06mm)，平均 AR值(1.15±0.46)，平均 SR值

(1.52±0.90)，11.6%有子囊，扩张：收缩比率（1.42±0.31），有无子囊的两组间差异比较

有统计学意义(P<0.05)。颅内动脉瘤破裂的临界瘤体长度、瘤颈宽度、AR值、SR值分别为

3.42mm、2.02mm、1.22、0.75。结论 颅内动脉瘤的瘤体长度、瘤颈宽度、AR值、SR 值、扩

张与收缩比率、子囊形成是动脉瘤破裂的危险因素，瘤体越长、瘤颈越小、AR值越大、SR值

越大，扩张与收缩比率越大，或有子囊形成，动脉瘤破裂风险越大，双源 CT 4D-CTA对颅内动

脉瘤波动及风险评估有较高的准确性。 

   

 

 

PU-1967 

视神经功能障碍病因分析和影像学检查价值 

 
王利 

西安市第四医院 710004 

 

 

【摘要】 目的 探讨视神经功能障碍病因分析和影像学检查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近 2年涉

及视神经功能障碍相关疾病 82例，临床表现为视物模糊、视力下降或丧失、复视、色觉减

退、突眼、视野缺损等。所有病例均行计算机断层扫描（computer tomography CT）、磁共振

成像（mage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部分病例分别行眼底荧光血管造影（FFA）、光

学相干层析成像（OCT）、眼部 B超、眼电生理、视野等检查。结果 经病理证实或临床治愈的

相关疾病包括球后肿瘤 11例（13.41%）、视神经炎 8例（9.76%，包括视乳头炎和球后视神经

炎）、缺血性视神经病变 3例（3.66%）、眶壁和（或）视神经管骨折并视神经损伤 18例

（21.95%）、视神经脊髓炎 2例（2.44%）、炎性假瘤 15例（18.29%）、格氏眼病 16 例

（19.51%）、后视路病变 9例（10.98%）。 结论  CT和 MRI对于眼眶和颅内视路占位性病

变、血管性病变具有定位和定性的作用，CT对眶壁和视神经管的骨折确诊率达到 100%。眼部

B超可作为眼眶疾病致视神经损害初筛检查手段。眼底荧光血管造影（FFA）、光学相干层析

成像（OCT）、眼电生理、视野等检查作为视神经病变的辅助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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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968 

PWI 对烟雾病行脑血管重建术疗效评价的应用 

 
李众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30006 

 

【摘要】 目的 目前烟雾病最有效的治疗方法是联合血管重建术，本研究应用磁共振灌注成像

方法检测到了烟雾病患者联合血管重建术前后的各个血流动力学参数，利用统计学分析方法来

评价磁共振灌注成像在联合血管重建术治疗前后的应用价值。方法 收集 22例经 MRA 或 DSA

确诊的烟雾病患者，将患者术前、术后 1 周、术后 1 个月、术后 3 个月的磁共振灌注成像数

据，相对脑血容量（rCBV）、相对脑血流量（rCBF）、相对平均通过时间（rMTT）值进行收

集、整理后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所有患者术前磁共振灌注成像表现为额叶、颞叶不同程度

低灌注，术后 1周发现术侧额颞部灌注较术前有所好转，术后 1 个月、术后 3 个月改善更为明

显。将各参数值分别进行方差分析，将方差分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进一步进行 LSD-t 检

验，发现术前与术后 1 周、术后 1 个月额叶 rCBF、rMTT 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与术后 3 个月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 1 周、术后 1 个月及术后 3 个月与术前

枕叶 rCBV 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通过磁共振灌注成像技术分析烟雾病患者

的脑血流动力学参数各个指标如 CBV、CBF、MTT 等的变化，从而可以有效的显示出大脑不同

区域微循环水平的脑灌注情况在手术前后局部的差别，从而能有效的评估手术治疗效果。  

 

 
PU-1969 

不同级别脑胶质瘤中 IDH-1、MGMT 表达与解剖位置关系的研

究 

 
王汝佳

1
,沈桂权

1
,高波

2
,黄明明

1
,库媛

1
 

1.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2.山东烟台毓璜顶医院 

 

目的：在不同级别的脑胶质瘤中，肿瘤的不同位置是其预后好坏的关键因素，位置的差异也反

映了肿瘤的基因表型和肿瘤起源的关系。本研究主要探讨在不同级别脑胶质瘤中，IDH-1、

MGMT表达与解剖位置的关系。方法：收集我院 2015年-2016 年不同级别的脑胶质瘤共 33例，

其中包括低级别脑胶质瘤 17例，高级别脑胶质瘤 16例。首先收集了术前磁共振和术后的

IDH-1、MGMT表达的资料，而后均采用免疫组化 SP方法进行 IDH-1、MGMT表达的检测。低级

别脑胶质瘤共 17例，其中 IDH-1突变型 11例，IDH-1野生型 6例；MGMT高阳性者 10例，

MGMT低阴性者 7例。高级别脑胶质瘤共 16例，其中 IDH-1突变型 8例，IDH-1野生型 8例；

MGMT高表达者 9例，MGMT低表达者 7例。然后通过利用以体素为基础的损害症状的映射方法

（voxel-based lesion-symptom mapping，VLSM）进行相应分析，分析工具包括 MRIcron、

npm软件。结果：低级别脑胶质瘤中 IDH-1突变型，主要损害位置位于右侧额叶及左侧颞叶；

低级别脑胶质瘤中 MGMT高表达者，主要损害位置位于双侧颞叶。高级别脑胶质瘤中 IDH-1突

变型，主要损害位置位于右侧侧脑室前周围；高级别脑胶质瘤中 MGMT高表达者，主要损害位

置位于右侧额叶及双侧颞叶。结论：本研究主要阐明了在不同级别脑胶质瘤中 IDH-1、MGMT的

表达与特定脑损害的位置有着显著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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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970 

 Intravoxel Incoherent Motion MR Imaging for 

Differentiating between Sinonasal Small Round Cell 

Malignant Tumors (SRCMTs) and Non-SRCMTs: Comparison 

and Correlation with Dynamic Contrast-Enhanced MR 

Imaging 

 
zhong yufeng

1,2
,Tang Zuohua

2
,Qiang Jinwei

1
,Jiang Jingxuan

1
,Tang Wenlin

3
 

1.Jinshan Hospital， Shanghai Medical College， Fudan University 

2.Eye and ENT Hospital， Shanghai Medical College， Fudan University 

3.SIEMENS Healthcare Ltd.， Scientific Marketing 

 

Purpose: This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value of intravoxel incoherent motion 

(IVIM) in the differentiation of sinonasal small round cell malignant tumors 

(SRCMTs) and non-SRCMTs and to compare and correlate these results with dynamic 

contrast-enhanced MR imaging (DCE-MRI). 

Materials and Methods: Ninety cases of surgically and/or histologically confirmed 

sinonasal malignant tumors (53 SRCMTs and 37 non-SRCMTs) underwent conventional 

MRI, IVIM and DCE-MRI scans before treatment. The D, D* and f values derived from 

IVIM, and K
trans

, Kep and Ve values derived from DCE-MRI, were measured and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using an independent sample t-test. The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accuracy and the area under the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curve were determine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different histologic 

types in the SRCMT group were compared using a one-way ANOVA. The correlation and 

reproducibility of IVIM and DCE parameters were assessed using Spearman’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and the Altman-Bland method. 

 Results: The mean D value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in sinonasal SRCMTs than in 

sinonasal non-SRCMTs (0.51 ± 0.10 × 10
-3
 mm

2
/s vs. 0.67 ± 0.15 × 10

-3
 mm

2
/s, p < 

0.001), whereas the mean D* valu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SRCMTs than in non-

SRCMTs (8.25 ± 2.04 × 10
-3
 mm

2
/s vs. 7.11 ± 1.66 × 10

-3 
mm

2
/s, p = 0.011). 

Moreover, the mean Ve of SRCMTs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non-SRCMTs 

(0.50 ± 0.16 vs. 0.59 ± 0.17, p = 0.020). However,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f, K
trans

 and Kep valu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The ROC curve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diagnostic performances of D outperformed those of other perfusion 

and diffusion parameters. A cut-off D value of 0.56 ×10
-3 
mm

2
/s yielded a 

sensitivity of 80.4%, a specificity of 75.0%, an accuracy of 78.2% and an AUC of 

0.825. The D* and Ve values had an AUC of 0.658 and 0.649, respectively. There was 

a poor correlation between parameters from IVIM and DCE-MRI. 

Conclusion: The D and D* values of IVIM and Ve value of DCE-MRI are helpful for 

distinguishing the sinonasal SRCMTs from non-SRCMTs, with a best diagnostic 

efficiency for D 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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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971 

颈部动脉粥样硬化 CT 造影表现与急性腔隙性 

脑梗死相关性初步探讨 

 
何茜

1
,戴琦

2
,向述天

1
 

1.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2.宁波市第二医院放射科 

 

目的 分析急性腔隙性脑梗死患者颈部动脉粥样硬化 CT造影表现，探讨颈部动脉硬化斑块及管

腔狭窄程度与急性腔隙性脑梗死之间的关系。方法 回顾性分析 139例急性腔隙性脑梗死病灶

分布数目及颈部动脉硬化斑块性质和管腔狭窄程度，并与 53例无颅内病变者颈部动脉 CT造影

表现进行对照，选取受检者双侧颈总动脉、颈内动脉、椎动脉为研究对象，对颈部动脉粥样硬

化斑块性质及管腔狭窄程度与腔隙性脑梗死间有无相关性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急性腔隙性

脑梗死组颈部动脉斑块阳性者 99例，占 71%（99/139），对照组颈部动脉斑块阳性者 15例，

占 28%（15/53）,急性腔隙性脑梗死组以脂质及混合斑块为主，对照组以纤维及钙化斑块为

主，急性腔隙性脑梗死组与对照组的斑块性质有差异（P<0.05）；急性腔隙性脑梗死多发病灶

者重度狭窄者多于单发病灶者，病灶数目与动脉狭窄程度的 Spearman相关系数=0.325

（P<0.05）。结论 颈部动脉硬化斑块性质及管腔狭窄程度与急性腔隙性脑梗死存在相关性。 

   

 

 
PU-1972 

原发性颅内淋巴瘤的 MRI 诊断及鉴别诊断 

 
耿宽 

解放军第五十九医院 661600 

 

目的 探讨原发性颅内淋巴瘤的 MRI表现和影像特征分析，以提高诊断和鉴别诊断水平。方法 

回顾性分析 10例经手术病理证实的原发性颅内淋巴瘤 MRI影像学表现。结果 单发病灶 9

例 ，1例为多发病灶 ，肿瘤常位于脑深部或邻近脑膜，额叶 2例，胼胝体 2例，脑膜邻近 2

例，枕叶 1例，中线区 1例，幕下 1例，多发 1例。CT平扫呈等或稍高密度，边界较清，可

呈分叶状，增强扫描呈显著强化。MRI平扫 TlWI 呈稍低或等信号，T2WI 呈等或稍高信号。

肿瘤占位效应轻，多数轻中度水肿，一例为重度水肿。7例见典型的脐凹征、棘征、分叶征、

握拳征、半月征、开环征等。结论 原发性颅内淋巴瘤的影像学表现有一定的特征性，MRI在

其定位和定性诊断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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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973 

Atherosclerotic plaque burden of middle cerebral 

artery and extracranial carotid artery characterized 

by MRI in patients with acute ischemic stroke in 

China: association and clinical relevance 

 
Cao Ye 

Renji Hospital 200120 

 

Objectives: This study sought to compare the atherosclerotic plaque burden between 

middlecerebral artery (MCA) and extracranial carotid artery (ECA) in ischemic 

stroke patients usinghigh-resolution, black-blood (HR BB) MRI and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laqueburden found in both arteries and stroke 

severity.Methods: All subjects with recent ischemic stroke underwent MCA and ECA 

HR BB MRI at3.0 Tesla. For each artery segment, the thickness, area and signal 

intensities of plaques wererecorded. Plaque burden, as measured by normalized wall 

index (NWI = wall area/total vesselarea × 100%) were calculated. All patients 

received a clinical stroke severity score as measuredby 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Stroke Scale (NIHSS) scores at the time of admission.Results: A total of 65 

stroke subjects were included in the final analysis. MCA exhibitedsignificantly 

greater NWI than the ipsilateral ECA (symptomatic MCA vs. ECA: 58.04 ± 8.19 

vs.37.53 ± 10.25, p < 0.001; asymptomatic MCA vs. ECA: 53.80 ± 4.49 vs. 34.85 ± 

4.27, p < 0.001,respectively). NWI in symptomatic MCA and ECA were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NIHSS scores(r = 0.779 vs. 0.645; p < 0.001 respectively). 

Moreover, stronger statistical correlations betweenNIHSS scores and NWI were found 

in MCA, as compared with ECA during multivariate linearregression 

analysis.Conclusion: Greater atherosclerotic plaque burden and a closer 

association with stroke severitywere found for the MCA as compared to the 

ipsilateral ECA. Identification of MCA plaque lesionsby MRI may be helpful for 

developing more aggressive strategies for stroke prevention.  

 

 
PU-1974 

颅内炎性肌纤维母细胞瘤二例并文献复习体会 

 
赵梓霖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九医院 661600 

 

目的：探讨颅内炎性肌纤维母细胞瘤的临床特征及影像表现，提高对此病的认识。方法：回顾

分析 2例发经手术病理证实发生于颅内脑外的炎性肌纤维母细胞瘤的临床及影像表现，并复习

相关文献。结果：1例位于左侧海绵窦旁，CT呈边界清楚的软组织密度影，MR呈等 T1稍长 T2

信号影，增强呈渐近性明显强化；1例位于右侧颈静脉孔区，MR呈等 T1稍长 T2信号影，内见

条索状、细线状低信号影及囊状高信号影，增强明显强化。结合文献,发现炎性肌纤维母细胞

瘤 T1WI呈等低信号，增强渐进性强化或明显强化，内见条索状低强化影有一定特征性。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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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发生于颅内炎性肌纤维母细胞瘤是非常罕见的，但 CT及 MR对病灶的发生部位、大小、形

态、累及范围有一定价值，确诊仍依靠病理学检测，治疗以手术切除为主。 

   

 

 
PU-1975 

MR 动态增强定量分析对眼眶良恶性肿块的鉴别诊断价值 

 
王焱钧

1
,胡昊

2
,吴飞云

2
,居胜红

1
 

1.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2.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动态增强磁共振成像（DCE-MRI）定量分析对眼眶良恶性肿块的鉴别诊断价值。 材

料与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手术病理或临床随访证实的眼眶肿块 64例，其中良性 35例、恶性 29

例。DCE-MRI数据采用改良 Tofts双室模型进行处理，获得定量参数：容量转运常数

（K
trans

）、返流速率常数（Kep）和血管外细胞外间隙容积分数（Ve）。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比

较良恶性组定量参数的差异，并利用受试者工作特性（ROC）曲线法分析各参数诊断眼眶恶性

肿块的效能。 结果 眼眶恶性组 Kep高于良性组（P = 0.001），Ve值低于良性组（P = 

0.007），两组间 K
trans

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700）。ROC曲线分析提示以 Ve ≤ 0.233

诊断眼眶恶性肿块，可以获得最优的诊断效能（AUC，0.741；敏感度，65.5%；特异度，

80.0%）。 结论 DCE-MRI定量分析对眼眶良恶性肿块的鉴别诊断有一定价值，可为肿块定性

诊断提供依据。  

 

 
PU-1976 

CT 及 MRI 在变应性真菌性鼻窦炎的诊断价值 

 
何莹,张秋娟,师莉芳,杨全新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710004 

 

目的: 变应性真菌性鼻窦炎（AFRS）与慢性鼻窦炎临床表现易于混淆，治疗方法不尽相同，

术前诊断明确有利于给予更有效的治疗；探讨 CT及 MRI在变应性真菌性鼻窦炎的诊断价值。 

方法: 对 6例临床疑诊 AFRS 患者术前常规进行鼻窦 CT及 MRI检查，观察其影像学表现，并

与鼻内镜检查、变应原点刺试验、血液变应原检查及术后组织病理学检查对照。 

结果： 6例 AFRS患者中，2例合并有变形性鼻炎，5例患者均合并有鼻息肉，1例患者肺内

影像学改变疑似过敏性肺曲霉菌病；6例患者鼻窦 CT均显示为单侧或双侧鼻窦内软组织影，

呈弥漫性云雾状、匍匐性分布的磨玻璃样稍高密度影，病变不累及窦腔边缘，窦腔边缘部分呈

软组织密度，病窦骨质改变为吸收变薄、密度减低，鼻窦呈膨胀性改变，部分筛窦及额窦病变

可累及眼眶及颅内；MRI表现为窦腔中心 T1WI、T2WI均呈低信号，窦腔边缘部分呈黏膜炎症

的长 T1长 T2信号改变；患者鼻内镜检查可见鼻腔单发或多发半透明息肉组织，窦腔内可见真

菌团块及胶冻样粘液样物质；部分患者血液中真菌特异性 IgE阳性；术后病检提示组织内较多

嗜酸粒细胞浸润，可见真菌丝。 

结论：AFRS的诊断主要依靠病史、特征性的 CT及 MRI表现、病理学及免疫学检查。该类患者

多较年轻，有家族性过敏性疾病史，如哮喘、变应性鼻炎等，多有反复的鼻息肉病史；影像学

表现具备较为有特征性的表现，不仅能够在术前提供较为明确的诊断，同时能够清楚显示病变

范围、程度及鼻部其他合并表现，对于临床诊疗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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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977 

多层螺旋 CT 及 MR 诊断自发性脑脊液鼻漏 1 例 

 
叶玉芳,潘宝根,张淑倩,刘蓉辉,陈英敏 

河北省人民医院 50051 

 

目的：探讨多层螺旋 CT多平面重建与 MR T2WI相结合对脑脊液鼻漏的诊断价值。 

方法：应用 GE 64 层螺旋 CT行容积扫描后再行横断、矢状及冠状位多平面重建，分别以骨窗

及软组织窗观察，可见位于蝶窦后上壁的骨质缺损，缺损直径约 3mm，邻近的蝶窦内可见液平

面，且与之相邻的桥前池增宽，其内脑脊液与蝶窦内液体一致。MR矢状位 T2WI显示蝶窦内液

体信号与脑脊液信号一致，且二者间通过一液体信号影相连。 

结果：该患者无外伤史，行鼻腔流出物脑脊液常规检查：葡萄糖含量 68mg/dl，而葡萄糖含量

>1.7mmol/L（30mg/dl)则高度怀疑为脑脊液鼻漏，本例葡萄糖含量明显高于 30mg/dl,属自发

性或原发性脑脊液鼻漏，并于鼻内镜下行脑脊液鼻漏修补术，术中见蝶窦后上壁骨质缺损，直

径约 3mm，中央有透明液体不断流出，将漏口封堵，右侧鼻腔未见清亮液体流出。 

结论：联合应用多层螺旋 CT多平面重建与 MR T2WI成像，对于脑脊液鼻漏术前的定性及定位

诊断有重要意义，本例术中所见与 CT及 MR所见有很高的吻合度，可为临床治疗方案提供有力

的影像学支持。  

 

 

PU-1978 

动脉自旋标记（ASL）联合扩散加权（DWI） 

成像对腮腺肿瘤的诊断价值 

 
杨小峰 

随州市中心医院/随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随州市红十字会医院 441300 

 

目的：动脉自旋标记（ASL）联合动脉自旋标记（DWI）成像对腮腺肿瘤的诊断价值。 

方法: 收集我院 50例腮腺肿瘤的患者（病理类型包括多形性腺瘤、沃辛瘤和腮腺恶性肿瘤

等），所有肿瘤直径均大于 1cm，扫描序列包括 T1WI、T2WI、DWI及 ASL。依据不同病理类型

计算肿瘤与腮腺组织的信号强度比值（SIR）及肿瘤实质性成分的表观扩散系数（ADC）。 

结果：在 T2WI中，多形性腺瘤的 SIR和 ADC值高于沃辛瘤和恶性肿瘤。在 ASL中，沃辛瘤的

SIR值高于多形性腺瘤和恶性肿瘤。SIR值可以用于鉴别沃辛瘤与其他肿瘤，其诊断敏感度、

特异度和准确度均较高。 

结论:ASL能无创性评价腮腺肿瘤的血流量，计算 SIR值可以提高对沃辛瘤、多形性腺瘤和恶

性肿瘤的鉴别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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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979 

超声和 MRI 联合对甲状腺乳头状癌的甲状腺外侵犯的诊断价

值分析 

 
胡曙东,王娴,黄昊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江苏大学附属人民医院） 212002 

 

【摘要】目的：探讨术前超声(ultrasound，US)、磁共振(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与两者联合检查在甲状腺乳头状癌(papillary thyroid carcinoma，PTC)甲状腺外侵犯

（extrathyroidal extension，ETE）中的诊断价值。材料和方法：回顾分析 2013年 1月至

2016年 12月在我院术前行 US和 MRI检查并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PTCs伴 ETE的 83例患者，对

两种方式及二者联合诊断的结果进行分析比较。结果：T3 (微小 ETE)诊断正确率 US为 92.2% 

(47/51) ，MRI为 74.5% (38/51) ，两者联合为 98.0% ( 50/51)，三者对 T3的诊断正确率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0)；T4 (广泛 ETE)诊断正确率 US为 62.5% (20 /32) ，MRI为 87.5% 

(28/32) ，两者联合为 93.8% (30/32)，三者对 T4的诊断正确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P=0.000)；ETE诊断的总正确率 US为 80.7% (67/83)，MRI为 79.5% (66/83)，两者联合为

96.4% (80/83)，三者对 ETE 的诊断正确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结论：US与 MRI联

合诊断，可提高 ETE术前诊断正确率。 

 

   

 

 
PU-1980 

术前超声和 MRI 评估甲状腺乳头状癌甲状腺外侵犯价值比较 

 
胡曙东,王娴,贾颖军,张衡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江苏大学附属人民医院） 212002 

 

【摘要】目的：探讨术前超声(ultrasound，US)、磁共振(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评估甲状腺乳头状癌(papillary thyroid carcinoma，PTC)甲状腺外侵犯（extrathyroidal 

extension，ETE）诊断价值比较。材料和方法：收集 2015 年 1月份至 2016年 6月份术前行

US和 MRI检查且病理最终确诊为 PTCs的 90例患者，比较二者评估 PTC的微小 ETE、广泛

ETE、ETE(微小 ETE+广泛 ETE)的敏感性、特异性、阳性预测值(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 

PPV)、阴性预测值(negative predictive value, NPV)、准确度，对上述结果进行χ
2
检验统

计学处理。结果：评估 PTC 的微小 ETE，US的敏感性高于 MRI（81.9%/60.0%，p<0.05）；评

估 PTC的广泛 ETE，MRI的特异性高于 US（80.9%/63.5%，p<0.05）；评估 PTC的 ETE，US的

敏感性、NPV高于 MRI (97.4 %/88.3%、80.0%/ 50.0%， p<0.05)。结论：评估 PTC的微小

ETE，US比 MRI具有更高的敏感性；评估 PTC的广泛 ETE，MRI比 US具有更高的特异性；评估

PTC的 ETE，US比 MRI具有更高的敏感性、NP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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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981 

能谱探测器 CT 单能谱成像在脑部平扫 CT 中应用价值的研究 

 
王曼

1
,王怡宁

1
,吴润泽

2
,赵雪梅

1
,王沄

1
,金征宇

1
 

1.北京协和医院 

2.飞利浦公司临床科学部 

 

目的：探讨能谱探测器 CT单能谱图像改善脑部 CT平扫图像质量的能力,并与常规探测器 CT的

图像质量和辐射剂量进行对比研究。方法：共入组 60例临床表现为头晕、头痛的患者，随机

分为两组，分别使用能谱 CT和常规 CT行脑部 CT平扫检查，由于能谱探测器 CT具备回顾性能

谱重建能力，将能谱 CT获取的数据重建为单能谱（66 keV）图像（A1组）和常规图像（A2

组）。常规 CT使用与能谱 CT相同辐射剂量的扫描方案获取图像（B组）。测量脑灰质和脑白

质的 CT值和噪声，计算 3组图像的信噪比（SNR）和对比噪声比（CNR），并对图像噪声、颅

底伪影、脑灰质和白质对比显示情况进行主观评分。结果：A1组、A2组和 B组的噪声分别为

1.87±0.38 、2.14±0.46 和 2.25±0.49 HU。A1组、A2 组和 B组的 SNR 分别为

18.42±4.56、15.45±3.12 和 14.33±3.52，A1组、A2组和 B组的 CNR分别为 4.46±0.67、

3.41±0.44、和 3.52±0.55。A1组的噪声、SNR和 CNR均明显优于 A2组和 B组（P值均

<0.001），A2组与 B组无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A2组比 A1组后颅窝感兴趣区（ROI）

的 CT值明显降低（A2组（25.78±1.39）HU比 A1组（29.47±1.82）HU,P<0.001），A2组受

伪影影响大于 A1组。A1、A2和 B组中主观图像质量评分[分位数]分别为 1 [1，1.5]、2 [2，

2.8]和 3 [2.1，3]，评分者之间的一致性很好（Kappa=0.8）。能谱 CT与常规 CT的有效辐射

剂量（ED）分别为 1.83mSv 和 1.88mSv。结论：与常规 CT相比，能谱探测器 CT单能谱 66keV

成像在脑部 CT平扫中，改善了图像质量并减少了后颅窝伪影，且不增加辐射剂量。  

 

 

PU-1982 

双能 CT 碘图评估甲状腺微小癌颈淋巴结转移潜能的价值初探 

 
黄益龙,韩丹,王春龙,张夏,李淑娟,沈莎莎,常雯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650032 

 

目的: 探讨双能 CT碘图形态学及定量参数评价甲状腺微小癌（TMC）颈部淋巴结转移（LNM）

潜能的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 95例行颈部双能 CT扫描且术后病理证实 TMC患者，根据是否发生颈部 LNM

进行分组（LNM组 59例，无 LNM组 36例）。双能软件（Liver VNC）后处理得到碘图，分析

CT碘图各形态学特征（肿瘤大小、数目、形态、强化残圈征、咬饼征、微钙化及强化程度）

和其诊断效能，采用 c
2
检验和 Spearman等级相关分析评价各征象和 LNM相关性。测量动静脉

期 TMC实质成分及同层面颈内动脉的碘浓度（IC）和 CT值，计算动静脉期病灶标准化碘浓度

（NIC）和标准化 CT值。并将动静期各相关定量参数绘制 ROC曲线，分析双期 NIC和标准化

CT值的诊断效能。 

结果：（1）比较 LNM组和无 LNM组碘图征象，咬饼征、多发病灶、长短径比>1、形态不规

则、结节最大径及强化残圈征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且与 LNM呈正相关（P均

<0.05）。其中咬饼征诊断效能最高（敏感度 77.97%，特异度 72.22%，准确度 75.79%）。

（2）比较动静脉期两组碘图定量参数，动脉期 LNM组 NIC和标准化 CT值为 0.45±0.15、

0.44±0.13，无 LNM组为 0.29±0.10、0.33±0.11，LNM组 NIC和标准化 CT值均大于无 LNM

组（P均<0.05）。静脉期 LNM组 NIC和标准化 CT值为 0.73±0.16、0.88±0.22，无 LNM组为

0.57±0.20、0.73±0.23，即 LNM组 NIC和标准化 CT值均高于无 LNM组（P均<0.05）。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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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量参数诊断效能以动脉期 NIC最高，ROC曲线下面积最大，为 0.814，敏感度 73.5%，特异

度 79.2%，诊断阈值 0.208。 

结论：双能 CT碘图形态学征象和定量参数可为术前评估 TMC的颈 LNM潜能提供依据。 

   

 

 

PU-1983 

MSCT 对颅底及上颈椎椎弓根解剖结构的研究价值 

 
梁卡丽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 646000 

 

目的 探讨 MSCT对颅底及上颈椎椎弓根解剖结构的研究价值。材料与方法 选择 51例怀疑或确

诊为上颈椎病变患者行颈部 CT检查，扫描范围从颅底至颈根部。搜集原始数据在 AW4.4工作

站上进行后处理重建，在 MPR图像上测量 C1、C2、C3椎弓根的基本参数，包括椎弓根长度

(PL),椎弓根宽度(PW)，椎弓根高度(PH),内倾角(PMA),头倾角(PSA)。使用 SPSS19.0统计软件

包进行数据录入和统计分析。对双侧椎弓根的长度、宽度、高度、内倾角、头倾角数据进行均

值统计分析，并对左、右两侧数据采用配对样本 t检验。结果 测得的数据统计采用“均值±

标准差”来表示，记录如下：C1-PL(R/L):24.9±2.0mm/25.0±2.0mm，C1-

PW:9.6±1.7mm/9.1±2.1mm，C1-PH:4.5±0.7mm/4.5±0.7，C1-

PMA:12.2±4.4mm/15.2±17.9mm，C1-PSA:16.8±5.0mm/18.6±5.5mm；C2-

PL:25.6±3.7mm/26.5±3.7mm，C2-PW:5.4±1.6mm/5.4±1.5mm，C2-

PH:9.1±2.2mm/9.0±2.3mm，C2-PMA:31.1±10.2mm/32.6±10.5mm，C2-

PSA:31.7±9.5mm/32.1±9.9mm；C3-PL:28.1±2.2mm/28.2±3.7mm，C3-

PW:4.9±0.9mm/4.6±1.3mm，C3-PH:6.6±1.4mm/6.6±1.2mm，C3-

PMA:46.2±7.1mm/45.3±6.6mm，C3-PSA：21.5±8.6mm/20.8±7.1mm。 C3左、右两侧椎弓根

宽度 PW经配对 t检验有统计学差异，其他数据均无统计学差异。结论 MSCT能客观准确反映

颅底及上颈椎椎弓根解剖结构特点，为影像解剖学研究及临床手术提供参考。  

 

 
PU-1984 

低剂量螺旋 CT 对甲状腺病变鉴别的意义 

 
纪律 

上海第九人民医院北院 201900 

 

目的：评价低剂量螺旋 CT对于甲状腺疾病的诊断意义，并探讨图像表现和甲状腺病变之间的

关联。 

方法：46例甲状腺疾病患者在注射对比剂后进行低剂量螺旋 CT检测。在动脉期和静脉期取得

CT图像，延迟 28秒和 66秒，分析动脉期以及静脉期病变的 CT值衰减变化，将其分为“增加

型”，“减少型”，“无变化型”，“混杂型”衰减。 

结果：46例病人手术并取得病理结果（50个病变）。46例中，结节性甲状腺肿 8例，甲状腺

腺瘤 10例，甲状腺乳头状癌 28例。感兴趣区动脉期与静脉期的衰减值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P<0.05）。结节性甲状腺肿和甲状腺乳头状癌在动脉期和静脉期感兴趣区的衰减值在统计学

上有显著性差异(P<0.05）。甲状腺腺瘤和乳头状癌的衰减值无统计学差异。6例（6/8）甲状

腺肿衰减变化为“混合型”，8例（8/10）甲状腺腺瘤，表现为“减少型”,25 例（25/28）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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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腺乳头状腺癌表现为“减少型”衰减。低剂量 CT对甲状腺乳头状癌的诊断准确率为

88.0%。 

结论：甲状腺的低剂量 CT影像表现与病理结构有关，低剂量 CT增强模式的研究分析有助于甲

状腺病变的鉴别诊断。  

 

 

PU-1985 

Texture analysis of Gray-Scale Ultrasound Images in 

the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Benign and Malignant 

Parotid Gland Tumors 

 
Li Xubin,Bai Yinpeng,Ye Zhaoxiang 

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Cancer Institute and Hospital 300060 

 

Purpose: The objective of the study was to evaluate whether texture analysis 

ofgray-scale ultrasound images can help in discriminating benign and malignant 

parotid gland tumors. 

Materials and methods: One hundred and three parotid gland tumors in 103 patients 

who underwent pretreatment sonographic imaging were included retrospectively. 

Texture parameters including mean, variance, skewness, kurtosis, and percentiles 

(1th, 10th, 50th, 90th, 99th) were derived from gray-scale ultrasound images for 

each tumor. The differences of texture parameters between benign and malignant 

tumors were assessed and diagnostic performances of significant parameters were 

compared. 

Results: ignificant differences existed between benign and malignant tumors for 

variance and the 99th percentile (P=0.014 and 0.017, respectively), while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for mean, skewness, kurtosis, and percentiles (1th, 

10th, 50th, 90th) (P=0.072, 0.898, 0.508, 0.479, 0.786, 0.088 and 0.264, 

respectively). Area under the receiver operator characteristics (ROC) curve for 

identification of malignant parotid gland tumors was 0.62 for variance and 0.64 

for the 99th percentile, respectively.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for 

identification of malignant tumors between variance and the 99th percentile 

(P=0.268). 

Conclusion: Variance and the 99th percentile derived from texture analysis of 

gray-scale ultrasound images could be potentially texture parameters in 

discriminating benign and malignant parotid gland tumors.  

 

 
PU-1986 

3T 磁共振弥散加权成像对早期干燥综合征患者的诊断价值 

 
苏国义,许晓泉,吴飞云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10029 

 

目的：探讨 3T磁共振弥散加权成像（diffusion weighted image, DWI）及表面扩散系数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ADC）在早期干燥综合征（Sjögren’s syndrome, 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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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诊断价值。方法：分析我院 2014年 10月至 2016年 8月间 26例早期 SS病例及 30例健康

志愿者的腮腺 3T-DWI图像。常规 MR图像上无明显形态学改变的病例被定义为早期 SS 病例。

逐层勾画腮腺边界以获得整体感兴趣区（region of interest, ROI），计算腮腺平均 ADC

值。同时在轴位 T2压脂图像逐层勾画腮腺面积，并通过面积和乘以层厚获得腮腺体积。定量

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的形式表示。SS组与对照组性别构成比的差异采用卡方检验进行分

析。两组间的年龄、腮腺体积和平均 ADC值的差异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进行分析。采用 ROC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曲线法评价平均 ADC值对早期 SS及正常腮腺

的鉴别诊断价值。结果：SS 组与对照组之间年龄、性别构成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早期 SS病例组及正常对照组腮腺平均体积分别为（24.6 ± 7.5）cm3和（23.0 ± 

9.2）cm3，两组间腮腺体积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早期 SS组腮腺平均 ADC 值明显

高于正常组[（1.163 ± 0.058）vs（1.031 ± 0.082）×10
-3 
mm

2
/s, P < 0.001]。以平均

ADC等于 1.064 ×10
-3 
mm

2
/s 作为诊断阈值，诊断早期 SS的价值最优（AUC, 0.903; 敏感度, 

0.962; 特异度, 0.711）。结论：腮腺 DWI成像可反映 SS腮腺早期病理改变的特点，腮腺平

均 ADC值可辅助早期 SS的诊断，腮腺磁共振 DWI成像及 ADC值在 SS早期诊断中具有重要价

值。   

 

 
PU-1987 

眼球运动责任脑区的相关 MRI 研究 

 
冯培

1
,冯培

1
 

1.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总医院 

2.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总医院 

 

目的：通过研究眼球运动障碍的症状与中枢循环供血区的相关性，探讨与眼球运动相关的脑

区。 

方法：回顾性分析 2012年 9 月-2016年 12月临床症状为视物障碍的缺血性脑血管病患者 93

例（年龄 45-89岁，平均年龄 69岁），所有病例均在 3.0T 核磁共振仪上行头颅磁共振平扫

(MRI)、头颅磁共振动脉成像(MRA)检查。根据临床症状将所有病例分为凝视组及复视组，在工

作站电脑分析 MRI及 MRA图像，分别记录两组病人的狭窄血管及缺血区域。使用卡方检验分析

凝视组与复视组相关脑区分布情况的差异。 

结果：入组 93例眼球运动障碍患者中凝视 47例，复视 46例，其中凝视组后循环血管狭窄 27

例，前循环血管狭窄 20例；复视组后循环血管狭窄 36例，前循环血管狭窄 10例。前循环缺

血中凝视组分布区域前脑 28例，后脑 1例；复视组分布区域前脑 14例，后脑 0例。后循环缺

血中凝视组分布区域基底节区 6例、脑干 8例、小脑 7例、枕叶 9例；复视组分布区域基底节

区 8例、脑干 13例、小脑 7例、枕叶 13例。两组在临床症状与狭窄血管分布差异上具有显著

性（χ2 =0.032，P<0．05）；两组在前、后循环脑区分布差异上不显著（P>0．05）。前循环

缺血组分布区域对应 Brodmann脑区为 1-11、31、32、39、40区；后循环缺血组分布区域对应

Brodmann脑区 17、18、19 区。 

结论：凝视与复视在中枢分布上无差异；Brodmann 1-11、17、18、19、31、32、39、40脑区

眼球运动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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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988 

中内耳异物合并听小骨损伤、迷路骨化一例  

 
赵芸芸

1
,董季平

1
,张军俭

2
 

1.西安市中心医院 

2.西京医院 

 

目的：中内耳异物合并听小骨损伤、迷路骨化 1例报告并文献复习。 

方法：患者，女，45岁，因“双耳反复流脓伴听力下降 8年”，曾用缝衣针掏左耳出现一半

针掉入耳内。耳专科检查：双侧鼓膜穿孔。电测听：左耳混合性聋,右耳混合性聋；电耳镜：

双耳鼓膜紧张部穿孔，鼓室清洁。颞骨 CT及听骨链、内耳重建示左侧耳蜗底圈内可见条状高

密度影，CT值约 1977.5Hu,于圆窗龛水平可见短棒状高密度影，长度约 3.7mm，宽度约

1.4mm，CT值约 3053.9Hu,左侧锤砧关节、砧镫关节间隙增宽，鼓膜增厚，乳突气房气化不

良，乳突密度增高；右侧锤骨、砧骨周围可见小片状软组织样密度影。CT诊断考虑为 1.左侧

锤砧关节、砧镫关节脱位；左侧耳蜗底圈迷路骨化；于圆窗龛水平见金属异物残留；2.双侧慢

性中耳乳突炎。手术经过：2015年 10月 8日在全身麻醉下行左耳完壁式鼓室成形，异物取出

术，探查见左侧乳突呈空洞状开放，内可见阻塞性病变，鼓膜紧张部大穿孔，残余鼓膜可见钙

化斑，圆窗龛内金属异物嵌顿，鼓膜内侧砧骨长突表面可见胆脂瘤珠形成，砧骨长突部分吸收

破坏，听骨链中断，自体砧骨形成听骨链。 

结果：术中见圆窗龛下方可见金属异物（缝衣针尖）嵌顿，长约 5mm，周围肉芽样组织包裹，

针尖经圆窗龛下方进入内耳；术后病理提示为左鼓室胆脂瘤，左鼓膜粘膜急慢性炎伴钙化，左

鼓室少许硬化的纤维组织呈慢性炎改变。                          

结论：中内耳异物合并听小骨损伤、迷路骨化非常罕见，中内耳异物的国内外文献报告以个案

报道为主，对影像学特征报道较少。本病例 CT左侧耳蜗底圈内可见条状高密度影，这主要是

由于圆窗龛下方金属异物（缝衣针尖）嵌顿，长期作用引起周围肉芽样组织包裹，继发引起左

侧耳蜗底圈迷路骨化所致，左侧锤砧关节、砧镫关节间隙增宽，可能与用缝衣针掏左耳用力不

当致听骨链损伤有关。 

   

 

 
PU-1989 

颅底凹陷症病人椎动脉变异的 CTA 评价 

 
宋晓瑜,徐帅帅,巩若箴 

山东省医学影像学研究所 250021 

 

目的：手术器械发展使为颅底凹陷症病人提供稳固内固定和高颅底结构融合率成为可能，但若

在实践中忽视颅颈交界区血管走行及变异情况，可能会在手术操作中导致椎动脉损伤，从而产

生严重后果。本研究的目的是利用 CT血管成像（CTA）评价颅底凹陷症病人椎动脉 V3 段（骨

外段与骨内段）走形及变异情况，并初步探讨如何规避术中血管损伤的发生。 

方法：本研究纳入 39例于本单位行颈部 CTA检查的颅底凹陷症病人作为病例组，利用原始轴

位图像、多平面重组技术（MPR）及容积再现技术（VR）观察椎动脉走行及变异情况，并测量

枢椎双侧峡部高度、双侧椎动脉管径。评价椎动脉变异的几种情况包括：永存第一体节间椎动

脉(PFIA), 椎动脉开窗畸形(FEN), 小脑下后动脉颅外异常起源(PICA), 高骑跨椎动脉(HRVA)

和单侧椎动脉优势；部分病例见向中线迂曲走行颈内动脉（无设定标准，由观察者评价）。另

外纳入 100例无头颈交界区畸形，因其他原因行颈部 CTA检查的病人作为对照组，评价正常人

群中椎动脉变异发生率。卡方检验用于评价两组病人椎动脉变异发生率是否有统计学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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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永存第一体节间椎动脉发生率是 25.6%(10/39),椎动脉开窗畸形发生率是 7.7%（3/39）, 

小脑下后动脉颅外异常起源发生率是 5.1%（2/39）, 椎动脉颅外段变异总体发生率是 38.5% 

（15/39）, 明显高于对照组总体发生率 7.0%。HRVA和单侧椎动脉优势发生率分别是 61.5% 

(24/39)和 30.8% (12/39)。5例 (12.8%)病人见向中线迂曲的颈内动脉。 

结论:颈部 CTA检查可清晰显示椎动脉走行及变异情况，且在颅底凹陷症病人中椎动脉变异发

生率明显高于正常组人群，建议颅底凹陷症病人术前常规行颈部 CTA检查，以明确椎动脉走行

及变异情况，以此来规避术中椎动脉损伤。 

  

   

 

 
PU-1990 

耳蜗畸形的影像学诊断 

 
蔡剑鸣,高博,戴朴,王强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100853 

 

耳聋人群占我国的残疾人群三分之一，而耳蜗畸形是耳聋的重要病因之一,影像学诊断是鉴别

耳蜗畸形种类的最重要方法.耳蜗畸形存在多种亚型，各种分型之间的差异细微，不同畸形的

病因及手术效果有着较大的差异，在以往影像学诊断中存在误诊的病例较多。 

具体耳蜗畸形分型如下： 

1、迷路缺如（Michel deformity）；2、初期听泡（Rudimentary otocyst）；3、耳蜗未发育

（Cochlear aplasia）；4、共同腔型（Common cavity）；5、耳蜗发育不全（Cochlear 

hypoplasia）；6、不完全分隔型（Incomplete Partition）：1）IP-I（囊性耳蜗前庭）；

2）IP-II（Mondini畸形）；3）IP-III（X-连锁耳聋）；7、大前庭水管综合征；8、耳蜗孔

异常。 

本讲座将介绍耳蜗畸形的最新影像学分类，鉴别以往存在误诊可能的耳蜗畸形，提高耳蜗畸形

的正确诊断率，为今后临床影像工作中耳蜗畸形的诊断奠定基础，对临床耳蜗畸形诊断提供准

确的参考意见。  

 

 

PU-1991 

颅盖骨孤立性病变的影像学分析 

 
陈淑香,杜瑞宾,张惠娟,苏茂婵 

福建省立金山医院 350028 

 

目的 探讨颅骨孤立性病变的影像特征与临床病理特点，提高鉴别诊断水平。 方法：回顾分析

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17例资料完整的颅骨孤立性病变。结果：17例中，良性病变 11例（骨

瘤、动脉瘤样骨囊肿、表皮样囊肿及嗜酸性肉芽肿各 1例，骨纤维异常增殖症 2例，脑膜瘤 5

例），恶性病变 6例（血管肉瘤 3例，间叶性软骨肉瘤、浆细胞骨髓瘤及转移瘤各 1例）。结

论：影像方法尤其 CT、MRI 能清晰显示病变的大小、形态及周围组织浸润程度；良性病变多病

史较长、增长缓慢，边界清楚、形态较规则，局部颅骨多为增厚或膨胀性改变，且邻近软组织

常无明显异常改变；而恶性病变则呈浸润性生长、边界不清，易侵犯伴周围软组织肿胀甚至肿

块形成，增强扫描呈不均匀强化，术后短期内复发；部分病变呈浸润性生长，使其与良恶性肿

瘤及感染性病变鉴别诊断存在一定的困难，确诊需结合影像、临床和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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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992 

如何鉴别后颅窝良恶性肿瘤——探讨 ADC 值的应用 

 
周刚,刘明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00082 

 

目的：探讨表观扩散系数(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ADC)在后颅窝良恶性肿瘤鉴别诊

断中的应用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本院经手术治疗和术后病理诊断为后颅窝肿瘤的 17 例良

性肿瘤患者和 29例恶性肿瘤患者，全部患者治疗前均行磁共振平扫、增强扫描和 DWI 检查，

分析全部肿瘤的影像图像并测量 ADC值，用两独立样本均数的 t检验比较两组结果，并绘制受

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on characteristic，ROC)曲线，利用 ROC曲线评价 ADC值在

后颅窝良恶性肿瘤鉴别中的表现。结果：后颅窝良恶性肿瘤间的 ADC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01），ROC曲线下面积为 0.887，以 ADC值 0.848×10
- 3
mm

2/
s作为诊断后颅窝恶性肿瘤的

阈值,灵敏度为 75.86%、特异度为 88.24%。结论：ADC值在后颅窝良恶性肿瘤鉴别诊断中有较

高的应用价值，但最终结果仍需依靠病理学诊断。 

   

 

 
PU-1993 

Spontaneous brain activity in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revealed by amplitude of low-frequency 

fluctuation analysis: A resting-state fMRI study 

 
Xi qian,Qi Hang,Zhang Lei 

Shanghai East Hospital 200120 

 

Background Spontaneous low-frequency fluctuations (LFF) in the blood oxygenation 

level dependent (BOLD)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 signal have 

been shown to reflect cerebral spontaneous neural activity. 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brain functional changes in MCI patients with 

measuring the amplitude of the BOLD signals. 

Methods Eighteen amnestic MCI patients and twenty healthy elderly participated 

in the fMRI scan. The amplitude of LFF (ALFF) was calculated using REST 

software.  

Results MCI patients showed decreased ALFF in the right hippocampus and 

parahippocampal cortex, and left lateral temporal cortex, right ventral 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and increased ALFF in the left temporal-parietal joint and 

inferior parietal lobule. The ALFF value in the right hippocampus and 

parahippocampal cortex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scores of Mini-Mental 

State Exam.  

Conclusion Reduced medial temporal lobe activity may implicate the underlying 

memory impairment mechanisms in MCI. Increased temporal-parietal joint and 

inferior parietal lobule activity may indicate the compensatory mechanism in MCI 

patients.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 ALFF analysis could provide a 

useful tool in fMRI study of MCI. 

   

app:ds:neurophysiological%20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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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994 

轻度阿尔茨海默病患者静息态脑默认活动网络的 fMRI 研究 

 
席芊,齐航,张蕾 

上海市东方医院 200120 

 

目的 采用静息态功能磁共振（fMRI）技术，探讨轻度阿尔茨海默病（AD）患者的脑默认活动

网络（DMN）是否存在异常及其可能的神经机制。 

方法 对 24名轻度 AD患者和 25名正常老年人（NC）进行简易智能状态检查（MMSE）、

Mattis痴呆评定量表（DRS）和静息态脑功能成像。利用低频振幅算法（ALFF），采用双样本

t检验，以 P<0.01水平对全脑静息态数据进行对比分析，观察轻度 AD患者相对于正常老年人

ALFF有显著差异的区域。 

结果 行为学结果：本组轻度 AD患者与 NC组比较，记忆功能存在明显损害。静息态 fMRI结

果：与 NC组比较，轻度 AD 患者与记忆密切相关的后扣带回、前额叶中内侧腹侧、前额叶中内

侧背侧等脑区 ALFF明显减弱。 

结论 轻度 AD患者静息态 DMN与记忆密切相关的脑区结点活动强度减弱，DMN异常在其早期

记忆损害的病理机制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PU-1995 

轻型脑损伤的磁敏感加权成像(SWI)应用价值探讨 

 
张建华,黄道夷,王轶彬,宗根林 

上海市东方医院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 200120 

 

目的：探讨 3.0T磁敏感加权成像(SWI)对轻型脑损伤的评估价值。方法：搜集 65例轻型脑损

伤(MTBI)患者的常规 MRI、SWI及临床资料，分析比较常规 MRI与 SWI对 MTBI出血灶检出能力

的差异。结果：48例有昏迷史(昏迷组)，其中脑损伤后综合征(PTBS)35例，非昏迷患者 17例

(非昏迷组)，其中 PTBS11例。SWI对昏迷组出血灶检出率明显高于非昏迷组；出血灶阳性组

PTBS发生率明显高于出血灶阴性组。TSE序列及 FLAIR序列分别检出 33例和 42例有出血灶，

出血灶数目分别为 35个和 49个；SWI检出 55例有出血灶，出血灶共 162个。SWI检出出血灶

患者人数明显高于 FLAIR和 TSE，SWI检出的出血灶数目亦明显多于 FLAIR和 TSE 序列。结

论：SWI较常规 MRI对 MTBI 患者出血灶有更高的检出能力，实质出血灶的存在影响 MTBI 患者

的远期预后，SWI对此能进行有效评估。 

   

 

 
PU-1996 

甲状腺结节 CT 灌注成像与 MVD、VEGF 表达的相关性研究 

 
温群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201203 

 

目的 分析甲状腺结节 CT灌注参数与 MVD、VEGF的相关性，探讨 CT灌注成像在评价甲状腺结

节血管生成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选取术后经病理证实的甲状腺结节患者 34例，均采用 64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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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旋 CT行常规 CT平扫和灌注扫描，测得 BF、BV、MTT、PS值。术后标本行 CD31、VEGF抗体

免疫组织化学染色，分析甲状腺结节 CT灌注成像表现与微血管密度(MVD)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VEGF）表达的相关性。结果 （1）恶性结节的 BF明显高于良性结节，MTT较良性结节短，

二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二者的 BV、PS值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2）MVD计数在良、恶性结节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VEGF阴阳性表达在良、恶性结

节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3）良、恶性结节间 MVD计数、VEGF表达与 CT 各灌注

参数值间无明显等级相关（P>0．05）。 

结论 （1）甲状腺良、恶性结节的 BF、MTT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CT灌注成像方法在诊断甲

状腺疾病方面有一定的价值。（2）术前 CT灌注成像并不能反映甲状腺结节的 MVD及 VEGF。 

   

 

 
PU-1997 

人工耳蜗植入的术前影像学评价 

 
马辉,邓先波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430022 

 

目的 回顾性分析人工耳蜗植入术前影像评估的影像学方法及其临床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本

院 500例人工耳蜗植入术前的 MSCT和 MRI检查资料，分析其影像表现。结果 500例术前患者

中，MSCT和 MRI显示内耳结构正常 408例，其中蜗神经正常 368例，蜗神经缺如 25例，蜗神

经细小 15例；MSCT和 MRI 显示先天性内耳发育畸形 92例，其中 MRI发现 72例 82耳蜗神经

正常，20例 32耳蜗神经缺如或细小；骨化性迷路炎 37例 42耳。结论 人工耳蜗植入术前

MSCT可准确判断内耳形态及中耳结构，MRI检查可准确评价听神经发育情况，二者相互补充，

可指导手术适应症和电极类型的选择、预测术中可能出现的困难和术后可能出现的并发症。  

 

 
PU-1998 

高分辨 MRI 对 2 型糖尿病患者颈动脉粥样硬化 

斑块稳定性分析 

 
周全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510630 

 

目的： 

  研究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高分辨磁共振影像表现，并比较 2型糖尿病患者与非糖尿病患者

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影像差异。 

材料与方法： 

收集 2015年 8月至 2016年 12月已行超声检查至少一侧颈动脉检出粥样硬化斑块的 2 型糖尿

病与非糖尿病患者共 52例，进行 3.0T MRI颈动脉血管成像检查。其中 2型糖尿病患者 30

例，非糖尿病患者 22例，检查序列包括双翻转 T1WI、T2WI、三维时间飞跃 3D-TOF。在颈动脉

分叉处上下约 2cm范围内，对两组患者颈动脉斑块的成分进行判别，评价颈动脉形态学各项指

标的不同，包括管壁厚度、管腔面积、管壁面积。采用卡方检验，评估左右两支颈动脉斑块内

脂质坏死核、钙化、纤维帽发生率的差异。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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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T MRI扫描两组患者双侧颈动脉血管共 104支。糖尿病组斑块内钙化的面积明显高于非糖

尿病组[（28.45±14.99）mm² vs（19.72±10.81）mm²，t=2.53，P=0.014]；2型糖尿病组与

非糖尿病组脂质坏死核面积[（13.72±10.68）mm² vs（10.02±9.91）mm²，t=1.376，

P=0.174]和纤维帽面积[（9.92±6.93）mm² vs（8.55±4.95）mm²，t=0.832，P=0.409]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糖尿病组在斑块最厚层面管壁厚度高于非糖尿病组[（4.23±2.05）

mm vs（3.35±1.63）mm，t=2.358，P=0.0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型糖尿病组左侧颈动脉

粥样硬化斑块内脂质坏死核心及纤维帽的发生率[（χ²=23.73，P=0.000），（χ²=6.44，

P=0.011）]，明显大于右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1、 3.0T MRI能够判别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内的主要成分，能够鉴别斑块的稳定性。 

2、 2型糖尿病患者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稳定性较非糖尿病患者低. 

   

 

 

PU-1999 

MRI features of Basal Cell Adenoma of the Parotid 

Gland and correlation with Pathology 

 
he muzhen 

Provincial Clinical College， Fujian Medical University&Department of Radiology， Fujian 

Provincial Hospital 350001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MRI features of basal cell adenoma (BCA) of the 

parotid gland and its correlation with pathologic features. 

Methods: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the correlation of MRI findings and pathology in 

26 patients with histopathologically proven BCA of the parotid gland. The clinical 

presentation, pathologic features and localization, size, number, shape, signal 

and enhance pattern of tumor were analyzed. Results: 18 patients(69.2%) were 

females and 8 patients(30.8%) were males.The median age was 51 years(range 

32~72).25 patients(96.2%) had single lesion and only one patient(3.8%) had two.The 

average size of the 27 lesions was 22mm(range 11~36mm). 13 lesions were located 

in superficial lobe, 5 in deep lobe and 9 acrossed both lobes. All the 27 lesions 

had clear margin without lobular appearance and 25 lesions had complete or 

incomplete hypo-intensity rim in T2WI. Compared with neck muscle, all 27 lesions 

showed iso- or hyper- intense in T1WI and hyper-intense in T2WI. 21 lesions(77.8%) 

had cystic change with varying size.The signal intensity of solid part of 

lesions were homogeneous in 21 lesions, heterogeneous in 6. 21 lesions(77.8%) 

showed persistent enhancement and 6(22.2%) outflow enhancement. DWI were performed 

in 9 patients (10 lesions)，the mean ADC value was (1.22±0.20)×10
 -3

mm
2
 /s．

Under microscope,it is consist of a monomorphic population of basaloid epithelial 

cells, organized with prominent basal cell layer and distinct basement membrane-

like material, lack of the myxochondroid stromal component.Conclusion: The BCA of 

the parotid gland has certain clinical and MRI features. Analysis of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MRI findings and the pathologic features may be helpful to 

qualitative and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B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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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000 

间接比较 CE-MRA、3D-TOF MRA 诊断椎基底动脉狭窄的 Meta

分析 

 
张晶

1,2
,陈小莉

1,2
,刘海峰

1,2
,黎金葵

2
,张宏霞

1,2
,徐凯

1,2
,雷军强

2
 

1.兰州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 

2.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目的以数字血管造影技术（DSA）为金标准，利用 Meta分析方法评价并间接比较增强 MRA

（CE-MRA）与时间飞跃法 MRA（3D-TOF MRA）诊断椎基底动脉狭窄的价值。方法计算机检索

PubMed、Embase、Web of Science、The Cochrane Library、CNKI、 CBM、 VIP、万方 Data 

中关于 CE-MRA、3D-TOF MRA 诊断椎基底动脉狭窄的相关文献，检索日期截止至 2017年 5月。

2名研究者按照纳入排除标准独立筛选文献、提取资料、依据 QUADAS 2工具对所获文献进行

质量评价。使用 stata 12.1 软件分别合并分析 CE-MRA、3D-TOF MRA对椎基底动脉狭窄的敏感

性（Sen 合并）、特异性（Spe 合并）、阳性似然比（LR+）、阴性似然比（LR-）、诊断比值比

（DOR）并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SROC）计算曲线下面积（AUC），利用相对诊断比值比

（RDOR）间接比较二者诊断价值。结果纳入检索所获 1418 条记录中的 10项研究，共 13 组数

据。Meta分析结果示，以 DSA为金标准，对于狭窄程度大于 50%的椎基底动脉，CE-MRA 与 3D-

TOF MRA的 Sen 合并、Spe 合并、LR+、LR-、DOR、AUC值分别为 0.89（0.75,0.95）、0.98

（0.91,0.99）、36.1（10.3,126.2）、0.12（0.05,0.27）、307(102,922)、0.97

（0.96,0.98）与 0.94（0.86,0.98）、0.930.87,0.97）、14.4（7.1,29.1） 、0.06

（0.03,0.15）、226（57,902）、0.98（0.96,0.99）。CE-MRA与 3D-TOF MRA间接比较结果

RDOR为 1.36（0.23,7.94）。结论在诊断椎基底动脉狭窄方面，CE-MRA相较于 3D-TOF MRA具

有更高的诊断准确性。 

   

 

 
PU-2001 

左侧颈部罕见重复血管发育变异并同侧动静脉短路 1 例 

 
蒋常琴,马智军 

潍坊市益都中心医院 262500 

 

发现一例罕见颈部血管重复并同侧动静脉瘘形成，同时合并颅脑大脑前动脉发育变异。 

病例 女，77 岁。主诉“发现意识不清 2h”。神经系统查体：完全性运动失语，右侧鼻唇沟

变浅，右上肢肌力 III级。 

影像检查 

采用 Siemens Skyra TOF 3D MRA 行颅脑 MRI扫描，提示左侧放射冠区斑片状新近梗塞（图

1）。颈部 MRA见起源于左侧锁骨下动脉异常发育颈动脉一支，起始部与椎动脉起始部相邻

（图 2），而后与颈总动脉-颈内动脉伴行，行至颈内外动脉分叉处发出一分支（图 2）参与左

侧颌面部供血（即正常情况下颈外动脉颞浅支）。同时颈内、外动脉分叉后，颈外动脉内行，

发出分支参与颈外动脉内侧供血（约正常情况上颌支及分支血管）。异常动脉走行于颈内外动

脉之间，经颈内动脉管旁入颅，行至左侧小脑下部，发出两分支血管分别走行于左侧小脑幕与

小脑中（图 3）参与左侧小脑部分供血，与此同时，左侧乙状窦显影（图 3），局部与该动脉

存在交通（图 3）。MRA提示该病例左侧椎动脉及颈动脉均较对侧粗（图 2-A）。另颅脑 M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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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右侧大脑前动脉 A1段未显示（图 3），右侧大脑前动脉 A2段及以上来自于前交通动脉（图

3）。 

颈动脉异常发育在临床上比较少见，目前文献有所描述常见的有起源异常，走行异常，部分节

段缺如或“窗式动脉”等
[1-3]

，但出现旁路血管则非常罕见。目前文献对旁路异常发育血管也

多以病例报道的形式出现。对于颈动脉异常发育-旁路血管的形成原因，通常认为由于胚胎发

育时期分支血管未能完全退化所致，也有学者认为只是单纯的发育变异
[3]
。对于异常少见的颈

部旁路血管，本文通过数例临床工作中遇到的病例及相关文献复习，阐述不同的旁路血管的起

源，走行路径及宽度等进行描述，结合相关文献中提到的病例，对此进行总结，以期提高临床

工作中对颈部旁路血管的认识，同时对临床上指导治疗提供更为准确的信息。 

   

 

 
PU-2002 

头颈 CTA 阅片调节肺窗的意义 

 
姜雪,吕发金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目的:探讨头颈 CTA（CT angiography）图像阅片时调节肺窗的意义。 方法:在影像存档与通

讯系统（Picture Archiving and Communications System ,PACS）中,回顾性分析无纳入排除

标准的 1000例患者的头颈 CTA图像，根据年龄分为老年组（≥60 岁）和非老年组（＜60

岁），根据是否吸烟分为吸烟组和非吸烟组，进行肺窗的调节，并分别比较两组患者调节肺窗

前后所扫及的肺部病变影像征象的情况。结果:调节肺窗后，30.80%的患者新发现肺部病变征

象。老年组新发现病变的影像征象明显高于非老年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吸烟组新发现病变

的影像征象明显高于非吸烟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头颈 CTA肺窗的调节可增加肺部病

变的显示和诊断;老年人（≥60岁）或长期吸烟者在行头颈 CTA检查时进行肺窗的调节更可提

高诊断效益。    

 

 
PU-2003 

眼眶巨大脑膜瘤一例 

 
曾丽思,向述天 

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650021 

 

个案 

 

讨论：视神经鞘脑膜瘤是起源于视神经鞘的蛛网膜脑膜上皮细胞或眶内异位的蛛网膜的良性肿

瘤或颅内脑膜瘤向眶内延伸,组织学上分为 7型,上皮型最常见[1-3]。脑膜瘤占眼眶原发肿瘤的

5%～10%，占视神经肿瘤的 33%，可发生于任何年龄,高峰年龄为 30～40岁,女性好发[1]。眼眶

“铸型”脑膜瘤虽不少见，但致眼球突出眼眶达 5cm者罕见。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3676 

 

PU-2004 

中年女性腮腺脉管瘤 CT 表现 1 例 

 
曾丽思,向述天 

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650021 

 

个案 

 

讨论：近年来，肝脾、纵隔、小肠、肾上腺、子宫、食管及皮下软组织等部位的脉管瘤病例偶

见报道，但腮腺脉管瘤报道罕见，且以婴幼儿多发，郑晓红等报道两例
[1]
，一例 CT表现呈大

小不一结节样、密度不均、部分边界清晰、轻度强化；另一例 MRI呈类圆形囊实性、部分边界

不清、实质部分不均匀明显强化。  

 

 

PU-2005 

内耳出血突聋患者高分辨 MR 信号强度比率 

与临床指标的相关性研究 

 
胡娜,赵慧,李进叶,沈金花,田静,孙立新,巩若箴 

山东省立医院耳鼻喉医院山东省立医院西院(原:山东煤矿总医院) 250022 

 

目的：研究内耳出血突聋患者的 MR信号强度比率与患者年龄、突聋天数及平均听力值的相关

性。 

方法：回顾性分析 2017年 3月至 2017年 7月来我院就诊的突发性耳聋患者 126例，所有患者

均行 GE 3.0T MR扫描，扫描序列包括颅脑常规 MRI扫描序列及内耳部位序列（3D-T1-CUBE、

3D-T2-CUBE及 3D-CUBE-FLAIR 序列），排除颅脑及内听道占位等疾病；其中诊断为内耳出血

的患者共 28例，采用双盲法由两名放射科医师分别在上述内耳出血患者的 3D-CUBE-FLAIR 序

列中手动画 ROI测量内耳出血区信号强度（SI）及同层面同面积脑干信号强度（SI），计算内

耳出血区 SI/脑干 SI比率（SIR）并分析其与患者年龄、突聋天数及平均听力值的相关性，同

时对两名测量者的测量结果进行一致性 Kappa检验。 

结果：内耳出血患者在 3D-T1-CUBE、3D-CUBE-FLAIR序列上呈高信号，3D-T2-CUBE序列上呈

高或低信号。3D-CUBE-FLAIR 序列信号强度比率和患者年龄、突聋天数呈负相关（R2=0.393，

R2=0.444，p＜0.05，p＜0.05），与平均听力值呈正相关（R2=7.744， p＜0.05）。 

结论：3D-CUBE-FLAIR序列对检测内耳出血敏感性高于 3D-T1-CUBE、3D-T2-CUBE序列，可以

应用于内耳出血患者的检出。3D-CUBE-FLAIR序列信号强度比率与患者年龄、突聋天数及平均

听力值相关，与患者年龄、突聋天数呈负相关，与平均听力值呈正相关。3D-CUBE-FLAIR 信号

强度比率可一定程度预估临床症状严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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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006 

Multi-slice Computed Tomography Analysis of Benign 

and Malignant Nodules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Lymphocytic Thyroiditis 

 
Zhu Caisong,Yang Jun,Chen Hairong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 TongRen Hospital，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200336， P.R. China 200336 

 

Objective To compare the multi-slice computed tomography (MSCT) features of benign 

and malignant nodules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lymphocytic thyroiditis (CLT) and 

assess the clinical values of MSCT in diagnosing and differentiating the CLT. 

Methods MSCT findings, including the size, solid percentage, calcification, margin, 

capsule, anteroposterior–transverse diameter ratio as well as the mode and the 

degree of enhancement of 137 thyroid nodules in 127 patients with CLT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Furthermor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MSCT findings and 

pathological results, the differences of MSCT findings between benign and 

malignant nodules were also analyzed. 

Results Approximately 77.5% (31/40) of malignant nodules were completely solid 

while 32 benign nodules were predominantly cystic. Compared with the benign 

nodules, the microcalcification and internal calcification were more frequently 

presented in the malignant nodules (p < 0.05). The MSCT features such as ill-
defined margin, absence of capsule or incomplete capsule or homogeneous 

enhancement were more likely to present in the malignant nodules (p < 0.05). In 
addition,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found in the enhancement degree at 

arterial or venous phase between benign and malignant nodules (p > 0.05). 
Conclusions MSCT features are useful in differentiating the benign and malignant 

nodules in CLT patients. MSCT may be used as an important diagnostic modality in 

the clinical practice. 

   

 

 
PU-2007 

罕见鞍上池色素性神经鞘瘤 

 
刘静,焦俊,李珀,段庆红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550004 

 

色素性神经鞘瘤也称黑色素性神经鞘瘤（MS），为一种罕见的黑色素性肿瘤，与黑色素瘤不

同，MS为神经鞘细胞特征的脂褐素中夹杂着灰棕色的色素颗粒，黑色素瘤有明显异型性、很

少见脂肪组织及钙化。MS属于髓外硬膜内的肿瘤，目前国内报道多为单发病例，国外文献报

道大多认为该肿瘤由神经鞘细胞和黑色素细胞组成，可能均起源于神经嵴细胞。黑色素颗粒形

成金属螯合物，是顺磁性物质，根据肿瘤内黑色素含量、分布及内部出血情况，核磁共振

（MRI）检查对显示黑色素性肿瘤的信号改变、确定肿瘤的类型有一定诊断价值。本例患者发

生部位极为罕见，且 MRI检查病灶主要呈多房囊性改变，故影像初诊时误诊为颅咽管瘤，最终

确诊依靠病理学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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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008 

SWI 与 PWI 在脑缺血半暗带中的对比研究 

 
杨欢,王永仁 

义乌市中医院 322000 

 

【摘要】：缺血性脑卒中（脑梗死）是最常见的脑卒中类型，早期确定缺血半暗带的有无对指

导治疗以及改善预后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现以 PWI作为研究参照标准，探讨 SWI对预测缺血半

暗带的价值以及替代 PWI的可行性，比较分析两者的优势与不足。 

【Abstract】：Ischemic stroke（cerebral infaraction）is the most common type of 

stroke,early to determine the presence of ischemic penumbra to guide the treatment 

and improve the prognosis of a very important significance.The PWI is used as a 

reference to explore the value of SWI in predicting ischemic penumbra and the 

feasibility of replacing PWI. 

   

 

 
PU-2009 

眼眶跨眶隔前后丛状神经纤维瘤 1 例并文献复习 

 
彭聪,向述天 

昆明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 650021 

 

目的 探讨眼眶丛状神经纤维瘤的临床特征、影像学特点、治疗方法及预后。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例眼眶跨眶隔前后丛状神经纤维瘤患者的临床资料，结合相关文献资料探

讨眼眶丛状神经纤维瘤的临床表现、影像学特点、治疗方法及预后。 

结果 1例影像学诊断右侧眼眶眶隔前后弥漫性病变行右眼眶瘤体穿刺活检后确诊为丛状神经

纤维瘤伴粘液变性，手术切除病灶并治疗，随访 1个月，患者生活状况良好。 

结论 丛状神经纤维瘤多于幼儿期发病，在皮肤神经纤维瘤显现前即可出现，属于良性外周神

经肿瘤，但其生物学行为呈浸润性生长，国内外文献报道的丛状神经纤维瘤常为多发结节状肿

物，病史较长。本例患者，于 1岁婴儿期发病，病变生长较弥漫，跨眶隔前后生长，呈多个结

节状改变，部分病变环绕眼环，与正常组织分界欠清，并伴同侧泪腺增大，增强扫描呈轻中度

强化。对于该疾病的治疗，外科多采用手术切除，特别是肿瘤位于关键部位，且持续生长，压

迫并影响器官功能时，治疗应行手术切除并靶向治疗。 

 

   

 

 
PU-2010 

CT、MRI 在头颈部孤立性纤维瘤中的诊断价值 

 
钱雯,胡昊,马高,苏国义,许晓泉,施海彬,吴飞云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10029 

 

目的 探讨 CT、MRI在头颈部孤立性纤维瘤（solitary fibrous tumor，SFT）中的诊断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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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20例头颈部 SFT的影像学表现 ，其中 15例行 CT 检查，

11例行 MR检查。主要观察病灶的位置、大小、形态、边缘、对周围结构的侵犯及影像学特

征。 

结果 20例 SFT中，发生于眼眶 7例，鼻腔鼻窦 4例，皮下 3例，咀嚼肌间隙 3例，颈动脉

间隙、腮腺、声带各 1例。其中良性 15例，恶性 5例。病变多为边界清楚的类圆形或分叶状

肿块，CT图像以等-低密度为主；MR图像以 T1WI等信号，T2WI不均匀高信号为主，增强后多

呈中度-明显不均匀强化。恶性 SFT体积相对较大（恶性 vs良性肿瘤平均最大径：

51.0±10.8 mm vs 32.6±12.8 mm），且更易侵犯周围结构。 

结论 CT、MRI在头颈部 SFT 诊断中具有一定价值，正确认识其影像学表现，有利于为临床诊疗

提供参考依据。 

   

 

 
PU-2011 

基于 MR 图像的原发肿瘤体积测量与鼻咽癌 2008 分期的相关

性研究 

 
马高,许晓泉,胡昊,洪汛宁,孙新臣,吴飞云,施海彬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江苏省人民医院） 210029 

 

目的 探讨基于 MR图像的原发肿瘤体积测量与我国鼻咽癌 2008分期中 T、N和临床分期的相

关性。 资料与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1年 9月至 2015年 12月经病理证实的 113例鼻咽癌患者

的影像学及临床资料。依据我国 2008分期判断鼻咽癌患者的 T、N和临床分期。基于横断位

T2加权压脂像，逐层手动勾画肿瘤边界，采用面积求和法计算肿瘤体积。结果 原发肿瘤体积

随 T分期进展逐渐增大（p < 0.01）。相邻 T分期间两两比较，T1/T2、T3/T4期间原发肿瘤

体积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T2/T3期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全组颈部

淋巴结转移率为 83.19%。N0-N3期原发肿瘤体积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临床 I-IV

期原发肿瘤体积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1）。相邻临床分期间两两比较，I/II、II/III

期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III/IV期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1）。 结论 

鼻咽癌原发肿瘤体积与我国 2008分期中 T和临床分期密切相关，可考虑将鼻咽癌原发肿瘤体

积纳入后续分期，以帮助判断疾病预后。 

 

   

 

 
PU-2012 

低管电压联合低碘含量对比剂技术在颈部增强 CT 中的应用 

 
张清,朱晓明 

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16001 

 

摘要:目的 评价应用低管电压联合低碘含量对比剂行颈部 CT平扫及增强扫描成像中的 CT辐

射剂量与图像质量。方法 前瞻性收集 3组 60例颈部 CT增强患者，每组 20例；第一组管电

压设为 100 kVp，对比剂选择碘海醇（350 mgI/ml）；第二组管电压为 80 kVp，对比剂选择碘

克沙醇（270 mgI/ml）；第三组管电压为 70 kVp，对比剂碘克沙醇（270 mgI/ml）。测量动

脉期舌骨水平颈动脉的 CT值、噪声，据此计算出信噪比 SNR，对图像质量进行客观评价；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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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质量的主观评价由两名影像诊断医师按 5分法进行评分；辐射剂量则通过容积 CT剂量指数

CTDIvol、剂量长度乘积 DLP 及有效辐射剂量 ED进行客观评估。针对图像质量、辐射剂量分别

进行组间统计分析，P<0.05 有统计学差异。结果 三组信号噪声比分别为 13.358±4.468、

27.412±10.678、27.417±8.508，后两组明显高于第一组，P＜0.001；三组的有效辐射剂量

分别为 3.082±0.426 mSv 、1.739±0.287 mSv、 1.427±0.276 mSv ，各组间具有明显统计

学差异，P＜0.001。主观图像质量评价结果表明两名医师对各例图像评分的一致性良好（平均

kappa值=0.779±0.091），且 3组病例中未见低于 3分的图像，均可满足诊断需求。结论 

采用低管电压（70 kVp）、低碘含量对比剂（270 mgI/ml）进行颈部 CT增强检查，在大幅降

低辐射剂量的同时，获得的图像质量也较高，基本满足临床诊断要求。  

 

 
PU-2013 

腮腺少见病变的影像学分析 

 
彭聪,向述天 

昆明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 650021 

 

目的 探讨腮腺少见病变的影像学特点，提高对其认识水平。 

方法 对我院 2015年 1月至 2017年 7月收治的经手术病理证实的腮腺少见病变患者 24例进行

回顾性分析，其中基底细胞腺瘤 7例，肌上皮癌 2例，脉管瘤 4例，腺泡细胞癌 2例，粘液表

皮样癌 2例，腮腺脂肪瘤 1例，淋巴上皮囊肿 2例，表皮样囊肿 3例，皮样囊肿 1例。通过

CT及 MRI扫描，由至少两名有经验的影像科诊断医师进行评价。 

结果 腮腺少见病变 CT和 MR表现为腮腺区肿块影或腮腺区肿大，肿块位于腮腺内或腮腺旁，

单发或多发，单侧或双侧，囊性、囊实性或弥漫性。基底细胞腺瘤均位于腮腺浅叶，呈类圆

形，边缘清晰，CT增强扫描病变实质部分动脉期呈显著强化，静脉期强化程度接近或稍低于

动脉期，密度相对较均匀，肿瘤内可见囊变。MRI平扫可呈混杂长短 T1长 T2信号，压脂 T2WI

呈混杂高信号。肌上皮癌与腮腺常见恶性肿瘤相仿。肿块密度不均匀，边缘较模糊，增强扫描

呈不均匀中度强化。脉管瘤其内可见少许散在小钙化灶，边界不清晰，增强扫描呈轻度强化。

腺泡细胞癌，可同时累及腮腺浅叶及深叶，边界尚清。CT 上多呈稍低密度影，密度欠均匀，

增强扫描明显强化，病灶边缘可见完整或不完整的包膜线状强化。腮腺脂肪瘤表现为脂肪密度

肿块影，边界清楚，病变内部可见分隔，增强扫描可见无强化的脂肪密度肿块。淋巴上皮囊肿

囊液较黏稠，CT平扫密度较高。表皮样囊肿与皮样囊肿表现相似，常位于腮腺浅叶，呈类圆

形，边界清晰，MRI平扫呈长 T1长 T2信号，其内可见条状低信号分隔。 

结论 部分腮腺少见病变具有一定的影像学特点，根据 CT和 MRI表现，可提示诊断。  

   

 

 

PU-2014 

3D-VISTA、3D TOF MRA 及 DSA 在头颈动脉夹层诊断 

中的对比研究 

 
蒋春秀,于昊,王显龙,朱建彬,邹天宇,温志波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510282 

 

目的 对比分析三维容积各向同性快速自旋回波技术（3D-VISTA）、3D TOF MRA及 DSA在头

颈动脉夹层（Cervicocerebral artery dissection，CCAD）中的诊断价值。 方法 收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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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神经内科及神经外科 2012 年 1月到 2016年 12月间收治的符合入选标准的患者 86例（113

支血管），纳入标准如下：1）成年患者（即年龄大于 18岁），临床表现为脑卒中或 TIA和/

或颈部疼痛和/或头痛；2）MRA、DSA、CTA及临床四项中至少一项怀疑或确诊头颈血管具有夹

层者；3）同时具有 DSA、3D TOF MRA检查资料者。对所有患者行病变段血管 3D-VISTA成像，

并与 3D TOF MRA、3D-VISTA 结合 3D TOF MRA、DSA进行差别性检验（McNemar检验）；分析

3D-VISTA、3D TOF MRA、3D-VISTA结合 3D TOF MRA、DSA与临床最终诊断结果的一致性，计

算 Kappa值。 结果 3D-VISTA 与 3D TOF MRA、3D-VISTA 结合 3D TOF MRA、DSA诊断 CCAD

的 McNemar检验 P值分别为 0.004、0.172、0.007；以临床最终诊断结果为对比标准，3D-

VISTA 、3D TOF MRA、 3D-VISTA结合 3D TOF MRA、DSA 诊断夹层的 Kappa值分别为 0.89、

0.62、0.94、0.53。 结论 DSA及 3D TOF MRA作为传统诊断 CCAD的可靠方法，与临床最终

诊断结果相比，一致性较差；3D-VISTA检查诊断 CCAD较 3D TOF MRA、DSA更准确，结合 3D 

TOF MRA可提高诊断准确性。 

   

 

 
PU-2015 

喉癌、喉咽癌及颈部淋巴结转移的 PET/CT 

与增强 CT 诊断价值分析 

 
罗艳,段庆红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550004 

 

摘要：目的 对比分析 18F-FDG PET/CT显像与螺旋 CT增强扫描诊断喉癌、喉咽癌及颈部淋巴

结转移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 收集 2014年 10月～2017年 2月于我院治疗的 22例疑似或确

诊为喉癌及喉咽癌的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所有患者均于术前行 PET/CT显像和 CT增强扫描，

同术后病理行对比分析，比较二者对喉癌及喉咽癌的术前分期及颈部淋巴结转移的诊断结果。

结果 22例患者中,病理诊断喉癌 12例,发生颈部淋巴结转移者 6例；喉咽癌 7例，伴颈部淋

巴结转移者 5例。PET/CT显像、增强 CT对喉癌、喉咽癌的术前 T分期结果与术后病理 T分期

结果均无显著差异，P＞0.05，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ET/CT显像与 CT增强扫描测得患者颈

部淋巴结转移的灵敏度分别为 90.9%、81.8%（P＞0.05）；特异度为分别为 54.5%、81.8% （P
＞0.05）；准确度分别为 72.7%、81.8%（P＞0.05）。结论 术前 PET/CT显像与 CT增强扫描

可准确评估喉癌及喉咽癌的病理分期，且两种检查方法对颈部淋巴结转移均有较高的检出率。 

   

 

 
PU-2016 

甲状腺先天发育异常性疾病的影像表现及研究进展 

 
刘才保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野战外科研究所 400042 

 

目的：探讨甲状腺先天发育异常性疾病——异位甲状腺的影像表现及研究进展。方法：本文对

本院 2010年~2015年期间 17例异位甲状腺（共 21个病灶）的临床和 MSCT表现进行回顾性分

析、总结。结果：17例异位甲状腺患者中，男性 1例，女性 16例，女性明显多于男性，平均

发病年龄为 48岁；其中，迷走甲状腺 3例，副甲状腺 14例。临床表现：仅 3例有咽部异物

感，5例表现为颈部肿块，其余均无明显症状。21个异位甲状腺病灶（有 4例多发者，每例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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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个病灶）按发病部位分布由多到少依次为：颈前中线及旁区 15个，舌根部 4个，纵隔 2

个。异位甲状腺的 MSCT表现：平扫时，（1）多数病灶为类圆形、密度不均匀的高密度结节或

肿块影，少数为线条状，钙化、出血少见；未发生甲状腺相关疾病的病灶则表现为均匀一致的

高密度影。（2）全部病灶境界清楚，边缘较光整。（3）病灶大小不一，多数病灶直径为 1-

3cm，少数病灶可达 5cm以上。注射造影剂后，根据病灶是否发生甲状腺相关性疾病以及病变

侵犯的程度范围不同可出现均匀/不均匀强化，其中囊变、液化坏死范围较大的病灶强化不明

显；未发生甲状腺相关疾病的病灶则为明显均匀强化，强化形式和程度与正常位置甲状腺完全

一致。由于异位甲状腺病灶中可发生正常位置甲状腺组织所能发生的任何疾病，因此，对 17

例异位甲状腺患者中的 MSCT 表现为明显异常的 17个病灶（每例至少有一个病灶 CT上表现异

常）分别进行了细针穿刺活检术或手术切除，组织病理学结果显示：结节性甲状腺肿 13 例，

桥本氏甲状腺炎 2例，腺瘤 2例。结论：本组研究表明异位甲状腺的病例 MSCT平扫和增强扫

描表现具有相对特异性，其敏感性和准确率较高，通过 MSCT检查可明显提高异位甲状腺的检

出率和术前诊断水平，其临床符合率可达 90%以上。因此，异位甲状腺的 MSCT检查可为临床

医师制定更为有效、准确的诊疗方案提供更直接、可靠的依据。 

   

 

 
PU-2017 

三维 CTA 探讨 Willis 环分型及测量 

 
林思敏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361004 

 

目的 利用 CT血管造影（CTA）探讨 Willis环的分型，并进行内径测量，为相关研究与临床提

供解剖基础。方法 回顾性分析未见明确病变的 Willis环 114例，据发育情况分完整型、相对

完整型、不完整型；再根据是否伴变异、环发育位置与程度等补充。测量颈内动脉末端

（ICA）、大脑中动脉 M1段（MCA）、大脑前动脉 A1段（ACA）、大脑后动脉 P1段（PCA）、

大脑前、后交通动脉（AComA、PComA）内径，并进行比较与分析。结果 三维 CT图像显示

Willis环动脉分支与形态清楚，114例 Willis环中 1.完整型 26例，其中无变异型 12 例、伴

变异型 14例；2.相对完整型 9例，其中无变异型 0例，伴变异型 9例；3.不完整型 79例，其

中无变异型 53例，伴变异型 26例。相对完整型：前环发育细小 0例，后环 7例，前、后环 2

例；一支发育细小 4例，二支 3例，三支 2例。不完整型：前环缺如 10例，后环 46例，前、

后环 23例；一支缺如 29例，二支 39例，三支 11例。 测量 ICA、MCA、ACA、PCA、AComA、

PComA内径大小分别为 2.77±0.43mm、2.05±0.39mm、1.50±0.30mm、1.40±0.31mm、

1.12±0.37mm、1.09±0.31mm，比例为 1.00: 0.74: 0.54: 0.51: 0.41: 0.40。统计学比较

显示 ACA、ICA内径左右侧及 PComA、ICA、MCA内径男女间有显著差异性（P<0.05），而年龄

间各内径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本研究分型体现了 Willis环的发育特点与变异情

况，具有全面性与临床实用性；确定了 ICA:MCA:A/PCA:A/PComA内径比例为 10:7:5:4；为

Willis环相关疾病及血流动力学异常提供了解剖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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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018 

眼眶上皮样血管瘤 1 例并文献复习 

 
孙荣庆,向述天,李颖文 

昆明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 650021 

 

目的 探讨眼眶上皮样血管瘤(Epithelioid hemangioma,EH)的临床病理学特征、影像学表现

及鉴别诊断。 

方法 回顾性分析 l例发生于眼眶 EH的临床病理学特征、影像学表现等，并复习相关文献。 

结果 患者男性，51岁，1年以来无明显诱因发现左眼肿胀、眼球突出，为求进一步就诊来我

院就诊。CT平扫：左眼眶脊椎内外间隙一 4.7x2.7x2.3cm肿块，CT值约 36HU；MRI平扫+增

强：增强扫描病灶渐进性强化，时间-信号曲线呈流入型，病灶包饶下直肌、视神经后段及眼

环生长，左眼球后下分受压、变形；镜检：瘤细胞呈上皮细胞样，有明显的血管增生，伴胞质

内空泡形成，核分裂象未见，石蜡诊断为上皮样血管瘤。 

结论 发生于眼眶的 EH十分罕见，本例病例影像学资料充分，分析其病理学特征及其对应影

像学表现，为术前诊断疾病及进一步提高对发生于眼眶的 EH的认识提供新的思路。 

   

 

 
PU-2019 

development of Finite Element Model for Severe 

Traumatic Brain Injury and Analysis of Pressure 

Gradient 

 
Li Na 

Xiangya 3rd hospital，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410013 

 

Purpose： To develop a finite element model for severe traumatic brain injury and 

analyze intracranial pressure distribution to predict the occurance of hernia. 

Method: combined head injury finite element model and corpuscular particle 

method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erebral hematoma expansion and 

increased intracranial pressure. Extract and fold the hematoma, place it in the 

corresponding position of the finite element model. The swelling curve was added 

and the simulation calculation was carried out based on the CT images and 

intracranial pressure values. Obtain pressure distribution contour of each part of 

the brain tissue and strain distribution contour of brain tissue and calculate the 

pressure difference in the accident-prone area of hernia. 

Result: The pressure value and center line deviationin in the finite element model 

matches ventricle probe pressure, line deviation in CT image in clinical patients. 

The pressure difference below the brain sickle and behind the the cerebellar 

scratches is not obvious. The pressur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upper and lower 

parts of the tentorial notch is 1200Pa. 

Conclusion: The finite element model of traumatic brain injury can help generate 

brain pressure cloud and calculate the pressur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areas where 

brain hernia is easy to form, thus providing early warning and guidance for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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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020 

颈部 B 细胞性非霍奇金淋巴瘤 2 例 

 
陈惠娴,谢琦,吴敏仪,杜磊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华南理工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南沙医院 511457 

 

目的:探讨颈部 B细胞性非霍奇金淋巴瘤的影像学特点。方法:报道我院近两年收治的 2 例经病

理证实的颈部 B细胞性非霍奇金淋巴瘤，对其影像学特征进行总结分析。结果:[例 1]男性，

60岁，右侧扁桃体肿大 5月，伴咽部异物感入院。咽部 MRI提示口咽淋巴环明显增厚，右侧

扁桃体区见软组织团块影，T1WI呈等信号，T2WI呈稍高信号，增强呈明显均匀强化，累及周

围组织，伴有淋巴结转移。初诊为扁桃体恶性肿瘤。病理活检提示：非霍奇金淋巴瘤，弥漫大

B细胞性（DLBCL，non-GCB）。[例 2]女性，89岁，因“鼻塞、耳聋”就诊。CT提示鼻咽各壁

增厚，以右侧壁为著，局部可见团块状软组织密度影，边界不清，相应鼻咽腔明显变窄，增强

扫描病灶明显均匀强化，邻近腺体及肌肉受侵犯，斜坡骨质受侵蚀变薄。临床拟诊鼻咽癌。病

理活检提示：非霍奇金淋巴瘤，弥漫大 B细胞性。结论:非霍奇金淋巴瘤（NHL）占头颈恶性肿

瘤 5％，主要分为 T细胞性和 B细胞性，T细胞性 NHL多发生于鼻腔，B细胞性 NHL好发于鼻

窦。鼻咽淋巴瘤与受侵淋巴结多表现为密度均匀,强化均匀，边界清楚。本报道 2例均为 B细

胞性 NHL，分别发生于扁桃体及鼻咽部。2例的病灶有单发和多发，均有侵犯周围组织及淋巴

结转移。影像表现为软组织密度影或信号影，增强均明显均匀强化。综上，虽然原发于颈部的

NHL发病率低，但通过总结可发现其有一定的影像学征象，CT平扫+增强或 MRI平扫+增强可以

提示诊断，最终病理分型均需病理及免疫组化明确。  

 

 
PU-2021 

不同区域淋巴结原发灶的寻找及影像学评估 

 
夏爽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300192 

 

颈部不同分区的淋巴结其原发灶具有一定的规律。分析不同区域的淋巴结转移对于寻找原发灶

意义很大。本研究将颈部淋巴结分区分成 5组，第一组，I区淋巴结，I区淋巴结转移主要见

于口底，下颌骨，舌部的恶性肿瘤。第二组，II-IV区，该区域的淋巴结转移主要来源于鼻

咽、口咽及喉咽的病变，甲状腺来源的病变，淋巴瘤也可以出现该区域淋巴结转移。第三组，

V区淋巴结病变主要见于淋巴瘤。第四组，VI区淋巴结主要见于甲状腺病变。第五组，VII区

淋巴结转移主要见于肺癌，乳腺癌、甲状腺癌及食管癌等。对于转移的淋巴结主要评估淋巴结

是否存在包膜外侵犯，是否累及颈静脉、颈动脉及临近软组织。 

   

 

 

PU-2022 

MSCT 双期增强扫描对甲状旁腺腺瘤的诊断价值 

 
袁辉

1
,袁辉

1
,王仁贵

1
,陈孝柏

1
,温廷国

1
,段永利

1
 

1.北京世纪坛医院 

2.北京世纪坛医院 

 

MSCT双期增强扫描对甲状旁腺腺瘤的诊断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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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探讨甲状旁腺腺瘤 MSCT双期增强扫描影像特征，评其对甲状旁腺腺瘤的术前诊断及定

位价值。 

资料方法：回顾性分析经手术及病理证实的 65例甲状旁腺腺瘤患者的影像学检查资料。 

结果：65例均为单发病灶，51例(78.5%)病变位于甲状腺下极后方，13例(20.0%)位于甲状腺

上极后方，1例(1.5%)为异位腺瘤，异位于甲状腺内。MSCT平扫，病变呈均或不均匀软组织密

度影，密度与甲状腺密度相仿或这低于邻近甲状腺实质密度，部分病变内可见低密度坏死区。

增强早期，肿瘤明显均匀或不均匀强化，但明显低于邻近正常甲状腺实质强化程度，增强晚期

病变强化程度减低，病变与周围组织之间的密度差减小，增强扫描似可见病变包膜及正常甲状

腺受压改变。后期三维重建图像可多角度显示病变与周围组织的关系。 

结论：MSCT双期扫描及三维重建可较好显示肿瘤的部位、大小、形态、内部质地成份及与周

围组织结构关系, 对于病变的定性、定位具有重要价值。 

 

 

 

PU-2023 

双能量 CT 血管成像对经颈内静脉半永久导管长期血液透析患

者血管通路的评价 

 
龙晓宙,周星,黄刚 

甘肃省人民医院 730000 

 

目的：应用双能量 CT血管成像三维重建技术检查对 41例经右侧颈内静脉半永久导管血液透析

患者血管通路狭窄情况进行评价，了解血管通路狭窄的部位、程度等，可为进一步重建通路处

理或数字减法血管造影(DSA)介人治疗提供帮助。方法：采用西门子第二代炫速双源 CT双能量

扫描模式，对 41例经右侧颈内静脉半永久导管血液透析患者血管通路患者进行检查，对侧肢

体外周静脉注射非离子型碘造影剂，注射速度 4.5-5.0 ml/s，350mgI-400mgI/kg，动脉期后

双期静脉扫描检查，应用 VR、MIP、MPR对图象数据进行处理和三维重建分析静脉。结果：41

例病人均获得满意图像，共分析静脉血管 369支，其中血管狭窄病变 36例，占 87.8%；血管

闭塞病变 13例，占 31.7%。结论：双源 CT 血管造影可清晰显示导管置入通路静脉狭窄、闭塞

的程度及部位，为临床血管再通介入治疗提供准确的影像学信息，具有很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PU-2024 

A case report of cholesteatoma in Cavernous sinus 

 
Qin Xuan,Li Peiling 

The First Hospital of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110001 

 

Purpose: To analyze the CT and MR imaging characteristics of rare cholesteatoma in 

cavernous sinus aiming of diagnosis and the differential diagnosis with other 

disesses in this location. 

Methods:The clinical and radiological data of the case of cholesteatoma in 

carvernous sinus were collected.The case was pathologically diagnosed.The MR 

imaging features of four similar disesses in this location also have been 

collected from recent docu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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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luts:CT angiography examination showed a mass in the left parasellar 

region,which presented low density and no reinforcement on contrast-enhanced 

scan.The mass surrounded and narrowed the left internal carotid artery. 

Regular MRI examination showed a mass in the left cavernous sinus,which presented 

hypointensity on T1WI and heterogeneous hyperintensity on T2WI,no reinforcement on 

contrast-enhanced scan.Oppressing the sclerotin of adjacent occipital bone、

sphenoid sinus wall and sellar bottom.The pituitary was not shown and the 

pituitary stalk was pressed to the right.The left part of ambient cistern and 

hippocampus were compressed and narrowed. 

Conclusion:Cholesteatoma in cavernous sinus is infrequent and possibly 

misdiagnosed as other diseases in this region.Some clinical and imaging features 

have been summarized above,helping to diagnosis and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tumor in cavernous sinus. 

   

 

 
PU-2025 

额窦囊性滑膜肉瘤（单相型）一例 

 
瞿姣,杨亚英,袁欣,张文斌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学影像科 650032 

 

[摘要] 目的：探讨滑膜肉瘤的影像学特征，以提高诊断准确率。方法：报道 1例经病理证实

的额窦囊性滑膜肉瘤，分析病变的 CT及 MRI特点并结合相关文献，总结滑膜肉瘤的影像学特

征。结果：CT及 MR图像上，滑膜肉瘤密度/信号多不均匀，可伴出血、囊变、坏死、骨化、

病灶周缘的钙化及周围骨质破坏，典型病例磁共振 T2WI可见“三重信号征”及脂肪抑制序列

所示“铺路石征”，有助于该病的诊断。结论：滑膜肉瘤的影像学表现具有一定的特点，认识

这些征象有助于提高诊断准确率。 

   

 

 

PU-2026 

颌骨动静脉畸形的 CT 表现特征 

 
胡红云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200011 

 

目的：探讨颌骨动静脉畸形的 CT表现特征，以提高对疾病的诊断准确性。方法：回顾性分析

2016-08至 2017-06我院 8 例首诊的颌骨动静脉畸形患者的增强 CT检查资料，就其位置、形

态、边界、内部结构、邻近骨及软组织侵犯、增强后密度改变及周围血管情况等进行系统分

析。结果：2例发生于上颌骨，6例发生于下颌骨，均表现为骨内及颌面部软组织低密度灶；7

例颌骨呈局部溶骨性骨质吸收破坏，骨皮质变薄，骨髓腔间隙增大，其内骨小梁结构消失，其

中 1例颌骨内病灶可见明显纤细骨性分隔，余 1例仅表现为颌骨内低密度灶，未见明显骨质侵

蚀破坏及颌面部软组织肿块；增强后 8例颌骨内及颌面部软组织肿块呈明显强化，CT值约

100-140HU，其内可见增粗血管影；7例可见颈外动脉供血，粗大引流静脉引流入颈内、外静

脉，其中 1例可见两侧颈静脉早显，1例仅见病灶内强化小血管影。结论：颌骨动静脉畸形的

CT特征影像表现为颌骨内及颌面部软组织肿块，增强后呈明显强化伴强化的扭曲血管，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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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粗的引流静脉及供血动脉，有时伴两侧颈静脉早显。CT 增强检查对诊断颌骨动静脉畸形有

重要的临床价值，有助于辅助指导临床进一步行造影检查及介入栓塞治疗。  

 

 

PU-2027 

中枢神经系统原始神经外胚层肿瘤 CT、MRI 表现及文献复习 

 
孔莹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221002 

 

摘要：目的 探讨中枢神经系统原始神经外胚层肿瘤（CNS PNET）的 CT、MRI特征，以此提高

对 CNS PNET早期诊断效率。 方法：回顾性分析 5例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CNS PNET的 CT及

MRI资料，并与手术、病理相对照。并以“PubMed”及“中国知网”为检索工具复习相关文

献。 结果：本组 5例 CNS PNET，男 1例，女 4例；年龄分布为 2岁～52岁，18岁以下 3

例；病灶位于幕上 4例，小脑蚓部 1例，其中 1例有颅内播散；囊实性 3例，实性肿块 2例，

边缘较清晰，病灶实性部分在 CT呈高密度，在 T1WI呈低或等低信号，T2WI呈高或不均匀混

杂信号，在 DWI 4例呈高信号，1例未示明显增高；囊性部分在 T1WI呈低信号，T2WI呈高信

号；增强扫描强化明显，2 例呈环形强化，3例呈不均匀强化；4例伴瘤周轻度水肿,1例出现

血管流空影，4例邻近脑室受压，中线结构移位。 结论： CNS PNET的 CT、MRI表现多样，但

具有一定特征，联合应用多种影像学技术可提高其术前诊断准确性。 

   

 

 
PU-2028 

3D MRI 技术对高度近视患者眼球形态改变的评估 

 
纪元,王丽君,李春风,王海涛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6011 

 

目的：探讨 3D MRI技术对高度近视患者眼球改变的评估价值。 

方法：对高度进视患者进行眼部磁共振扫描，并应用后处理技术对眼球进行 3D重建，观察眼

球形态改变。 

结果：本研究 10例患者均有不同程度眼球前后轴过长，眼球后部突出。 

结论：3D MRI技术对高度近视眼球形态改变评估存在一定价值。  

 

 
PU-2029 

MRA 血管成像对脑动脉瘤的应用价值 

 
贾学军,王溥 

阳泉市第一人民医院 45000 

 

【摘要】目的：探讨 MRA血管成像对脑动脉瘤的表现及相关 MRI改变。方法：采用设备为飞利

浦 Achieva1.5T磁共振扫描仪，采用头部 8通道专用线圈，应用 3D-TOF(三维时间飞跃法)进

行；对照分析 30例不同部位动脉瘤的表现及相应 DSA对照分析，比较 MRA的显示结果。结

果：对 30例与 DSA对照分析，MRA和 DSA结果无明显差距，（p值＞0.01），在缺血性脑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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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供血动脉可有不同程度的狭窄、闭塞改变、血管信号部均匀或部分丢失、侧支循环形成，

脑血管的普遍动脉硬化表现，甚至 MRA表现阴性；对急性蛛网膜下腔出血的患者，可检查出不

同部位的、大小不一的动脉瘤；结论：MRA由于操作简便、无创、无辐射及高敏感等优点已广

泛应用于缺血性脑病及急性脑出血的诊断；MRA可部分替代 DSA或作为术前筛选检查手段。  

 

 

PU-2030 

3.0TMRI 成像研究鼻咽癌患者放疗前后腮腺变化 

 
吴敏仪,谢琦,陈惠娴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南沙区中心医院 511457 

 

目的：通过 3.0TMRI成像研究鼻咽癌病人放射治疗前后腮腺体积变化、中心移位情况、腺体信

号改变，探讨其可能导致原因，为临床实施治疗计划优化，实现个体化放疗，减轻腮腺损伤提

供理论依据。 

方法：收集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肿瘤病区 2012年 5月—2017年 5月 54例经病理活检证实的

鼻咽癌病人，初次放射治疗，患者全程接受 72Gy/36Fr的放疗。所有病人疗前接受 1次

3.0TMRI检查，测量腮腺放疗前后面积大小，测量放疗结束后双侧腮腺向体中心移位情况，观

察放疗结束后腺体内信号改变。 

结果：放疗后腮腺体积明显缩小，放疗前腮腺体积 25.03—87.56cm2（中位值：48.51c2）；

放疗结束后腮腺体积：13.59—67.30cm2（中位值：36.87cm2），较疗前体积缩小 21%-49%

（中位值 35%），经统计学分析显示，腮腺体积在治疗前后变化存在显著性差异（p＜

0.05）；初始腮腺体积较大者其放疗后体积缩小更明显，初始腮腺体积与放疗后体积缩小相关

（P＜0.05，r=0.531）。左右侧腮腺治疗后向体中心移位的中位距离分别为：3.8mm（左

侧）、3.2mm（右侧），无统计学意义（P＞0.05）。放疗后腮腺在 T1WI、T2WI上信号不均

匀，多呈斑点、结节状信号。 

结论：放疗前后腮腺体积存在着明显变化及放疗后腮腺 MRI上的信号改变，考虑腮腺受照射后

细胞发生凋亡，淋巴细胞聚集，腺叶结构改变，出现不同程度的纤维化所致。初始腮腺体积较

大者，其放疗后体积缩小更明显，考虑该类患者腮腺受照射后更易发生细胞凋亡、淋巴细胞的

聚集及纤维化。放疗前后腮腺出现轻度的向体中心移位，其变化未见统计学意义，考虑放疗后

腮腺总体体积缩小所致。研究放疗前后腮腺体积变化、中心移位情况、腺体信号改变为临床对

部分腮腺变化较大者实施治疗计划优化，实现个体化放疗，减轻腮腺损伤，提供理论依据。 

   

 

 

PU-2031 

高分辨率磁共振大脑中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强化程度 

与脑梗死关系的研究 

 
耿文,智婷婷 

南京市第一医院 210006 

 

目的 利用高分辨率磁共振（HRMRI）成像方法，探讨大脑中动脉（MCA）粥样硬化斑块的强化

程度与脑梗死之间的关系。 方法 收集 2015年 8月至 2016 年 6月 34例有临床症状的 MCA粥

样硬化性狭窄的病人，行常规头颅 MR检查及狭窄处黑血序列 T1WI、T2WI、增强 T1WI扫描。

将弥散加权成像上出现高信号的病人归入急性脑梗组，无高信号的病人归入无急性脑梗组。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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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后斑块的强化程度分为明显强化、轻度强化、无强化，比较两组间斑块强化程度的差异。 

结果 34例图像用于分析，急性脑梗组 15例，无急性脑梗组 19例。急性脑梗组有 11例明显

强化、1例轻度强化、3例无强化；无急性脑梗组有 1例明显强化、4例轻度强化、14 例无强

化。两组间斑块的强化程度有差异，急性脑梗组的明显强化斑块多于无急性脑梗组

（P=0.000）；无强化斑块少于无急性脑梗组（P=0.005）。 结论 HRMRI可以定性评估 MCA粥

样硬化斑块的强化程度；斑块的明显强化更多见于急性脑梗组，提示其不稳定性，可预测脑卒

中的风险。 

 

   

 

 
PU-2032 

颅盖骨常见局灶性病变的 CT 与 MRI 表现 

 
杨晓莹,朱远,徐凯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221002 

 

目的 探讨颅盖骨常见局灶性病变的 CT与 MRI表现，并评价 CT与 MRI在诊断颅盖骨局灶性病

变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448例经手术病理证实或典型影像征象诊断的颅盖

骨局灶性病变的 CT与 MRI表现。由两名有经验的放射科医生独立阅片，观察指标包括：病灶

部位、形态、大小、边缘、信号或密度及强化程度。 结果 1448例病例表现为溶骨性改变的

有海绵状血管瘤 2例，嗜酸性肉芽肿 21例，表皮样囊肿 6例，脂肪瘤 8例，多发性骨髓瘤

408例，转移瘤 223例，表现为硬化性改变的有骨瘤 657例，骨纤维结构不良 47例，骨内脑

膜瘤 2例。不同病灶在 CT及 MRI上有一定特征性的影像学征象。结论 CT和 MRI可明确显示

颅盖骨局灶性病变的性质、范围、邻近颅骨的情况及与周围的关系，为疾病的诊断及鉴别诊断

提供影像依据。 

   

 

 
PU-2033 

CT、MR 影像学检查在泪腺腺样囊性癌的诊断价值 

 
李颖文,何茜 

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650021 

 

摘要： 目的:探讨泪腺腺样囊性癌(ACC)的 CT、MR影像学表现及诊断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

经手术和病理证实的 22例泪腺腺样囊性癌患者，结合临床和病理，分析 CT、MR 影像学表现。

结果:22 例均行 CT检查，其中有 15例并行 MR 检查，肿瘤均发生在泪腺眶部，扁椭圆形 12

例，不规则形 10 例，病灶边缘清楚 17 例，边缘不清 5 例，其中肿瘤沿肌锥外间隙向眶尖、眶

上裂蔓延生长 8例，侵犯颅内海绵窦、额叶形成眶-颅沟通性病变 5例，肿瘤部分包绕眼球并

侵犯眼球 2例，肿瘤部分与外直肌和或上直肌和上睑提肌分界不清 14例，颞窝或颞下窝受累

2 例；22 例患者行 CT平扫，显示肿瘤为中等密度，CT值 35～56HU，其中 8例密度较均匀，12

例病灶内部分见小囊状、斑点状低密度改变，2例有斑点状钙化灶；增强扫描大多为中到高度

强化,其中 10例强化不均匀，5 例强化较均匀， 眶壁受压凹陷变薄 8例，骨质吸收破坏 9

例，骨质未见明显改变 5例。15 例患者同时行 MR检查，T1WI呈等信号，T2WI 呈稍高信号、

稍低信号，病灶内囊变区呈高信号，DWI扩散受限呈高信号，增强扫描病灶大多数呈明显不均

匀强化，囊变区不强化，破坏骨质呈明显强化，部分 CT 骨质破坏不明显患者 MR表现骨质有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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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提示骨质早期破坏。结论:泪腺腺样囊性癌的 CT、MR 影像表现具有一定的特征，CT 对显

示病变、骨质破坏敏感，MR 通过病灶信号特点、功能成像及增强扫描表现，两者结合为病变

定性诊断和临床治疗提供重要依据。 

 

 

 

PU-2034 

颅内不同血管床粥样硬化斑块磁共振影像特征差异研究 

 
江远亮

1,2
,彭雯佳

2
,田霞

2
,刘崎

2
,陆建平

2
 

1.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总医院 

2.上海长海医院 

 

目的：通过比较大脑中动脉和基底动脉责任斑块与非责任斑块的磁共振影像特征差异，分析颅

内高危斑块的特征，并初步探讨不同颅内血管床粥样硬化病变的致病机制。 

方法：连续招募症状性大脑中动脉和基底动脉病变患者各 95例和 55例。所有被检者均进行病

变血管的高分辨率磁共振管壁成像。定量测量病变血管的管腔狭窄率、最小管腔面积、管壁面

积、外壁面积、斑块负荷及血管重构等指标，以及斑块的信号强度。责任斑块定义为症状患者

中有脑梗死或短暂性脑缺血发作侧斑块。分别比较大脑中动脉和基底动脉责任斑块与非责任斑

块形态和信号特征差异，以及大脑中动脉与基底动脉责任斑块形态和信号特征差异。 

结果：95名症状性大脑中动脉病变患者中，责任斑块有 77个，非责任斑块有 34个；55 名症

状性基底动脉病变患者中，责任斑块有 35个，非责任斑块有 20个。（1）大脑中动脉责任斑

块 T1增强信号强度指数及强化率比非责任斑块高（P=0.011；P=0.003）；另外责任斑块最小管

腔面积比非责任斑块小（P<0.001），但是斑块负荷和狭窄率都更大(P<0.001)；logistic 回

归分析发现斑块 T1增强信号强度指数、斑块强化率、最小管腔面积、狭窄率、斑块负荷、斑块

强化程度是脑血管事件发生的危险因素。（2）基底动脉责任斑块外壁面积和管壁面积比非责

任斑块大（P=0.017；P=0.005），其他测量指标均无显著统计学差异；logistic回归分析发

现病变最狭窄处的血管外壁面积及管壁面积是脑血管事件发生的危险因素。（3）大脑中动脉

责任斑块比基底动脉责任斑块血管重构率小（P=0.041），但是管腔狭窄程度及斑块负荷更严

重（P<0.001；P=0.004）。 

结论：颅内动脉责任斑块和非责任斑块磁共振形态和信号特征存在差异；大脑中动脉责任斑块

与基底动脉责任斑块形态学差异，提示颅内不同血管床粥样硬化病变的发病机制可能不同。 

 

   

 

 
PU-2035 

累及斜坡少见病变 58 例的 MRI 表现 

 
许奇俊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5 

 

【摘要】目的 分析和探讨累及斜坡少见病变的 MRI表现，以期提高 MRI诊断水平。  

资料与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2 年 1月 1日一 2016年 12月 31日均经手术病理证实累及斜坡少

见病变 58例患者 MRI资料， MRI平扫 9例，MRI平扫+增强 49例。分析病灶类型，主体部

位、大小、信号、形态、边界、强化特点、周围侵犯及斜坡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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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脊索瘤 15例，垂体腺瘤 10例，脑膜瘤 7例，淋巴瘤 4例，鳞癌 3例，低分化癌 1例，

颅咽管瘤 1例，嗅神经母细胞瘤 2例，Rathke囊肿 1例，真菌感染 1例，胆脂瘤 4例，软骨

肉瘤 2例，未分化肉瘤 1例，骨巨细胞瘤 1例，原始神经外胚层肿瘤 1例，神经鞘瘤 1例，炎

性病变 1例，横纹肌肉瘤 2例；位于斜坡 10例，桥前池 6例，蝶窦 5例，左侧中颅窝 5例，

右侧后颅窝天幕缘 1例，斜坡与脑干之间 2例，斜坡-寰椎-枢椎 1例，上颌窦-蝶窦 1例，筛

窦-蝶窦 1例，蝶窦或筛窦或上颌窦-鼻腔 6例，蝶窦-筛窦-鼻腔 2例，鞍区或鞍区-鞍上 10

例，右颈静脉孔区-咽旁间隙 1例，鼻腔－鼻咽部－口咽部 1例，右颞骨-翼腭窝-右桥小脑区

1例，鼻咽左侧-左咽旁及咽后间隙 1例，斜坡-颈段椎管 1例，左眼眶-侧筛窦-鸡冠-蝶窦-斜

坡-鼻咽部 1例，鼻腔-蝶窦-桥前池 1例，左侧中耳 1例； 最大径 1.8cm～12.8cm；信号均匀

24例，不均 34例；不规则形 43例，类圆形 12例，分叶状 1例，扁平状 1例，葫芦状 1例；

边界清楚 42例，模糊 17例；无强化 2例；轻度强化 6例，中度强化 27例，重度强化 12例； 

侵犯海绵窦 22例，颈内动脉 12例，眼眶 8例，翼腭窝 5 例，蝶窦 4例，翼板 4例，岩骨尖 4

例，颞下窝 3例，蝶骨大翼 2例，Meckel腔 2例，额叶 2例，颞叶 1例，鼻道 1例，翼内肌 1

例，头长肌 1例，翼颌间隙 1例；斜坡受压 4例，溶骨性骨质破坏 53例，膨胀性骨质破坏 1

例 

结论：根据 MRI表现，能够对累及斜坡少见病变不同的类型作出基本的分析与诊断。 

   

 

 
PU-2036 

鼻咽髓外浆细胞瘤 MR 表现（附一例报告） 

 
都雪朝,潘振宇 

北京朝阳医院京西院区 100043 

 

髓外浆细胞瘤是起源于 B淋巴细胞的单克隆增生性肿瘤, 是一种发病率极低的恶性肿瘤。由于

鼻咽部 EMP较为罕见，目前国内关于鼻咽部 EMP 的 MR表现报道不超过 10例，因此，极易误

诊。现将 2016年 1月经我院病理证实的 1例鼻咽部髓外浆细胞瘤，结合文献报道如下。 

患者，男，49岁。主诉：耳鸣。MR增强检查示鼻咽右侧咽隐窝黏膜局限性增厚，呈等 T1稍长

T2信号影，增强扫描病灶轻度均匀强化；右侧咽隐窝消失，未累及咽旁间隙；MR诊断：鼻咽

癌。行鼻咽镜检活检，病理诊断髓外浆细胞瘤。临床予以放疗治疗，恢复良好。 

鼻咽髓外浆细胞瘤起源于黏膜下组织，病理确诊必须结合免疫组化。由于鼻咽部 EMP发病率

低，且尚未发现其特征性影像学表现，诊断时较为困难。鼻咽髓外浆细胞瘤需与鼻咽癌、淋巴

瘤等鉴别。  

 

 
PU-2037 

腮腺基底细胞腺瘤的 CT 诊断 

 
余长亮,陶龙香,刘斌,余永强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30022 

 

【摘要】 目的 探讨腮腺基底细胞瘤的 CT诊断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 21例经手术和病理证

实的腮腺基底细胞瘤的临床资料和 CT资料，并复习相关国内外文献。结果 女 15例，男 6

例，年龄 30岁～80岁，平均（51.3±14.5）岁，多表现为腮腺区无痛性肿块，21例均为单

发；位于腮腺浅叶 16例，紧邻包膜下；肿块呈圆形、椭圆形，4例肿块见浅分叶；所有肿块

边界均清楚；横断位最大径为 0.7cm～4.3cm，平均（2.3±0.8）cm，其中小于 3.0cm者占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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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1）；平扫肿块为中等软组织密度，密度等于或稍低于邻近肌肉，9例密度均匀，12例

密度不均，内见囊变；增强后动脉期 6例强化均匀，15例强化不均，实性部分多表现为显著

强化；静脉期 11例肿块强化程度较增强早期有所减低，10例肿块强化程度增加。结论 腮腺

基底细胞腺瘤 CT表现具有一定特点，有助于临床诊断及治疗。 

   

 

 
PU-2038 

面神经管迷路段与耳蜗解剖关系的高分辨 CT 研究 

 
丁贺宇,赵鹏飞,王振常 

北京友谊医院 100050 

 

目的：基于颞骨高分辨 CT图像，探讨面神经管迷路段与耳蜗间的解剖关系。材料与方法：回

顾性分析 102例（204侧）正常人颞骨高分辨 CT图像，在标准化重建后的颞骨 CT横断图像上

基于面神经管迷路段与耳蜗解剖关系进行多平面重组（Multiple Planar Reconstruction, 

MPR），在 MPR图像上进行面神经管迷路段与耳蜗解剖关系的评价，对男女两组、左右侧两组

面神经管迷路段与耳蜗间无骨性间隔、有不完整骨性间隔及明确有完整骨性间隔的出现率分别

进行卡方检验，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果：面神经管迷路段与耳蜗中转间明确无

骨性间隔共 60侧（29.41%），裂缺的最大径范围 0.3～1.3mm，平均 0.59±0.26mm；面神经管

迷路段与耳蜗中转间有不完整骨性间隔共 88侧（43.14%）；面神经管迷路段与耳蜗中转间明

确有完整骨性间隔共 56侧（27.45%），骨壁厚度范围 0.3～1.0mm，平均 0.66±0.16mm。男女

两组、左右侧间无骨性间隔、有不完整骨性间隔及有完整骨性间隔的出现率均无统计学差异

（P>0.05）。结论：面神经迷路段与耳蜗中转间存在无骨性间隔、有不完整骨性间隔和有完整

骨性间隔三种解剖关系。  

 

 
PU-2039 

颈内动脉颅内段钙化与脑白质高信号影像学相关性研究 

 
相振宇

1
,蔡强

2
,原杰

2
,徐成

2
,贺业新

2
,唐笑先

2
 

1.山西医科大学医学影像学系 

2.山西医科大学附属人民医院 

 

摘要 目的 探讨颈内动脉颅内段钙化（I-ICAC）与脑白质高信号（WMH）影像学相关关系。资

料与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6 年 1月至 2016年 12月先后行头颅 MRI和 CTA检查的 293例患者的

影像学资料。根据 I-ICAC评分不同分为两组（≤2分组和≥3分组）。采用 Fezakas量表对

WMH进行评分，根据评分不同分为两组（≤1分组和≥2分组）；并根据解剖部位不同分为不

同亚组。结果 不同程度 WMH 患者在年龄、高血压、I-ICAC 评分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不同程度侧脑室旁脑白质高信号在钙化评分均值（t=2.817，P=0.005）、不同钙化程

度发生率（x
2
=8.191，P=0.017）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程度深部脑白质高信

号在钙化评分均值（t=3.468，P=0.001）、不同钙化程度发生率（x
2
=8.488，P=0.014）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年龄、高血压及 I-ICAC是 WMH的危险因素（P＜0.05）；在高

龄（≥68周岁）组中，I-ICAC（轻度钙化：OR=2.307 95%CI 1.066～4.992、中～重度钙化：

OR=1.994 95%CI 1.075～3.698）是中～重度 WMH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结论 I-ICAC

与 WMH具有显著相关性。I-ICAC是高龄患者 WMH的独立危险因素，其严重程度是 WMH严重程

度的预测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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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040 

颈内动脉颅内段钙化与腔隙性脑梗死影像学相关性研究 

 
相振宇

1
,蔡强

2
,李军东

2
,杜晓兢

2
,王骞

1
,唐笑先

2
 

1.山西医科大学医学影像学系 

2.山西医科大学附属人民医院 

 

摘要 目的 探讨颈内动脉颅内段钙化（I-ICAC）与腔隙性脑梗死（LI）影像学相关关系。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6年 1月至 2016年 12月先后行头颅 MRI和 CTA检查的 263例患者的影像学资

料。根据 I-ICAC评分不同分为两组（≤2分组和≥3分组）；根据 LI数量不同分为两组（≤3

个组和≥4个组）。结果 不同分组的 LI患者在年龄、高血压、I-ICAC评分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高血压、I-ICAC（OR =1.135 95%CI 1.012～1.273）是 LI的独立危险因素（P
＜0.05）。结论 I-ICAC与 LI具有显著相关性。I-ICAC是 LI的独立危险因素，是 LI数量的

预测因子。 

   

 

 
PU-2041 

颞骨 HRCT 重组技术对慢性中耳乳突炎颞骨区骨性结构破坏的

术前评估价值 

 
马鸣岳,杨想春,邬小平,刘红生,董季平,刘润,孙东海,董燕,杨军乐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西安市中心医院 710003 

 

目的  

探讨颞骨高分辨率 CT(HRCT)重组技术对慢性中耳乳突炎颞骨区骨性结构破坏的术前评估价

值。 

方法  

对 156例慢性中耳乳突炎患者行颞骨 HRCT横断面扫描并进行听小骨及听骨链、内耳（耳蜗、

前庭及各组半规管）结构、面神经管等结构的多平面重组（MPR）及曲面重组(CPR)，观察颞骨

区骨质结构破坏情况，并与手术所见对照，分析探讨颞骨 HRCT重组技术对慢性中耳乳突炎颞

骨区骨性结构破坏的术前影像学评估价值。 

结果  

156例慢性中耳乳突炎患者中，双耳患病 122例，单耳患病 34例，共计患耳 278耳，胆脂瘤

型中耳炎 74耳，非胆脂瘤型中耳炎 204耳；术前 HRCT诊断胆脂瘤型中耳炎 68耳，均与手术

所见相符，6耳术前 HRCT诊断为非胆脂瘤型中耳炎者手术发现胆脂瘤；术前 HRCT发现鼓室壁

及鼓窦骨质破坏 68耳，听小骨吸收破坏 108耳（锤骨破坏 77耳，砧骨破坏 62耳，镫骨破坏

48耳），水平半规管骨质破坏 9耳，面神经管骨质破坏 12耳，均与手术所见相符。 

结论  

颞骨 HRCT MPR及 CPR重租技术能清晰显示颞骨区诸骨质结构的全貌，可对慢性中耳乳突炎对

颞骨区骨性结构破坏情况进行准确的术前评估，诊断效果与术中所见具有高度一致性。  

 

 
PU-2042 

鼻咽血管纤维瘤起源的影像评估及复发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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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婷婷 

厦门市第二医院 361021 

 

摘要：目的 回顾 5例鼻咽血管纤维瘤（简称 JNA s）的影像学资料及手术治疗后复发的经验

教训。方法 5例术后复发病人的影像学资料，分别与手术及复发前后所见相比较。5例均为鼻

内镜手术后复发，其中 1例因包绕颈内动脉及视交叉，选择放疗随访。 结果 4例中有 1例手

术记录起源翼突根部，术后 5年电子喉镜证实复发，且仍位于翼突根部。1例起源于上颌窦窦

壁和翼突根部，术后复查眶尖及海绵窦前下方、左侧鼻咽侧顶部及左侧颞下窝复发。1例病灶

位于右侧中颅窝底、翼腭窝，侵犯咬肌及翼外肌深面，术后反复复发。 讨论 影像学评估

JNAs 确定病灶起源及明确手术切除范围可减少术后复发率。 如果病灶侵犯及推压邻近骨质或

骨皮质被掀起，应在切除肿瘤的基础上一并切除肿瘤起源骨膜及受侵犯骨质, 从而减少术后复

发率。 

   

 

 
PU-2043 

头皮弥漫性神经纤维瘤影像表现一例 

 
宋杨

1
,祝爽

2
,何其舟

1
 

1.西南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 

2.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弥漫性神经纤维瘤是神经纤维瘤的一种罕见形式，主要发生在儿童和年轻的成年人，好发于头

颈部，表现为皮肤及皮下组织局部增厚，皮肤硬结。本文就一例因“发现左侧头皮肿块体积逐

渐增大 12+年”就诊的 17岁男性患者的图像进行探讨，探究该病在不同影像检查中的特征。 

   

 

 
PU-2044 

颈椎病的影像学表现 

 
于桐泊 

解放军第 463 医院 100000 

 

 

颈椎病是颈椎退行性骨关节病的简称，主要发病人群为中老年人，但随着人们的工作、生活方

式的改变，该病已出现年轻化趋势。颈椎病指椎体、颈椎间盘、肌肉、骨关节、韧带及软骨等

由于发生原发性或继发性病变而导致血管及神经根受到刺激、压迫进而导致失稳，进而引起相

关临床症状。颈椎病的致病原因包括遗传因素、慢性劳损、长期伏案及相关结构发生退变等，

可分为 4种类型：①神经根型：颈椎间退行性改变或骨质增生的刺激，压迫脊神经根，引起上

肢的感觉、运动功能障碍，常表现为一侧上肢节段的运动障碍或感觉麻木。②脊髓型：颈椎间

盘突出、韧带肥厚骨化或者其他原因造成颈椎椎管狭窄，脊受压和缺血，引起脊髓传导功能障

碍者。有的以上肢开始发病，向下肢发展；有的以下肢开始发病，向上肢发展．主要表现为走

路不稳、四肢麻木、大小便困难等。③椎动脉型：由于钩椎关节退行性改变的刺激，压迫椎动

脉，造成椎基底动脉供血不全者，常伴有头晕、黑朦等症状，与颈部旋转有关。④交感神经

型：颈椎间盘退行性改变的刺激，压迫颈部交感神经纤维，引起一系列反射性症状者，临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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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少见，而且常与心血管疾病、内分泌疾病等混杂在一起，难以鉴别。因此患者的临床表现

存在一定差异。基于这样的情况，影像学检查在颈椎病的诊断中占据越来重要的地位。   

 

 

PU-2045 

CT、MR 在喉癌术前评估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李卓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463 医院 110041 

 

目的：研究多层螺旋 CT、MRI在喉癌术前评估中准确性的对照分析，探讨 CT、MRI 对喉癌诊

断及治疗方案选择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为收集解放军第 463医院 2016年 5月~2017 年 5

月经术后病理证实的喉癌病例，对 CT及 MR表现与喉镜及术后病理结果对照研究，并用 CT后

处理技术和喉镜图像进行对照研究及相关数据分析。结果：CT对喉癌的正确诊断率为 86.36

％，敏感性为 86.93％，假阴性率为 13.07％; MRI对喉癌的正确诊断率为 84.08％，敏感性为

89.19％，假阴性率为 10.81％。CT图像与 MR图像在评价肿瘤侵犯范围的对比中各具优势。结

论：CT图像及 MR图像可以很好的显示肿瘤的部位、大小、密度或信号、边界及侵犯范围，为

喉癌术前评估和治疗方案的制定提供影像学依据。  

 

 

PU-2046 

多层螺旋 CT 对下鼻甲骨折外移鼻腔拓宽术疗效的评价 

 
李保红,张雪峰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泰康仙林鼓楼医院 210046 

 

 

【摘要】 目的 通过 MSCT对下鼻甲外移鼻腔拓宽术疗效的评价，从鼻腔结构、鼻客观功能等

方面，对下鼻甲外移鼻腔拓宽手术的可行性和优越性进行评估，为临床治疗提供依据、评价手

术疗效。方法 选择 50例单纯鼻塞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手术前 MSCT扫描均表现为不

同程度下鼻甲肥大鼻腔狭窄，在术前术后分别对患者行 CT定位测量：1、冠状位筛漏斗中心层

面双侧下鼻甲软组织内侧缘之间最小距离；2、冠状位筛漏斗中心层面双侧下鼻甲骨之间最小

距离；3、轴位鼻阈处下鼻甲之间最小距离；4、冠状位筛漏斗中心层面下鼻甲厚度。鼻阻力计

测量：1、鼻吸气相有效阻力；2、鼻呼气相有效阻力。测量数据进行配对 t检验、用

Spearman秩相关评价手术前后患者,探讨鼻吸气相和鼻呼气相总阻力与 MDTT、MDTB的相关

性。结果 与手术前相比，手术后 IER、EER、 MDTB、MDTT、NLDT、右侧 ITT 、左侧 ITT有显

著性差异（t=-17.831、-22.982、-8.321、8.703、6.710、12.126、14.492，P﹤0.05）；鼻

呼气相总阻力与 MDTT、MDTB 均呈现负相关关系（r=-0.570、-0.551，P﹤0.05）；鼻吸气相总

阻力与 MDTT、MDTB均呈现负相关关系（r值分别为-0.570、-0.551，P﹤0.05）。结论  多层

螺旋 CT测量是客观的证明鼻腔拓宽术术后存在鼻腔结构改变的方法，鼻阻力测量则是可靠地

评价鼻腔通气的客观方法，能够作为评价手术疗效和鼻通气功能改善的有效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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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047 

鼻腔鼻窦内翻乳头状瘤的影像分期价值 

 
田江雨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六三医院 110042 

 

 

  

摘要：通过分析鼻腔鼻窦内翻性乳头状瘤的 CT、MRI影像学表现，进行 Krouse分期，并与相

应病例手术中所见的实际 Krouse分期比较，判断影像学 Krouse分期的价值。方法：收集

2015年 10月至 2017年 6月病理证实为鼻腔鼻窦内翻乳头状瘤的病例，分析病例的 CT、MRI

影像学资料及手术资料，并根据 Krouse在 2000年提出的内翻性乳头状瘤分期，进行术前影像

学分期，通过统计学分析对比术前影像分期与手术所见的临床分期的一致性，探讨内翻性乳头

状瘤术前影像学分期是否能为临床手术治疗提供指导依据。结果：样本 20例，19例均行 MRI

与 CT检查，1例仅行 MRI检查，鼻腔鼻窦内翻乳头状瘤无特征 CT表现，均表现为单侧鼻腔鼻

窦内膨胀性生长的软组织密度影，但局限性骨质增生对该病的诊断敏感性较高，本研究中该征

象出现率 42%（8/19），MR 诊断鼻腔鼻窦内翻乳头状瘤较有价值，特别是脑回征，本研究中该

征象出现率 95%（19/20)。术中所见肿瘤局限于鼻腔者 1例，累及鼻道窦口复合体 6例，筛窦

7例，上颌窦 5例，1例蝶窦。肿瘤分期越高特别是 III 期及以上者，影像学分期出现准确下

降，而 I期、II期者分期一致性良好，其中 MRI检查评估正确 85%（17/20），CT评估正确

0.84(16/19)，p>0.05影像学术前评估与手术所见无明显统计学差异。结论：术前影像学分期

能为临床手术治疗提供指导依据。   

 

 
PU-2048 

上颌窦病变的影像诊断 

 
王立明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463 医院 110042 

 

 

上颌窦病变种类较多，CT 或 MRI 检查能明确病变的部位、范围、邻近组织及骨质受累情况，

但对病变定性诊断仍较困难。内翻性乳头状瘤是介于癌组织和正常上皮组织之间的一种黏膜上

皮源性肿瘤，常见于鼻腔，累及鼻腔外侧壁多见，也可发生于鼻窦。内翻性乳头状瘤组织学虽

呈良性，但局部具有浸润性，故其在 CT 上一方面呈良性占位，膨胀性生长，窦壁受推外移、

塑形、变薄或密度减低，呈虚线改变，可见中断，残端骨呈削尖状改变，另一方面又呈浸润性

生长，窦壁骨质破坏，但相对轻微，癌变者均见较明显骨质破坏。因此骨质破坏较重时需考虑

恶变可能。该病单凭 CT 诊断比较困难，需结合 MRI 检查。内翻性乳头状瘤组织学特点是上皮

成分向基质内呈内翻性增生，可呈指状、舌状和乳头状等，故在 MRI 上 T1WI 呈等或略低信

号，T2WI 呈等或高信号，信号欠均匀，增强后中等不均匀强化，典型的会出现“脑回状”或

“栅栏状”强化。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3697 

 

PU-2049 

64 排螺旋 CT 后处理技术在鼻骨骨折诊断中的应用 

 
邵建国,任千里,祝洪福 

淮北市人民医院 235000 

 

[摘要] 目的：探讨多层螺旋 CT（Multi-slice spiral CT, MSCT）后处理技术在鼻骨骨折诊

断中的价值。 方法：对 62 例鼻骨外伤病例采用 64排螺旋 CT扫描并进行多平面重建

（MPR）、最大密度投影（MIP）、容积重建(VR)技术，评价有无骨折及对骨折分型。 结果：

62例患者中，单侧鼻骨骨折 26例，双侧鼻骨骨折 33例，鼻骨骨折伴上颌骨额突骨折 15例，

鼻骨骨折伴鼻中隔骨折 17例，鼻骨骨折伴鼻颌缝分离 12例，鼻骨骨折伴眶骨骨折 18 例，鼻

骨骨折伴上颌窦壁骨折 6例，3例患者未见异常。 结论：多层螺旋 CT（Multi-slice spiral 

CT, MSCT）后处理技术在鼻骨骨折诊断中明显优于常规 CT及 X线平片，能较准确的鼻骨及周

围各骨的结构，对鼻骨骨折类型、部位及周围伴发骨折显示较全面、准确，是目前诊断鼻骨外

伤安全、有效的方法。 

   

 

 
PU-2050 

第三代双源 CT（Force CT）FORCE CT 低剂量 Turbo Flash 模

式心脏与头颈血管“一站式”联合扫描与第二代双源 CT 

Flash 模式心脏与头颈血管“一站式”联合扫描的比较 

 
刘淑蓉,孙凯 

内蒙古医科大学包头市中心医院影像科 014040 

 

目的：评价第三代双源 CT（Force CT）FORCE CT 低剂量 Turbo Flash模式心脏与头颈血管

“一站式”联合扫描与第二代双源 CT Flash模式心脏与头颈血管“一站式”联合扫描的图像

质量和有效辐射剂量的比较分析。方法：前瞻性连续收集第三代双源 CT临床需要同时进行心

脏和头颈部动脉 CTA患者共 300例，与第二代双源 CT行心脏和头颈血管的结果比较分析。第

三代双源 CT行心脏与头颈血管“一站式”联合扫描为（A组）和第二代双源 CT行心脏与头颈

血管“一站式”联合扫描为（B组）。结果：FORCE CT 低剂量 Turbo Flash模式单次增强心

脏和头颈动脉“一站式”联合扫描所获冠状动脉和头颈部动脉 CTA图像质量评价评分提高，有

效辐射剂量降低为（1.19±0.34）mSv,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BMI(体重指数)可达 32.6kg/m
2
，

心率可达 128次/分，造影剂用量较第二代双源 CT行心脏与头颈血管“一站式”联合扫描降

低，为（50.20±1.95）m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Force CT 低剂量 Turbo Flash模式单

次增强心脏和头颈动脉“一站式”联合扫描所获冠状动脉和头颈部动脉 CTA降低辐射剂量,图

像质量能满足临床诊断需求。第三代双源 CT心脏与头颈血管“一站式”联合扫描在高心率患

者、肥胖患者中有一定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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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051 

双侧突聋患者术前影像学检查 

 
李统,巩若箴,孙立新 

山东省立医院耳鼻喉医院 250022 

 

目的：探讨 HRCT和 MRI检查对双侧突聋患者的临床价值，研究双侧突聋患者术前颞骨的显示

及最佳成像方法。 

方法：对 58例双侧突聋患者均采用颞骨轴位高分辨率 CT螺旋扫描，MR水成像及内耳三维重

建。 

结果：HRCT及 MRI可准确检测内耳有无畸形，多数患者可合并多种内耳畸形。其中 36例患者

合并半规管及耳蜗异常，23 例患者为 Mondini畸形，MRI显示 17例前庭-蜗神经缺如。 

结论：单纯 HRCT或 MRI都不能很好的评价双侧突聋患者术前情况，对于双侧突聋患者术前评

估，HRCT检查必不可少。MRI三维重建优于 CT，MRI检查是对 CT的必要补充。 

   

 

 
PU-2052 

成人胸锁乳突肌胚胎型横纹肌肉瘤一例误诊分析 

 
苏潇 

上海市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201999 

 

目的：评价胸锁乳突肌来源成人胚胎型横纹肌肉瘤的影像学诊断价值。方法：收集一例成人左

侧胸锁乳突肌胚胎型横纹肌肉瘤的临床及影像资料并分析。结果：患者，男性，60岁，因

“发现左侧颈部肿物 1周余”就诊。患者 1周前无明显诱因自觉左侧颈部肿块，约鸡蛋大小。

无明显不适症状。近 2日肿块增大明显。体格检查：质韧，无压痛、触痛，可推动。超声：左

侧颈部混合回声团，血流丰富。CT表现：左侧颈部胸锁乳突肌内后缘见类椭圆形软组织密度

团块影，大小 2.6cm*2.8cm*3.8cm，形态规则，密度不均，平扫 CT值 59HU，动脉期实质部分

CT值 74HU，静脉期 CT值为 50HU，内可见斑片状无强化区。颈部未见明显淋巴结肿大。MRI表

现：左侧颈部胸锁乳突肌内后缘团块，呈梭形，长径与胸锁乳突肌走行一致，分界不清，呈

T1WI等低信号，T2WI不均匀高信号，内可见斑片囊变区，增强后不均匀强化，TIC曲线平台

型，ADC值约 0.0014-2/s ，病变内可见斑片状无强化区，上下肌束可见异常强化，呈纺锤样

改变。临床上考虑患者左侧颈部神经源性肿瘤可能，行颈部肿物探查术，术中冰冻：恶性肿

瘤；组织病理：胚胎型横纹肌肉瘤；免疫组化：Desmin+、SMA弱+、ALK+、Myogenin+、Ki67+ 

60%。结论：成人胸锁乳突肌胚胎型横纹肌肉瘤临床少见，影像学表现容易与神经源性肿瘤混

淆，MRI提示肿瘤沿肌束方向的异常强化可能有助于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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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053 

The analysis of the third generation dual-source CT 

(CT) Force low dose CT Turbo Flash mode of coronary 

and carotid-cerebrovascular CTA “one-stop" joint 

scanning, comparative with the second generation 

dual-source CT Flash mode 

 
Liu Shu rong,Sun Kai 

Imaging Department ，Baotou Central Hospital of Inner Mongolia Medical University 014040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third generation dual-source CT (CT) Force low dose CT 

Turbo Flash mode of coronary and carotid-cerebrovascular CTA “one-stop" joint 

scanning, and the second generation dual-source CT Flash mode of coronary and 

carotid-cerebrovascular CTA "one-stop" joint scanning image quality and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effective doses of radiation. Methods: A prospective 

consecutive third generation dual-source CT clinical needs at the same time, a 

total of 300 patients with coronary and carotid-cerebrovascular CTA ,and the 

second generation dual-source CT lin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results of 

coronary and carotid-cerebrovascular CTA. The "one-stop" joint scanning of 

coronary and carotid-cerebrovascular CTA of the third generation dual-source 

CT(group A) and the "one-stop" combination of coronary and carotid-cerebrovascular 

CTA (group B). Results: the FORCE low dose CT single Turbo Flash mode to enhance 

heart and head and neck artery "one-stop" joint scanning coronary artery and head 

and neck artery CTA images obtained quality evaluation score, reduce the effective 

doses of radiation for the (1.19-0.34) mSv, difference i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BMI (body mass index) of 32.6 kg/m
2
, heart rate can reach 128 

times/min, the dosage of contrast agent from the second generation dual-source CT 

line of heart and head and neck vascular "one-stop" joint scanning is reduced, for 

(50.20 + 1.95) ml,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Conclusion: the 

Force low dose CT single Turbo Flash mode to enhance heart and head and neck 

artery "one-stop" joint scanning received coronary artery and head and neck artery 

CTA to reduce the radiation dose, image quality can meet the demand of clinical 

diagnosis. The "one-stop" combination of CT heart and head and neck blood vessels 

in the third generation was enhanced in patients with high heart rate and obese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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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054 

超声与 CT 检查在甲状腺癌诊断中的对比研究 

 
吕卫萍

1
,赵书怀

2
 

1.忻州市人民医院 

2.忻州市人民医院 

 

目的：探讨 B超、CT检查对甲状腺癌的临床诊断价值。 

方法：回顾性分析 68例 2015-2016年在肿瘤医院病理证实为甲状腺癌患者术前的 B超与 CT检

查结果，对两种检查方法进行对照分析。 

结果：1.超声诊断的符合率为 76.4%(52/68),CT诊断的符合率为 73.5%(50/68），两种检查方

法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 

   2.二者联合诊断的符合率为 89.7%(61/68)。诊断率高于单独使用超声或单独使用 CT检查

的符合率（与超声比较 P＜0.05；与 CT比较 P＜0.05）。 

结论：超声和 CT由于成像原理不同，在甲状腺癌的诊断中有各自的优势。CT可以识别病灶的

边界、淋巴结的转移及对周围组织的侵犯；而超声在血流动力学、微钙化的识别、价格低廉等

方面具有优势。但从诊断率来看，二者没有明显的差别；若两种方法同时使用可显著提高术前

甲状腺癌的诊断率。 

   

 

 
PU-2055 

MSCT 对 OSAHS 患者手术前后上气道的评估价值 

 
何瑜,孙凤 

绵阳市中心医院 621000 

 

目的：探讨多层螺旋 CT（MSCT）对评价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OSAHS）患者手术

前、后上气道形态变化及手术效果的价值。方法：46例拟行手术治疗的临床确诊 OSAHS患

者，应用多层螺旋 CT对分别进行手术前及术后上气道扫描，所有患者均为两时相扫描，采用

平静呼吸屏气扫描与深吸气末屏气扫描。分别测量手术前、后上气道腭后区、舌后区、会厌后

区横断面最小面积层的各径线、面积、相对位置以及上气道的有效通气容积，并进行比较分

析，应用 SPSS 19.0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用 Paired-Samples t检验方法对比分析手

术前、后各 CT测量值的变化。结果：与手术前比较，27例腭后区狭窄 OSAHS患者术后腭后区

最小面积层前后径、面积较术前明显增加（P<0.05），左右径变化无统计学意义（P>0.05），

舌后区最小面积积层前后径、左右径及面积较术前无明显变化；19例舌后区狭窄 OSAHS患者

术后舌后区最小面积层前后径、面积较术前明显增加，左右径未见明显变化，腭后区最小面积

积层前后径、左右径及面积较术前无明显变化；所有患者术后上气道狭窄平面的前后径及面积

明显增大。VR像直观地显示了术前、后上气道形态的变化，原来狭窄的咽腔明显扩大；上气

道有效通气容积术后较术前明显增大，术前平均为 32.7mm3，术后平均为 41.6mm3，t值为-

22.3，p值＜0.05。结论：多层螺旋 CT能较全面评估 OSAHS 患者上气道情况，术前指导手术

方案，术后评价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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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056 

颅内动脉钙化发生的危险因素的相关性研究 

 
杜晓兢,唐笑先 

山西省人民医院 030012 

 

【摘要】目的 通过评估 293例头颈部 CTA患者颅内动脉钙化程度，从而发现与颅内动脉钙化

发生有相关性的危险因素。方法 搜集本院 2016年 1月~2016年 12月期间临床拟诊有头颈部

血管病变患者，行头颈部血管 CTA检查发现有颅内动脉钙化且具有完整临床资料的患者 293

例，将颅内动脉钙化分为无钙化组、轻度钙化组及中重度钙化组，分别观察男性、高血压、糖

尿病、血脂异常及吸烟患者在不同组间所占的比例情况，并分析以上五个因素对颅内动脉钙化

形成是否具有统计学意义。结果 293例患者中，通过参照 Babiarz 等人的研究标准评价颅

内动脉钙化程度，无钙化组 74例，轻度钙化组 46例，中重度钙化组 173例。无钙化组中男性

占 44例，高血压患者占 37 例，糖尿病患者占 11例，血脂异常患者占 37例，吸烟患者占 28

例；轻度钙化组男性占 33例，高血压患者占 25例，糖尿病患者占 14例，血脂异常患者占 16

例，吸烟患者占 24例；中重度钙化组男性占 126例，高血压患者占 123例，糖尿病患者占 28

例，血脂异常患者占 98例，吸烟患者占 89例。其中男性、高血压、糖尿病及血脂异常与颅内

动脉钙化形成有统计学意义，吸烟与颅内动脉钙化形成无统计学意义。结论 颅内动脉钙化的

形成存在着一些可干预的危险因素，包括高血压、糖尿病及血脂异常，有效地预防这些危险因

素的发生可以减少脑血管病的发生，从而有利于人类健康发展。 

   

 

 
PU-2057 

 左颌下腺放线菌病一例 

 
赵智勇,王振常,赵鹏飞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100050 

 

病例资料：患者,男，57岁,职员，发现左侧下颌区肿物 5天，约核桃大，伴吞咽疼痛，渐加

重，遂于口腔科颌面外科门诊就诊，予希刻劳口服 2天，自觉疼痛稍缓解。吸烟 30余年，10-

20支/天。家族中无类似病史。查体：面部左右不对称，张口度三指,左颌下腺区可触及一肿

物，双合诊大小约 4.0×2.5×2.0cm，质硬，表面结节状，界清，活动尚可，压痛（+）。余

无殊。口内检查：口腔卫生状况差，牙石（+++），软垢（+++），大量色素，16、17、27缺

失，前牙列普遍 I°-II°松动，磨牙普遍可及 2-3度根分叉病变， 牙龈红肿，探诊易出

血，附着丧失约 3-4mm。口腔黏膜颜色质地正常。双侧腮腺及颌下腺导管无红肿，挤压腺体有

清亮色液体流出。超生表现：B超提示左颌下腺体内低回声团块，质地中等偏硬，活动度尚

可，边界清。CT表现：左侧颌下腺肿大，见一软组织密度肿块，大小为 4cm×3cm×3cm，局部

与正常颌下腺分界不清，颌下腺后下部分腺体组织形态密度尚可，病灶平扫 CT值约 49HU（图

1），增强后病变不均匀明显强化（图 2），病灶沿下颌骨内侧缘向上达腭扁桃体水平，内侧

与口底舌肌分界不清，骨质结构未见破坏。颌下腺导管受压，形态改变。双侧腭扁桃体肿大。

颈区（Ⅰ、Ⅱ、Ⅲ、Ⅳ）见多发大小不等淋巴结影。全麻下行"左颌下肿物切除术+备左颌下腺

体摘除术+备做肩胛舌骨上颈部淋巴结清扫术"。病理见：左颌下结节可见分化良好的涎腺上皮

细胞、嗜中性粒细胞、组织细胞及少量菌落，考虑为涎腺放线菌感染（图 3）。遵医嘱行阿奇

霉素 0.5g/d及美满霉素 100mg/bid静脉输液治疗。患者慢性牙周炎较重，上颌牙列缺损，输

液第 10天，左颌下肿胀减小，症状明显好转，后行"38、48复杂牙拔除术+拔牙窝搔刮术+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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槽突修整术"，术中见拔牙窝内大量炎性肉芽组织，盐酸米诺环素胶囊口服，用量为 2 片

/bid，及阿奇霉素 0.5g/d输液治疗，维持 1-2周。 

   

 

 
PU-2058 

垂体瘤及颅咽管瘤脑积水的危险因素及定量研究 

 
张竹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目的:探究引起垂体瘤及颅咽管瘤脑积水的危险因素并进行定量研究。方法:回顾分析 2011 年

12月份至 2017年 7月份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垂体瘤及颅咽管瘤患者，分析临床资料及

影像学资料，运用 logstic 回归方法从临床及影像学方向分别分析引起垂体瘤及颅咽管瘤脑

积水的危险因素及保护因素，并对危险因素进行进一步的定量研究。结果:肿瘤大小是引起垂

体瘤脑积水的危险因素(RR>1 ,P<0.05) ，肿瘤大小、肿瘤位置（鞍上-第三脑室）、肿瘤钙化

是引起颅咽管瘤脑积水的危险因素(RR>1 ,P<0.05)，将垂体瘤及颅咽管瘤肿瘤大小进一步非参

数分析，两者引起脑积水有统计学差异(P<0.05) ,其中颅咽管瘤更易引起脑积水。结论：引起

垂体瘤及颅咽管瘤脑积水危险因素应从临床及影像学表现共同分析，其中相同大小垂体瘤及颅

咽管瘤相比，颅咽管瘤更容易引起脑积水。 

   

 

 
PU-2059 

专家讲座：头颈部诊断思路与技巧：（第三部分）如何减少

误诊 

 
巩若箴 

山东省医学影像学研究所 250021 

 

在我国许多医院，头颈部疾病的漏诊率较高，即使是三级甲等医院也是如此，与误诊相比，漏

诊更易出现纠纷和医疗事故。发现了异常，弄不明白，可以与同行讨论，可以请教师长，但对

漏诊而言，其他人是无能为力的，因此应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 

1、头颈部解剖不熟悉 

2、临床知识匮乏 

3、成像基础不了解 

4、关注点不明确 

5、缺乏良好的阅片习惯 

6、性格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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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060 

腮腺癌肉瘤一例 

 
嵇昀,徐凯,刘欣 

江苏省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221000 

 

癌肉瘤，又叫真性恶性混合瘤，是一种罕见的肿瘤，是混合了恶性上皮成份和恶性间叶成份的

双相肿瘤。唾液腺癌肉瘤比较少见，约占涎腺恶性肿瘤的 0.16%-1.0%，其中 65%发生在腮腺，

目前，腮腺癌肉瘤的国内外报道约 60-70例左右，国内报道约 10例左右。 

对于腮腺癌肉瘤的组织起源有 3种说法：①癌和肉瘤组织由来源不同的组织细胞恶变后混杂在

一起；②肿瘤中已有的癌组织成分诱导周围的结缔组织发生恶变；③癌组织和肉瘤组织可能同

时源于同一种未分化干细胞。有学者认为腮腺癌肉瘤的起源来自于未分化的肌上皮细胞。 

腮腺癌肉瘤好发于中老年男性，病程短，生长较快，多数患者存在或伴有多形性腺瘤。生物学

行为多表现为肉瘤特征，以血道转移为主，常见转移到肺、骨和中枢神经系统。临床表现包括

生长迅速，质硬、活动度差，可伴疼痛、张口困难或面神经麻痹等。影像表现具有恶性肿瘤特

征，包括肿块密度近似软组织，位置深，位于腮腺深叶，边界不清，周围组织侵犯，邻近翼内

肌肿胀；增强后表现中度以上强化，周围可见肿大淋巴结等。CT可以评估肿瘤的位置以及腮

腺深叶是否受累；MRI对于评估周围软组织及神经侵犯更有效，也有助于区分良恶性肿瘤。 

腮腺癌肉瘤在光镜下可见癌和肉瘤两种组织成分，肉瘤成分以软骨肉瘤多见；癌成分主要是导

管癌、未分化癌和鳞状细胞癌。HE及免疫组化染色镜下癌组织为异型明显的上皮性多边形细

胞及巢状上皮细胞，Vimentin 阴性，CK、EMA阳性，而肉瘤成分为异型明显的间叶梭形细胞，

Vimentin阳性，CK、EMA阴性。 

腮腺癌肉瘤一般采用手术治疗加术后放疗，术前根据是否有淋巴结转移决定是否行颈部淋巴结

清扫。本病预后较差，易复发，Keh等报道其 5年生存率为 0％，大多数患者 5年内死亡，最

短的仅 3个月，多数患者发病后 2年内死于复发、转移，治疗后平均生存期为 3.6年。  

 

 
PU-2061 

窦性组织细胞增生伴巨大淋巴结肿一例报告及文献复习 

 
林艺凯

1
,刘思杰

2
,王小平

1
 

1.厦门市第一医院 

2.漳州市 175 医院 

 

 

   

  窦性组织细胞增生伴巨大淋巴结肿为一种罕见的良性全身性组织细胞增生性病变，其常表现

为头颈部局灶性瘤样病变伴有颈部多发肿大的淋巴结，容易被误诊为头颈部癌伴淋巴结转移、

淋巴瘤。本文报道了一例：男，51岁，以“颈部多发肿大淋巴结”为主诉入院，伴有糖尿病

及肺结核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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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062 

小甲状腺癌的 CT 表现分析 

 
焦阳

1
,江明祥

1,2
 

1.浙江省台州市肿瘤医院 

2.浙江省肿瘤医院 

 

【摘要】 目的 探讨小甲状腺癌（STC)的 CT 表现，以提高对该病的影像诊断水平。 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50例直径在 1.0~2.0 cm 的 STC的 CT表现。50 例中女 28

例，男 22例；年龄 17~74岁，中位年龄 46岁。对肿瘤的部位、大小、形态、边缘、CT 密度

及强化形式等进行分析。 结果（1）50例患者中病灶单发 43例，双发 5例，多发 2例，共

59个病灶；16例合并结节性甲状腺肿，6例合并慢性淋巴细胞性甲状腺炎，2例合并甲状腺腺

瘤；（2）病灶呈圆形或类圆形 18个，不规则形 41个；边缘光整者 13个，边缘不光整者 46

个，45个病灶出现甲状腺轮廓连线中断，14个病灶甲状腺轮廓连线完整，均未见明显周围软

组织及重要器官侵犯；（3）CT平扫病灶呈低密度 44个，等密度 15个，所有病灶均未见明显

出血或囊变区；32个病灶内见钙化，以细颗粒状钙化多见（23 /32,71.9%）），增强后病灶

呈明显强化 53个，轻度强化 6个。（4）15例（15/50, 30%）伴颈部淋巴结肿大，呈实性或

囊实性，增强后实质性部分明显强化；6例淋巴结内可见细颗粒状钙化。结论 边缘不光整、

甲状腺轮廓连线中断、细颗粒状钙化、明显强化的甲状腺实性结节灶及伴有细颗粒状钙化、实

性或囊实性、明显强化的颈部肿大淋巴结可以提示 STC的诊断。CT检查能较准确地判断肿瘤

累及的范围和淋巴结转移情况，为临床制订治疗方案提供重要依据。 

   

 

 
PU-2063 

脑灌注各参数在大脑中动脉狭窄病例中敏感程度及临床应用

的研究 

 
李京凯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宣武医院 100053 

 

目的 探讨脑灌注中参数 CBV CBF MTT TTP TMAX 在大脑中动脉狭窄病例中敏感程度及其临床应

用价值 

方法 收集 2016年 10月至 2017年 3月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收治 30例单侧大脑中动脉中度

以上狭窄或完全闭塞患者，进行 CT脑灌注检查，获得全脑 CT脑灌注参数，包括脑血流量

CBF，脑血容量 CBV ，平均通过时间 MTT，达峰时间 TTP，最大峰值时间 TMAX。以颅中线为基

线，选取患侧和对称健侧大脑中动脉区域为感兴区，得到脑灌注参数进行比较。 

结果 有 3例无异常低灌注，27例存在异常低灌注区，其中相比较健侧，患侧 CBF减低，CBF

较对侧降低，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CBV 增加、TTP 和 MTT 延长，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P<0.05）。McNemar 检验显示 CBV,TTP,MTT,TMAX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且

两者一致性较好（ Kappa=0.861， P<0.05）TMAX健侧患侧差异明显有统计学意义（P<0.01) 

结论 脑灌注参数中最大峰值时间 TMAX较其他参数，针对大脑中动脉中度以上狭窄及闭塞敏感

度最高。显示大脑中动脉中度以上狭窄或闭塞所致的脑灌注损伤, 为脑缺血的诊断、治疗及预

防脑梗死均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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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064 

Diagnostic value of dual-energy CT imaging for 

cervical lymph nodes metastasis in patients with 

papillary thyroid cancer 

 
he muzhen 

Provincial Clinical College， Fujian Medical University&amp;Department of Radiology， Fujian 

Provincial Hospital 350001 

 

【Abstract】Objective: To quantitatively assess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dual-

energy computed tomography(CT) imaging for cervical lymph nodes metastasis in 

patients with papillary thyroid cancer. Methods: This study was approved by the 

ethics committee and all patients provided written informed consent. Fifty-five 

consecutive patients with suspected of thyroid cancer were prospectively enrolled 

and underwent enhanced dual-energy spectral CT scan from August 2016 to May 

2017.The quantitative dual-energy CT imaging and qualitative conventional CT 

scanning data were analyzed and compared by different groups of radiologists. A 

region of interest was drawn in the cervical lymph nodes with a maximal short 

axial diameter of greater than or equal to 5 mm. The normalized iodine 

concentration (NIC) and the slope of the spectral Hounsfield unit curve (λHU) 

during both arterial and venous phases were measured respectively from iodine 

overlay images and spectral curves. Two-sample t test was performed to compare 

quantitative parameters at dual-energy CT between the histopathologically proven 

benign and metastatic lymph nodes.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s were 

generated for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analyses as well as evaluating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dual-energy CT imaging and conventional CT features. Result：A 

total of 212 nodes were detected，including 88 benign and 124 metastatic lymph 

nodes which were successfully matched and labeled during surgery. By using the 

conventional CT features including node size, degree and pattern of enhancement, 

necrosis, as well as extranodal extension for detection of metastatic lymph nodes,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and accuracy were 4%-79.0%, 63.6%-100% and 43.9%-72.6%, 

respectively. Both arterial and venous phase NIC and λHU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metastatic than in benign lymph nodes (all p<0.001). The best quantitative 

parameter for detection of lymph nodes metastasis was arterial phase NIC with 

optimal threshold value of 25.8%,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accuracy, 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 and negative predictive value were 90.3%, 96.6%, 92.9%, 97.4% and 

87.6%, respectively. The area under curve (AUC) of arterial phase NIC and λHU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venous phases (all P＜0.001).Conclusion：

Compared with qualitative conventional CT features, quantitative parameters 

associated with NIC and λHU at dual-energy CT showed higher accuracy and better 

diagnostic performance for cervical lymph nodes metastasis in patients with 

papillary thyroid c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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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065 

颌面部骨静脉畸形影像学表现 

 
姜梦达,袁瑛,张紫旻,陶晓峰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200011 

 

目的：研究颌面部骨静脉畸形（VM）的影像学表现，探讨 CT及 MRI对颌面部骨 VM的诊断价

值。 

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 2007 年至 2017年期间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VM病例 36例，所有病人均行

了 CT检查，14例行了 MRI 检查。分析颌面部骨 VM的临床特征及影像学表现，分别观察病变

部位、形态、边界、内部结构、邻近结构侵犯以及增强后密度或信号特征。 

结果：女性 18例，男性 18 例，发病年龄 7-68岁，平均 34.2岁。发生在上、下颌骨共 16

例，眶骨 7例，鼻骨 7例，颧骨 6例，临床病史大多以肿胀为主，CT及 MRI表现为骨质膨胀

性破坏，边界清楚，骨性分隔较明显，部分呈日光放射状，增强后强化程度不等，周围软组织

肿块不明显，磁共振动态增强曲线以缓慢上升型为主，部分病例动态增强曲线呈速升平台型。 

结论：颌面部骨 VM属于罕见病例，影像学上大多被误诊，CT在诊断颌面部骨 VM方面最为直

观，对骨质内部结构显示清楚，可作为首选检查；MRI对颌面部骨 VM的诊断有一定价值，在

信号上有一定特点，而且动态增强曲线对病灶内部血供提供更多信息，为治疗方案提供依据。  

 

 

PU-2066 

相同扫描条件下比较东软 NeuViz 128CT 与 

GE HD750 CT 颈部增强图像质量差异 

 
曹锋,董江宁 

安徽省肿瘤医院 230031 

 

 

目的 在相同 KV及 mA条件下，对比研究东软 CT与 GE CT在颈部增强时图像质量的差异。方法 

选取体重指数（BMI）在 18.5~24.9 Kg/m2范围的患者，共两组，每组 30例。扫描条件:管电

压 120kv、180mAs、旋转时间 0.8s。对比剂为欧乃派克（350 mgI/ml），剂量为 1.2 ml/kg，

注射速率为 3.5 ml/s。应用对比剂智能追踪技术，监测点位于 C3/4水平颈总动脉，触发阈值

为 120 HU，延迟 5 s后触发扫描，静脉期为动脉期结束后延迟 25s。动脉期测量颈 4椎体水平

颈总动脉血管 CT值（CT1），同层胸锁乳突肌(CT2）；静脉期测量颈 4椎体水平颈内静脉 CT

值（CT1），同层面胸锁乳突肌(CT2）；同层面前颈部皮下脂肪标准差为（噪声指数）SD值。

计算 CNR及 SNR值，CNR=(CT1-CT2)/SD，SNR=CT1/SD。每例患者重复测量 3次，以平均值作为

最终测量值。主观评分时由三名医师分别单独对两组血管的图像质量的进行主观评分，结果取

其均值。结果 东软 NeuViz 128CT 与 GE HD750 CT组动脉期图像的 SNR分别为 23.52±14.35

和 39.80±27.86、CNR分别为 19.79±11.51 和 32.77±22.41、主观评分分别为 3.77±0.63

和 4.36±0.52，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静脉期图像的 SNR分别为

14.08±7.63 和 20.13±12.82、CNR分别为 9.8±4.64 和 13.16±7.82、主观评分分别为

3.77±0.63 和 4.36±0.52，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结论 在相同 KV及 mA条

件下行颈部增强扫描时，GE HD750 CT 图像质量优于东软 NeuViz 128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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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067 

320 排 CT 灌注成像联合 CT 血管造影一站式成像技术探讨 

 
张建华 

上海市东方医院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 200120 

 

目的：对 320排螺旋 CT全脑灌注成像（CTP）联合 CT血管造影（CTA）一站式扫描技术进行探

讨，为其临床应用提供方法学依据。 

方法：对我院接受头颅 CT检查，临床考虑脑血管疾病患者 35例，全部行脑 CTP及 CTA检查，

由分析软件自动获取所选区域动态时间-密度曲线(TDC)，自动生成局部脑血流量(rCBF)，局部

脑血容量(rCBV)，平均通过时间(MTT)，达峰时间(TTP)以及延迟时间(DLT)等灌注参数，并生

成全脑灌注 CBF、CBV、MTT、TTP、DLT三维图像。通过计算机伪彩处理，得到全脑横轴位、矢

状位及冠状位各个参数灌注图像。 

结果：所有患者检查后均获得满意的图像，能够较准确地显示血管狭窄部位及血管侧支循环状

况，能够清晰显示病变部位. 

结论：320排螺旋 CT脑灌注成像联合 CT血管造影一站式采集成像图像质量高，扫描时间短，

脑 CTP与 CTA同步一次性采集完成，可清晰显示脑组织血流变化状态。该技术有效减少了对比

剂应用剂量，降低了 X线辐射剂量，是一项实用的影像学检查手段。 

   

 

 
PU-2068 

320 排螺旋 CT 一站式检查在急性脑卒中的应用价值 

 
张建华 

上海市东方医院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 200120 

 

目的：本研究主要探讨 CT平扫、全脑 CT灌注成像与 CT血管造影一站式扫描对急性脑卒中的

应用价值。 

方法：对 39例急性脑卒中患者行 CT平扫，排除脑出血后 33例患者行全脑灌注成像及 CT血管

造影，分析平扫、CTP及 CTA 图像。 

结果：39例患者 6例脑出血，33例随访为脑梗塞的患者中 21例平扫无异常，CTP均发现异

常，33例患者梗死区供血血管狭窄、闭塞和分支减少 30例。梗死中央区 TTP 和 MTT明显延

长，rCBV和 rCBF明显下降，与对侧比具有显著性差异。周边区 TTP 和 MTT延长，rCBV 增

高，rCBF下降，与对侧比较具有显著性差异。测量患侧正常脑白质和健侧对应脑白质的

rCBV、rCBF、MTT和 TTP的值，rCBV、rCBF增高，MTT缩短，数据具有显著性的差异。 

结论：CT平扫快速排除出血；CTP能早期快速准确反映缺血部位及程度；CTA显示病变血管的

部位和程度；320排螺旋 CT 全脑灌注联合 CTA一站式扫描方法简便，为早期诊断脑卒中和指

导治疗的有价值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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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069 

颈动脉粥样硬化同脑梗死的相关性的 MRI 评价 

 
肖正光,尚鸣异,闵庆华,顾峰,杨军 

上海市同仁医院 200336 

 

目的：本研究利用磁共振 对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数量、大小及血流情况进行量化评价，探讨

其同脑梗死发生的相关性。材料和方法：收集 2014年 1 月-2015年 12月我院神经内科住院患

者 207例，排除 6例，分为无梗死组（88例）、小血管型梗死（54例）、大动脉型梗死（59

例），应用 3.0T磁共振行双侧颈动脉检查并获得相关积分，以及颈动脉的流速、流量等参

数，对比分析各组间的差异，绘制 ROC曲线以评价颈动脉斑块积分对脑梗死的诊断价值。结

果：Course积分大动脉型梗死组（1.99±1.99）明显高于无梗死组（1.04±1.11）和小血管

型组（1.49±1.26），存在显著差异（P<0.05），两个梗死组间、小血管型梗死组和无梗死组

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半定量积分各组间统计学无明显差异。两种积分 ROC曲线分析，Course

曲线下面积大于半定量积分。无梗死组颈动脉峰值流速高于小血管型及大动脉型梗死组，各组

间存在显著差异（P<0.05）。大动脉型梗死组流量降低明显，同无梗死组和血管型梗死组间差

异显著，小血管型梗死组和无梗死组无显著差异。结论：Course积分升高、颈动脉流速、流

量降低同大动脉型脑卒中有较强的相关性，对高危颈动脉粥样硬化患者的筛查有较高意义。  

 

 

PU-2070 

1.5T MR 多序列组合对鼻咽癌肌肉侵犯的诊断价值 

 
尧麒,刘勇,宋振宇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 646000 

 

目的 探究 1.5T MR多序列组合对鼻咽癌（NPC）头颈部肌肉侵犯的诊断价值。方法 回顾性

分析经病理证实的 88例鼻咽癌的 MR资料。入选病例均作常规序列（T1W/T2W)、弥散加权成像

（DWI）、短时间反转恢复序列（STIR）扫描。以初诊与放疗后 6个月 MRI表现对比分析，比

较不同序列组合（常规序列、常规序列+DWI、常规序列+STIR、常规序列+DWI+STIR）在鼻咽癌

头颈部肌肉侵犯中的诊断价值。结果 常规序列、常规序列+DWI、常规序列+STIR及常规序列

+DWI+STIR组合评价鼻咽癌对腭帆提肌、腭帆张肌、翼内肌、翼外肌及头长肌侵犯，灵敏度分

别为：78.6%Vs83.3%Vs97.6%Vs97.6%、77.1%Vs80.0%Vs94.3%Vs94.3%、

73.3%Vs73.3%Vs96.7%Vs98.3%、73.3%Vs73.3%Vs96.7%Vs100%、87.9%Vs90.9%Vs97.0%Vs98.5%,

特异度分别为：25.0%Vs25.0%Vs75.0%Vs100%、55.6%Vs55.6%Vs94.4%Vs100%、

57.1%Vs57.1%Vs96.4%Vs100%、96.6%Vs96.6%Vs98.3%Vs100%、72.7%Vs81.8%Vs 90.9%Vs100%，

常规序列+DWI+STIR及常规序列+STIR组合评价鼻咽癌肌肉侵犯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均高于常

规序列、常规序列+DWI组合，常规序列+DWI组合评价鼻咽癌对腭帆提肌、腭帆张肌及头长肌

侵犯，灵敏度及特异度高于常规序列。结论 将常规序列、DWI及 STIR结合，能大大提高鼻

咽癌肌肉侵犯的诊断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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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071 

鼻腔和鼻旁窦平滑肌肉瘤的影像学表现 

 
王必园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200233 

 

 

  

摘要 目的 分析及评价 MRI 检查在鼻腔和鼻旁窦平滑肌肉瘤的影像学表现及临床应用价值。 

资料与方法 回顾分析经病理证实的鼻腔鼻旁窦平滑肌肉瘤 3例，均行 MRI检查。 结果 肿瘤

原发于鼻腔 1例，上颌窦 1例， 1例肿瘤范围广已无法确定其原发部位，肿瘤涉及范围包括

鼻腔、筛窦、鼻咽部、眼眶、翼腭窝、颞下窝、咽旁间隙、硬腭甚 至口咽侧壁、中颅窝等。

该类肿瘤呈浸润性生长及局部较广泛骨质破坏，无 1例发生钙化及颈淋巴结转移。肿块在

MRIT1WI呈均匀中等信号，T2WI表现为略不均匀的中等到稍高号。 结论 鼻部平滑肌肉瘤表现

为较广泛浸润性生长及骨质破坏，无钙化。MRI检查在肿瘤范围及与周围炎性相鉴别方面较清

楚。 

   

 

 
PU-2072 

动态增强 MR 对眼眶海绵状血管瘤的诊断价值 

 
顾思婧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200233 

 

 

目的 应用动态增强 MR扫描对眼眶海绵状血管瘤进行血液动力学分析，确定肿瘤内的供血特

点。 

方法 回顾性的分析 2011年 4月至 2012年 12月期间病理组织学检查确诊的海绵状血管瘤 26

例，除进行常规影像检查外，均进行动态增强 MRI扫描。男性 16例，女性 10例，右眼 12

例，左眼 14例；年龄 18-55岁，平均 40.16岁。使用 1.5超导 MR机，头颅线圈采集。MR平

扫包括：横断面 T1WI、T2WI 及 T1WI矢状和 T2WI冠状面扫描，层厚 4mm。增强检查为使用对

比剂后立即连续动态扫描，而后 30s、1min、3mins、5min 和 10min进行扫描，以观察病变的

动态变化状况。 

结果 26例海绵状血管瘤动态增强 MR扫描检查发现：在注射造影剂后 30s血管瘤边缘或内部

出现点状高信号影，1min后显示点状增强区域扩大；到 3min时达到 30％～50％被强化，在

5min时血管瘤内部 60～80％以上强化，在 10min时有 20例患者血管瘤内部呈均匀一致强化，

以上增强特点即所谓“渐进性强化”。 

结论 利用动态增强 MR扫描对眼眶海绵状血管瘤进行血液动力学分析，可以反映出肿瘤内部的

血液供应和分布情况，揭示肿瘤内部 “渐进性强化”的特点，可提高诊断的正确性，对手术

治疗具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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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073 

颈椎及椎间盘痛风病例 1 例 

 
肖云丹,杨海涛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摘要】  目的  笔者在临床工作中遇到一例痛风性脊柱炎的病例并予报道，以提高对于该

病的认识及诊断。  材料与方法  回顾性分析 1例经手术病理证实的颈椎及椎间盘痛风患者资

料，分析并总结其病程、X 线、CT及 MRI表现。  结果  痛风是嘌呤代谢障碍引起的代谢性疾

病，多累及全身肢体末端关节，也可发生于脊柱，但发病率很低，但随着脊柱痛风文献报道的

增多，应提高脊柱痛风的诊断意识。组织病理学检查是诊断痛风的“金标准”，X线、CT及

MRI是其常用的检查方法，但由于脊柱痛风的影像学表现复杂多变，缺乏特异性，故容易误

诊。笔者收集 1例颈椎及椎间盘痛风的患者，故予以报道。该患者有多年痛风病史，以颈间痛

为主要表现收治住院。入院 MRI显示颈 5-6椎体楔形改变，信号增高，椎体终板毛糙，相应椎

间隙狭窄，椎间盘信号增高，椎旁可见条状高信号，增强椎体明显强化，周围软组织及椎管内

硬膜明显强化，相应水平颈髓内可见片状长 T1长 T2无强化影，颈前软组织增厚、信号增高，

可见条状长 T1长 T2信号影，考虑椎旁冷脓肿形成可能性大，经手术病理证实为痛风组织。  

结论  脊柱痛风较为少见，其临床表现多样且不典型，而 X线、CT及 MRI表现特异性较低，

诊断需密切结合临床，对于临床有痛风病史的颈肩痛或腰部痛的患者，影像学发现椎体及间盘

破坏，应注意考虑到脊柱痛风病变，而实验室检查、DECT、关节穿刺及病理活检均有利于脊柱

痛风的确诊。放射科医师遇到类似疾病时应将痛风性脊柱炎作为考虑疾病之一，同时密切结合

患者病史及临床表现，提高对该疾病诊断的正确率，为临床治疗提供可靠依据。 

 

 

 

 

PU-2074 

CT 双期增强扫描在腮腺腺淋巴瘤和腮腺多形性 

腺瘤鉴别诊断中的价值 

 
徐黄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200011 

 

摘要：目的：探讨腮腺腺淋巴瘤和多形性腺瘤 CT双期增强扫描的表现特征。方法：回顾性分

析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18例腮腺腺淋巴瘤和 15例腮腺多形性腺瘤的影像资料。比较患者 CT双

期增强扫描后病灶的形态学特点（数目、部位、形态、边缘、临近结构关系）、平扫 CT 值及

双期强化 CT差值。结果：发现 33例患者的病灶均位于腮腺浅叶，多表现为形态规则、边缘清

晰，两组病灶部位、形态、边缘、临近结构关系及平扫 CT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腮

腺腺淋巴瘤多为多发、腮腺多形性腺瘤多为单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腮腺腺淋巴瘤

双期强化 CT差值高于腮腺多形性腺瘤(P<0.05)。结论：CT双期增强扫描有助于腮腺腺淋巴瘤

和腮腺多形性腺瘤鉴别诊断。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3711 

 

PU-2075 

腮腺癌不同组织学类型的 MSCT 特征及鉴别诊断  

 
zhifeng,潘爱珍,雍昉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528000 

 

目的 探讨不同组织学类型腮腺癌 MSCT特征及鉴别诊断价值。方法 收集本院经病理证实的

29例腮腺癌的 CT影像资料，包括 9例粘液表皮样癌，6例腺样囊性癌，5例淋巴上皮样癌，4

例腺泡细胞癌，5例腺癌。对各类腮腺癌病灶的位置、大小、形态、密度、增强扫描特征、是

否囊变/坏死、淋巴结转移情况进行回顾性分析，并探讨这些征象在鉴别诊断中的价值。结果 

1）29例腮腺癌，粘液表皮样癌发病率最高，占 31.03%，其次为腺样囊性癌，占 20.69%；另

外腺泡细胞癌病灶最大，其最大径平均约（2.82±1.89）cm。2）各类型腮腺癌大部分病灶

（60%以上）位于浅叶，病灶形态多发以不规则为主，其中所有腺泡细胞癌表现为规则型（类

圆形）。3）腺样囊性癌和粘液表皮样癌发生囊变/坏死比例最高，分别为 83%和 67%，而淋巴

上皮样癌密度均匀一致，均未见囊变/坏死征象。4）淋巴结转移以淋巴上皮样癌发生率最高，

占 80%，而腺泡细胞癌无 1 例发生淋巴结转移。5）腮腺癌中绝大部分呈“渐进性”强化模

式，6例表现为“快进快退”强化模式；各类型腮腺癌表现中等及明显强化，其中腺泡细胞癌

增强幅度及灌注率均最高。6）性别、病灶位置、形态、大小、病灶囊变及坏死、淋巴结转移

发生率、强化幅度和灌注率等在各组类型腮腺癌之间的差异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结

论：各种不同组织学类型腮腺癌 MSCT具有一定的特征，但是该特征性对腮腺癌具体组织学定

性诊断价值不大。 

   

 

 
PU-2076 

双源 64 层双能量 CT 血管成像技术对脑血管病的诊断价值 

 
郭元星,李向东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 510010 

 

目的 探讨双源 64层双能量 CT血管成像技术对脑血管病的诊断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广州

军区总医院放射科 1393例疑有颅脑血管病变的颅脑 CTA 血管成像检查资料。图像重建层厚为

1 mm，重叠 0.3 mm，重建函数：D30f，西门子双源 CT专业后处理 Syngo CT Workplace工作

站，重建三维图像包括容积显示(VR)、最大密度投影(MIP)、多平面重建(MPR)、曲面重建

(CPR)，并配合旋转，阈值去除组织技术立体合成。CTA图像由两名放射科医师（其中一名为

副高以上职称）共同对原始及重组图像进行分析。结果 760例显示异常，病变检出率

54.56%。其中动脉粥样硬化导致多处不同程度狭窄 274例，动脉瘤 229例（前交通 57例，颈

内动脉 49例，大脑中动脉 47例，后交通动脉 27例，多发动脉瘤 26例，大脑前动脉 11 例，

椎基底动脉 10例，大脑后动脉动脉瘤及眼动脉各 1例），动脉瘤栓塞、夹闭术后 77例，动静

脉畸形 60例，颈内动脉闭塞 23例，动静脉畸形栓塞术后 16例，烟雾病 18例，大脑中动脉闭

塞 12例，脑梗塞 9例，颈内动脉海绵窦瘘 8例，面部蔓状血管瘤 7例，颅内占位、海绵状血

管瘤及椎基底动脉闭塞各 6例，硬脑膜动静脉瘘 5例，双侧颈总动脉闭塞 2例，静脉窦血栓及

颈静脉球瘤各 1例。161例临床上进行了全脑血管 DSA检查，只有 8例头颈部血管 CTA结果与

DSA结果不符，符合率 95.03％。结论 双源 64层双能量 CT血管成像技术能清晰地显示颅内血

管病变及肿瘤供血动脉，与全脑 DSA有很好的符合率，具有较高的敏感性，对脑血管病的诊断

具有肯定价值和明显优势，可做为临床颅内脑血管疾病首选筛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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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077 

Non-enhanced MRI in combination with color Doppler 

flow imaging for improving diagnostic accuracy of 

parotid gland lesions 

 
张卫,苏丹柯 

广西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530021 

 

 

Purpose: To determine the value of non-enhanced MRI in combination with color 

Doppler flow imaging (CDFI) for differentiating malignant parotid tumors from 

benign ones. 

Results: The diagnostic accuracy (96.1% vs 82.4%) w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when 

ADCs were used together with CDFI findings for classifying parotid gland lesions 

compared to when ADCs were used alone. Pleomorphic adenomas had the highest ADCs. 

The ADC thresholds were 1.425×10
–3 

mm
2
/sec for differentiating pleomorphic 

adenomas from carcinomas, 0.999×10
–3
 mm

2
/sec for differentiating pleomorphic 

adenomas from other benign lesions, and 0.590×10
–3
 mm

2
/sec for differentiating 

benign lesions other than pleomorphic adenomas from lymphomas. 

Conclusion: Combining CDFI with non-enhanced MRI can improve the diagnostic 

accuracy of MRI for classifying parotid gland lesions.   

 

 
PU-2078 

多模式磁共振成像技术在急性缺血性脑卒中 

溶栓时间窗内的应用价值 

 
黄瑞岁,丁可,林彬,陆小霞,韦凤川,刘秋双 

广西南宁市第二人民医院 530031 

 

目的 探讨多模式磁共振成像技术在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溶栓时间窗内的应用。 

方法 对发病在 6h之内的 58例急性脑梗死患者先行 CT平扫，排除有明显低密度梗死灶及出血

性脑梗死后行进行多模式 MRI扫描，成像序列包括 T1WI、T2WI、MRA、DWI和 PWI，分析所得

影像的不同序列特征，根据是否有缺血半暗带存在，分为 DWI-PWI不匹配组与 DWI-PWI匹配

组，对所有患者行静脉溶栓治疗。溶栓后 24h复查头颅 CT排除有无颅内出血并随访 3 个月。 

结果 所有患者行 T1WI、T2WI、MRA及 DWI扫描后，均能明确脑梗死病灶和责任血管。DWI-PWI

不匹配组 35例，DWI-PWI匹配组 23例。两组患者 3个月后 mRS评分 0~1分者分别为 24例

（68.6%）和 9例（39.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 3个月内出现脑出血

的发生率分别为 14.3%和 17.4%，死亡率分别为 5.7%和 4.3%，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 基于多模式磁共振成像技术的应用不但能明确诊断急性缺血性脑卒中病灶，同时在溶栓

时间窗内能指导个体化静脉溶栓治疗。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3713 

 

PU-2079 

感音神经性耳聋患者人工耳蜗植入术前影像学诊断价值 

 
方娴静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30000 

 

感音神经性耳聋患者人工耳蜗植入术前影像学诊断价值 

[摘要] 目的 探究 CT及 MRI检查在 SNHL患者 CI术前的诊断价值。方法 回顾分析 87例拟行

CI的 SNHL患者的 CT及 MRI 图像，结合 Sennaroglu分类法进行影像分类诊断。结果 87例

SNHL患者 174耳中，耳蜗畸形 10耳，前庭导水管扩大 28耳，半规管畸形 2耳，内听道畸形 1

耳。结论 影像检查在 SNHL 患者 CI术前能提供丰富的信息，在多方面有重要的作用。 

   

 

 

PU-2080 

中青年终末期肾脏病腹膜透析患者脑白质损伤 

与认知功能改变的相关性研究 

 
单艳棋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30601 

 

[摘 要] 目的  应用基于纤维束空间统计分析（TBSS）方法，分析中青年终末期肾病

（ESRD）腹膜透析患者脑白质损伤与认知改变的相关性。方法 对 21例常规 MRI平扫脑白质无

明显异常的 ESRD腹膜透析患者及 20例健康志愿者进行弥散张量成像（DTI）扫描，获取所有

受试者 DTI各项参数，包括各项异性系数（FA）、轴向弥散系数（AD）、平行弥散系数（RD）

和平均弥散系数（MD），应用 TBSS对 DTI数据进行分析，采用皮尔逊相关分析探讨 DTI参数

改变与认知评分的相关性。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病例组多个区域的 FA值降低，包括双侧上纵

束、前额枕束、左侧胼胝体辐射线额部、丘脑前辐射、皮质脊髓束、右侧前纵束及脑桥交叉束

（P＜0.05，TFCE矫正），MD及 RD值升高的区域较广泛，并出现轻度认知减退，未发现 MMSE

评分结果与 DTI参数改变有明显相关性。结论 中青年 ESRD 腹膜透析患者，常规 MRI平扫脑白

质无明显异常时，已发生了脑白质纤维束完整性降低、脱髓鞘改变，并伴有轻度认知减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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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081 

Improving the accuracy of quantifying carotid 

atherosclerotic plaques with high definition 

acquisition and reconstruction 

 
Yao Xiaoling,Li Zhenlin,Shuai Tao 

West China Hosipital of Sichuan University 610041 

 

 

Purpose:To investigate the accuracy of quantifying carotid atherosclerotic plaques 

with high-definition (HD) acquisition and reconstruction model on a high-

definition computed tomography (HDCT) system. 

Method：20 Patients with carotid stenosis and plaques (9 males, 11 females, mean 

age 66±0.46y) underwent HDCT carotid arteries angiography with a high-definition 

acquisition mode. Images were reconstructed with the high-definition algorithm 

with the new adaptive statistical iterative reconstruction (ASIR-V) at 50% 

strength (50%ASIR-V) and standard algorithm with 40% ASIR-V. The axial images of 

the two reconstructions were further processed to generate the maximum intensity 

projection (MIP) and multi-planar reconstruction (MPR) three-dimensional images. 

CT values, standard deviation (SD) in arteries and muscle and the areas of plaques, 

calcifications and the degree of stenosis in vessels were measured. Contrast-to-

noise ratio (CNR) for the carotid arteries was calculated (CNR= (CT carotid 

arteries –CT muscle) / SD muscle. All measured data were compared using paired 

sample t test for statistical analysis using SPSS software，α=0.05 indicating 

significant difference. 

Result：73 plaques, including 28 calcified plaques, 23 mixed plaques and 22 soft 

plaques were identified in both standard and HD reconstructions. CNR values of two 

reconstruction methods were statistically the same (P>0.05). However, the area 

measurement for the calcified plaques with the HD reconstruction (3.60±3.00mm2) 

was statistically smaller than that with the standard reconstruction 

(4.27±3.45mm2) (p=0.02).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reconstructions 

in the vascular stenosis degree (P = 0.129) and plaque area measurement (P = 

0.598) . 

Conclusion：High-definition acquisi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n a HDCT system 

improves the accuracy of quantifying calcified carotid atherosclerotic plaques.   

 

 

PU-2082 

低剂量对比剂 MSCTA 评价颅内动脉瘤的价值 

 
黄泽和,陈松,陈广,陈立坚,莫少武,黄景茂 

钦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535099 

 

目的： 探讨低剂量对比剂多层螺旋 CT血管成像（MSCTA）诊断颅内动脉瘤的可靠性。方法：

收集 71 例临床疑诊颅内动脉瘤患者，行低剂量对比剂 MSCTA 检查，分析 MSCTA的图像质量，

对比 MSCTA与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SA）在颅内动脉瘤诊断中的差异。结果：71 例患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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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A和（或）手术确诊动脉瘤 86个，MSCTA显示动脉瘤 83 个，漏诊 3个，检出率 96.5%。结

论：低剂量对比剂 MSCTA对颅脑动脉瘤的检测具有较高的准确性，可用于颅内动脉瘤的初筛、

术前及术后评估。 

 

 

 

 
PU-2083 

Is fetal-type posterior cerebral artery a risk factor 

for intracranial aneurysm as analyzed by Multislice 

CT angiography? 

 
He Zhen,Wan Yeda 

天津医院 300211 

 

Background Fetal-type posterior cerebral artery (FTP) is a common anatomic 

variation that closely related to intracranial aneurysm. In this study, multislice 

CT angiography (CTA) was performed to assess whether FTP is a risk factor for 

intracranial aneurysm. 

Materials and methods 

CTA data of 364 consecutive cases of intracranial artery were reviewed from 2013 

to 2016, and incidence rates of FTP, other variations of circle of Willis, 

intracranial aneurysm and FTP with intracranial aneurysm were evaluated. Chi-

square test was used to assess the influence of FTP and gender on the incidence 

rates of other variations of circle of Willis, intracranial aneurysm, and internal 

carotid artery-posterior communicating artery (ICA-PComA) aneurysm, respectively.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performed to assess the associations of 

FTP and gender with intracranial aneurysm and ICA-PComA aneurysm, respectively.  

Results 

Compared with non-FTP patients, FTP cases showed significantly higher rates of 

other variations of circle of Willis (χ
2
=77.537, p=0.000) and ICA-PComA aneurysm 

(χ
2
=4.437, p=0.035). More females were found with intracranial aneurysm in FTP 

patients and bilateral FTP than males. However,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gender were obtained for FTP (χ
2
=0.633, p=0.426) and bilateral FTP 

(χ
2
=0.087, p=0.768) with intracranial aneurysm.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revealed that FTP and gender were risk factors for intracranial aneurysm 

and ICA-PComA aneurysm. There was a weak correlation between FTP and intracranial 

aneurysm (OR=1.365), and a moderate correlation between FTP and ICA-PComA aneurysm 

(OR=2.762). Meanwhile, a strong correlation was found between gender and 

intracranial aneurysm (OR=0.328), and a moderate correlation between gender and 

ICA-PComA aneurysm (OR=0.357). 

Conclusion 

Female patients and FTP ar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for intracranial aneurysm, 

particularly for the ICA-PComA aneury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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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084 

3.0T 磁共振脑内单发环形强化病灶的鉴别诊断 

（附 40 例报告） 

 
黄建宁,赵沁萍 

广西南宁市第二人民医院 530031 

 

目的 探讨 3.0T MRI在脑内单发环形强化病变鉴别诊断中的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南宁市第

二人民医院选自 2008年 1月至 2017年 1月经临床及手术病理证实表现为单发环形强化病灶

40例病例的 3.0T MRI表现,比较各病种的影像征象差异. 结果 转移瘤 17例，胶质母细胞瘤

8例，出血灶 7例，脑肿瘤切除并放疗术后 3例，脑梗死 2例，脱髓鞘病变 2例，海绵状血管

瘤合并出血 1例，病灶的位置、大小、形态、分房征、多发壁结节、环壁厚度、内侧壁是否均

匀，外侧壁是否光整、灶周水肿程度等征象有差异，脑转移瘤的征象多为灶周Ⅲ级水肿、小病

灶、外侧壁光整、病灶位于皮髓质交界处，胶质瘤的征象多为分房征、病灶位置在髓质、多发

壁结节、外侧壁不光整呈花环状及不规则形，炎性病变多为子母环征、DWI高并 ADC图低信

号、环壁切迹征、T2WI低信号环征、液液平征; 结论 3.0tMRI 对脑转移瘤、胶质瘤、脑脓肿

3种病变显示具有特征性征象,病灶中心 DWI信号及 ADC图信号对鉴别炎性及非炎性病变具有

显著差异，特征表现对鉴别诊断具有重要价值.   

 

 
PU-2085 

抗磷脂抗体综合征合中枢神经系统影像学表现 

 
高晶晶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221003 

 

目的：探讨抗磷脂抗体综合征中枢神经系统的临床表现及影像学表现。方法：回顾性分析 5例

抗磷脂抗体综合征合并中枢神经系统疾病患者的影像学资料，结合文献进行分析。结果：5例

患者抗磷脂抗体均阳性，合并舞蹈病 2例，合并癫痫 1例，合并僵人综合征 1例，其中 2例多

发性脑梗塞，2例小脑脑梗塞，1例颅内未示明显异常。结论：神经系统受累的抗磷脂抗体综

合征的诊断主要依据相关临床表现及抗磷脂抗体的检测，脑梗塞是抗磷脂抗体综合征中枢神经

系统最常见的表现。  

 

 

PU-2086 

螺旋 CT 重建技术对上颌骨埋伏牙诊断与治疗价值的深入探讨 

 
范跃星 

武警山西省总队医院 30006 

 

【摘要】目的 进一步探索多层螺旋 CT（MSCT）多平面重建（MPR）及容积重建（VR）在上颌

骨埋伏牙诊断与治疗中的作用。方法 选择临床诊断为上颌骨埋伏牙、需做螺旋 CT进一步检查

的患者 35例，共 40颗牙齿，将扫描的原始数据在工作站上进行 MPR、VR成像，于图中精确测

量各埋伏牙的长度、牙冠与牙根比例、牙冠与牙根距上颌骨牙槽突唇侧或腭侧骨皮质的最短距

离、牙体纵轴与矢状面、横断面及冠状面的夹角，以及与邻牙的关系和距离，将数据与临床治

疗所见进行对比。结果 40 颗埋伏牙中手术摘除者 31颗，导萌或自体移植者 9颗。手术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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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中长度与 CT测量值一致者 30颗，准确率 96.7%，牙冠与牙根比例与 CT测量一致者 28颗，

准确率 90.3%，深度与手术测量一致者 26颗，准确率 80.6%，方位与 CT测量一致者 31颗，准

确率 100%。导萌或自体移植治疗准确入位者 6颗，成功率 66.7%。结论 通过 MSCT MPR、VR技

术能够精确确定埋伏牙的数量、位置、大小、形态、生长方向及其于邻牙的关系，在埋伏牙的

临床诊断与治疗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PU-2087 

MDT 方法诊断骨化性迷路炎价值 

 
姬建武,张春明 

山西省长治医学院附属和平医院 046000 

 

骨化性迷路炎较少见，且病因复杂，大部分病例患者有重度感音型神经性耳聋。临床明确，诊

断困难。骨迷路应其结构非常小，能够确诊则非常困难，在我国过去诊断骨化性迷路炎仅限于

CT的一般技术支持，或单纯依靠 MRI诊断，对骨化性迷路炎的诊断及鉴别诊断影像支持证据

不够准确，甚至对一些较小的病变及较早期病变不能够发现，从而延误诊断，应用 MDT多科学

团队协作;它需要多学科 MRI、CT、放射科及外科、内科、放疗、病理、检验等各学科积极参

与，各学科之间相互交叉、互补，避免不必要的失误，从而做出明确诊断的同事，提高了治疗

价值，并且对治疗后的疗效评价有了明显提高和精准评价。 

目的： 探讨双源 CT薄层扫描及应用后处理技术对骨化性迷路的诊断价值，并且结合

1.5TMRI对骨化性迷路炎的诊断，实现技术优势互补及鉴别诊断价值优势提升，结合 MDT 应用

于骨迷路炎的诊断。 

   

 

 

PU-2088 

甲状腺癌的 CT 表现及误诊分析 

 
高春萍 

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530023 

 

目的:探讨甲状腺癌的 CT 诊断价值和误诊原因。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17 例

甲状腺癌的临床资料及 CT表现，分析其误诊原因。结果: 本组 17 例病例中乳头状癌 15例，

滤泡性癌 1例，鳞癌 1例。其中 12 例病灶边缘显示不清，15例密度不均，9例出现囊性变，

7例出现钙化（其中环形钙化 1例，多灶钙化 1例，微小钙化 1例，粗大钙化 1例，混合钙化 

3例）。侵犯颈部淋巴结有 4例，侵犯气管、食管、肌肉或周围脂肪及血管的浸润包埋有 2

例。术前误诊 14例。结论: 甲状腺癌的 CT表现有一定特征性，确诊仍需结合病理结果。患者

呈年轻趋势或肿瘤体积较小，是造成误诊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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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089 

Can head virtual non-contrast CT images (VNC) replace 

true non-contrast images (TNC) in the follow-up after 

hemangioma surgery? 

 
潘雪琳,李真林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610041 

 

 

To evaluate image quality and VNC from DECT after cerebral hemangioma surgery and 

determine whether VNC can replace TNC. 

34 patients after cerebral hemangioma surgery underwent CTA.VNC were calculated.CT 

values were measured on brain parenchyma, internal capsule and cerebrospinal 

fluid.Mean attenuations and image noise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NC and VNC. 

Mean attenuation difference between TNC and VNC were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Image nois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NC.Total 28 hyperdense 

lesions were detected on VNC;11 hypodense lesions were found on VNC with one false 

positive and one false negative.Lesion detection with VNC and TNC showed the same 

ability for hyperdense lesions(P&gt;0.05) 

Head VNC may replace TNC in postoperative follow-up to reduce accumulative 

radiation. 
 

  

 

 
PU-2090 

儿童再生障碍性贫血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 

免疫抑制剂药物相关性脑病的 MRI 表现 

 
石玉铸

1
,魏甲满

1
,宋杰

2
 

1.北京陆道培医院 

2.河北燕达医院 

 

【摘要】 目的 总结儿童再生障碍性贫血（AA）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后免疫

抑制剂药物相关性脑病的 MRI表现，为临床治疗提供及时、准确有效的帮助。方法 回顾总结

和分析 2014年 1月至 2016 年 10月我院 15例 AA患儿，男 7例、女 8例，年龄 3～15 岁，中

位年龄 7岁。本组 10例患儿以头痛、头晕为主要临床症状；4例出现视物模糊、失明、凝视

表现；1例仅有癫痫、意识丧失表现。分析 allo-HSCT治疗后出现免疫抑制剂药物相关性脑病

的 MRI表现，包括病灶分布、形态、信号，当减量或停用免疫抑制剂类药物，临床症状缓解后

复查颅脑 MRI。15例患儿免疫抑制剂药物相关性脑病发病与移植间期主要为 1～14个月，其中

6个月以内发病者 9例。结果 本组病灶累及单一部位者 11例，其中深部核团受累 1例，白质

受累者 10例；皮层及脑白质同时受累者 4例，其中小脑及脑干受累 1例。本组所有患儿胼胝

体均未见受累，但患儿脑组织均伴有不同程度脑萎缩样改变。病灶累及皮层者呈脑回肿胀改

变；累及皮层下白质呈弧形、U型、脑回样及条状；累及深部白质呈斑片状和（或）点状；累

及脑室周围白质者呈薄层环绕状；累及深部团块多呈条状改变；累及小脑及脑干呈小斑片状。

累及皮层、白质、小脑、脑干内病灶 T1WI呈稍长或长信号；T2WI呈等或高信号；液体衰减反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3719 

 

转恢复（FLAIR）序列 T2WI 呈等或高信号；DWI上累及皮层及皮层下白质病灶呈等或高信号，

其他病灶均呈等信号。短期复查随访，8例临床症状缓解，影像表现未见明显变化；6例临床

症状及影像表现均见好转；1例临床症状缓解，影像表现有所进展。结论 MRI是发现儿童 AA 

allo-HSCT术后免疫抑制药物相关性脑病的有效手段，有助于提高诊断和鉴别水平，为临床提

供最佳治疗方案作出帮助。 

 

 

 

PU-2091 

IgG4-related sclerosing disease involving middle ear 

 
Lu Ping,Sha Yan 

Eye &amp;amp;amp; ENT Hospital of Fudan University 200031 

 

Abstract 

IgG4-related sclerosing disease (IgG4-RSD) has recently been described as a 

systemic disease. Multiple organs can be involved. We here present a case of IgG4-

RSD occurring in middle ear, an extremely rare anatomic location. High-resolution 

CT revealed diffuse lesion with wide range of involvement in middle ear. On T1 and 

T2 weighted images, the signal intensity of the lesion showed isointense, and 

contrast-enhanced images demonstrated significant enhancement. Partial restricted 

water diffusion of the foci was also seen on diffusion weighed imaging. To our 

knowledge, it is the first time that describes IgG4-RSD involving middle ear from 

the radiologic perspective. Although imaging findings are often not specific for 

this disease entity in head and neck, it is useful for enrich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disease. Increased awareness of its involvement in middle 

ear is really critical for radiologists, as well as clinicians to avoid diagnostic 

pitfalls and choose appropriate therapy.  

 

 
PU-2092 

Hemodynamic changes in the sigmoid sinus of patients 

with pulsatile tinnitus induced by sigmoid sinus 

diverticulum and/or dehiscence 

 
Zhao Hui Liu

1
,Pengfei Zhao

2
,Zhenchang Wang

2
 

1.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Beijing Tongren Hospital 

2.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Beijing Firendship Hospital 

 

 

Background. Although blood flow abnormality is well known to be the fundamental 

cause of pulsatile tinnitus (PT), the exact hemodynamic changes remain unclear. 

Purpose. To investigate the hemodynamic changes of PT patients with sigmoid sinus 

diverticulum and/or dehiscence (SSDD). 

Material and Methods. Fifteen unilateral PT patients with SSDD identified on CT 

images and surgery and 15 age- and sex-matched healthy volunteers underw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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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locity-encoded, cine MRI. Hemodynamic data in sigmoid sinus were obtained and 

compared. 

Results. Among controls, Peak positive velocity (PPV), Average positive velocity 

(APV), Average positive flow volume per beat (APFV/beat), Average positive flow 

volume per minute (APFV/min), Average flow volume per beat (AFV/beat), and Average 

flow volume per minute (AFV/min) in right sigmoid sinus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left sigmoid sinus, an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found in other hemodynamic 

values between sides. APV at PT side of patients was 13.4±3.3 cm/s,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slower than that at corresponding side of controls (15.8±2.6 cm/s). 

Mean peak negative velocity (PNV), median average negative flow volume per minute 

(ANFV/min), and regurgitation fraction (RF) at PT side of patients were 21.0±15.4 

cm/s, 4.1 mL/min, and 2.4%, respectively. All of them were significantly larger 

than those values at corresponding side of controls (all of them were 0). 

Conclusion. Some hemodynamic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the sigmoid sinus of PT 

patients with SSDD, which may provide insights into the fundamental mechanism 

behind vascular PT and have the potential value to improve accurate etiological 

diagnosis.  

 

 
PU-2093 

鼻腔血管平滑肌脂肪瘤一例 

 
袁欣,瞿姣,杨亚英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650031 

 

血管平滑肌脂肪瘤（angiomyolipoma AML）是一种良性间叶性肿瘤，由不同比例的平滑肌细

胞、脂肪组织及血管构成。AML最常见于肾脏，其次为肝，发生于其它部位如纵隔、心脏、精

索、阴道壁、输卵管、口腔、咽和皮肤者均很少见，发生于鼻腔者更为罕见，国内外文献多以

散在病例形式报道。现报告一例鼻腔血管平滑肌脂肪瘤，并复习相关文献发现，鼻腔、皮肤

AML与肝肾 AML具有不同的临床病理特征。其次，根据 AML 中各种组织成分所占比例的不同，

肿瘤可分为混合型，平滑肌型，脂肪型和血管型，组织成分的多样性决定了各型错构瘤的影像

学表现各异。因此，认识鼻腔 AML的临床病理特点及影像学表现对于鼻肿瘤病变的诊断与鉴别

诊断具有重要的意义。  

 

 

PU-2094 

CT 和 MRI 在诊断糖尿病非酮症偏侧舞蹈综合症的作用 

 
许东,何其舟,斯光晏,刘勇,罗传斌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 646000 

 

目的 探讨糖尿病非酮症偏侧舞蹈综合症的 CT与 MRI表现，以提高对这类疾病的诊断水平。 

方法 回顾性分析 6例经临床证实的糖尿病非酮症偏侧舞蹈综合症的 CT和 MRI表现。结果 男

性 1例（1/6），女性 5例（5/6），发病时血糖均明显增高、尿酮体阴性，并出现肢体舞蹈样

临床症状，3例发生在左侧，3例发生在右侧。CT表现均为发病的对侧豆状核和/或尾状核头

部高密度影，MRI表现为 T1 加权像均为高信号（6/6），T2加权像稍低信号（4/6），T2加权

像等信号（1/6），T2加权像稍高、低混杂信号（1/6），DWI均为稍高信号（6/6）。结论 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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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病非酮症偏侧舞蹈综合症有典型的临床症状，表现为高血糖、尿酮体阴性、肢体舞蹈样症

状；典型影像学表现为 CT对侧豆状核和/或尾状核头部高密度影及 MRI表现为 T1加权像高信

号、DWI稍高信号。结合临床和影像可以确诊。  

 

 
PU-2095 

CT 形态学联合双能量定量指标诊断甲状腺乳头状癌 

中央组淋巴结转移的价值 

 
韩丹,金弋人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650032 

 

【材料和方法】收集术前行颈部双能量 CT双期增强扫描并行手术切除及中央组淋巴结清扫的

PTC 31例。术前 CT标记短径≥5mm 的中央组淋巴结，术中对应取材，淋巴结标本再次 CT扫

描，能对应术前的淋巴结纳入研究。CT形态学分析包括淋巴结短/长径之比≥0.5、高强化、

强化不均匀、微钙化和囊变坏死，计算各征象诊断转移性淋巴结的敏感性、特异性、准确性。

比较动、静脉期原发病灶、转移与非转移性淋巴结标准化碘浓度（NIC）及能谱曲线斜率（K）

的差异。通过 ROC曲线得出 NIC及 K值临界值及二者结合形态学的诊断效能。 

【结果】31例 PTC共原发灶 39个，中央组淋巴结 73枚，其中转移性淋巴结 51枚（51/73，

69.86%），非转移性淋巴结 22枚（22/73，30.13%）。CT 表现囊变坏死 8（10.96%），砂砾样

钙化 7例，明显强化 14例，不均匀强化 11例，短长径比值≥0.5 41例。病理示转移性淋巴

结出现以上征象为 8、5、14、9、38例。CT形态学判断转移性淋巴结的敏感度、特异度、准

确性分别为 74.50%、76.19%、73.97%。动脉期原发灶与转移性淋巴结 NIC分别为

0.35±0.28，0.36±0.21，静脉期原发灶与转移性淋巴结 NIC分别为 0.49±0.29，

0.47±0.27，均高于非转移性淋巴结动、静脉期 NIC，而原发灶与转移性淋巴结 NIC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静脉期转移淋巴结与非转移性淋巴结 K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 05 )。
最佳组合参数是动脉期 NIC 及静脉期 K值，与形态学诊断有较高的一致性（Kappa=0.712，
0.643），三者联合诊断 PTC 中央组淋巴结转移的敏感度为 82.4%，特异度为 86.4%。 

【结论】CT形态学联合双能量 NIC及能谱曲线斜率可提高对甲状腺乳头状癌中央组淋巴结转

移诊断的准确性。 

   

 

 
PU-2096 

成人髓母细胞瘤的多模态 MRI 诊断价值 

 
刘颖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10186917 

 

目的 探讨多模态 MRI对成人髓母细胞瘤的诊断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手术病理证实的成人

髓母细胞瘤 16例，均行常规 MRI扫描，3例行 DWI检查，5例行 MRS检查。结果：小脑半球 6

例，小脑蚓部 3例，第四脑室 2例，桥小脑角区 2例，右侧小脑半球、小脑蚓部及右侧桥小脑

角 3例。16例肿瘤内或边缘见大小不等囊变或坏死区。6例肿瘤内可见供血血管影。实性部

分：T1WI序列呈低信号 10例，呈等信号 6例；T2WI序列呈略高信号 7例，呈等信号 6 例，呈

低信号 3例；FLAIR序列呈稍高信号 6例，等信号 8例。肿瘤实性部分均明显强化。3例肿瘤

实性部分 DWI分别呈高或略高信号，ADC图呈低或略低信号。5例 MRS均表现为 Cho峰明显升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3722 

 

高，NAA峰及 Cr峰明显降低；Cho/Cr比值增大，NAA/Cr比值降低。结论 多模态 MRI对成人

髓母细胞瘤的诊断和鉴别诊断具有重要价值。 

 

 

PU-2097 

原发性甲状腺淋巴瘤 CT 表现 

 
邓凯吉,陈自谦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 350025 

 

目的：探讨原发性甲状腺淋巴瘤(PTL)的 CT表现，以期进一步提高 PTL的诊断准确率。 

方法：回顾性分析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5例 PTL患者的影像表现，其中 5例均行 CT平扫及增强

扫描。 

结果：5例患者均以发现颈部肿物就诊，病理证实均为非霍奇金淋巴瘤，其中 3例合并有桥本

甲状腺炎。病灶侵及甲状腺一侧叶 3例，侵及甲状腺双侧叶及峡部 1例，侵及甲状腺单侧叶及

峡部 1例。CT表现为单发结节型 2例，多发结节型 1例，弥漫肿大型 2例。CT平扫 5 例病灶

均呈稍低密度，4例密度大致均匀，1例病灶内可见钙化。增强扫描 5例病灶呈均匀、轻中度

强化。2例出现颈部淋巴结转移。5例患者术前全部误诊。 

结论：PTL容易误诊，其影像表现具有一定特征性，结合临床资料，有助于提高诊断准确性，

其最终确诊仍需依靠病理学检查。  

 

 

PU-2098 

ADC 比值法对鉴别腮腺良恶性病灶的诊断价值 

 
左志超 

广西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530021 

 

【摘要】目的 评价腮腺病灶与病灶周围腺体表观扩散系数(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ADC)的比值对于腮腺良恶性病灶鉴别诊断的应用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 40例

腮腺病灶患者，行常规 MR以及 DWI序列扫描，测量病灶及病灶周围腺体的 ADC值并计算二者

间的比值，与术后病理结合后进行对照分析。 结果 良性腮腺病灶 30例，恶性腮腺病灶 10

例，良性腮腺病灶 ADC值为(1.122 ±0.415)×10
 -3
mm

2
/s，恶性腮腺病灶 ADC值为(0.864 

±0.381)×10 
-3
mm

2
/s，两者 ADC值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91）。良性腮腺病灶对应的

ADC比值为 0.305 ±0.579，恶性腮腺病灶对应的 ADC比值为-0.132±0.348，两者比值间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31）。ADC比值法最佳诊断阈值为-0.0045，诊断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

为 66.7%和 70%，曲线下面积为 0.747（95%CI为 0.575~0.918）。结论 ADC比值法能够为腮腺

良恶性病灶的诊断及鉴别诊断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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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099 

MRI 对原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的诊断价值研究 

 
宋明慧,岳云龙,金延方,郭劲松,左利利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 100038 

 

目的：探讨 MRI在原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PHPT）诊断中的应用价值。材料与方法：回顾性

分析临床诊断为 PHPT并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30例患者（32个病灶）的术前影像资料。其中 28

例行 MRI平扫及增强检查，29例行
99
Tc

m
 -甲氧基异丁基异腈（MIBI）SPECT 双时相显像，28

例行超声检查。以病理结果为金标准比较三种影像检查方法对 PHPT的准确率、灵敏度、特异

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及 kappa值。结果：甲状旁腺腺瘤 28例（30个病灶；其中 1例

多发性内分泌肿瘤Ⅱ型含 3个甲状旁腺腺瘤，1例异位甲状旁腺腺瘤，），甲状旁腺增生 2例

（2个病灶）。三种影像方法对 PHPT的准确率、灵敏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

及 Kappa值分别为：MR（94.7%、83.3%、98.8%、96.2%、94.3%、0.858）；
99
Tc

m
-MIBI核素

（94.9%、86.2%、97.8%、92.6%、95.6%、0.859）；超声（89.4%、70%、96.4%、87.5%、

89.9%、0.709）。行配对卡方检验比较 3 种影像检查方法的差异性，MR、核素显像及超声三

种检查方法之间无明显差异（P＞0.05）。联合应用 MR与核素显像的特异性及阳性预测值达到

100%。结论：MRI可作为原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病变定位诊断的重要辅助检查方法，联合运

用各种影像学检查，可更好地进行病变的术前定位及诊断。  

 

 
PU-2100 

轻度认知障碍的弥散张量成像：基于 TBSS 的脑白质研究 

 
刘彦波,徐向阳,周红梅,李玉敏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梨园医院 430077 

 

目的：利用纤维束示踪空间统计分析（Tract-based spatial statistics，TBSS）技术，分析

轻度认知障碍（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MCI）患者和正常人全脑白质的扩散张量成像

（Diffusion tensor imaging，DTI）参数变化，探讨 MCI患者全脑白质的损伤区域及多参数

TBSS在 MCI患者脑白质损伤中的诊断价值。 

材料和方法：纳入 MCI患者 30例（MCI组）、正常对照者（Normal controls， NC）30例

（NC组），采用西门子 3.0TMR扫描仪进行 DTI扫描。DTI原始数据通过 PANDA软件进行后处

理并进行多参数 TBSS分析，使用独立样本 T检验进行组间比较（P＜0.05），并对阳性区域做

DTI参数与 MMSE评分的相关性分析（P＜0.05）。 

结果：相较 NC组，MCI组中，各向异性分数（Fractional anisotropy，FA）、轴向扩散率

（Axial diffusivity ，DA）、径向扩散率（Radial diffusivity ，DR）及平均扩散率

（Mean diffusivity ，MD）均存在显著组间差异的区域有胼胝体、双侧上纵束（P＜0.05，体

素簇＞1000）；仅 FA、DR、MD值存在显著组间差异的区域有小脑中脚、左侧后丘脑辐射（P＜

0.05，体素簇＞1000）；仅 DR、MD值存在显著组间差异的区域为双侧上放射冠（P＜0.05，体

素簇＞1000）；其中多个脑区的 DTI参数值与 MMSE 评分存在正/负相关性（P＜0.05）。 

结论： 经 TBSS研究发现，MCI患者全脑白质病变分布广泛，多参数 TBSS有助于 MCI的诊

断，并能反映 MCI患者认知功能损害的程度。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3724 

 

PU-2101 

3D-ASL 技术对缺血性脑血管疾病的诊断价值 

 
王小双,刘四斌,胡玖益 

荆州市中心医院 434020 

 

 

【摘要】目的   比较分析三维动脉自旋标记（3D arterial spin labeling,3D-ASL）技

术与磁共振血管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angiography,MRA）、磁共振弥散加权成像

（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DWI）对脑组织缺血性改变的敏感性，探究 3D-ASL 在缺血

性脑血管疾病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27例患者，其中脑梗塞患者 18例，短暂性脑缺血

（TIA）发作 9例。对所有患者行颅脑常规 MRI、DWI、3D-ASL及 MRA扫描，观察分析 3D-ASL-

CBF图及 DWI图像有无异常。对脑梗塞患者，选取梗塞灶最大层面，分别测量 ASL血流灌注异

常面积及 DWI信号异常面积，将两者结果进行对比分析;同时观察 MRA图像所显示血管病变与

3D-ASL血流灌注异常区域的一致性。结果  18例脑梗塞患者中，均显示 3D-ASL血流灌注异

常面积大于 DWI图像梗塞灶面积；MRA图像中，12例显示血管病变与 3D-ASL结果一致，6例

显示血管无异常。9例 TIA 患者，DWI及 MRA均无阳性发现，5例在 3D-ASL-CBF图上，显示为

大小不等的灌注减低区。结论  3D-ASL在无创的前提下，可有效显示缺血性脑血管病的血流

灌注状态，结合 DWI扫描，可初步判断脑梗塞可存活区，利于 TIA的早期诊断，及时指导临床

治疗并判断预后。   

 

 

PU-2102 

克罗恩患者不同频段低频振幅的静息态功能磁共振研究 

 
江菲,龚良庚,肖新兰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30006 

 

目的 应用静息态功能磁共振分析克罗恩病（Crohn’s disease，CD）患者不同频段（Slow-4: 

0.027~0.073Hz,Slow-5: 0.01~0.027Hz）大脑 ALFF值改变。 方法 20例 CD患者及 20例年

龄、性别匹配的正常健康对照（healthy controls HC）均接受静息态 fMRI检查，应用静息态

fMRI数据处理助手(DPARSFA)对数据进行预处理。SPM8全因素方差分析比较 CD及 HC组组间以

及 Slow-4, Slow-5频段间脑自发性活动的特点。随后，两样本 t检验分别比较 CD组及 HC组

两个频段 ALFF值差异并分析差异脑区 ALFF值与临床量表的相关性。 结果 频段间结果显示左

侧背侧丘脑、右侧眶部额下回 slow-5频段 ALFF值增高 (p < 0.05, GRF校正)。与 HC组相

比，右侧颞中回、右侧颞上回、右侧颞下回、右侧梭状回、右侧额上回、额中回、右侧岛叶

ALFF减低；CD组 ALFF值增高的脑区包括左侧楔叶、左侧枕上回、左侧楔前叶、左侧顶上小叶

(p < 0.05, GRF校正)。此外，我们发现 slow4、Slow-5频段均能检出 CD患者异常脑功能活

动区。 结论 CD患者存在情绪认知、视觉、感觉、运动处理相关脑区神经元活动异常，

slow4、slow5能从不同的角度发现异常脑区，为进一步探究 CD的神经病理机制提供了新思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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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103 

MSCT 动态增强扫描对甲状腺乳头状癌的诊断价值探讨 

 
邓艳彬,胡兴荣 

恩施州中心医院 445000 

 

目的：探讨多层螺旋 CT动态增强扫描在甲状腺乳头状癌（PTC）诊断和鉴别诊断中的应用价

值。 

方法：回顾性分析 2015年 1月至 2017年 7月经手术和病理证实的 42例 47（枚）PTC患者的

动态 CT增强表现，观察结节 CT征象（蟹足征、乳头状结构、残圈征、节段缺损征、半岛征和

沙粒状钙化等），并与同期 34例（51枚）甲状腺瘤患者进行比较，统计多项 CT征象对 PTC

的诊断价值。 

结果：42例 PTC患者中男 6例，女 36例，年龄 33-61岁，平均 44.5岁；34例甲状腺瘤患者

中男 9例，女 25例，年龄 36-69岁，平均 54.6岁。比较 PTC和甲状腺瘤都以女性发病多，年

龄无明显差异。47个 PTC病灶出现蟹足征 24个，乳头状结构 27个，残圈征 19个，节段性缺

损征 20个。半岛征 11个，出现沙粒状钙化 15例，明显高于甲状腺瘤出现蟹足征、乳头状结

构、残圈征、节段缺损征、半岛征和沙粒状钙化等 CT征象，甲状腺瘤钙化多呈结节状及蛋壳

样钙化。多项 CT征象联合诊断 PTC可以明显提高 PTC的诊断准确性。 

结论：MSCT动态增强扫描在 PTC的诊断和鉴别诊断中有着重要作用，多项 CT征象联合应用可

明显提高 PTC诊断的准确性，减少误诊发生。  

 

 

PU-2104 

心电监控 4D-CTA 对于颅内未破裂动脉瘤搏动点及其随访研究 

 
顾艳

1
,徐伦

2
,胡春洪

3
,骆孟

1
,张洪伟

1
,刘希光

1
 

1.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2.连云港市中医院 

3.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通过心电监控 4D-CTA 观察颅内未破裂动脉瘤的搏动和随访复查情况，评价搏动点的临

床意义。方法 48个患者共 62个未破裂动脉瘤先进行 4D-CTA检查, 将扫描结束后的原始数据

进行重建，得出一个心动周期内的时间间隔均为 5％的 20 组数据包，经工作站三维软件处理

后，得到 20幅图像及动态图。将同一部位连续 3幅及以上图像发现小泡状或小尖状凸起，判

定该凸起为搏动点。根据有无搏动点出现分为有搏动点组和无搏动点组，并将两组动脉瘤的其

它特征进行统计分析，每个病人在 3个月以后进行 3D-CTA 或 4D-CTA复查。结果 62个未破裂

动脉瘤中，28个动脉瘤有搏动点，瘤颈比在有无搏动点两组之间有统计学意义（t值为-

2.274），并且当瘤颈比＞1.2时，诊断搏动点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75%和 70.6%。经过随

访复查发现，在这 28个有搏动点的动脉瘤中，有 11个可见动脉瘤形状的改变；36个未见搏

动点的动脉瘤中，有 5个可见瘤体形状的改变，两组之间有统计学差异（χ
2
 值为 4.891），

有搏动点的未破裂动脉瘤更容易发现动脉瘤形状的改变，OR值为 3.753。结论 瘤颈比大的未

破裂动脉瘤容易在心电监控 4D-CTA中发现搏动点，而有搏动点的动脉瘤更容易在随访中发生

形态改变；心电监控 4D-CTA 对颅内未破裂动脉瘤的破裂预测方面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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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105 

甲状腺癌术前多排螺旋 CT 增强检查的临床价值 

 
彭飞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210014 

 

［摘 要］目的：探讨甲状腺癌术后多排螺旋 CT增强检查对临床的应用价值。方法：选取 

2010 年 5月—2015年 12月拟行甲状腺切除手术患者患者 36例，观察甲状腺肿瘤大小，强化

程度，与甲状腺包膜及周围组织（包括脂肪间隙、肌肉、血管）的关系，观察淋巴结有无转

移。结果：36例中单侧单发甲状腺癌 31例，单侧多发甲状腺癌 2例，双侧甲状腺癌 3 例，增

强 CT评判突破包膜侵犯周围组织 6例，淋巴结转移 20例。36例患者中手术后证实甲状腺癌

突破包膜 7例，淋巴结转移 18例。结论：多排螺旋 CT增强扫描可以全面诊断和术前评估甲状

腺乳头状癌与周围组织的关系，并评判淋巴结转移情况，为临床手术方案的制定提供直观、准

确的的依据。 

   

 

 
PU-2106 

儿童枕骨软骨母细胞型骨肉瘤一例 

 
卢晓倩,曹殿波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目的】通过分析罕见发病部位骨肉瘤病例，系统学习掌握骨肉瘤相关知识，熟练掌握骨肉瘤

的影像学表现，提高本病的影像学诊断。 

【方法】选取我院一例 9岁儿童枕骨软骨母细胞型骨肉瘤患者，通过分析其临床表现、实验室

检查、影像学表现、治疗，以及查阅中外相关文献，系统总结骨肉瘤的流行病学、组织类型、

临床诊断、治疗预后等知识点，并从罕见发病部位全方位剖析骨肉瘤疾病，打破常规定向思

维，充分学习掌握骨肉瘤相关知识，深入对疾病的探索。 

【结果】1、查阅中外文献报道，骨肉瘤多发生于四肢长骨，原发性枕骨骨肉瘤十分罕见，且

本病例组织学类型为软骨母细胞型，在典型骨肉瘤组织学中占据少数，更加表现出本病例的特

殊所在，从独特罕见的角度对骨肉瘤得到深入的认识。 

    2、本病例具有典型骨肉瘤 CT、MRI 变现，加深对该病的认识，提高该病的影像学诊断。 

【结论】1、骨肉瘤不仅发生于四肢长骨，还可发生在罕见的颅骨，通过本病例介绍，可增加

对该病的认识。 

    2、通过本病例典型 CT、MRI 影像学表现的学习，可提高该病的影像学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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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107 

颅底脊索瘤的 CT、MR 影像诊断与鉴别 

 
丁洪彬 

泰州市人民医院 225300 

 

目的：分析颅底脊索瘤的 CT与 MR的影像学表现，旨在提高对该病的诊断与鉴别诊断率。方

法：回顾性分析 13例经病理证实的颅底脊索瘤的 CT与 MR影像学资料。结果：13例脊索瘤

中，发生在斜坡 5例，鞍区 4例，颅中凹 2例，鼻咽部 1例，蝶窦 1例。肿瘤的形态以不规则

形最多 8例，圆形 3例，椭圆形 2例。病灶边界清楚 9例，边缘模糊 4例。MR表现为 T1WI 呈

低、等、高混杂信号，T2WI 以高、低信号为主，其中 11例呈混杂信号，2例表现为信号均

匀。增强后病灶呈轻到中度强化，强化信号不均匀。CT病灶呈不均匀等或稍高密度肿块，大

部分可见不同程度的骨质破坏。结论：颅底脊索瘤的 CT和 MR表现有一定的特征性，结合临床

大多可以确诊，但需与脑膜瘤、垂体瘤、鼻咽癌、软骨类肿瘤等鉴别。  

 

 

PU-2108 

原发性脑淋巴瘤的 CT 、MRI 影像表现与鉴别诊断 

 
丁洪彬 

泰州市人民医院 225300 

 

目的：分析原发性脑淋巴瘤的 CT与 MRI的影像学表现，旨在提高对该病的诊断与鉴别诊断

率。资料与方法：回顾性分析 13例经病理证实的原发性脑淋巴瘤的 CT与 MR影像学资料。结

果：13例患者中，单发病灶 11例，多发 2例，幕上 12例，幕下 1例，共 20个病灶，病理类

型均为 B细胞型非霍奇金淋巴瘤，CT多表现为等密度或稍高密度肿块，MRI表现为 T1WI 为稍

低信号，T2WI为近等信号，病灶内无明显坏死囊性变，瘤周水肿相对较轻，占位效应轻，中线

结构移位不明显。CT和 MRI 增强扫描，病灶大多呈明显均匀性强化。结论：原发性脑淋巴瘤

的 CT和 MRI表现有一定的特征性，但与其它颅内肿瘤有相似之处，确诊主要依靠病理检查。 

   

 

 

PU-2109 

MRI 及三维增强 MR 血管成像对鞍区动脉瘤的诊断价值 

 
李瑗 

泰州市人民医院 225300 

 

目的 评价 MRI及三维增强 MR血管成像（3D CE MRA）对鞍区动脉瘤的诊断价值。方法 18例鞍

区动脉瘤患者行头颅 MRI检查，其中 14例行头颅 MRI及 3D CE MRA检查，1例行 DSA检查。

3D CE MRA原始图像减影后至工作站用实时三维容积显示技术进行三维重组。结果 18 例 MRI

检查均诊断为鞍区动脉瘤。14例行 3D CE MRA检查明确显示动脉瘤的位置、形态、大小，位

于颈内动脉虹吸段共 12例，左侧 6例，右侧 6例，位于颈内动脉颅内段 2例，左侧 1 例，右

侧 1例。结论 MRI及 3D CE MRA对鞍区动脉瘤能无创性准确定位定性，基本满足临床需求，为

临床治疗提供更准确的依据，可作为首选的影像检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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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110 

脑静脉性血管畸形 MRI 应用及价值 

 
王秀兰 

泰州市人民医院 225300 

 

 目的 探讨 MRI多种成像序列在脑静脉性畸形诊断中的应用及评价。方法 回顾性分析 22例

CVM分布及 MR 征象。常规平扫后，其中 18例加做增强后 T1WI扫描， CE-MRA 8例，3D-

TOFMRA 3例， SWI 6例。结果 MRI平扫显示引流静脉（或导静脉）通常为长 T1长 T2信号影，

少数为短 T2信号；髓静脉为长 T1、长 T2或等 T2信号，大部分显示不佳，增强后可清晰显示多

根髓静脉呈放射状汇入粗大的引流静脉，呈典型“水母头”状或“蜈蚣”、“树根状”改变。

SWI显示 CVM更为敏感，引流静脉和髓静脉均为低信号。结论 各种 MRI成像方法相结合能满

意显示 CVM的特征性表现，在其诊断和合并症判断方面具有重要价值。  

 

 

PU-2111 

脑静脉性血管畸形 MRI 应用及价值. 

 
王秀兰 

泰州市人民医院 225300 

 

探讨 MRI多种成像序列在脑静脉性畸形诊断中的应用及评价。方法 回顾性分析 22例 CVM 分布

及 MR 征象。常规平扫后，其中 18例加做增强后 T1WI扫描， CE-MRA 8例，3D-TOFMRA 3 例， 

SWI 6例。结果 MRI平扫显示引流静脉（或导静脉）通常为长 T1长 T2信号影，少数为短 T2信

号；髓静脉为长 T1、长 T2或等 T2信号，大部分显示不佳，增强后可清晰显示多根髓静脉呈放

射状汇入粗大的引流静脉，呈典型“水母头”状或“蜈蚣”、“树根状”改变。SWI显示 CVM

更为敏感，引流静脉和髓静脉均为低信号。结论 各种 MRI成像方法相结合能满意显示 CVM的

特征性表现，在其诊断和合并症判断方面具有重要价值。 

   

 
PU-2112 

Abnormal Development of Collateral Circulation 

Pathways and Risk Factors in Congenital Absence of 

the Internal Carotid Artery 

 
Zhang peng

1
,Wang Zheng

1
,Yu Fengxia

2
,Lv Han

1
,Liu Xuehuan

1
,Feng Weihua

3
,Ma Jun

4
,Yang Zhenghan

1
,Wang 

Zhenchang
1
 

1.Beijing Friendship Hospital 

2.Beijing Tongren Hospital 

3.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Qingdao University 

4.Beijing Tiantan Hospital 

 

Abstract 

Purpose: To investigate the abnormal development of collateral circulation 

pathways and risk factors for the congenital absence of the internal carot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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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ery. Materials and Methods: Sixty-four patients were enrolled, and data on 

demographic, clinical and radiological features were collected, followed by an 

analysis of risk factors. Results: Demographic data: Subjects included 31 male and 

33 female patients whose ages ranged from 5 months to 75 years old, with a mean 

age of 31.1 years old. Clinical symptoms: The range of clinical symptoms recorded 

included transient ischemic attack (17 patients), subarachnoid hemorrhage (12 

patients), developmental delay (12 patients), asymptomatic (7 patients) and other 

symptoms (16 patients). Radiological findings: All 64 patients presented with the 

absence of unilateral or bilateral carotid arteries, as measured by cervical 

computed tomography (CT) angiography or magnetic resonance angiography. Absence of 

the carotid canal was observed in all patients via CT of the base of the skull, 

and abnormal development of collateral circulation pathways was observed in all 

patients. Five patients presented with basilar dilation on angiography. Aneurysms 

were observed in the angiography results from 16 patients. Ten patients presented 

variations in the ophthalmic artery origin (the ophthalmic artery originated from 

the ipsilateral middle meningeal artery in 6 patients and from the ipsilateral 

middle cerebral artery in 4 patients). Conclusions: ① Severe symptoms present at 

the initial diagnosis, which were more common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Transient ischemic attacks were commonly observed in middle-aged and elderly 

patients. ② Lie type A, type D and variations in ophthalmic artery origin are 

important risk factors for severe ischemic injury and excessive bleeding during 

trauma, thromboembolic diseases or iatrogenic manipulation. 

   

 

 

PU-2113 

高清弥散在视神经炎和缺血性视神经病变中的应用 

 
沙炎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200031 

 

近年来，弥散加权成像（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DWI）在全身各部位病变中的应用被

广泛报道，其在评价全身各部位病变中的重要价值开始逐步凸显，DWI能够比传统磁共振成像

提供更多的病变信息，所以更有利于临床评价，比如评价肿块良恶性和肿块的恶性程度分级

等。目前应用最广的 DWI序列为单激发平面回波序列（SS-EPI），但是其在头颈部的应用仍有

许多问题，有关报道也不多。这主要是由于头颈部解剖结构比较混杂，空气-骨质-软组织交界

区易产生磁敏感伪影，使图像质量严重下降，尤其是在高场磁共振上该问题更为突出。尽管并

行采集（parallel imaging）的应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上述效应，但是这些问题依然严重

困扰着影像医师。 

分段采集平面回波序列（readout-segmented echo-planar imaging，RS-EPI）每一次激发后

在读出方向上采样多个 K空间点，这能够明显减少回波间隔并减少在相位编码方向上穿越 K空

间的时间，继而明显减少磁敏感伪影和 T2*模糊效应，并能够获得更高的图像分辨率。

RESOLVE（readout-segmented echo-planar imaging using parallel imaging and a two-

dimensional navigator）序列是目前应用较多的 RS-EPI序列，采用了二维导航技术（two-

dimensional navigator）和并行采集技术（parallel imaging），其中二维导航技术能够有

效地矫正运动引起的线性和非线性相位误差，并行采集技术能够缩短扫描时间。 

本讲座重点介绍 RESOLVE高清弥散在视神经炎和缺血性视神经病变中的应用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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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114 

MRI 在腮腺多形性腺瘤诊断中的价值 

 
李艳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200011 

 

目的 探讨 MRI平扫及增强扫描在腮腺多形性腺瘤诊断中的价值，有助于提高诊断水平。方法 

回顾性分析 38例经病理证实的多形性腺瘤病例，所有患者术前均行 MRI平扫及增强检查，总

结分析患者病灶 MRI表现，对病灶的部位、大小、数目、形态、边缘、信号、强化特征及与周

边结构关系等进行观察及分析。结果 26例形态呈类圆形,12例形态不规则,T1WI肿块呈等或

稍低于邻近肌肉信号,T2WI 呈等或高信号，18例信号均匀一致,20例呈混杂信号,病灶内可见

斑片状或裂隙样低信号区。其中 9例可见长 T1短 T2信号钙化区,19例伴有邻近骨质受压吸

收。增强后实性部分呈现轻至中度强化,14例呈不均匀强化,瘤内可见斑片状或裂隙状不强化

区,5例强化均匀。结论 腮腺多形性腺瘤 MRI平扫及增强扫描有一定的特征性，故有助于诊

断及其鉴别诊断。 

   

 

 
PU-2115 

Intravoxel incoherent motion MR imaging measurements 

of the bilateral parotid glands at 3T-MR: Effect of 

age, gender and laterality in healthy adults 

 
Xu Xiao-Quan,Wu Fei-Yun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210029 

 

Purpos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age, gender and laterality on the intravoxel 

incoherent motion (IVIM) magnetic resonance (MR) imaging measurements of parotid 

gland in healthy participants at 3T-MR imaging. 

Materials and methods: A total of one-hundred and eight healthy participants were 

prospectively recruited. IVIM MR imaging scan was performed using a 3T-MR scanner, 

and corresponding parameters (perfusion fraction, f; pseudo-diffusion coefficient, 

D*; tissue diffusivity, D) were derived from bi-exponential fitting of IVIM data.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was performed to determin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IVIM MR imaging parameters and age. The parameter difference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participants, or between left and right parotid glands was compared using 

unpaired or paired t test, respectively.   

Results: Excellent inter-reader and intra-reader agreements on the measurements of 

IVIM MR imaging parameters were achieved. Both D and f value correlated inversely 

with the age in both left and right parotid gland (P < 0.05), while D* value not 

(P > 0.05). Male participants had higher IVIM MR imaging parameters than the 

female participants in both left and right gland (P < 0.05).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found on the IVIM MR imaging parameters between left and right 

gland in both male and female participants (P > 0.05).   

Conclusion: The IVIM MR imaging parameters are age and gender dependent, but show 

no difference between left and right parotid gland. Age and gender related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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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uld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in future IVIM MR imaging studies for parotid 

gland.  

 

 

PU-2116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readout-segmented echo-planar 

imaging (EPI) for 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 of the 

orbit in healthy adult: comparison with standard 

single-shot EPI in image quality 

 
Xu Xiao-Quan,Wu Fei-Yun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210029 

 

Abstract 

Purpose: To compare the imaging quality of readout-segmented echo-planar imaging 

(rs-EPI) and that of standard single-shot EPI (ss-EPI) at 3T magnetic resonance 

(MR) imaging of the orbit in healthy subjects. 

Materials and methods: Forty-two volunteers underwent both ss-EPI and rs-EPI 

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 (DWI) of the orbit at a 3T MR unit. Two sets of DW 

images were independently qualitatively scored focusing on the number of 

distinguishable normal structures, fat suppression, ghosting artifact and overall 

image quality. Signal-to-noise ratio (SNR) of the vitreous body, geometric 

distortion ratio (GDR) in both anterior-posterior (AP) and right-left (RL) 

direction, and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ADC) value of the vitreous body and 

pons were also quantitatively calculated and compared between two sets of DW 

images. 

Results: For qualitative assessment, the rs-EPI was superior to ss-EPI on the 

number of distinguishable normal structures (P = 0.0090), ghosting artifact (P < 

0.0001), and overall image quality (P < 0.0001), whil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found on fat suppression (P = 0.7539). For quantitative assessment, rs-EPI had 

significantly lower GDR than the ss-EPI in both AP and RL direction (P = 0.0014 

and 0.0017, respectively). The SNR in rs-EPI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ss-EPI (P = 0.0040). Meanwhile,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n ADC vitreous body 

and ADC pons between rs-EPI and ss-EPI (P = 0.1438 and 0.1262,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The rs-EPI could provide better image quality than standard ss-EPI 

protocol in orbital DWI at 3T MR im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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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117 

Intravoxel incoherent motion MR imaging in the head 

and neck: correlation with dynamic contrast-enhanced 

MR imaging and 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 

 
Xu Xiao-Quan,Wu Fei-Yun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210029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perfusion- and diffusion-related 

parameters from intravoxel incoherent motion (IVIM) and those from dynamic 

contrast-enhanced MR imaging (DCE-MRI) and 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 (DWI) in 

tumors and normal muscles of the head and neck. 

Materials and Methods: We retrospectively enrolled 20 consecutive patients with 

head and neck tumors with MR imaging performed using a 3-T MR scanner. Tissue 

diffusivity (D), pseudo-diffusion coefficient (D*), and perfusion fraction (f) 

were derived from bi-exponential fitting of IVIM data obtained with 14 different 

b-values in three orthogonal directions. We investigate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D, 
f, and D* and model-free parameters from the DCE-MRI (wash-in, Tmax, Emax, initial 

AUC60, whole AUC) and the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ADC) value in the tumor 

and normal masseter muscle using a whole volume-of-interest approach. A Pearson’s 

correlation test was used for statistical analysis. 

Results: No correlation was found between f or D* and any of the parameters from 
the DCE-MRI in all patients or in patients with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P>0.05). 
The ADC was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D values in the tumors (P<0.001, r=0.980) 
and muscles (P=0.013, r=0.542) despite its significantly higher value than 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DC and D showed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with f values in the 
tumors (P=0.017, r=0.528) and muscles (P=0.003, r=0.630), but no correlation with 
D* (P>0.05,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IVIM shows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with model-free perfusion 

parameters derived from the DCE-MRI but is feasible for the analysis of 

diffusivity in both tumors and normal muscles of the head and neck.  

 

 
PU-2118 

椎颈动脉常见病变及动脉 CTA 和 

增强磁共振成像日常工作评价方法 

 
徐雷鸣,王加伟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310009 

 

目的：回顾椎颈动脉常见病变，探讨其动脉 CTA和增强磁共振影像评价及临床应用。方法：对

我院近年遇到的椎颈动脉常见病变进行回顾，结合我院颈动脉狭窄支架植入和动脉斑块剥离手

术，总结动脉 CTA和增强 MRI评价动脉疾患的方法及临床意义。结果：1）颈动脉疾患常见的

是动脉硬化斑块形成，其次是动脉炎、肌纤维发育不良、动脉瘤或夹层形成等。2）对颈动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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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叉狭窄大于 50%的患者，进行动脉 ECST和 NASCET狭窄程度评分，指导手术或支架植入。

3）对斑块稳定性和夹层形成，磁共振显示有帮助。4）术后判断。结论：了解椎颈动脉常见病

变和变异，是进行评价的前提；狭窄评价中，ECST和 NASCET对治疗最有帮助；斑块稳定与否

评价只能作为治疗的参考。  

 

 

PU-2119 

累及颈动脉间隙孤立性肿块的影像表现及鉴别诊断 

 
王建华 

江苏省中医院 210029 

 

摘要：目的 总结和分析累及颈动脉间隙孤立性肿块的 CT和 MRI表现，旨在提高该区域病变术

前诊断准确率。方法 回顾性分析了我院从 2012年 4月至 2016年 12月收治并经病理证实的

36例累及颈动脉间隙孤立性肿块患者的全部资料。结果 36例患者中，神经鞘瘤 14例，颈动

脉体瘤 4例，神经节细胞瘤 1例，腮裂囊肿 10例，血管瘤 2例，脂肪瘤 2例，颈部肌间隙脓

肿 1例，巨淋巴结增生 1例，淋巴结转移 1例。结论 熟悉颈动脉间隙及周围解剖结构，根据

病变位置、形态、强化方式及与邻近血管的关系，CT和 MRI对大部分累及颈动脉间隙孤立性

肿块有较高的定性诊断和鉴别价值。  

 

 
PU-2120 

蝶窦弥漫性大 B 细胞淋巴瘤一例 

 
彭闰梅,郑凌琳,杨亚英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650000 

 

起源于鼻窦的非霍奇金淋巴瘤(NHL)根据肿瘤细胞类型主要分为 NK/T细胞、B细胞两种，其中

大部分为 NK/T细胞起源；B细胞来源非常少见。弥漫性大 B细胞淋巴瘤作为非霍奇金淋巴瘤

中的一种病变，可发生在全身任何部位,最常见的位于胃肠道、上呼吸道等，发生于鼻窦者主

要发生在上颌窦，筛窦少见，蝶窦罕见。本文主要就一例原发与蝶窦的弥漫性大 B细胞淋巴瘤

进行阐述及讨论。  

 

 
PU-2121 

喉癌术前 MSCT 影像评估 

 
王帆

1
,储成凤

2
 

1.泰康仙林鼓楼医院 

2.南京同仁医院 

 

目的：探讨 MSCT对喉癌术前影像评估的应用价值。方法：收集南京同仁医院耳鼻喉头颈外科

2012年-2016年术后病理证实为喉癌的病例 30例，回顾性分析患者术前影像学资料，并与术

后病理进行对照，统计喉癌分期诊断符合率，并对比各种影像学检查（主要是 CT和 MRI）的

优缺点，以发挥各自的优势，为喉癌的诊断总结经验，更准确指导临床治疗。结果：30 例喉

癌患者，其中男性 27例，女性 3例，平均年龄 60.4岁，均收住南京同仁医院头颈外科行手术

治疗，14例行全喉切除术，16例行部分喉切除术，术后病例证实均为鳞状细胞癌，按解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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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声门上型 18例，声门型 5例，声门下型 4例，跨声门型 3例。参照美国癌症联合会

（AJCC）2010年 TNM分期标准进行分期。术前一共行 CT平扫及增强检查 30例，薄层 1mm重

建横断位、冠状位，三维重建肿块与血管的关系。MRI检查 3例，横断位、冠状位 T1WI、

T2WI、STIR，层厚 2mm。30 例患者其中会厌前间隙受侵 16 例，声门旁间隙受侵 10例，前联合

受侵 8例，喉软骨受侵 9例，颈动脉受侵 2例，气管受侵 2例，食管上段受侵 1例，伴有淋巴

结转移 15例，伴有远处转移 1例。术前影像学分期结果与术后病理对照，CT符合率 25/30 约

83.3%，MRI符合率为 100%。结论：MSCT在喉癌术前判定病变分期有很高的应用价值，但还应

与 MRI相结合，互为补充，为临床术式选择及肿瘤治疗方案的制订提供重要依据。 

 

   

 

 
PU-2122 

鼻腔早期小细胞神经内分泌癌 MRI 表现 1 例 

 
夏青,漆婉玲,何玉麟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30006 

 

目的 探讨鼻腔早期小细胞神经内分泌癌(small cell neuroendocrine carcinoma，SNEC)的

MRI表现及鉴别诊断。方法 分析本院 1例鼻腔 SNEC病例并复习相关文献资料。结果 本例

SNEC病例发生于鼻腔位置相对少见，且与一般认为的该病变发现时既已为晚期不同，该例患

者未出现文献报道的“窦壁骨质破坏和新生物导致的窦腔膨胀同时出现”的相对特征表现；本

例鼻腔 SNEC的 MRI表现更多表现于病灶本身的直接征象－左侧鼻腔后壁类圆形结节影，结节

信号均匀，呈等Ｔ１稍长Ｔ２信号，增强呈环形强化。结论 �1、早期鼻腔 SNEC未出“窦壁

骨质破坏和新生物导致的窦腔膨胀同时出现”的相对特征表现时其病灶本身信号及强化有一定

特征。2、鼻腔 SNEC是一种少见的鼻腔原发的恶性病变，与其鼻腔他肿瘤性疾病鉴别困难，需

结合临床及病理综合诊断。 

   

 

 
PU-2123 

朗格汉斯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一例 

 
胡春洪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15006 

 

 

朗格汉斯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Langerhans cell histiocytosis，LCH）属于树突状细胞相

关疾病，较为罕见，病因不明，以多器官组织细胞浸润为特点，病灶内浸润的组织细胞中含有

增殖的病理性朗格汉斯细胞，它可以导致局部或全身的损伤。LCH 具有局部侵袭性生长、治

疗后易复发和全身播散等恶性肿瘤的特征，但又具有不同于恶性肿瘤的特点。笔者报道 1例朗

格汉斯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患者女性，52岁，三年前无诱因下出现头部胀痛伴右耳疼痛及

听力下降、右侧外耳道内有液体流出，头痛症状进行性加重。影像学表现：CT平扫于右侧颞

叶可见一大小约 5.8*3.9cm 的混杂密度灶。头颅 MRI 平扫示右侧中颅窝可见不规则长 T1 短

T2 信号改变，大小约 6*4*4cm,其内可见斑片状长 T2 信号，病灶周围可见大片长 T1 长 T2 水

肿信号，增强后可见病灶边缘不规则强化，扩散加权成像以不均匀高信号为主，邻近脑组织结

构未见明显异常。病理诊断为朗格汉斯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影像学检查可为临床提供 LCH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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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位、大小、性质等，全面了解病灶情况。当遇到儿童患者，影像学表现有骨质破坏而临床症

状较轻，反复发作的中耳炎症状，抗炎或局部滴药不愈，应考虑本病的可能。   

 

 

PU-2124 

颞下颌关节盘移位的 MRI 诊断 

 
滕剑 

江苏省中医药研究院（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210028 

 

目的：分析探讨颞下颌关节盘移位的 MRI诊断价值。 

方法：回顾性选取在我院进行颞下颌关节 MRI检查并临床确诊的颞下颌关节盘移位的 85 例患

者，通过观察张闭口位的斜矢状位及斜冠状位的 MRI图像，分析颞下颌关节盘的形态与位置变

化。 

结果：85例患者 170侧关节盘中 156侧关节盘发生移位，其中双侧关节盘移位 71例，单侧关

节盘移位 14例； 不可复性移位 97侧，关节盘不同程度挛缩变形，呈不规则形，可复性移位

59侧关节盘形态呈双凹形或似蝴蝶结样， 42侧伴关节腔积液，117侧可见颞下颌髁状突骨质

形态异常。 

结论：MRI能够清晰全面显示颞下颌关节盘移位情况和关节盘形态异常，为临床诊治颞下颌关

节紊乱病提供可靠的重要诊断信息。 

   

 

 
PU-2125 

甲状腺乳头状癌的 MRI 表现 

 
徐晶晶,宋彬 

上海市闵行区中心医院 201199 

 

目的：探讨甲状腺乳头状癌的 MRI表现特征，提高甲状腺乳头状癌 MRI诊断水平。 

方法：回顾性分析术前行 MRI检查、术后经病理证实的 50例患者的 62枚甲状腺乳头状癌病灶

的 MRI表现。 

结果：50例患者 62枚甲状腺乳头状癌病灶，单发 42例，多发 8例，右叶 39枚，左叶 20

枚，峡部 3枚，直径均数±标准差为 1.34±0.68cm，95%可信区间（1.16～1.51cm），其中直

径＞1cm有 38枚，占 61%。62枚病灶中类圆形 32枚，不规则形 30枚；ADC值均数±标准差为

1.06±0.026×10
-3
mm

2
/s，95%可信区间（1.01～1.11×10

-3
mm

2
/s）；T1WI呈低信号 50枚，等信

号 12枚；T2WI呈高信号 7枚，略高信号 52枚，等信号 3 枚；延迟环状强化 45枚，团片状强

化 17枚。62枚病灶中 39枚呈流出环征表现，占 63%。 

结论：甲状腺乳头状癌具有相对特征性 MRI表现：T2WI呈略高信号，ADC值＜1.2×10
-3
mm

2
/s，

延迟强化呈流出环征表现，掌握这些 MRI表现有利于提高诊断准确性。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3736 

 

PU-2126 

3.0T 磁共振增强扫描评价电针治疗 Bell 面瘫的价值 

 
何江波,崔利 

上海市宝山区中西医结合医院 201999 

 

研究背景：目前国内外电针治疗广泛用于 Bell面瘫的治疗中，然而其有效性仍处于争论之

中。Bell面瘫患者主要病理改变为面神经水肿，而这可以通过 MRI进行评价。 方法：收集我

院 2014年 8月到 2017年 5月经临床诊断的 32例 Bell面瘫的患者，入选标准为单侧面瘫，年

龄 15~60岁，急性发作，病程在 2天以内，急性期开始行电针治疗(多个穴位)，隔天一次，每

次 20分钟，直到完全恢复或研究终止。并于治疗前后行磁共振增强检查，第二次检查为治疗

后 30到 45天左右。采用西门子 MAGNETOM Verio 3.0T 磁共振，头部专用线圈，扫描序列包

括横轴位 CISS序列（层厚 0.5mm，TR/TE:8.58/3.91ms，FOV:18X18cm，翻转角 50度），Vibe 

T1 序列（层厚 1mm，TR/TE:20/3.69ms，FOV:18X18cm，翻转角 12度）增强前后扫描，进行面

神经各节段信号强度的双侧对比及增强前后对比。分别比较增强前后面神经内耳道底段、迷路

段、膝状神经节、鼓室段及乳突段的信号强度。结果:32例面瘫患者中，男 20例，女 12例，

年龄 15~59岁，左侧面瘫 21例，右侧面瘫 11例。治疗前 CISS序列上患侧与对侧比较信号差

异不明显，粗细差异不明显。治疗前后 CISS序列患侧信号及粗细差异不明显。治疗前增强 T1

检查显示患侧面神经内耳道底段、迷路段及膝状神经节段强化较对侧明显。治疗后临床症状减

轻或消失患侧面神经内耳道底段、迷路段及膝状神经节段强化较治疗前明显减轻或消失。结论: 

3.0T磁共振 CISS序列可以很好显示面神经的形态和走行，但其对于患侧面神经与对侧的差异

显示效果不佳。Vibe T1 序列增强扫描作为一种三维成像技术，对于 Bell面瘫患者患侧面神

经与对侧面神经的差异显示较好，也可以有效评价电针治疗 Bell面瘫的疗效。 

   

 

 

PU-2127 

基于影像解剖头颈咽侧壁病变的分析思路 

 
欧陕兴,欧舒斐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 510010 

 

目的：探讨基于影像解剖的头颈间隙及咽侧壁关系，提高头颈间隙及咽侧壁常见病诊断准确

率，为临床提供决策依据。 

材料与方法 

时间 2014年 5月-2017年 6月之间，收集广州军区总医院住院病人，66例经病理证实头颈间

隙及咽侧病变。男性 45例，女性 11例，年龄 13-68岁。包括：外伤炎症、先天性，良恶性肿

瘤。经过超声，CT及 MRI检查，增强对比及多期扫描。设备：超声、双源 CT、3T-MRI及

PET/CT。 

结果：1.先天性病变：甲状舌骨导管囊肿；颈前异位甲状腺；鳃裂囊肿：第二鳃裂囊肿常见。

喉囊肿；气囊肿及粘液囊肿；甲状腺囊性肿瘤。2.炎性及肿瘤病变：咽旁脓肿；下咽癌；淋巴

瘤；鼻咽部纤维血管瘤；咽旁神经鞘瘤；鼻咽癌；鼻咽部淋巴瘤。肿瘤及咽侧壁病变鉴别：咽

旁间隙肿瘤 44例。良性肿瘤 31例，腮腺深叶与涎腺混合瘤、纤维瘤、神经鞘瘤。恶性肿瘤

13例，表现咽侧壁膨隆。间隙配布及解剖是分析头颈病变关键：1.上下关系管道，包括气

道、食道、神经血管及淋巴管组织。2.前后关系，包括靠前的颌骨，舌骨及颈椎骨，肌肉包括

有靠前后及侧部多块肌肉。3.内外关系，指肌肉间脂肪及筋膜间隙。4.头颈间隙：内脏间隙；

咽后间隙；椎周间隙；颈动脉间隙；颈后间隙。5.咽旁间隙与咽侧壁：咽旁间隙位于咽肌环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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咀嚼肌合腮腺之间深筋膜围成的脂肪间隙，左右各一。咽旁间隙紧邻鼻、口咽侧壁.鼻口咽侧

壁解剖：咽肌环、腭帆张肌、腭帆提肌、咽鼓管、咽隐窝、扁桃体。6.影像特点：单侧病变

多，双侧病变少。内脏间隙病变多，椎周间隙少。咽侧壁先天及炎性病多见。恶性肿瘤少，良

性多。 

结论：解剖定位，征象定性。咽侧壁涉及筋膜、间隙，肌肉，上下联通，前后变窄。先天与炎

性多见，肿瘤少见。肿瘤与咽旁间隙病变鉴别。 

 

   

 

 

PU-2128 

C1-3 哑铃型良恶性肿瘤的影像诊断及价值 

 
欧陕兴

1
,欧舒斐

1,2
 

1.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 

2.广州军区空军 458 中心医院 

 

目的 探讨 C1-3哑铃型良恶性肿瘤分型及定性诊断及指导临床手术前方案制定。方法 收集我

院 2008-2016年经过手术病理证实发生 C1-3哑铃型 9例良恶性肿瘤。采用平片，CT及 MRI等

影像技术进行诊断与鉴别。结果 哑铃型形态学分为三型。良性肿瘤多无骨质破坏及明显的软

组织肿块，恶性肿瘤多有骨质破坏及软组织肿块，肿块多有不规则强化征象。临床外科采用肿

瘤的局部切除加放疗治疗。其中恶性肿瘤术前对病变范围获得准确判断，参与手术方案指导及

制定。短期随访，多数病人未见肿瘤复发。结论 综合影像技术对 C1-3哑铃型肿瘤定性诊断有

决定意义，尤其术前恶性肿瘤准确判断对临床预后具有重要意义。 

   

 

 

PU-2129 

冠状动脉狭窄程度和 QCT 的 BMD 相关因素的定量分析 

 
欧陕兴

1
,欧舒斐

1
,刘盼丽

1
 

1.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 

2.广州空军 458 中心医院 

 

 

目的 探讨 CTA冠状动脉狭窄程度与骨质疏松症严重程度之间相关性，为临床提供冠状动脉血

管狭窄评价的新方法。 

材料和方法 

收集我院 2013年 5月至 2016 年 9月，1040例接受 CTA与 QCT检测。冠状动脉狭窄标准：1.

正常，轻度狭窄（<50%），2.中度狭窄（50%～75%），3.重度狭窄（≧75%）。分正常，轻度

狭窄，中度狭窄，重度狭窄组。QCT美国诊断标准：正常（BMD>120mg/cm
3
）,骨量减低

（BMD=80-120mg/cm
3
），骨质疏松（BMD<80mg/cm

3
）。 

结果 正常组，轻度狭窄组，中度狭窄组，重度狭窄组的骨质疏松症，分别为 42.5%，53.0%，

51.5%，63.6%。年龄，性别，糖尿病，骨质疏松程度，各组别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骨质疏松程度与冠状动脉狭窄程度呈正相关（r=0.145,p<0.05）。正常和轻度狭

窄预测分别 66.3%和 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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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骨质疏松程度与冠脉狭窄程度呈正相关，检测 BMD 易于发现冠心病骨质疏松症，为预测

心血管事件提供筛检新方法。 

   

 

 
PU-2130 

肝癌治疗与骨密度检测的相关性研究 

 
欧陕兴

1
,欧舒斐

1,2
 

1.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 

2.广州空军 458 中心医院 

 

 

摘要：目的 对 1276例 QCT 结果分析，探讨肝肿瘤与骨质疏松相关性，为提供临床新的佐证。

材料和方法 1276例接受 QCT 骨密度（bone mineral density, BMD）检测。根据美国放射学

院定量 CT(QCT)骨密度指南，按照程度将骨质疏松分为：正常（>120mg/cm
3
）,骨量减低（80-

120mg/cm
3
），骨质疏松（<80mg/cm

3
）。分组：正常组，骨量减低组，骨质疏松组。SPSS19.0

软件行统计分析。结果 方差分析和卡方检验统计结果显示：性别，年龄，肝癌与各组之间的

BMD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肝癌与骨质疏松严重程度呈正相关，回归系数为 0.562，相

对危险度（OR）为 1.754。骨量减低组，骨质疏松发病率男女性别之间差异无显著性

（P>0.05）。结论 肝癌易并发骨质疏松症，出现骨质疏松需临床早期进行干预治疗，以减少

骨质疏松症继发性并发症，检测 BMD对指导肝肿瘤的治疗有临床意义。 

 

   

 

 
PU-2131 

 军队师职干部 QCT 骨密度与相关因素研究分析 

 
欧陕兴

1
,欧舒斐

1,2
 

1.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 

2.广州空军 458 中心医院 

 

 

目的：探讨师职干部骨密度高危影响因素与骨密度之间的关系，努力提高军队干部的保健水

平。方法：收集 461例军队师干行 QCT骨密度测量，包括年龄、身高、体重、吸烟、饮酒、糖

尿病病史、胸部 CT检查，以及骨代谢生化指标结果，并行统计学分析。结果：与正常组相

比，骨量减低及骨质疏松组，年龄与骨密度呈负相关，相对危险度，分别为 1.106、1.194，

其余影响因素无统计学意义（P>0.05）；骨量减低组 PINP 值低于正常组（P<0.05）；骨质疏

松组β-CXT、N-MID及甲状旁腺素值，大于正常组及骨质减低组（P<0.05）；正常组与骨质减

低组之间的β-CXT、N-MID 及甲状旁腺素无显著性差异（P >0.05）。结论：QCT检测骨密度

随年龄增加呈递减，BMD结果与骨代谢生化指标之间相关性好，师干的医疗保健意识强，生活

习惯好，骨质密度减低及骨质疏松相关危险因素少，发生骨质疏松症的概率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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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132 

毛细胞型星形细胞癌的 CT、MRI 表现 

 
刘杰 

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450000 

 

 

【摘要】目的 探讨毛细胞型星形细胞瘤的 CT.MRI特征。资料与方法 回顾性分析 26例经手术

病理证实的毛细胞型星形细胞瘤的 CT及 MRI表现。结果 毛细胞型星形细胞瘤影像学表现有以

下特点(1)青少年易发病，20岁以下多见(2)病变好发于小脑；(3)肿瘤呈类圆形，伴有不同程

度囊变（4）肿瘤囊性部分 CT平扫呈低密度，MR T1WI呈明显低信号，T2WI呈明显高信号。肿

瘤实性部分、囊壁及壁结节 CT呈等或稍低密度，MR T1WI呈等或稍低信号，T2WIA呈稍高信

号。增强后肿瘤囊壁不强化或轻度强化，壁结节及实性部分明显强化，囊性部分不强化；(5)

肿瘤边界清楚，瘤周无水肿(6)肿瘤出血与钙化少见。结论 毛细胞型星形细胞瘤在 CT.MRI 上

表现有一定特征，有助于术前与其他肿瘤的鉴别。 

［关键词］星形细胞瘤，毛细胞，磁共振成像，体层摄影术，X线计算机   

 

 
PU-2133 

儿童髓母细胞瘤的 MRI 和 CT 诊断 

 
段修华 

上海市儿童医院、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00062 

 

目的 探讨儿童髓母细胞瘤的 MRI和 CT诊断效果；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5年 1月-2015 年 12

月我院收治的儿童髓母细胞瘤患儿 15例，分别使用 MRI和 CT诊断，分析其影像学诊断及结

果；结果 以病理学检查结果为标准，CT检查 9例诊断为髓母细胞瘸，MRI检查 14例诊断为髓

母细胞瘸，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儿童髓母细胞瘤的诊断过程当中，MRI 检查

效果显著优于 CT检查，能够提供诊断准确率，并为临床治疗提供可靠依据。 

   

 

 

PU-2134 

可逆性胼胝体压部病变综合征 1 例 

 
黄德尤,陆玉敏,唐海妹 

右江民族医学院附属医院 533000 

 

患者，男性，47岁，患者及家属述患者于早上上班时突发眼前一过性黑蒙，随之突然晕倒在

地，言语不能，同事将其送往我院急诊科就诊，约 2小时后意识恢复，但仍诉头晕、头痛，全

头持续性隐胀痛。伴咳嗽、咳痰，全身乏力，有畏寒、发热，无四肢抽搐、大小便失禁等不

适。病后精神、食欲差。既往体健，偶有饮酒病史，3天前有感冒病史。 

头颅 MRI平扫示胼胝体压部见一斑片状异常信号，病变在 T1WI呈低信号，在 T2WI呈高信号，

在 FALIR呈高信号。诊断考虑：可逆性胼胝体压部病变综合征，建议结合临床并随访复查除外

急性脑梗死。治疗三日后行头颅 MRI平扫示胼胝体压部病变信号较前明显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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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可逆性胼胝体压部病变综合征（RESLES），既往也称为伴有胼胝体压部可逆性病变的轻

度脑炎/脑病，其被认为是一种伴有临床特殊进程的临床影像学综合征。MRI检查发现本病是

一种至少累及胼胝体压部的短暂的可逆性水扩散受限的病变，同时临床伴有可逆性的症状如谵

妄、意识障碍及抽搐或癫痫等神经系统症状，儿童及青少年多见，病程有自限性，患者预后良

好。 

鉴别诊断： 

1、胼胝体变性：中老年男性、长期酗酒患者多见。MRI表现为胼胝体体部、膝部局限性或弥

漫性异常信号，呈长 T1长 T2信号，双侧对称分布，较少累及胼胝体压部，并可见强化，慢性

期表现为胼胝体萎缩、囊变。给予维生素治疗后有所好转。 

2、急性播散性脑脊髓炎：MR表现为肺对称性分布的 T2WI高信号，明显强化，恢复需要几

周，RESLES对称性分布，无强化，恢复需要几天，无特殊治疗。 

3、后部可逆性脑病综合征：常有原发性疾病如高血压、子娴或先兆子痫等。MR表现为颅脑后

部（顶枕叶多见）T2WI及 FLAIR高信号，DWI等或低信号。 

4、胼胝体梗死：老年人发病多见，体部、膝部发病多见。 

5、肾上腺脑白质营养不良：遗传性疾病，呈进展性，MR表现为对称性双侧脑白质累及，呈稍

长 T2信号，DWI呈高信号，周边强化。 

 

   

 

 

PU-2135 

The study of the medial temporal lobe perfusion 

changes in patients with temporal lobe epilepsy in 

interictal period by DSC perfusion imaging 

 
Chen Ziqian,Fu Liyuan 

Medical Image Center of Fuzhou General Hospital of Nanjing Military Command 350025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medial temporal lobe perfusion changes in patients 

with temporal lobe epilepsy（TLE）in interictal period using dynamic 

susceptibility contrast enhanced（DSC） perfusion imaging. Methods 15 patients 

with pathologically confirmed right-handed TLE and matched 15 cases normal control 

were underwent DSC examination. Reconstructed the relative cerebral blood volume

（rCBV）and relative cerebral blood flow （rCBF）using the workstation software，

selected on both sides of the medial temporal lobe as region of interest 

combinedwith high-resolution anatomical image, then calculated the rCBV values, 

rCBF values and asymmetry index（AI），and compared the value between the the TLE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Results 1、The rCBV and rCBF values in medial 

temporal lobe in normal control group show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2、The rCBV and rCBF values in medial temporal lobe in affected side were lower 

than opposite side in TLE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3、The AIrCBV、AIrCBF in TLE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e normal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 4、AIrCBF and 

AIrCBV values in medial temporal lobe of TLE patients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disease course. Conclusion The rCBV and rCBF values were decreased in medial 

temporal lobe in patients with TLE in interictal period，the blood perf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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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s correlated with disease course in TLE patients，The longer the duration, 

the higher the perfusion asymmetry.  

 

 

PU-2136 

真菌性鼻窦炎的影像诊断分析思路 

 
鲜军舫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100730 

 

专题讲座投稿。真菌性鼻窦炎是临床上较常见的病变，根据是否含有真菌组织侵袭以及宿主的

免疫状态，将真菌性鼻窦炎根据临床表现、治疗方案不同分为急性暴发型、慢性侵袭型、真菌

球和变应性真菌性鼻窦炎 4种类型，前两者属于侵袭性，后两者属于非侵袭性。侵袭性真菌性

鼻窦炎的病理学特点为菌丝侵犯鼻窦黏膜、血管、骨质等结构，而非侵袭性无此特点。主要致

病菌为曲霉菌、毛霉菌，侵袭性以毛霉菌多见，非侵袭性以曲霉菌多见。真菌球表现：1. 绝

大多数单一窦腔发病，上颌窦最常见，其他依次为蝶窦、筛窦，额窦受累罕见。2. 真菌菌丝

T1WI表现为低或等信号，T2WI为极低信号，甚至无信号，增强后无强化。3. 多伴有窦腔内炎

症，T1WI多表现为低或等信号，T2WI通常表现为高信号，边缘有明显强化。  

 

 

PU-2137 

3T-MRI 泪腺定量测量在 Graves 眼病诊断及分期中的辅助价值 

 
胡昊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10029 

 

 

目的 探讨 3T-MRI泪腺定量测量在 Graves眼病（Graves’ophthalmopathy, GO）诊断及分期

中的辅助价值。方法 对 Graves眼病患者组与正常对照组行 3.0T MRI眼眶扫描，分别测量泪

腺轴位及冠状位长径、短径、截面积、泪腺体积、泪腺与同侧颞肌信号强度比（signal 

intensity ratio, SIR），比较各定量参数的组间差异，进一步采用 ROC曲线法分析组间比较

有差异的泪腺定量参数的诊断效能。结果 GO组泪腺各定量测量参数除冠状位长径外均明显大

于正常对照组（P<0.05），以轴位及冠状位短径增大为著。GO活动期组较非活动期组仅泪腺/

颞肌 SIR明显增大（P<0.05）。以泪腺/颞肌 SIR ≥ 2.49 指导 GO分期，可获得较理想的联合

敏感度（65.4%）及特异度（67.5%）。结论 3T-MRI泪腺定量测量对 GO的诊断及分期具有一

定辅助价值。   

 

 
PU-2138 

CBCT 对根横折检测情况的系统评价 

 
林梓桐 

南京市口腔医院（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 210008 

 

[摘要] 目的：评价 CBCT对根横折检测情况,为临床应用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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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通过计算机及手工检索 pubmed、web of knowledge 数据库，搜集有关 CBCT对根横折

检测的离体试验,评价纳入文献的质量并进行系统评价。 

结果：共检索出 30 篇文献,有 7 篇符合纳入标准, 实验总牙数 338颗，其中 3 篇为关于未

经内科治疗的牙横折的试验, 4篇为关于已行内科治疗的牙横折的试验。Meta 分析结果显示, 

CBCT对未经内科治疗的牙的根横折诊断可靠性较高（阳性比值比 17.2 [10.8,27.3] ，阴性比

值比 0.06 [0.04, 0.10]）。CBCT对经内科治疗的牙根横折诊断不够可靠（阳性比值比 2.2 

[1.3, 3.9] ，阴性比值比 0.58 [ 0.44,0.76]），不如对未经内科治疗的牙根横折的诊断。

另外，在非内科治疗组 CBCT 的体素小（<＝0.1mm）的亚组与体素大（>0.1mm）的亚组相比，

诊断可靠性提高不显著，但在内科治疗组体素小（<＝0.1mm）的亚组诊断可靠性则明显提高。 

结论：CBCT目前对未经内科治疗诊断可靠性较高，而对经过内科治疗的牙根横折诊断可靠性

较低，后者仍有待进一步研究。但在经过内科治疗组，CBCT的体素小时，诊断的可靠性明显

提高，故对于已行根管治疗的牙而言，临床怀疑根横折时，可以采用较小体素值检查。 

   

 

 
PU-2139 

脑内型表皮样囊肿的 MRI 表现及相关病理学基础 

 
欧光乾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 646000 

 

目的：探讨脑内型表皮样囊肿的 MRI表现，以及与病理改变的相关性，以提高其术前 MRI 诊断

准确性。材料与方法：搜集西南医科大学经手术病附属中医医院经病理证实的脑内型表皮样囊

肿 8例，回顾性分析其 MRI 表现及相关病理学基础，其中男性 5例，女性 3例，年龄 29 岁~67

岁，平均年龄 43岁。8例均行 MRI平扫与增强扫描，平扫序列包括 T1WI、T2WI、FLAIR、

DWI，其中 5例行 MR波谱（magnetic resonance spectroscopy MRS）分析。扫描设备为 GE 

Signa HDx 1.5T 核磁共振成像系统。结果：8例均单发，4例位于小脑半球，2例位于额叶，

1例位于颞叶，1例位于小脑半球及枕叶跨天幕生长。病灶形态不规则，边界较清晰，无灶周

水肿；T1WI以低信号为主，混杂少许条状、斑片状高信号；T2WI呈高信号；FLAIR以低信号

为主，周围可见带状略高信号；DWI为高信号；6例病灶未强化，2例病灶部分边缘轻度强

化；5例 MRS病灶区 Cho/Cr 均与正常脑组织接近，均值为 1.05±0.42。镜下病理改变，囊壁

为角化或非角化鳞状上皮，囊内为胶状碎屑、固态胆固醇结晶及其他类脂质成分。结论：表皮

样囊肿的病理学基础确定了其特征性的 MRI表现，尤其是 DWI及 MRS，充分认识其 MRI表现与

病理改变的相关性能提高其术前诊断及鉴别诊断准确性。  

 

 
PU-2140 

原发性鼻腔淋巴瘤的临床与 CT 表现分析 

 
鲁际 

1.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 

2.三峡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 

 

【摘 要】 目的 回顾性分析原发性鼻腔淋巴瘤的临床表现与 CT特点，探讨鼻腔淋巴瘤相

对特异的表现。方法 回顾性分析 21例病理证实的原发性鼻腔淋巴瘤的临床、病理及 CT表

现。结果 21例原发性鼻腔淋巴瘤病理上均为非何杰金淋巴瘤(NHL)，其中 9例为 NK/T 细胞淋

巴瘤，4例为 T细胞淋巴瘤，2例为 B细胞淋巴瘤，1例为鼻粘膜相关淋巴瘤，5例未分型。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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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原发性鼻腔淋巴瘤多发生于鼻腔前部外侧壁，主要累及中下鼻甲，肿块多沿鼻甲形状蔓延

生长；15例发生于单侧，6例发生于双侧；16例密度均匀，5例密度不均。增强扫描呈轻中度

不均匀强化；鼻前庭皮肤受累 8例；NK/T细胞淋巴瘤中骨质破坏 3例，6例未见明显骨质破

坏，2例 B细胞淋巴瘤中鼻甲及钩突骨质部分吸收，鼻窦受累 9例；经放、化疗后 19例好

转，其中 2例行单纯化疗先好转后复发，1例未愈，1例放弃治疗。结论 CT发现单侧鼻腔前

部肿物，主要位于中下鼻甲，密度均匀，鼻前庭皮肤受侵，应考虑鼻腔淋巴瘤的可能。CT能

直接全面地显示病变的侵犯范围及程度，淋巴结受累的情况，结合临床表现及并发症的观察，

可以做出较为可靠的诊断，并对治疗及疗效评估、随访提供帮助。 

   

 

 
PU-2141 

脑膜瘤瘤周水肿发生机制探讨 

 
莫小军 

解放军成都军区总医院 610083 

 

目的：探讨脑膜瘤瘤周水肿的发生率、严重程度与肿瘤大小、发生部位及肿瘤病理类型、脑膜

瘤供血动脉、受累大动脉及静脉窦情况的相关关系。 

方法：回顾性分析 63例经病理证实为脑膜瘤 CT资料，所有病例通过 320排 CT增强获得纯动

脉期、纯静脉期图像，获得肿瘤的供血动脉、受侵大动脉及静脉图像，结合肿瘤位置、大小及

病理类型分析脑膜瘤发生率，统计分析瘤体、水肿体积及水肿指数。 

结果：①.63 例脑膜瘤瘤周水肿随着肿瘤体积增大发生率逐渐增大，随肿瘤体积增大，EI降

低。②.前颅窝底、大脑镰旁、大脑凸面及蝶骨嵴脑膜瘤伴发瘤周水肿比例比较高，其中前颅

窝底发生水肿比例最高，与其他部位比较，蝶骨嵴脑膜瘤瘤周水肿的 EI最高；后颅窝底瘤周

水肿发生率及 EI最低。③.脑膜瘤发生瘤周水肿发生率与供血动脉关系，颈内、外动脉混合供

血较单纯颈外动脉高，颈外动脉较颈内动脉发生率高；而与周围推挤，包埋大血管无明显统计

学关系；④.脑膜瘤以 WHO I 为主，其中又以脑膜皮细胞型、纤维型、过渡型为主，脑膜瘤瘤

周水肿以过渡型及血管瘤型发生率较高，脑膜瘤 WHO II较 WHO I型瘤周水肿发生率高。 

结论：脑膜瘤瘤周水肿发生与病灶位置，大小、供血动脉及病理类型密切相关。  

 

 
PU-2142 

64 层螺旋 CT 在鉴别甲状腺结节良恶性中的应用价值 

 
王克英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221000 

 

摘要］ 目的：探讨 64 层螺旋 CT在鉴别甲状腺结节良恶性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回顾性

分析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2017年 1月至 2017年 6月 87 例经手术病理证实的甲状腺结节病

变患者的 CT图像特征（结节的数目、边界、形态、囊变、钙化、密度、与周围组织结构关

系、强化环是否中断及有无肿大淋巴结）。结果：甲状腺良恶性结节在数目、边界、形态、钙

化、与周围组织结构关系、强化环是否中断及有无肿大淋巴结 CT特征上有显著的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甲状腺结节病变患者的 64层螺旋 CT的特征对鉴别结节的良

恶性具有重要的临床应用价值。摘要］ 目的：探讨 64层螺旋 CT在鉴别甲状腺结节良恶性中

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回顾性分析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2017年 1月至 2017年 6 月 87 

例经手术病理证实的甲状腺结节病变患者的 CT图像特征（结节的数目、边界、形态、囊变、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3744 

 

钙化、密度、与周围组织结构关系、强化环是否中断及有无肿大淋巴结）。结果：甲状腺良恶

性结节在数目、边界、形态、钙化、与周围组织结构关系、强化环是否中断及有无肿大淋巴结

CT特征上有显著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甲状腺结节病变患者的 64层

螺旋 CT的特征对鉴别结节的良恶性具有重要的临床应用价值。  

 

 

PU-2143 

Spontaneous Recovery after Chronic Spontaneous Spinal 

Epidural Hematoma: a Case Report 

 
刘连生,Longfei Wen,Shuqi Chen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510405 

 

A spontaneous spinal epidural hematoma is a rare clinical emergency. We report the 

case of a 65-year-old man who presented with acute neck pain, paraparesis, and 

urinary retention after a neck massage. At a tertiary hospital in Hong Kong, he 

was misdiagnosed with an ischemic stroke and received thrombolytic therapy. Then 

upon transfer to our hospital, cervic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detected 

an epidural hematoma at the C2-C5 level. Usually, urgent decompression surgery is 

recommended. The patient was diagnosed with a spontaneous spinal epidural hematoma 

on the eighth day after the onset of symptoms. He had a progressive recovery from 

the paraparesis, and so was managed conservatively and completely recovered after 

a month. Although our patient had a complete recovery at the end, due to the 

irreversibility of spinal cord injury, correct and timely diagnosis, followed by 

urgent decompression surgery was recommended. 

   

 

 

PU-2144 

鼻腔鼻窦恶性肿瘤 69 例 CT 征象分析 

 
周辉,王波 

贵阳市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550004 

 

【摘要】目的：探讨鼻腔鼻窦恶性肿瘤（Sinonasal malignancies，SNM）69例 CT征象及差

异性，重点分析恶性黑色素瘤 CT征象。方法:回顾性分析 2011年 1月~2016年 12月期间，贵

州医科大学医院确诊为 SNM 69例的 CT征象。对肿瘤位置、侧别、形态、累及范围、骨质情况

以及 CT征象进行统计学分析以及与 NK/T淋巴瘤、鳞状细胞癌、恶性黑素瘤的相关性。结果：

鼻窦鼻腔恶性肿瘤原发位置、侧别、肿瘤形态、肿瘤累及范围、CT表现在 NK/T淋巴瘤、鳞状

细胞癌、恶性黑色素瘤患者之间有显著性差异（P<0.05）。骨质情况在三种病理分类间的差异

不显著（P>0.05）。与 NK/T 淋巴瘤相比，形态规则、轻中度强化是诊断恶性黑色素瘤的可靠

征象；与鳞状细胞癌相比，肿瘤累及范围未突破、形态规则、CT平扫密度均匀以及轻-中度强

化是诊断恶性黑色素瘤的可靠征象。结论：鼻腔鼻窦恶性肿瘤 NK/T淋巴瘤、鳞状细胞癌、恶

性黑色素瘤三者之间 CT征象有明显差异性，如肿瘤累及范围、肿瘤形态、CT平扫密度以及强

化方式对三种鼻腔鼻窦恶性肿瘤 NK/T淋巴瘤、鳞状细胞癌、恶性黑色素瘤的诊断具有一定参

考价值。当 CT增强早期扫描恶性黑色素瘤，大部分病灶中出现迂曲走行的小供血动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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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145 

结合临床视角分析口腔颌面部肿瘤影像学表现 

 
杨军乐 

西安市中心医院 710003 

 

目的：结合临床视角分析口腔颌面部肿瘤影像学表现特点 

方法：对口腔颌面部肿瘤患者手术治疗或其他干预治疗前，通过详细的询问病史、体格检查，

选择最佳的影像学检查方法，分析影像学表现特点，为治疗提供尽可能丰富、详实的资料。 

结果：收集 65例口腔颌面部肿瘤患者资料。良性肿瘤 23例，生长方式多为膨胀性或外生性，

表现为球形、分叶状、椭圆形、结节状等，如面颊部血管瘤，触诊质软、大小可随体位改变而

变化，MR具有较高的软组织分辨率，可清晰显示病变的范围和渐进性增强方式，而 CT则对病

变内静脉石的显示中具有明显优越性，二者结合可作出准确诊断，又可准确显示病变累及范

围；恶性肿瘤 42例，大多数呈浸润性生长，部分为外生性生长，伴有坏死、出血、皮肤或粘

膜溃疡等，可发生相应引流区域淋巴结转移或远处转移，如颊粘膜癌，视诊颊粘膜肿块伴表面

溃疡，行 CT扩大范围增强扫描可显示病变侵及范围和增强方式，以及明确颈部有无淋巴结转

移等。 

结论：影像学检查方法是口腔颌面部疾病重要的辅助检查方法，根据病变的临床特点来选择合

适的影像学检查方法、优化扫描方案，可提高影像学诊断的准确性，为临床治疗计划的制定提

供有力依据。 

  

   

 

 
PU-2146 

颅内孤立性纤维性肿瘤/血管外皮细胞瘤的 MRI 表现 

 
刘建宜,曹代荣,邢振,佘德君,林禹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5 

 

目的：分析颅内孤立性纤维性肿瘤/血管外皮细胞瘤（SFT/HPC）的 MRI表现，以提高对本病的

认识。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 2008年 10月至 2016年 11月经病理证实的 22例 SFT/HPC的影

像资料，所有患者均行常规 MRI平扫+增强检查，18例行扩散加权成像（DWI）检查。对行 DWI

检查的强化病灶及对侧正常白质分别测量 ADC值，并统计分析。患者发病年龄 20～77岁，中

位年龄 44岁；男 12例，女 10例。结果：肿瘤最常起源于大脑镰（8/22），其次是小脑幕

（3/22）。肿瘤以分叶状为主（17/22），大小为（5.4±1.80）cm，瘤周多有明显水肿

（18/22）。肿瘤在 T1WI上呈等-稍低信号，在 T2WI上呈稍高信号，肿瘤内及肿瘤周围可见血

管流空影（17/22），肿瘤内多见囊变和坏死（13/22），肿瘤 ADC值多高于对侧正常白质 ADC

值（16/18），增强后肿瘤多为不均匀显著强化（17/22），脑膜尾征少见（4/22）。结论：

SFT/HPC缺乏特征性 MRI表现，但 MR检查能较好的显示肿瘤的位置、肿瘤内血管、囊变和坏

死等，同时，ADC值的测量也有助于该病的鉴别诊断，有利于指导制定手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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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147 

磁共振扩散张量成像在大鼠 C6 脑胶质瘤分级中的应用研究 

 
李香营 

1.海口市人民医院 

2.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附属海口医院 

 

目的 探讨磁共振扩散张量成像(DTI)参数部分各向异性分数(FA)值在鼠脑胶质瘤分级中的应用

价值。方法 67只雌性 Wistar 大鼠随机分成实验组 57只，对照组 10只，所有成活大鼠分别

在接种后第 1～2周（22只）和 3～4周（35只）行 3.0T DTI 检查，增强方式采用尾静脉注射

钆喷替酸葡甲胺（Gd-DTPA）2.5～3ml/kg，增强序列为常规轴位 T1WI和 T1-3D-IR-FSPGR序

列。DTI原始数据均由 GE公司 ADW4.4后处理工作站的 Function Tool 软件进行,首先消除图

像噪声,经工作站自动计算产生 FA 图,并进行图像配准,获得瘤体感兴趣区(ROI)的 FA 值，并

与病理结果对照。结果 实验组 57只大鼠均成功完成 MRI扫描，其中低级划胶质瘤(WHO I～II

级)18只，高级别胶质瘤(WHO III～IV级)39只。低级别胶质瘤体积相对较小，信号均匀，增

强后多呈轻度均匀强化。高级别胶质瘤肿瘤体积多较大，信号不均匀，增强后多以明显不均匀

强化或环状强化为主。DTI 显示瘤体高级别胶质瘤瘤体 FA 值为（0.167 ± 0.035），低级别

胶质瘤瘤体 FA值为（0.147 ± 0.015），两组结果经两独立样本 t检验分析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t=2.34,P<0.05）（图 1）。10只对照组大鼠 MRI扫描检查未见异常信号。结论 磁共振扩

散张量成像参数 FA值可以为术前胶质瘤分级提供准确可靠、无创的影像学信息。  

 

 
PU-2148 

多 b 值 DWI 联合 PSA 评估前列腺癌内分泌 

治疗效果及相关性研究 

 
李香营 

1.海口市人民医院 

2.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附属海口医院 

 

目的 探讨多 b值 3.0T磁共振弥散加权成像联合血清 PSA在前列腺癌（PCa）患者内分泌治疗

前后疗效评估中的应用价值，并研究 ADC值与血清 PSA的相关性。方法 40例经手术病理或穿

刺活检确诊的 PCa患者，在接受内分泌治疗前后分别检测血清 PSA水平和进行 b值=300,800

和 1000 s/mm2DWI扫描，并根据 DWI测量不同 b值条件下 PCa区 ADC值，观察内分泌治疗前后

血清 PSA变化及不同 b值条件下 ADC值的变化情况，并研究 ADC值与血清 PSA的相关性。结果

1）40例 PCa患者接受内分泌治疗前后血清 PSA分别为 (35.63±20.91)ng/ml、(5.98士

3.84)ng/m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2）不同 b 值条件下，40例 PCa患者接受内分泌

治疗前 ADC值分别为（1.06±0.06）×10-3 mm2/s，（0.83±0.04）×10-3 mm2/s，

（0.73±0.03）×10-3 mm2/s；治疗后 ADC值升高，分别为（1.33±0.09）×10-3 mm2/s，

（1.16±0.09）×10-3 mm2/s，（1.10±0.08）×10-3 mm2/s，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3）Pearson相关分析显示 PCa患者接受内分泌治疗前 ADC值与血清 PSA呈负相

关（r300=-0.58, P<0.01; r800=-0.60, P<0.01; r1000=-0.66, P<0.01）。内分泌治疗后

ADC值与血清 PSA亦呈负相关（r300=-0.55, P<0.01; r800=-0.52, P<0.01; r1000=-0.61, 

P<0.01）。结论 不同 b值条件下，PCa患者内分泌治疗后 ADC值升高，与 PSA水平均呈负相

关，以 b值=1000 s/mm2相关性最明显；DWI联合血清 PSA 可作为监测与评估 PCa疗效的手

段，更好地指导临床治疗 P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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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149 

磁共振 3D-pcASL 灌注成像结合 DWI 鉴别超急性 

与急性缺血性脑梗死 

 
陈飞,戴真煜,姚立正,董从松 

盐城市第三人民医院 224005 

 

目的 探讨磁共振三维伪连续动脉自旋标记（3D-pcASL）灌注成像联合 DWI序列鉴别超急性与

急性缺血性脑梗死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 回顾分析我院 20例超急性期（A组）和 36例急性

期（B组）缺血性脑梗死患者的 MRI图像。在梗死最大层面测量 3D-pcASL序列脑血流（CBF）

的异常灌注面积（SCBF）和 DWI图上异常高信号面积（SDWI），并计算理论缺血半暗带（IP）。

比较梗死核心（IC）、IP区 CBF和 ADC与对侧的差异，分析病灶-对侧相对值（rCBF、rADC）

在两组间的差异。结果 IC 区高灌注 3例（A组 0例，B组 3例），IC区等灌注 9例（A组 1

例，B组 8例），IC区低灌注 44例（A组 19例，B组 25例）。SCBF＞SDWI 41例（A组 19 例，B

组 22例），SCBF≈SDWI 15例（A组 1例，B组 14例）。IC 区的 CBF和 ADC值在两组中均较对侧

降低（P<0.05）。两组理论 IP区的 CBF值和 A组理论 IP区的 ADC值均低于对侧（P<0.05）。

A组 IC区的 rADC高于 B组，相反，A组理论 IP区的 rCBF、rADC低于 B组（P<0.05）。结论 

临床可联合应用 3D-pcASL和 DWI序列对发病时间不具体的急性缺血性脑梗死进行鉴别诊断，

从而有助于及时合理的选择个体化治疗方案。  

 

 
PU-2150 

Cue-Induced reactivity of brain in abstinence and 

methadone maintenance treatment for heroin addiction: 

an event-related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study 

 
Wei Xuan,Chen Jiajie,LI Qiang,Wang Wei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Tangdu Hospital， The Fourth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710038 

 

PURPOSE 

We applied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 to investigate the 

subjective craving and brain response to heroin-related cues in heroin-dependent 

males. We also try to seek how the heroin-related cues impact the addicts, 

localize the heroin craving related brain regions, and try to supplement on the 

theory of the cerebral responses to the heroin cues. 

METHOD AND MATERIALS 

Sixteen heroin-dependent subjects and 15 demographically matched healthy controls 

completed an event-related fMRI task including heroin-related and neutral cues. 

The fMRI data were acquired by a 3T MRI system and preprocessed and statistically 

analyzed by the Matlab 7.5, SPM5 software package. Self-reported craving scores 

were collected before and after the task. For the heroin-dependent subjects, 

correlation analyses were performed on craving changes and the difference in fMRI 

responses between heroin-related and neutral images for each region of interest 

(ROI) which was determined by the comparison between heroin addicts and heal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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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s under the condition (heroin-related vs. neutral cues). Correlation 

analyses between characteristics of heroin use (the daily heroin dose, the total 

amount of heroin used and heroin history) and the difference in fMRI response 

between heroin-related and neutral images for each ROI were also performed. 

RESULTS 

Direct comparis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showed that brain activation to heroin-

related minus neutral cues was significantly greater for heroin group in the 

bilateral nucleus accumbens, subcallosal gyrus, caudate, putamen, medial dorsal 

thalamus, periaqueductal gray, medial frontal cortex, superior frontal gyros, 

inferior frontal gyrus, parahippocampal gyrus, amygdala,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ACC) and left hippocampus, posterior cingulate cortex. No greater 

activation was found in the control group compared with heroin group. The total 

heroin duration was respectively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activation of left 

ACC and amygdala. 

CONCLUSION 

We have further approved that the prefrontal, mesocorticolimbic regions and 

thalamu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visual heroin-related cue induced reactivity in 

heroin addicts and long-term heroin use impair the brain regions implicated in 

cognitive control and affective processes. 

   

 

 
PU-2151 

DWI 及 DTI 定量参数鉴别子宫内膜浆液性腺癌 

和内膜样腺癌的临床初探 

 
田士峰,刘爱连,李烨,鞠烨,陈丽华,陈安良,宋清伟,黄侃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6011 

 

目的 初探 DWI及 DTI定量参数对子宫内膜浆液性腺癌（SA）和宫内膜样腺癌（EA）的鉴别价

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 33例经手术病理证实为子宫内膜癌（EC）的患者资料，其中 SA 13 例，

EA 20例。由两位观察者分别测量两组病灶实质区 DWI的 ADC值，以及 DTI的 ADC（ADC
T
）值

和各向异性分数（FA）值，检验两位观察者测量结果的一致性，比较两组病灶各自 ADC和 ADC
T

值的相关性，比较两组病灶间各参数值的差异，评估各参数值鉴别两组病灶的效能。结果 两

位观察者测量各组数据的一致性很好（ICC>0.75）；两组 ADC、ADC
T
、FA值分别是：SA 组

（0.91±0.10）×10
-3
mm

2
/s、（0.93±0.10）×10

-3
mm

2
/s、0.18±0.06，EA组（1.10±0.11）

×10
-3
mm

2
/s、（1.14±0.14）×10

-3
mm

2
/s、0.14±0.02；SA组和 EA组各自的 ADC、ADC

T
值高度

相关（r=0.812和 0.858，P=0.001和 0.000）；SA组的 ADC和 ADC
T
值均小于 EA组，差异均具

有统计学意义（t=-4.999和 4.590，P=0.000和 0.000）；SA组的 FA值大于 EA组，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t=2.394，P=0.031）；ADC、ADC
T
、FA值鉴别两组病灶的 AUC分别为 0.885、

0.896、0.700，ADC值≥1.02×10
-3
mm

2
/s，ADC

T
值≥1.04×10

-3
mm

2
/s，FA值≤0.18 为预估 EA

的界值，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85.0%和 92.3%、85.0%和 92.3%、53.8%和 100%。结论 DWI和

DTI均可提供有效鉴别 SA和 EA的定量参数，DTI可提供 ADC
T
、FA两个参数，其中 ADC

T
与 DWI

序列的 ADC值高度相关，FA 值的特异度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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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152 

比较行 HAART 与否的 HIV 合并新型隐球菌 

脑膜脑炎的 MRI 表现 

 
鲁植艳,李航,丁勋,汪明月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430071 

 

目的:探讨行 HAART与未行 HAART治疗的 HIV合并新型隐球菌脑膜脑炎的 MRI表现差异。 

方法：回顾性分析 13例艾滋病合并新型隐球菌脑膜炎患者的 MRI和临床资料。按照并发新型

隐球菌脑膜炎时是否已行高效抗反转录病毒治疗(HAART）分为 2组，分析两组患者脑 MRI表

现，探讨其差异。 

结果：行 HAART组 4例中出现典型脑膜强化 2例（50%)；脑实质结节性肉芽肿 2例（50%)；脑

实质损害灶、缺血灶 4例（100%)。未行 HAART组 9例中出现血管周围间隙增宽、胶状假囊 7

例（77.78%），脑实质损害灶、缺血灶 6例（66.67%）；结节性肉芽肿 1例（11.11%），脑膜

强化 0例。 

结论：行 HAART组 MRI表现以典型脑膜强化和脑实质结节性肉芽肿为特点，未行 HAART组 MRI

表现以血管周围间隙增宽及胶状假囊较为典型，病灶主要分布于双侧基底节区。 

【关键词】艾滋病；新型隐球菌；脑膜脑炎；磁共振成像；高效抗反转录病毒治疗； 

   

 

 
PU-2153 

静息态功能磁共振研究未治疗首次发作重症抑郁症患 

者默认网络功能连接 

 
郁仁强

1
,吕发金

1
,高玉军

2
,张志伟

1
,彭刚

1
,杜莲

1
,刘欢

1
 

1.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广西医科大学 

 

目的 运用静息态功能磁共振（resting-state function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rs-

fMRI）技术，结合种子点功能连接方法来探讨未治疗首次发作重症抑郁症患者默认网络

(default mode network,DMN)的功能连接特点。方法 对 16例患者和 19例年龄，性别，受教

育年限相匹配的健康对照组行 rs-fMRI扫描，运用基于种子点功能连接方法，提取脑 DMN 相关

脑区，选择功能连接显著差异脑区(p<0.01)作为感兴趣区（region of interest,ROI），并行

ROI脑区功能连接强度与其汉密尔顿抑郁量表评分及发作时间做直线相关分析。结果 以后扣

带回做 ROI种子点，患者组功能连接正相关脑区有双侧楔前叶、左侧内侧和旁扣带回、右侧内

侧额上回、左侧背外侧额上回；对照组与种子点功能相关的脑区分布于双侧楔前叶、右侧角

回、 双侧额中回；与正常对照组相比,患者组 DMN在左内侧额上回脑区功能连接强度值显著

减低(p<0.01)。患者组右侧额上回功能连接强度值与其汉密尔顿抑郁量表评分(r=-

0.084,p=0.756)、发作时间(r=-0.116,p=0.670)与不相关。结论 未治疗首次发作重症抑郁症

患者存在默认网络功能连接异常，但未发现其与患者的病情严重程度和发作时间有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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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胎儿颅脑半侧巨脑畸形的磁共振诊断 

 
孙惠苗,杨宏 

山西省儿童医院 030013 

 

目的 分析胎儿颅脑半侧巨脑畸形 (HME) 磁共振成像 (MRI) 图像特点，以提高对 HME 的认

识。方法 对 3例分别为 25+1周、29+3周、34周胎儿产前超声诊断颅脑发育异常，行 MRI检

查确诊半侧巨脑畸形，总结其 MRI特征性表现。结果 MRI 特征性表现：(1)一侧大脑半球部

分或全部弥漫性增大，至少一个脑叶，大脑中线向对侧移位。(2)病变侧大脑皮质增厚，脑回

宽大、脑沟浅，灰白质交界模糊不清，常合并无脑回、巨脑回、多微脑回畸形。(3) 患侧脑室

扩大，表现为侧脑室额角伸直，指向前上方的一种特征性改变。偶尔患侧脑室变小。(4)枕叶

征是指病变侧枕叶明显增大并越过中线至对侧大脑半球，被认为是诊断本病的特异性征象。(5) 

病侧大脑半球脑白质内可见长 T2信号，为胶质增生所致。根据病变在 MRI 图像上的严重程度

分为 3级：Ⅰ级：患侧大脑半球轻度增大，轻度脑室不对称伴有额角拉直，T2WI 脑白质呈高

信号，中线无移位或轻度移位，无皮质发育不良。Ⅱ级：大脑半球中度增大，中线轻度或中度

移位，侧脑室中度扩大或减小，或枕角选择性扩大，中度局限性大脑皮质发育不良。Ⅲ级：大

脑半球明显扩大，中线扭曲，枕叶征阳性，侧脑室明显扩大扭曲，或枕角选择性扩大，广泛、

严重的大脑皮质发育不良。本组 3例均为Ⅲ级，其中 1例合并同侧小脑半球、脑干增大。结

论 半侧巨脑畸形是一种神经元增殖、移行和分化异常的畸形。MRI是胎儿半侧巨脑畸形最佳

的影像学检查方法，能够对该病确诊，是诊断 HME的金标准。 

   

 

 
PU-2155 

磁敏感加权成像评估肾纤维化与病理相关性的实验研究 

 
张京刚,陈杰,邢伟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213003 

 

目的 评估磁敏感加权成像（Susceptibility Weighted Imaging, SWI）反映肾纤维化程度的

可行性。方法 40只新西兰大白兔随机分为对照组（8只）和实验组（32只）。实验组建立单

侧输尿管梗阻（UUO）模型，分为 2W、4W、6W和 8W等 4 亚组，8只作为假手术组（Sham

组）。MR扫描后处死行 HE 和天狼星红染色，进行纤维化评分，分析 SWI相对信噪比

（relative signal noise ratio，rSNR）与肾纤维化的相关性。利用非参数检验各组的皮、

髓质的 rSNR的统计学差异，Spearman相关分析 rSNR和纤维化评分的相关性。结果 sham组、

RF四个亚组皮质的 SWI的 rSNR分别为 1.06±0.19，1.03±0.31，0.83±0.08，0.85±0.18，

0.51±0.30，总体趋势信号逐渐下降（P=0.009），髓质 SWI的 rSNR分别为 0.58±0.21，

0.73±0.29，0.47±0.14，0.41±0.17，0.24±0.10（P=0.033），RF组皮质、髓质纤维化评

分均随梗阻时间延长逐渐提高（P值均＜0.001）。皮质、髓质的 rSNR与相应的纤维化评分呈

一定相关性（r=-0.50，P=0.007；r=-0.58，P=0.001）。结论 SWI成像可反映兔肾纤维化程

度，是一种无创检测肾纤维化的影像手段。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3751 

 

PU-2156 

异氟烷麻醉下猴脑功能网络的功能磁共振研究 

 
段俊宏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410013 

 

目的：麻醉药物在临床及动物实验中广泛使用，然而麻醉药物对于脑部功能结构的影响仍有待

研究，本课题旨在利用恒河猴为模型，研究不同浓度异氟烷麻醉状态下，灵长类脑功能网络结

构的改变，探索麻醉的神经网络机制。 

方法：本课题使用 6只恒河猴（雄：雌=6：0），恒河猴使用氯胺酮肌注麻醉，进行气管插管

后接入麻醉呼吸装置，由氯胺酮诱导阶段转入异氟烷麻醉诱导阶段，完成常规头部磁共振成

像，全脑 3D T1结构像扫描；使用 3个浓度（1.5%、2.0%、2.5%，随机挑选原则）麻醉并对

猴脑进行 BOLD扫描，获取 3个不同异氟烷浓度的 BOLD数据。采用独立成分分析 ICA对 3个

不同浓度异氟烷下脑功能网络改变进行研究，分析各个脑区功能连接 的动态变化过程。 

结果：1）异氟烷对分量具有显著抑制性作用，存在剂量相关依赖性影响，浓度越高，分量范

围越小，同源脑区越分散，当浓度处于 2.50%状态下部分脑区仍能观察到活动，其网络的核心

区域相对保留；2）异氟烷对所有分量均有不同程度抑制作用 3）不同脑区对于异氟烷的敏感

性存在差异，异氟烷对于高阶网络结构较之低阶网络结构存在更显著的影响。 

结论：麻醉对脑部的抑制作用是一个动态演变过程。麻醉是对全脑均有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

不同区域对异氟烷的敏感程度存在差异，高阶网络比低阶网络更敏感。静息态功能磁共振能够

对麻醉药物在脑部的作用进行动态观察。 

   

 

 
PU-2157 

超声联合 MRI 在产前凶险性前置胎盘诊断的临床应用价值 

 
李小军,高万春,冉永旺,陈金叶,李士英 

重庆市黔江中心医院 409000 

 

目的 探讨超声联合 MRI（磁共振成像）在凶险性前置胎盘诊断中的临床应用及其效果。 方

法 对我院于 2014年 9月~2015年 9月间确诊的 53例凶险性前置胎盘患者的临床资料及超声

和磁共振图像进行分析，确定其诊断准确性。按诊断结果是否同步分为两组，同步组和非同步

组，分析比较两组在诊断结果和手术处理的差异。 结果 当超声和磁共振成像（MRI）检测结

果同步时，即同步组确诊准确率较高，患者进行择期剖宫产率也较高；而非同步组确诊准确率

相对较低，患者进行择期剖宫产率较低。 结论 超声联合 MRI在对产前凶险性前置胎盘的诊

断敏感度和准确率较高，对医生的临床选择影响重大，对防止患者出现意外情况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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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性肝性脑病患者静息态功能磁共振低频振幅的研究 

 
钟群,王蕾 

福州总医院 350025 

 

目的：利用静息态功能磁共振（Resting-state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RE-fMRI）的低频振幅(Amplitude of low frequency fluctuation,ALFF)算法研究隐

性肝性脑病（covert hepatic encephalophy,CHE）患者的自发脑活动改变情况。 

材料与方法：根据入组标准，纳入 CHE肝硬化患者 17例（男 10例、女 7例，平均年龄

46.76±10.06 岁，受教育程度 12.29±2.02 年）、匹配正常对照组 17例（男 9例、女 8例，

平均年龄 42.47±9.55 岁，受教育程度 13.76±1.82 年）。采用西门子 Trio TIM 3.0T超导

磁共振扫描仪行全脑的静息态扫描，利用基于 Matlab平台的 DPARSF和 REST工具进行数据的

预处理及统计分析。 

结果：与正常对照组相比，CHE组 ALFF值减低的脑区包括：双侧海马旁回、双侧楔前叶、左

侧颞中回、左侧额中回、左侧枕中回、左侧中央前回、左侧后扣带回、右侧顶下小叶、右侧额

下回、右侧额上回，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CHE 组较正常对照组 ALFF值升高的脑

区包括：双侧额中回、右侧小脑半球后叶、右侧梭状回、右侧额上回、右侧额内侧回、左侧小

脑半球前叶、左侧前扣带回，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CHE患者多个脑区存在自发性的神经元异常活动，ALFF值减低说明该脑区存在损伤并引

起神经元活动减弱，ALFF值升高说明损伤的脑功能区可引起其他脑区对其进行功能代偿。  

 

 
PU-2159 

Ulrich 高压注射器在磁共振腹部增强检查中的 应用优势 

 
赵雷,赵卫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650032 

 

【摘要】 目的：通过 Ulrich 高压注射器在磁共振腹部增强扫描中的操作体会，探讨其在磁共

振检查中的使用意义。 方法：收集 2015年 11月—2017 年 1 月行 MRI行腹部增强检查的患

者 3000例，随机分为 A、B两组，其中 A 组采用德国 Ulrich Tennessee（XD2003）造影剂

注射器， B 组采用双筒高压注射器。两组都根据患者体重，设置流速、使用剂量。结论：

Ulrich 高压注射器能精确调节造影剂的流率、剂量，灵敏度高，准备时间短，整个注射流程

处于密闭状态，减少了药液暴露于空气中的时间,操作简便优化了工作流程，提高工作效率，

相应地减少了患者等候时间，保证患者的医疗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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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der differences in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A 

Resting-State Functional MR Imaging Study 

 
qiu li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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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Xinyu

2
,Diao Xian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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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 Hongl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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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ng Qiyong

2
 

1.The Second People's Hospital of Yibin 

2.West China Hospital of Sichuan University 

 

BACKGROUND 

Sex differences are observed in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MDD) regarding 

epidemiological and clinical aspects such as morbidity, suicide rate, and clinical 

symptoms. However, little is known about the neural correlate differences between 

male MDD patients and female MDD patients. The current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alterations of regional neural function in drug-naïve MDD patients concerning 

gender differences using resting-state functional MRI (rs-fMRI) and to evaluat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these alterations of intrinsic neural activity and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METHODS 

The study was approved by the local ethical committee and written informed consent 

was obtained from all subjects. 25 male and 36 female drug-naive MDD patients as 

well as age matched 25 male and 36 female healthy control subjects (HCS) were 

recruited in current study. The diagnoses of MDD patients were determined by using 

the structured clinical interview patient edition according to DSM-IV. Clinical 

symptoms were evaluated using the Hamilton Depression Rating Scale (HDRS). The MRI 

examinations were performed via a 3-Telsa GE MRI system with an 8 channel phase 

array head coil. The rs-fMRI sensitized to changes in the blood oxygen level 

dependent (BOLD) signal levels were obtained via a GE-EPI sequence. Subjects were 

instructed to relax with their eyes closed without falling asleep during MR 

examination. The amplitude of low-frequency fluctuation (ALFF) maps were 

calculated using DPARSF software (http://www.restfmri.net). The statistic analyses 

of ALFF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four groups were performed using a two-factor 

ANCOVA model in SPM8, with sex and diagnosis as the between subject factors.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es were performed to identify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functional neural correlates and MDD symptom severity evaluated by HDRS and as 

well as illness duration. 

RESULTS 

We identified decreased ALFF in bilateral caudate nucleus and posterior cingulate 

cortex (PCC) in male MDD patients relative to both female MDD patients and female 

HCS (P<0.05, corrected for AlphaSim). Female MDD patients also showed 

significantly reduced ALFF in left middle temporal gyrus relative to female HCS 

(P<0.05, corrected for AlphaSim). These ALFF abnormalities were not correlated 

with symptom severity or illness duration (P>0.05). 

CONCLUSION 

These findings of focal spontaneous hypofunction in the limbic system and default 

mode network suggested that sex specific functional alterations existed in M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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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TI 在子宫及子宫疾病的研究进展 

 
刘梓菀,吕富荣,肖智博,李佳,欧阳祖彬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磁共振扩散张量成像(Diffusion tensor imaging , DTI) 通过对组织水分子扩散速率及方向

进行量化反映组织微观结构，能无创地量化分析活体组织病理改变。当生理、病理条件改变

时，DTI参数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提供较常规 MR更多的功能信息。DTI是一种可以反映子宫生

理变化及病理改变的可靠方法，目前已有 DTI对子宫、子宫肌瘤和子宫内膜癌等疾病的研究报

道，对疾病的诊治及预后有重要意义。本文就 DTI在子宫及子宫疾病的研究进展做一综述。 

   

 

 

PU-2162 

Diagnostic Power of Diffusion-weighte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or the Presence of Lymph Node 

Metastasis: A Meta-analysis 

 
kong xiangchuang 

Union Hospital， Tongji Medical College，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430022 

 

Present work was designed to quantitatively evaluate the performance of diffusion-

weighte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DWI) in the diagnosis of the presence of 

metastasis in lymph nodes (LNs). Eligible studies were identified from 

systematical PubMed and EMBASE searches. Data were extracted. Meta-analyses were 

performed to generate pooled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on basis of per-node, 

per-lesion and per-patient, respectively. Fourteen publications (2458 LNs, 404 

lesions and 334 patients) were eligible. Per-node basis demonstrated the pooled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was 0.82 (P<0.0001) and 0.90 (P<0.0001), respectively. 
Per-lesion basis illustrated the pooled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was 0.73 

(P=0.0036) and 0.85 (P<0.0001), respectively. Per-patient basis indicated the 
pooled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was 0.67 (P=0.0909) and 0.86 (P<0.0001), 
respectively. In conclusion, DWI has rather a negative predictive value for the 

diagnosis of LN metastasis presence. The difference of the mean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s between benign and malignant LNs is not yet stable. Therefore, the 

DWI technique has to be further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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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氧水平依赖磁共振成像评估糖尿病肾病肾功能损伤的研究 

 
蒋振兴,王毓,丁玖乐,周华,狄佳,万慧,陈杰,邢伟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213003 

 

【摘要】 目的：探讨血氧水平依赖磁共振成像评价糖尿病肾病（DN）的临床应用价值。方

法：对 11例健康志愿者、19例早期 DN患者以及 15例中晚期 DN患者行肾脏血氧水平依赖磁

共振成像扫描，分别测量计算三组皮质 R2*（CR2*）、髓质 R2*（MR2*）及髓质/皮质 R2*比值

（MCR），并作统计学对比分析。结果：各组 MR2*均高于 CR2*（P<0.01）。正常对照组与早期

DN组间 MR2*有显著性统计学差异（P<0.01），有诊断价值，曲线下面积为 0.940。早期 DN组

与中晚期 DN组间 CR2*、MCR 有显著性统计学差异（P<0.01），有诊断价值，曲线下面积分别

为 0.884和 0.764，两参数间无统计学差异（P>0.05）。CR2*与 eGFR呈负相关（P<0.01），

MCR与 eGFR呈正相关（P<0.05）。三个指标均与 HbA1c无相关性（P>0.05）。结论：血氧水

平依赖磁共振成像可以反映糖尿病肾病的肾脏功能损伤，具有潜在的临床应用价值。 

 

 

 
PU-2164 

MRI 体外示踪 SPIO 标记人调节性 T 细胞的实验研究 

 
杨敏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410013 

 

目的:研究超顺磁性纳米铁颗粒(superparamagnetic iron oxide particles，SPIO)体外标记

人调节性 T细胞(Tregs)及 MRI成像示踪的可行性。 

方法:从人外周血中分离培养、扩增人调节性 T细胞(Tregs),分别采用 0ug／ml、5ug／ml、25 

ug／ml、50 ug／ml、100 ug／ml浓度的 SPIO标记 1x10
6 
、2x10

6
、5x10

6
、10x10

6
 Tregs，普

鲁士蓝染色和透射电镜鉴定细胞内铁颗粒情况,并用 3.0T MRI 离体扫描 T1WI、T2WI序列成像,

测定细胞群信号。 

结果:不同数量的 Tregs与不同浓度的 SPIO共同培养 12小时,普鲁士蓝染色发现标记的细胞随

标记浓度的升高染色程度逐渐加深，透射电镜检查显示细胞内含致密铁颗粒。离体 MRI不同序

列测定不同浓度 SPIO标记相同数量的细胞群, T2WI测定的各组之间均有统计学差别, 25 ug

／ml、50 ug／ml、100 ug／ml组与 0ug／ml、5ug／ml组之间有显著统计学差别(P<0.05);同

一浓度 SPIO标记人调节性 T细胞,信号强度与细胞数量有关(P<0.05)。 

结论: SPIO可以标记人调节性 T细胞，应用 MRI可以对其进行体外示踪和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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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165 

高分辨管壁成像技术对缺血性卒中微血管状态以及卒中短期

恶化和近期复发的评估价值 

 
于寰,段凯,胡毅 

北京房山区第二医院北京市房山区良乡医院 102401 

 

目的：探究高分辨管壁成像技术对缺血性卒中微血管状态以及卒中短期恶化和近期复发的评估

价值。方法：利用高分辨管壁成像技术，评估 30例缺血性卒中患者的微血管状态。研究疾病

复发与患者性别和年龄的关系，分析基于高分辨管壁成像技术对颅内血管疾病的病理生理评估

与终点事件的关系。结果：颅内大动脉疾病引起的卒中患者的终点事件与患者年龄、性别不存

在显著相关性（P>0.05）；与患者的多发颅内外血管狭窄、斑块层面数、颅内动脉狭窄度、最

大斑块横断面面积，扩张性重塑，后上壁斑块、斑块内出血、腔内血栓、陈旧腔隙性脑梗死诸

指标独立相关（P<0.05）。小血管病为主的卒中患者的终点事件与患者年龄、性别不存在显著

相关性（P>0.05）；与患者的颅内斑块的存在、其他区域大动脉疾病（>50%狭窄）的存在，腔

内血栓、定量的脑白质病变、定量的微量出血（CMB大于 5）、陈旧腔隙性脑梗死诸指标独立

相关（P<0.05）。结论：高分辨管壁成像技术对缺血性卒中微血管状态以及卒中短期恶化和近

期复发具有很好的评估价值。  

 

 
PU-2166 

卵巢颗粒细胞瘤：MR 的影像诊断表现及鉴别诊断价值 

 
谷守欣

1
,李克

2
,张鹤

1
 

1.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 

2.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目的】回顾性分析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 13例卵巢颗粒细胞瘤的 MR影像表现，并探讨

MR在卵巢颗粒细胞瘤中的诊断与鉴别诊断价值。 

【方法】所有临床病例均进行前瞻性 MR影像检查。回顾性收集整理我院自 2009.10-至今，经

病理组织学证实为卵巢颗粒细胞瘤的 MR影像病例资料共 13例，另外，随机选取了 13 例卵巢

性索-间质来源的其它肿瘤 MR影像资料作为对照组(4例硬化性间质瘤、3例卵泡膜细胞瘤、6

例纤维瘤)，并对所有病例的临床信息和 MR影像表现进行归纳总结与统计学分析。 

【结果】13例颗粒细胞瘤的 MR表现中，5例为实质性肿块、2例为囊性肿块，6例为囊-实性

肿块，其中 5例肿块内部可见分隔。颗粒细胞瘤在 T1WI序列上分别为 4例低信号、5例等信

号、1例稍高信号和 3例高信号。T2WI上则为 9例高信号、4例混杂信号。DWI序列上则呈高

信号为主(12/13，92%)，平均 ADC值约为 0.83±0.14×10
-3
mm

2
/s。增强后表现为轻度强化

(4/13，31%)、中度强化(9/13，69%)。颗粒细胞瘤在肿瘤最大径、肿块成分、T2WI信号、ADC

值和盆腔积液方面，与对照组进行比较后得出统计学结果具有显著性差异。 

【结论】MR成像能够很好地显示肿瘤内部成分，结合 ADC值分析，有助于将其与其它卵巢性

索间质肿瘤的良恶性进行良好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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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167 

Diffusion kurtosis imaging with tract-based spatial 

statistics reveals white matter alterations in 

children with obstructive sleep apnea syndrome 

 
Li Wenfeng

1
, Wen Hongwei

2,3
, Peng Yun

1
, Li Hongbin

4
, Wen Yang

1
, Cheng Hua

1
,Fan Yang 

5
, He Huiguang

2,3,6
, 

Liu Yue
1
 

1.Department of Radiology， Beijing Children’s Hos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National 

Center for Children's Health 

2.Research Center for Brain-inspired Intelligence， Institute of Automation，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3.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4.Otolaryngology， Beijing Children's Hos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5. MR Research China， GE Healthcare 

6.Center for Excellence in Brain Science and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Synopsis 

Children with obstructive sleep apnea syndrome（OSAS）is the most common sleep-

related breathing disorder in childrenand is characterized by repeated episodes of 

partial (hypopnea) or complete (apnea) obstruction of the upper airway during 

sleep due to pharyngeal collapse, resulting in recurrent chronic intermittent 

hypoxia and fragmentation of sleep. It is reported that OSAS may cause cognitive 

function disorder of children due to chronic hypoxia for a long time
［1］

. However, 

it is not clear whether there are any structural changes of cerebral regions, e.g. 

white matter (WM). Diffusion kurtosis imaging is now widely used in the detection 

of cortical structural changes across kinds of diseases. In the present study, DKI 

is used to investigate microstructural changes of WM in OSAS children compared 

with normal healthy controls. 

Purpose 

 To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al cause of such changes,we investigated 

microstructural changes of WM in OSAS children by using Diffusion kurtosis imaging

（DKI）. 

Methods 

Ten children diagnosed with OSAS were recruited in the present study (age: 

5.4±2.221 years, range: 4–10 years; 6 female). For comparison, eleven age and 

gender matched healthy controls were also included MR images were acquired in 

Beijing Children’s Hospital using a 3.0 T GE Discovery MR750 scanner．For each 

subject, T1 weighted imaging (T1 WI)，T2 weighted imaging (T2 WI) and DKI were 

scanned. And on conventional MRI，the imaging apearances of all the cases were 

normal．For DKI dataset, conventional kurtosis related parameters such as: Axial 

diffusivity (AD), Radial diffusivity (RD), Mean diffusivity (MD), Fractional 

anisotropy (FA), Kurtosis fractional anisotropy (KFA), Axial kurtosis (Kax), 

Radial kurtosis (Krad), Mean kurtosis (Kmean), Mean kurtosis tensor (MKT) were 

firstly computed for each subject. Then, Tract-Based Spatial Statistics (TBSS) was 

used to assess differences in WM between children with OSAS and normal controls.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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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hite matter fibers with significant intergroup differences (FEW corrected P < 

0.05) in DKI-derived kurtosis parameters are shown as bellows. Compared to healthy 

controls, the kurtosis parameters were exhibited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in 

multiple white matter regions in OSAS children. The mainly involved region include 

bilateral corticospinal tract, inferior fronto-occipital fasciculus, inferior 

longitudinal fasciculus, posterior thalamic radiation (include optic radiation); 

right superior longitudinal fasciculus; left inferior frontal gyrus, brainstem, 

body of corpus callosum/forceps minor (Fig1,Fig2).In TBSS analysis of DKI 

parameters, KFA values in the left Inferior longitudinal fasciculus, right 

Inferior fronto-occipital fasciculus we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duration time of the patient group,and negativelycorrelated withTS90 (the 

percentage of the total recorded time when the oxygen staturation below 90%) of 

the patient group (Figure3). 

Discussion 

Chronic repeated reversible low oxygen caused by OSAS will impact on children's 

cognitive behavioral development and academic.Difference from adult OSAS often 

happening daytime sleepiness , the adult of symptoms such as burnout happen less 

often in children, nerve behavior problems may be the better reflect in children 

with OSAS which characterized by the ability of learning and memory impairment and 

abnormal behavior, inattention and words can not express clearly, etc
［2］

. 

Childhood is an important stage of brain development mature, in terms of neural 

development, even in the absence of nerve tissue loss, serious long-term damage 

can also occur cognitive function defects.Long-term under the condition of harmful 

to the environment, the function of the nervous tissue growth can produce periodic 

damage.OSAS were sensitive to oxygen in infants can cause irreversible brain 

damage OSAS easily affect the nerve center, the main affected areas include the 

frontal lobe, subcortical area, gray, the hippocampus and extensive white matter 

nerve centre connected, easy to cause the functional defect in pathological change. 

Invalid or insufficient sleep can cause anterior frontal cortex dysfunction, such 

as behavioral inhibition, emotion regulation and working memory to perform 

functions such as damage, increase the distraction and hyperactivity
[3]
. 

Hypoxia stress in the pathogenesis of abnormal changes of neurotransmitters in the 

brain is extremely complex, oxygen free radicals caused by lipid peroxidation and 

molecular oxygen lack of neurotransmitter synthesis decomposition obstacle is the 

main cause of abnormal brain neurotransmitter levels.Animal experimental results 

prove that intermittent hypoxemia, neurons can be induced cell death, damage for 

some special memories
[4]
. 

 There are many very meaningful results in this study：Based on the traditional 

DTI,value of FA could not find a positive result, but the value of KFA has a 

positive result,we can say that children with OSAS the value of KFA in multiple 

are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normal children. .The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brain changes using DKI suggests the abnormalities of putamen and caudate nucleus 

in OSAS children patients，which may indicate the pathological change in OSAS 

children patients． 

Conclusion 

DKI is more suitable than DTI for grasp tissue microstructure change, can better 

reflect the brain white matter changes in the microstructure.Children with OS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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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wed significant functional alterations of the left Inferior longitudinal 

fasciculus, right Inferior fronto-occipital fasciculus and longitudinal fasciculus 

in children with OSAS. 

 

 

 

PU-2168 

磁共振 T2WI 序列在前列腺癌诊断中的临床价值 

 
黄洲 

佛山市三水区人民医院 528100 

 

 

〔摘 要〕 目的 探讨磁共振 T2WI序列前列腺影像特征在前列腺癌诊断中的临价值。方法 

选择 80 例前列腺疾病患者，均进行前列腺穿刺活检及盆腔磁共振成像，均包含横断面 T2WI

序列；分析磁共振成像检查的影像学特征和前列腺癌临床诊断的单因素回归分析以及多因素

Logistics分析。描绘盆腔磁共振 T2WI对前列腺癌进行诊断的工作特征曲线（ROC）曲线，并

分析曲线下面积。结果 80 例患者中，经前列腺穿刺后活检为前列腺癌者 38例，

Gleason 评分值≤７分者 21例，其中≤3分者 17例；剩余其余 42例是前列腺良性的病变。

在 T2WI外周带呈现低信号 57例，通过单因素的回归性分析表明，年龄及前列腺特异型抗原

（PSA）和前列腺癌发生紧密相关（P＜0.05）；病灶数目、形态、前列腺包膜轮廓、外周带和

增生腺体的边界均和前列腺癌诊断具有显著相关（P＜0.05）。前列腺癌发生率相对较高的因

素有：病灶单发、形态为结节状、外周带和增生腺体的边界不清。结论 磁共振 T2WI对于老

年前列腺癌患者具有较高的诊断价值。 

    

 

 
PU-2169 

MR 对手腕部早期类风湿关节炎的诊断价值 

 
王建新,阿不都乃比·阿不都尔依木 

新疆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 84400 

 

【摘要】目的：探讨 MRI对手腕部早期类风湿关节炎(RA)的诊断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4例均行 MRI、X线检查的早期手腕部 RA患者影像学表现。纳入标准：(1) 24例患者均经临

床、影像学联合诊断为 RA；(2) RA部位在手腕部；(3) 手腕部均出现不同程度的肿胀和压

痛；(4)受试者自愿参加临床研究，并由本人或监护人签署知情同意书。 结果： 24例中 10

例 RA患者 X线表现阳性，主要为骨质疏松、骨侵蚀或关节间隙变窄三种，C组阳性率明显高

于 A、B两组(P＜0.05)，A、B组阳性率无统计学差异(P＞0.05)。24例 MRI显示腕关节滑膜受

累,表现为连续或不连续滑膜增厚、信号增高。3组 MRI阳性率无统计学差异(P＞0.05)。 结

论：RA是临床常见的自身免疫性慢性炎症性疾病，主要表现是侵蚀性关节炎。X线及 MRI 检查

都是临床普遍采用的检查早期手腕部 RA患者的手段。X线的劣势在于仅仅能够对骨质疏松、

骨侵蚀以及关节间隙变窄等晚期的表现有一定敏感性，而对于早期的表现如骨髓水肿、关节腔

积液敏感性较差，因此其适用人群更多的是晚期的 RA患者，而对于相对早期的年轻发病人群

实用性一般。MRI对于关节腔积液、滑膜炎等早期病变能很好识别，MRI更适用于早期鉴别，

诊断价值明显高于 X线，因此建议临床将 MRI作为手腕部早期 RA患者的首选检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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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170 

 MRI 对手腕部早期类风湿关节炎的诊断价值   

 
王建新 

新疆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 84400 

 

【摘要】 

目的：探讨 MRI对手腕部早期类风湿关节炎(RA)的诊断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4 例均行 MRI、X 线检查的早期手腕部 RA 患者影像学表现。纳入标准：(1) 

24例患者均经临床、影像学联合诊断为 RA；(2) RA部位在手腕部；(3) 手腕部均出现不同程

度的肿胀和压痛；(4)受试者自愿参加临床研究，并由本人或监护人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

准：(1)伴有严重的心肝肾等慢性疾病；(2)有神经系统疾病或精神系统疾病；(3)妊娠、准备

妊娠或哺乳期妇女。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年龄段划分方式，将 24例患者分为 3组，其中 A组

8例，年龄＜45岁，B组 12 例，年龄 45~59岁，C组 4例，年龄≥60岁。检查部位为双手、

腕关节，记录各组患者的手腕关节的骨侵蚀、关节间隙狭窄等情况。X线骨质疏松表现为骨质

密度减低和骨小梁稀疏 、骨侵蚀或关节间隙变窄；手腕关节 MRI主要阳性表现为：关节滑膜

增厚、水肿、骨髓水肿、骨侵蚀及关节腔积液，均以周围相应组织为参照。统计分析三组影像

学表现。 

  

结果： 24例中 10例 RA患者 X线表现阳性，主要为骨质疏松、骨侵蚀或关节间隙变窄三种，

C组阳性率明显高于 A、B两组(P＜0.05)，A、B组阳性率无统计学差异(P＞0.05)。24例 MRI

显示腕关节滑膜受累,表现为连续或不连续滑膜增厚、信号增高。3组 MRI阳性率无统计学差

异(P＞0.05)。 

   

 

 
PU-2171 

胎儿颅内出血的 MRI 诊断及临床价值 

 
寇晨光,周立霞,卜静英,高铎,李彩英,耿左军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050000 

 

目的 分析胎儿颅内出血（FICH）的 MRI影像表现，并结合临床随访，探讨 MRI的产前诊断价

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 MRI诊断的 41例 FICH的影像表现及临床资料，观察出血部位、范围、信号

特征及颅内伴随异常。随访其生产情况、生后临床资料，对 PVH/IVH分级和出生结局相关性以

及结合胎儿期危险因素进行分析。 

结果 MRI检查示 41例胎儿颅内出血，包括脑室周围和（或）脑室内出血（PVH/IVH）33 例，

脑实质出血（IPH）3胎，蛛网膜下腔出血（SAH）1胎，硬膜下出血（SDH）2胎，小脑出血 2

胎。33例 PVH/IVH中，FICH 分级 I级 11胎；II级 10胎，III级 8胎；IV级 4胎。大部分出

血灶为短 T1长/短 T2信号，以亚急性期出血多见，部分形成脑软化灶（5/41）。部分 FICH胎

儿伴脐带绕颈、脑室扩大、血管畸形、胼胝体发育不全和小脑下蚓部发育不全。随访结果:41

例诊断为 FICH的胎儿，25 胎引产，16胎选择继续妊娠。引产胎儿中 3例行尸检，其中 2胎

（2/3）为脑血管畸形合并脑实质出血，1胎（1/3）为 PVH。16胎出生后随访，1胎 FICHⅡ级

胎儿出生后左耳听力低下，另 1胎 FICHⅡ级胎儿出生后一年内发现运动障碍，1胎 FICHⅣ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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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后存在单侧肢体运动障碍；余 13例胎儿无明显神经系统后遗症。经分析，PVH/IVH分级

和出生结局呈中度相关。 

结论 产前 MRI对胎儿颅内出血的诊断具有明显优势，可以对出血部位、出血范围及脑组织损

伤程度进行准确分级，对了解病情、评估预后及指导临床干预具有重要意义。  

 

 

PU-2172 

痛风肾损害弛豫率与肾小球 

滤过率、肌酐、尿酸、年龄相关性 

 
黄海波,林莹,管俊,黎萍,何振峰,王坚,黄桂雄,李大创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 0 三医院 530021 

 

目的 定量痛风患者肾弛豫率，探讨其与肾小球滤过率、尿酸、肌酐、年龄相关性。方法 随机

选择 2017年 2月至 2017年 4月间 80名志愿者，包括对照组 15名和病例组(CKDⅠ-Ⅴ期)65

名，纳入标准：年龄 18～69岁，对照组无泌尿系症状且尿酸、肌酐及估测肾小球滤过率正

常；病例组尿酸超过 420μmol/L 伴有或无痛风发作史。排除标准：幽蔽恐怖、图像严重伪

影、继发高尿酸血症、慢性肾病及影响肾氧合药物近期使用等。应用 3T MR扫描所有志愿者肾

脏，测算肾皮髓质 T2
*
或 R2

*
(1000/T2

*
)值，扫描前后 5天测定尿酸、肌酐并计算肾小球滤过率。

探索肾脏 R2
*
值与肾小球滤过率、尿酸、肌酐、年龄相关性，对照组与病例组间肾弛豫率差

异。结果 除 1例不配合及 2 例左肾严重伪影外纳入 79名志愿者，肾髓质 R2
*
值与肾小球滤过

率(r=0.489)、尿酸(r=-0.241)、肌酐(r=-0.260)、年龄(r=-0.330)之间具有相关性(P＜
0.05)，肾皮质 R2

*
值与肾小球滤过率(r=-0.312)、肌酐(r=0.373)具有相关性(P＜0.05)，与尿

酸、年龄未见相关(P＞0.05)；对照组与 CKDⅠ～Ⅳ期病例组皮质和髓质 R2
*
值分别如下：详见

全文附件；对照组与 CKDⅠ～Ⅳ期肾皮质 R2
*
值组间无统计差异(P=0.225)，但髓质 R2

*
值呈递减

趋势且组间统计差异显著(P=0.000)，其中(Games-Howell)除对照组与 CKDⅠ期(P=0.055)、
CKDⅠ与Ⅱ期(P=0.157)、CKDⅡ与Ⅲ期(P=0.192)、CKD Ⅲ与Ⅳ期(P=0.436)组间未见统计差异

外(P＞0.05)，余组间均有统计差异(P＜0.05)。结论 痛风肾损害主要影响髓质且氧合水平伴

随 CKD分期递增而提高，肾氧代谢与肾小球滤过率、肌酐轻或弱相关，髓质氧合与尿酸、年龄

轻或弱相关，皮质氧合与尿酸、年龄无相关。  

 

 
PU-2173 

额颞叶痴呆的影像学研究进展 

 
陈奕楚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430071 

 

摘 要:额颞痴呆（FTD）是一种具有多种潜在遗传和病理因素的临床和神经解剖学异质性神经

变性疾病。虽然初步的神经影像学研究突出了前额叶和颞叶萎缩或代谢异常的存在作为 FTD患

者的统一特征，但更详细的研究已经揭示了个体的不同模式，具有额叶的可变性或时间变化，

不同程度的不对称性及参与其他皮层区域包括岛内和扣带，以及皮质下结构如基底神经节和丘

脑。新型成像方式的最新进展包括弥散张量成像和静息状态功能磁共振成像允许探究结构和功

能连接的变化。本文将涵盖目前在研究和临床实践中使用的主要成像方式，重要的是它们对疾

病检测和分期、鉴别诊断的生物标志物的测量，及疾病进展的测量提供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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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174 

利用 3D-pCASL 探讨单侧大脑中动脉狭窄程度与  

脑侧支循环代偿状况的关系 

 
朱丽娜 

山西省心血管病医院 030024 

 

目的：利用三维伪连续动脉自旋标记（3D-pCASL）技术评估单侧大脑中动脉狭窄程度与脑侧支

循环开放的关系，为临床脑动脉狭窄或闭塞的治疗及预后评估提供可靠依据。方法：选取经

DSA确诊的 40例单侧大脑中动脉狭窄的患者，根据大脑中动脉狭窄程度分为四组：轻度狭窄

（10例）、中度狭窄（10例）、重度狭窄（10例）、闭塞（10例），选取同期 DSA检查正常

者 10例作为对照组，所有患者均行常规头颅 MRI、MRA、3D-pCASL（PLD=2525ms）扫描，统计

大脑中动脉不同狭窄程度下同侧及对侧侧支循环形成的数量，利用 c2
检验比较各组间侧支循环

的形成是否有统计学差异，单侧大脑中动脉狭窄程度与侧支循环形成的相关性研究采用

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对照组与轻度狭窄组间侧支循环的形成无统计学差异（P＞
0.05），轻度狭窄组与中、重度及闭塞组间差异有明显统计学差异（P＜0.05），中度狭窄组

与重度及闭塞组间差异有统计学差异（P＜0.05），但重度狭窄组与闭塞组间差异不明显（P＞
0.05）。大脑中动脉狭窄程度与侧支循环形成存在正相关。结论：3D-pCASL可以无创性评估

脑侧支循环的形成，单侧大脑中动脉狭窄程度重，侧支循环形成数量有增加的趋势。 

   

 

 
PU-2175 

全身 MR 扩散加权成像与骨扫描探测骨转移灶的初步对比研究 

 
刘鑫春,吕冬梅,朱凯,秦阳 

哈尔滨市儿童医院 150010 

 

【 摘要】目的通过与单光子发射计算机体层摄影术( SPECT) 骨扫描对比, 初步探讨全身 MR

扩散加权成像( DWI) 技术探测骨转移灶的可行性。方法对 42 名正常志愿者及 38 例可疑合

并骨转移的恶性肿瘤患者行全身 MR DWI 及 SPECT 骨扫描, 并将骨骼系统分为 8 个区域, 分

别记录每例患者各区域全身 MR DWI 和 SPECT 骨扫描分别显示的病灶数目及各区域阳性病例数, 

进行每一患者及每一区域的全身 MR DWI 及骨扫描的对照分析。结果全 身 MR DWI 阳性病例

30 例, 受累区域 69 处, 共探测出病灶数 169 处; 骨扫描阳性病例 29 例, 受累区域 68 处, 

共探测出病灶数 156 处; 全身 MR DWI 阳性而 SPECT 骨扫描阴性者 2 例, SPECT 骨扫描阳性

而全身 MR DWI 阴性者 1 例; SPECT 骨 

扫描阴性而全身 MR DWI 阳性区域 8 例, 其中, 脊柱 3 例、骨盆 2 例、股骨 3 例; 骨扫描阳

性而全身 MRDWI 阴性区域 7 例, 其中颅骨 4 例、肩胛骨 2 例、胸锁骨 1 例。结论全 身 MR 

DWI 与 SPECT 骨扫描对检测骨转移病灶有很好的一致性, 且两者可互相补充; 全身 MR DWI 还

可检测各脏器及淋巴结病灶, 适用于肿瘤患者随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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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176 

继发于上神经核团病变的肥大性下橄榄核变性的影像学表现 

 
罗柏宁

1
,王雨润

2
 

1.中山大学附属第七医院 

2.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目的：探讨肥大性下橄榄核变性（hypertrophic olivary degeneration, HOD）影像学征象与

病理学机制的关系，旨在提高对本病认识和诊断水平。方法：回顾性分析 6例经临床及影像证

实的肥大性下橄榄核变性的临床特征及 MRI表现，并对 HOD的临床特征、影像学特点并复习文

献及病理机制进行分析。结果：1 例原发病变位于一侧脑桥被盖束及对侧小脑齿状核/小脑上

脚，引起同侧 HOD；2例原发病变位于一侧桥脑被盖束，引起同侧 HOD；2例原发病变累及双侧

桥脑被盖束，其中 1例引起双侧 HOD，1例引起单侧 HOD；1例原发病变累及一侧小脑上脚，引

起双侧 HOD。6例 HOD的 MR 均表现为延髓腹外侧局限性体积增大，T2WI及 FLAIR均呈高、稍高

信号；T1WI等信号者 5例，稍高信号者 1例。结论：肥大性下橄榄核变性有较为特征性的临床

表现、发病部位及影像学表现，结合其上游原发病变可作出诊断。 

   

 

 

PU-2177 

评价孕周与胎盘 DWI 相关性 

 
徐苏琴 

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637000 

 

【目的】评价孕周与胎盘 DWI的相关性。【方法】搜集 63 例来我院就诊的正常妊娠孕妇自愿

者，孕妇在 3.0T磁共振仪和 16通道体线圈 ,对胎盘行 T1WI、T2WI、DWI扫描。DWI扫描包括

不同扩散因子 b值:40/300/700 s/mm2。在 b值为 40/300/700 s/mm2 所对应 ADC图上，选择 6

个尽可能包括全部胎盘的圆形 ROI，同时尽量远离避开伪影重及 2层的交界面,以减少子宫位

置改变的影响。同时为避免大血管造成的流动伪影，ROI应距离脐带插入处 1cm以上。ROI范

围约 100±50mm2。使用 Spearman 秩相关分析 ADC值与孕周的关系，P＜0.05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MRI能清晰显示胎盘的三层结构，尤其 T2WI上显示较好。Spearman秩相关分析结果

显示在 b值组合为 40/300/700 s/hmm2 的 ADC图上，ADC值与孕周没有相关，相关系数-

0.029，P＞0.05。【结论】孕周与胎盘 DWI没有明显的相关性。  

 

 
PU-2178 

磁共振弥散加权成像对宫颈癌盆腔淋巴结的应用价值  

 
岳婷,董乐丹,肖琴琴,叶琼,许化致,杨运俊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25000 

 

摘要 目的 探讨磁共振弥散加权成像对淋巴结转移诊断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收集 2015年 8

月至 2016年 10月我院收治的 26例行盆腔淋巴结清扫术的宫颈癌患者的术前 MRI检查资料，

术后均经病理检查证实。采用方差分析的统计方法进行两两比较分析宫颈癌原发灶、转移淋巴

结及非转移淋巴结的 ADC值差异；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的方法比较转移淋巴结与非转移淋巴结

最长径、最短径及短/长径之比。结果 ①26 例宫颈癌患者中转移性淋巴结 56枚，非转移性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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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结 78枚；②转移性淋巴结 ADC均值［（874.19±158.72）×10
-6
mm

2
/s）］较非转移性淋巴

结 ADC均值［（921.45±232.98）×10
-6
mm

2
/s］略降低，但两者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

05），宫颈癌原发灶［ADC 均值（918.78±146.06）×10
-6
mm

2
/s）］、转移淋巴结与非转移淋

巴结 ADC均值两两比较间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③转移性淋巴结与非转移性淋巴结最

长径中位数分别为 16.50mm、7.00mm，最短径中位数分别为 8.50mm、5.00mm，短长径比为中位

数 0.55、0.65，两两比较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DWI有利于盆腔淋巴结的

检出，但是 ADC值测量对转移性淋巴结的临床诊断价值并不大  

 

 
PU-2179 

ADC 值在鉴别均质良恶性甲状腺微小结节中的作用 

 
王勇

1
,张晖

2
 

1.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2.河北省人民医院 

 

目的 探究磁共振弥散加权成像（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 DWI ）中的表观弥散系数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ADC）对均质甲状腺微小结节的鉴别诊断价值，提高对

均质甲状腺微小结节的影像学鉴别诊断水平。方法 选取我院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162例均质甲

状腺微小结节患者，共 226 个病灶进行磁共振常规扫描和 DWI检查。将所得全部病灶的影像学

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均质甲状腺微小结节病灶在 DWI检查中，设定不同ｂ值所得出的

ADC值有所不同；取 b值为 300s/mm
2
、500s/mm

2
和 800 s/mm

2
时，DWI扫描所得出的 ADC 值良性

和恶性结节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在 b值为 0s/mm
2
和 1000 s/mm

2
时，DWI

扫描所得出的 ADC值良性和恶性结节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ADC值对均

质甲状腺微小结节良恶性的鉴别诊断具有一定意义。  

 

 

PU-2180 

中年女性首发重性抑郁症患者脑白质变化的 MRI 研究 

 
任俊杰,边海曼,纪盛章 

天津市第四中心医院 300140 

 

目的：运用基于纤维束示踪的空间统计学(TBSS)和基于体素的形态学测量(VBM)相结合的方

法，探索抑郁症患者脑白质微观结构的损害，进一步探讨抑郁症可能的发病机制。 

方法：20例首次发病抑郁症中年女性患者（患者组）和 15名与患者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

度相匹配的健康志愿者（对照组）进行全脑扩散张量成像及高分辨率结构像扫描。应用 TBSS

及 VBM方法对患者组和对照组的部分各向异性（fractional anisotropy，FA）值及白质体积

进行组间比较。 

结果：与对照组相比，患者组左侧前额叶、左侧内囊、右侧楔前叶白质 FA值显著降低

(P<0.005，cluster>40)，两额叶深部白质体积显著减小(P<0.05，cluster>100)。 

结论：脑白质病变在抑郁症发病的早期即已存在，异常脑区涉及与认知和情感调节关系较密切

的前额叶-子皮质神经环路和默认网络的纤维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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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181 

腰椎 MR 检查时脊柱外异常的发现率及临床意义 

 
邓先波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430022 

 

目的：回顾性分析病人腰椎 MR检查时脊柱外异常的出现率及临床意义。 

材料及方法：因腰疼和（或）神经根症状行腰椎 MR检查的 2500例病人，由 1-2名高年资放射

医生复习每例病人脊柱 MR检查时的图像，记录脊柱外异常，结合临床资料，确定其诊治与结

果。 

结果：2500例腰椎 MR检查中，198例影像发现有脊柱外异常。178例病人脊柱外的异常不能

确定或有重要临床意义，需结合临床或进一步检查。发现腹主动脉瘤 4例；腹主动脉周围淋巴

结转移 2例；直肠癌 3例；肾自截 1例；肾癌 1例；前列腺癌 6例；宫颈癌 3例。有重要临床

意义的出现率为 0.8%。 

结论：腰椎 MR检查时，除可以发现脊柱本身的病变外，还可以发现少量重要的脊柱外病变。 

   

 

 
PU-2182 

心脏磁共振成像在左心室室壁瘤的术前指导价值 

 
杨朝慧 

山西省心血管病医院 30001 

 

摘要:目的 分析左心室室壁瘤患者的心脏磁共振影像学表现，评价心脏磁共振成像在左心室

室壁瘤外科手术前的指导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预进行左心室室壁瘤（术前超声已证实）切

除手术患者 22例，使用心脏八通道相控阵表面线圈，回顾性心电门控技术与呼吸门控技术，

患者均行磁共振 T2平扫、电影扫描、黑血序列成像及延迟强化扫描，获取患者室壁运动状

态、室壁瘤大小及部位、是否有附壁血栓、左心室存活心肌范围及二尖瓣反流情况。结果 22

例患者均发现左心室部分节段心肌运动消失（或矛盾运动），17例患者为左心室心尖部室壁

瘤，4例患者为左室前壁中远段室壁瘤，1例患者为左室侧壁基底段室壁瘤，其中 6例患者发

现附壁血栓，15例患者出现左心室壁部分节段心肌（除室壁瘤区域）延迟强化（其中 11例为

前壁延迟强化，2例为侧壁延迟强化、2例为下壁延迟强化），11例患者出现二尖瓣反流（其

中 8例患者少量反流、3例患者中-大量反流），1例患者因室壁瘤范围过大不能进行手术,1

例患者因室壁瘤位于左室侧壁基底段并瘤体较小而无需手术，其余 20例患者均进行手术。结

论 术前经过心脏磁共振成像，能为临床手术医师准确提供左心室室壁的不同运动状态（运动

存在、运动消失以及矛盾运动）、室壁瘤大小及附壁血栓有无，二尖瓣反流情况，并且凭借延

迟强化扫描来确定存活心肌范围，临床医师根据患者心脏磁共振的检查结果，确定是否手术，

以及选择合适的手术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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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183 

Normal fetal fourth ventricle biometry measured on 

MRI mid-sagittal images 

 
Li Xiaobing,Chen Long xing,Pan Haibing,Kuang Xiaochun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Affiliated Sixth People’s Hospital south campus， 6600 Nanfeng 

Rd， Shanghai， China，201499 201400 

 

Objective To present fetal fourth ventricle measurement ranges on MRI mid-sagittal 

images by gestational age in normal fetuses. Methods 207 pregnant women from the 

17th to the 38th week of gestation were imaged using MRI. The fourth ventricle 

height and angle were measured. The curve estimation analyses for linear and 

boxplots were performed. Results The fourth ventricle height had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with GA and showed a slight increase from 2mm to 7mm between 17 to 38 

gestational weeks. The fourth ventricle angle ranged from 40 to 120 degree and 

showed a slight declined trend. Conclusions Fetal fourth ventricle height and 

angle can be readily assessed by MRI. Using the normative data provided in this 

study, fetal post fossa anomalies may be early detected. 

   

 

 
PU-2184 

Joubert 综合征及相关疾病的产前影像诊断 

 
李晓兵,严锋,吴世明,汤建燕,杨亚旭,陆晨光 

上海市奉贤区中心医院 201400 

 

目的 探讨 Joubert综合征及相关疾病（JSRD）的超声、MRI影像特征，为产前诊断提供更多

信息。方法 一例超声怀疑小脑蚓部发育不良的 24孕周胎儿行 MRI扫描，MRI提示胎儿为 JSRD

患者，引产后对胎儿标本行尸体解剖检查；对胎儿父母亲进行体格检查、脑电图、MRI检查及

基因学检查，结合临床、影像学检查及尸检结果进行综合分析。结果 胎儿及家系检查结果：

胎儿父母亲超声、脑电图、磁共振图像未见明显异常，超声提示胎儿小脑蚓部发育不良。颅脑

MRI示胎儿中脑水平 “臼齿征”，小脑蚓部发育不良，两手为均为六指畸形。基因检测：胎

儿脐带血基因检测表现为染色体 NM003611上的 OFD1基因突变。引产胎儿尸体解剖示小脑蚓

部发育不良，四脑室抬高，“臼齿征”，患儿双手均为六指畸形，双脚拇指为并指畸形。结论 

胎儿超声提示小脑蚓部发育不良应进一步 MRI检查，MRI显示 “臼齿征”可提示 JSRD，结合

基因学检查等可在产前做出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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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185 

磁共振对比剂钆特酸葡胺与钆喷酸葡胺、钆双胺在前列腺增

生应用评价 

 
范宪淼,郑晓林,邹玉坚,高云,张坤林,梁凤明 

东莞市人民医院 523059 

 

【摘要】 目的：本文旨在通过分析 80例前列腺增生动态增强后出现异常强化病灶的时间-信

号强度曲线 (TIC)特征，对前列腺磁共振检查使用不同对比剂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作出临床评

价。方法：记录各个病例的最大信号强度值、达峰时间，并计算强化曲线的最大斜率。应用

SPSS13.0统计软件包，对上述最大信号强度值、强化曲线的最大斜率进行分析，计量资料以

均数±标准差（x±s）表示，均值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组间两两比较，得出 P值。根据

生成的 TIC曲线，由 2名有经验的医生对动态灌注曲线分析。结果：在 210秒动态增强时间段

内，使用不同造影剂后前列腺动态增强的 TIC曲线主要分为三型：速升-速降型、速升-平台型

和持续上升型。前列腺增生的动态增强参数，最高信号强度：钆特酸葡胺

（205.49±60.77），钆喷酸葡胺（208.39±58.23），钆双胺（216.11±72.97）；达峰时间

(单位：s)：钆特酸葡胺（50.77±12.55），钆喷酸葡胺（52.79±14.23），钆双胺

（52.83±11.56）；增强坡度（单位为信号强度/s）：钆特酸葡胺（4.27±1.58），钆喷酸葡

胺（4.36±2.09），钆双胺（4.26±1.83）。结论：本研究结果显示，在药物剂量、注射速率

相同的情况下，三组间增强效果相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 .05)，表明这三种对比剂的

增强效果几乎相同。检查过程中患者均未出现头痛、恶心等不良反应，生命体征平稳，精神状

态良好，表明这三组对比剂使用常规剂量注射不会对患者造成不良影响。采用钆特酸葡胺、钆

喷酸葡胺和钆双胺这三种对比剂行前列腺动态增强灌注扫描均能达到满意的增强效果，并为诊

断前列腺增生提供了更多的信息。 

 

   

 

 

PU-2186 

HIV 垂直传播青少年脑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成像研究 

 
王攀英

1
,李洁兰

2
,吴光耀

1
,杨昊

1
,雷皓

3
,林富春

3
 

1.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2.天津市肿瘤医院 

3.中国科学院武汉物理与数学研究所 

 

目的：围产期内感染 HIV的青少年（PHIV+），在随着抗逆转录病毒治疗 CART的普遍应用，生

存时间明显延长，但却仍然有认知功能障碍的风险。我们用静息态功能磁共振（rs-fcMRI）评

价在接受 HAART治疗的 PHIV+的青少年患者中，脑功能是否有改变以及 HIV感染和年龄是否对

脑功能改变是否有协同作用。 

   方法：用静息态功能磁共振和蒙特利尔认知评分（MoCA）对 20PHIV+和 28HIV-的青少年的

脑功能及认知状态进行评价，这些受试者均来自于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艾滋病预防与治疗中

心。 

   结果：在这些受试者中（13PHIV+，1例由于头动,2例由于感染方式为输血，4例未开始治

疗排除；22HIV-，3例由于头动，1例图像质量太差，2例年龄<12岁排除）。在功能磁共振图

像中，发现在双侧中央前回/中央后回以及右侧的颞中叶脑区的激活程度中，HIV+者>HIV-；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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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侧壳核/胼胝体/岛叶、左侧尾状核/壳核/岛叶、右侧颞上极/岛叶、右侧尾状核/壳核、双侧

前连合、左侧颞下极中，HIV+者<HIV-。同时年龄、认知评分及实验室检测结果与这些相关脑

区的激活未见明显相关。 

   结论：静息态功能磁共振能够有效检测出 PHIV+青少年患者中脑功能改变，其中激活增加

的脑区主要位于躯体运动-感觉皮层中心，而激活减低的脑区主要集中在双侧的纹状体、岛叶

以及前扣带回等脑区。因此，静息态功能磁共振可以作为早期检测 PHIV+患者的脑功能改变的

一种新的工具。 

   

 

 

PU-2187 

三点非对称水脂分离技术 IDEAL-IQ 对 

急性胰腺炎诊断价值的初步研究 

 
刘梦苓 

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637000 

 

目的：利用三点非对称水脂分离技术 IDEAL-IQ探讨其 R2*参数值在急性胰腺炎与正常胰腺间

不同部位有无差异，并对不同程度急性胰腺炎铁沉积进行定量性的评估。 

方法：按纳入标准连续性收集本院 48例临床确诊为急性胰腺炎患者为观察组，35例健康志愿

者为对照组，两组均进行上腹部常规 MRI和 IDEAL-IQ序列成像，按 MRSI分级标准对急性胰腺

炎分级（轻症、中重症、重症），并于胰腺头、体、尾三个部位分类测量 R2*值。根据独立样

本 T检验及秩和检验统计方法，比较分析观察组与对照组、急性胰腺炎间不同部位及不同分级

间 R2*值差异。 

结果：急性胰腺炎组（观察组）与正常胰腺（对照组）胰尾 R2*值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且急性胰腺炎组 R2*值小于正常组；急性胰腺炎组与对照组胰头、胰体 R2*值无明显

差异；各严重程度急性胰腺炎之间头、体、尾 R2*值间均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三点非对称水脂分离技术 IDEAL-IQ中胰尾的 R2*值有助于急性胰腺炎的诊断，对临床

治疗和预后评估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对急性胰腺炎严重程度分级意义不大。 

   

 

 
PU-2188 

螺旋桨技术对磁共振成像中金属固定 

假牙伪影的改善作用研究 

 
高利臣 

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 430070 

 

[摘要]目的 探讨螺旋桨技术对金属固定假牙伪影的改善作用。方法 收集作者医院 2010/2013

年磁共振头颅及上颈椎检查有金属伪影病例 86例。根据固定假牙的材质分 4组：金铂钯合金

组、金银合金组、纯钛组及镍铬合金组。检测 4组在磁共振检查时产生伪影的大小（伪影面

积）。应用螺旋桨技术进行 FSE T2WI和扩散加权成像（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 DWI）与常规 T2WI和 DWI进行对比。结果 金铂钯合金组有轻度伪影；金银合金/

纯钛组有中度伪影；镍铬合金组有重度伪影；不同金属固定材料对磁共振成像的影响不同，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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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程度和材料类型密切相关。结论 螺旋桨成像技术明显消除金属磁敏感伪影，提高图像质量

和病变检出率，口腔修复材料应尽量少用或不用铁磁性金属材料。   

 

 

PU-2189 

糖化血红蛋白与颈动脉易损斑块磁共振特征的关系 

 
孙贝贝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东院) 200127 

 

目的：应用 3.0T 颈动脉高分辨磁共振黑血成像技术，探讨脑卒中患者糖化血红蛋白

(Hemoglobin A1c, HbA1c) 水平与颈动脉易损斑块特征以及脑梗塞严重程度之间的关系。方

法：153名急性颈内动脉供血区脑卒中患者被分为高 HbA1c 组（≥6.5%）及低 HbA1c 组

（<6.5%），所有的病人均在发病 1周内完成颈动脉 MR-BBI及头颅常规 MRI，定量分析责任侧

颈动脉粥样硬化病变参数（管腔狭窄率、斑块负荷和成分）和相应供血区急性脑梗塞（acute 

cerebral infarct，ACI）病灶分布及大小。结果：与低 HbA1c组患者比较，高 HbA1c 组患者

具有更大的斑块负荷以及大坏死脂核斑块发生率。高 HbA1c 水平是颈动脉斑块发生以及坏死脂

核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优势比（odds ratio, OR）分别为 3.71及 7.08。在同时存在颈内动

脉供血区 ACI及颈动脉斑块的病人中，HbA1c水平与 ACI大小存在相关。结论：在急性颈内动

脉供血区脑卒中患者中，高水平 HbA1c与责任侧颈动脉易损斑块特征尤其是大坏死脂核密切相

关，可能有助于预测急性脑梗塞的严重程度。 

   

 

 
PU-2190 

初诊重性抑郁障碍患者皮层厚度变化研究 

 
左智炜,冉淑华,黎海涛,瞿伟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400038 

 

目的 采用基于网格表面的脑皮层厚度测量方法，分析未经任何抗抑郁药物治疗的初诊重性抑

郁障碍（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MDD）患者大脑皮层厚度的变化，及其皮层厚度与相关

抑郁量表的相关性
[1]
。 

方法 临床确诊的 35例 MDD 患者进行了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和焦虑自评量表

(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的评分，采用 T1加权磁化准备快速梯度回波序列

(magnetization prepared rapid acquisition gradient echoes, MPRAGE)获取 MMD和 35例

性别、年龄及受教育程度相匹配的正常自愿者全脑 3D T1加权高分辨率结构像，经过

FreeSurfer软件进行图像后处理得到全脑皮层厚度，两组皮层厚度差异、量表评分与皮层厚

度的相关性采用一般线性模型(general linear model，GLM)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一般临床资料和量表评分结果见表 1。MDD与正常人相比，多个脑区的皮层出现增厚或变

薄，（见表 2，图 1）。HAMD、SDS和 SAS量表评分结果与皮层厚度间均无明显相关关系（P＞
0.05）。 

结论 初诊重性抑郁障碍患者存在多个脑区皮层厚度的变化，且以增厚为主，可能与其功能性

代偿有关；而其症状的严重程度可能并不直接影响其皮层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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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191 

MRS study of the nitrogenous metabolism disorder in 

minimal portal-systemic encephalopathy lead by 

manganese 

 
li ying,Qiang Jin Wei 

Jin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201508 

 

Objectives: The study aims to elucidate the role of manganese in the development 

of minimal portal-systemic encephalopathy (MPSE), and to further investigate and 

complete the mechanisms of MPSE to provide a new idea for the clinic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MPSE. 

Materials and methods: A partial portal ligation was used to establish a rat 

model of type B MHE (MPSE, n=8), TAA exposure was used to establish a rat 

model of type C MHE (MHE, n=8). Chronic manganese and ammonia exposures were 

used to establish a rat model of chronic hypermanganesemia (CHM, n=8) and chronic 

hyperammonemia (CHA, n=8). Morris water maze (MWM) and open field test (OFT) 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 behavior and cognitive changes in these rats, brain 

manganese, blood ammonia and brain glutamine synthetase (GS) activity were 

measured. The automatic amino acid analyzer and ex-vivo MRS were used to 

detect the brain changes of amino acids and metabolites. The results were 

compared among models and with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n=8). One-way ANOVA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groups.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rats, MPSE, MHE, CHM and CHA rats showed 

longer escape latency in MWM (P<0.05) and lower locomotor activity (P<0.05) in 
OFT. The blood ammonia (P<0.05), brain manganese (P<0.05) and brain 

GS activity (P<0.05) were increased in MPSE, MHE and CHM rats. While 

the blood ammonia (P<0.05) and brain GS activity (P<0.05) were increased in 

CHA rats, but the brain manganese was similar to that in the control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rats, glycine (Gly), alanine (Ala), glutamic acid (Glu), 

glutamine (Gln), γ-aminobutyric acid (GABA), urea, lactate (Lac), lysine (Lys), 

phenylalanine (Phe) and methionine (Met)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P<0.05), 
but leucine (Leu), isoleucine (Ile), valine (Val)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in MPSE, MHE, CHM and CHA rats (P<0.05). 
Conclusion: Manganese can lead to abnormal ammonia tolerance, and elevated brain 

manganese. However, ammonia does not cause abnormal ammonia tolerance, or elevated 

brain manganese. The metabolic spectrum of chronic high blood manganese is 

similar to that of MPSE. Manganese may lead to the occurrence of MPSE through 

abnormal metabolism of amino ac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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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192 

MRS study of the nitrogenous metabolism and role of 

manganese reduction in rats with minimal portal-

systemic encephalopathy 

 
li ying,Qiang Jin Wei 

Jin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201508 

 

Objectives: To investigate whether the reduction of manganese intake could 

improve the neuropsychological manifestations in minimal portal-systemic 

encephalopathy (MPSE) and to elucidate the underlying nitrogenous metabolic 

changes. 

Materials and Methods: Rats with MPSE were established by partially ligating the 

portal vein and fed a standard diet (MPSE-M, 10 mg per kg feed; n=24), a no-

manganese diet (MPSE-N; n=24) and a half-manganese diet (MPSE-H; n=24) for 2, 4, 6 

and 8 weeks, with six rats in each subgroup. Morris water maze (MWM), open-field 

test (OFT) and narrow beam test (NBT) 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 cognitive and 

locomotor situations. Fasted blood ammonia, manganese content and glutamine 

synthetase (GS) activity in basal ganglia and cortex were measured. The automatic 

amino acid analyzer and ex-vivo MRS were used to detect the brain changes of 

amino acids and metabolites. The results were compared among groups and with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n=6). One-way ANOVA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groups. 

Results: Compared with control rats, a significantly longer MWM escape latency 

(P<0.001), less locomotor activity (P<0.001), longer NBT latency (P<0.001) and 

total time (P<0.001), higher blood ammonia (P<0.05), higher brain manganese 
content (P<0.001) and GS activity (P<0.05) were found in MPSE-M rats. Compared 

with MPSE-M rats, a significantly shorter MWM escape latency (P<0.05), increased 
locomotor activity (P<0.05), shorter NBT latency and total time (P<0.05), lower 
blood ammonia (P<0.05), lower brain manganese content (P<0.001) and lower GS 

activity (P<0.05) were found in MPSE-N rats. Partial improvements were found in 

MPSE-H rat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rats, glycine (Gly), alanine (Ala), 

glutamic acid (Glu), glutamine (Gln), γ-aminobutyric acid (GABA), lactate (Lac), 

lysine (Lys), phenylalanine (Phe) and methionine (Met)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all P<0.05), but leucine (Leu), isoleucine (Ile), valine (Val) and 

urea (all P<0.05)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in MPSE-M and MPSE-H rats. 

Whereas the metabolic spectrum of MPSE-N rats was similar to that of 

control rats. 

Conclusions: Reduction of manganese intake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cognitive 

and locomotor situations in MPSE rats by reducing brain manganese content and 

regulating GS 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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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193 

MRS study of the nitrogenous metabolism and role of 

oral administration of trace element in rats with 

minimal portal-systemic encephalopathy 

 
li ying,Qiang Jin Wei 

Jin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201508 

 

Objectives: To investigate the therapeutic effects of iron, zinc and magnesium 

trace elements, as well as rifaximin in minimal portal-systemic 

encephalopathy (MPSE) rats, and to elucidate the underlying nitrogenous metabolic 

changes. 

Materials and Methods: MPSE rats were orally administered with ferrous sulfate 

(MPSE-Fe, 30 mg/kg/day, n=8), zinc sulfate (MPSE-Zn, 30 mg/kg/day, n=8), magnesium 

sulfate (MPSE-Mg, 50 mg/kg/day, n=8) or rifaximin (MPSE-Rf, 50 mg/kg/day, n=8) as 

well, for 61 days. The Morris water maze (MWM) and open-field tests (OFT) were 

used to evaluate cognitive and locomotor functions. The blood ammonia levels 

before and after administration of the glutamine challenge test, manganese 

concentration and glutamine synthetase (GS) activity were measured. The automatic 

amino acid analyzer and ex-vivo MRS were used to detect the brain changes of 

amino acids and metabolites. The results were compared among groups and with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n=8). One-way ANOVA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groups. 

Results: Compared with control rats, a significantly longer MWM escape latencies 

(P<0.001), less locomotor activity (P<0.05), higher blood ammonia levels (P<0.05), 
higher brain manganese concentrations (P<0.001) and higher GS activity 

(P<0.05) were observed in MPSE rats. However, compared with MPSE rats, MPSE-Mg 

and MPSE-Rf rats had a significantly shorter MWM escape latencies (P<0.05), 
increased locomotor activity (P<0.05), lower blood ammonia (P<0.05), lower brain 
manganese concentrations (P<0.05) and lower GS activity (P<0.05). Partial 
improvements were observed in MPSE-Fe and MPSE-Zn rat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rats, glycine (Gly), alanine (Ala), glutamic acid (Glu), glutamine (Gln), γ-

aminobutyric acid (GABA), lactate (Lac), lysine (Lys), phenylalanine (Phe) and 

methionine (Met)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all P<0.05), but leucine (Leu), 

isoleucine (Ile), valine (Val) and urea (all P<0.05)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in MPSE, MPSE-Fe and MPSE-Zn rat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amino 

acids and metabolites were found between MPSE-Mg, MPSE-Rf rats and control rats. 

Conclusions: Similar with rifaximin, oral administration of magnesium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cognitive and locomotor functions in MPSE rats by 

reducing the brain manganese concentration and regulating GS 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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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194 

磁敏感加权成像对急性颈髓损伤诊断 

及预后评估的临床应用价值 

 
张芳,张凤翔,赵峰巧 

鄂尔多斯市中心医院（原伊克昭盟医院） 017000 

 

【摘要】 目的 探讨磁敏感加权成像对急性颈髓损伤诊断及预后评估的临床应用价值。方

法 23例急性颈髓损伤水肿出血的患者行 3.0T矢状位磁敏感加权成像（SWI）、常规快速自

旋回波（FSE-T1WI和 FSE-T2WI）、STIR及轴位二维扰相梯度回波（2D MERGE T2
*
WI）序列扫

描，所有病例经病理及手术前后对比证实。比较分析 SWI、FSE-T2WI、STIR及 T2
*
WI对颈髓出

血性病变检出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复查前后 SWI出血灶大小、数目及部位的相关性。20 例正

常志愿者作为对照。结果 23例急性颈髓损伤患者常规 FSE-T2WI均显示水肿征象，其中 8例

在 SWI、FSE-T2WI、STIR及 T2
*
WI序列中均未见出血征象，呈单纯水肿改变；11例仅在 SWI显

示出血征象；4例 SWI显示低信号出血征象较 FSE-T2WI、STIR及 T2
*
WI更敏感；7例 SWI 检查

出血灶与复查软化灶部位相同。结论 磁敏感加权成像对急性颈髓损伤检出出血灶比常规 MRI

更敏感，而且与复查软化灶部位相同，可作为脊髓出血性病变 MRI检查的常规序列。 

   

 

 
PU-2195 

Diffusion-weighted MR Imaging for Differentiating 

Benign from Malignant Sex Cord-Stromal Tumors of the 

Ovary  

 
Zhao Shuhui 

Xinhua Hospital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00092 

 

Objectives: To investigate diffusion-weighted (DW) magnetic resonance (MR) imaging 

for differentiating benign from malignant sex cord-stromal tumors of the ovary 

(SCSTs). Materials and Methods: This retrospective study included 29 benign SCSTs 

in 28 patients and 10 malignant SCSTs in 10 patients. DW imaging as well as 

conventional MR imaging was performed. Signal intensity on DW imaging was assessed 

and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ADC) value was measured. Results: The majority 

of malignant SCSTs showed high signal intensity on DW imaging, whereas most benign 

SCSTs showed low or moderate signal intensity (P=0.000). Fibromas showed an 

extremely low ADC value. ADC value of solid component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in 

malignant SCSTs (0.825±0.129×10
-3
 mm

2
/s) than in benign SCSTs (1.343±0.528×10

-3
 

mm
2
/s) when fibromas were excluded (P=0.024). A threshold value of 0.838×10

-3
 mm

2
/s 

permitted the distinction with a sensitivity of 91.7%, a specificity of 63.6% and 

an accuracy of 78.3 %. 

Conclusions: DW imaging is helpful for differentiating benign from malignant sex 

cord-stromal tumors of the ovary. Fibromas have specific MRI features of low 

signal intensity on DWI with an extremely low ADC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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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196 

胎儿多发小肠闭锁和狭窄合并肠重复畸形 1 例 

MRI 诊断并文献复习 

 
杨朝湘 

广东省妇幼保健院 510010 

 

目的：介绍并结合文献探讨一例经产后手术病理证实，并有产前 MRI资料的胎儿多发 CIA 和

CIS合并肠重复畸形病例。 

方法：该病例先行产前超声检查发现异常。后进一步行产前 MRI检查。患儿于生后第 3天行手

术治疗。手术标本行病理检查。通过国内外文献检索进行病例探讨。 

结果：产前 MRI示胎儿腹腔内可见广泛增宽扩张的肠管。扩张肠管的不同部分呈现不同的腔内

信号。在 SSFSE序列 T2WI上，部分扩张肠管呈短 T2低信号，部分呈长 T2高信号。而在 FIRM

序列 T1WI上，部分呈胎粪样明显短 T1高信号，部分呈稍高信号。另于胎儿脐水平处腹部前方

可见一内有液液分层的类圆形异常信号灶影。产前 MRI考虑肠梗阻；脐水平腹部前方囊性灶考

虑为胎粪性假性囊肿可能。术中于小肠距屈氏韧带约 60cm 处见肠闭锁。另于肠闭锁以上约

10cm处见局限性肠狭窄段。再于前腹部见一纺锤形盲端肠管样组织。术中诊断先天性小肠闭

锁及小肠狭窄，肠重复畸形。病理证实前腹部病变为肠重复畸形。经查文献，目前国内外尚未

见有类似的产前病例报道。 

结论：胎儿多发小肠闭锁和狭窄合并肠重复畸形极为罕见。肠重复囊肿内出现液液分层也属少

见征像。  

 

 

PU-2197 

可切除性食管癌术前 T 分期与病理 T 分期的 MRI 评价 

 
吴兰,陈天武 

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637000 

 

目的：研究 MRI对可切除性食管癌术前 T分期与病理 T分期的价值。方法：收集 2014年 4月

～2016年 9月经病理证实的食管癌 45例，所有患者于术前 1周均常规行 MRI扫描，扫描序列

包括 T1WI、T2WI、DWI及三维容积超快速多期动态增强扫描（LAVA），由两位经验丰富的放射

科医师回顾性分析食管癌侵犯食管壁的 MRI表现，并将 MRI发现与手术病理结果进行对照，用

Kappa检验 MRI表现与术后病理结果间的一致性。结果：食管癌 MRI术前 T分期与病理 T分期

具有较高的一致性（Kappa=0.786，P＜0.001）。MRI能分别区分 T1/T2,T2/T3期，其敏感

度、特异度分别为 82.46%、85.17%，与术后病理结果之间具有较好的一致性。结论：MRI 能准

确定位癌灶，并能较好地对食管癌侵润进行分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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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198 

磁共振扩散加权成像对前列腺良恶性病变的诊断 

 
李剑英 

太钢总医院 030008 

 

目的：探讨磁共振扩散加权成像（DWI）对前列腺良恶性病变的诊断价值。方法：对经最终穿

刺或手术病理及临床证实的 15例前列腺癌和 27例前列腺增生患者进行常规 MRI检查和扩散加

权成像扫描，对所扫描的 DWI图和表观扩散系数（ADC）图表现进行分析，并分别测量前列腺

癌区、未被癌组织侵及的外周带、前列腺增生中央腺体及其外周带的四组 ADC值。结果：前列

腺癌灶所对应的 DWI图上表现为高信号，而 ADC图上为低信号，外周带正常区域 DWI及 ADC图

为等信号；前列腺增生在 DWI和 ADC图上外周带组织信号较均匀，中央腺体信号欠均匀，为

高、等或低信号。前列腺增生的外周带与未被癌组织侵及的外周带间 ADC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余前列腺增生中央腺体区、外周带、前列腺癌区及未被癌组织侵及的外周带间 ADC

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磁共振扩散加权成像对前列腺癌有极其重要的诊断价

值，在常规 MRI形态学的基础上，再结合 DWI图上病变的信号特点及 ADC值提供的病理变化信

息，能提高对前列腺癌的定性诊断，提高其诊断的准确率。 

   

 

 

PU-2199 

3.0T 磁共振 DTI 纤维追踪技术在锥体束 

Wallerian 变性中的应用 

 
晋晖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 探讨 3.0T磁共振 DTI 纤维追踪技术在锥体束 Wallerian变性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回顾

性分析 42例锥体束 Wallerian变性的 3.0T磁共振 DTI纤维束追踪技术成像表现，选用延髓、

中脑、内囊后肢三个感兴趣区中的两个进行双侧锥体束追踪技术成像，并测量双侧椎体束各向

异性（fractional anisotropy,FA)值进行比较。 结果 42例 Wallerian变性患者，原发病变

分别为脑梗死 22例，脑出血 9例，脑外伤 5例，脑肿瘤 5例，脑白质脱髓鞘 1例。原发病变

同侧锥体束表现稀疏减少 30例；中断、破坏 12例。42例患者患侧与对侧锥体束平均 FA值分

别为(0.327± 0.145)vs(0.485± 0.132)，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结论 3.0T磁共振 DTI

纤维追踪技术可以三维直观地显示 Wallerian变性椎体束异常改变，并能定量分析，对其诊断

及判断预后具有重要地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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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200 

弥散加权成像及动态增强扫描对早期强直性 

脊柱炎骶髂关节的评价价值 

 
徐建国,徐健,舒震宇,郑劼,丁小南,毛德旺 

浙江省人民医院 310014 

 

目的：探讨弥散加权成像及动态增强扫描对早期强直性脊柱炎骶髂关节的评价价值。方法：选

择医院 2012年 1月-2015年 12月早期强直性脊柱炎患者 60例作为强直性脊柱炎组，健康体

检者 60例作为对照组。强直性脊柱炎组和对照组进行弥散加权成像及动态增强扫描。结果：

强直性脊柱炎组骶侧和髂侧表观弥散系数（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ADC）值均高

于对照组（P<0.05）。强直性脊柱炎组和对照组骶侧和髂侧时间-信号强度（time-signal 

intensity curve，TIC）曲线类型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强直性脊柱炎组骶侧和

髂侧 TIC曲线以Ⅱ型为主，对照组骶侧和髂侧 TIC曲线以Ⅲ型为主。强直性脊柱炎组骶髂关节

达峰时间（time to peak，TTP）、信号增强比率（signal enhancement ratio，SER）、最大

上升斜率（maximum slope of increase， MSI）、峰值信号强度（Signal Intensity of 

Peak，SIpeak）均高于对照组（P<0.05）。DC、TTP、SER、MSI、SIpeak诊断强直性脊柱炎的

最大 AUC分别为 0.82、0.74、0.79、0.71、0.84，灵敏度分别为 85.46%、67.83%、74.21%、

68.42%、81.26%，特异度分别为 72.13%、71.23%、67.58%、73.45%、77.43%。结论：弥散加

权成像及动态增强扫描对早期强直性脊柱炎骶髂关节改变有一定的诊断价值，SIpeak的诊断

效能最高。  

 

 

PU-2201 

磁敏感加权成像在弥漫性轴索损伤中的应用价值 

 
李海林

1
,李海林

1
 

1.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2.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摘要】目的 探讨磁敏感加权成像(SWI)对弥漫性轴索损伤(DAI)的诊断价值。方法 对 40例

临床诊断为 DAI病例常规 T1WI,T2WI液体衰减反转恢复(FLAIR)序列和磁共振弥散加权(DWI)及

磁敏感加权(SWI)扫描。结果 SWI可清楚显示 31例 DAI 的颅内异常小出血灶，表现为点状、

条索状、类圆形或串珠状的低信号影，检出率为 77．5％，常规 T1WI,T2WI序列检出率分别为

15％，32.5%，FLAIR序列检出率为 50％，DWI序列检出率为 57.5％。结论： SWI能非常敏

感地检出外伤后弥漫性轴索损伤患者的脑内小出血灶,对弥漫性轴索损伤有很好的诊断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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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202 

高分辨 MRI 在判断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稳定性中的价值 

 
陈细香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430060 

 

目的 分析高分辨 MRI对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稳定性的判断，并评价其价值。 方法 收集我

院 2016年 4月-2017年 1月经神经内科收治的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患者 40例行 MRI（GE 3.0T 

750 Pluse）检查,使用颈部表面专用线圈，扫描序列包括三维时间飞跃法(3D-TOF)血管成像、

双翻转 Ti加权成像、T2加权成像、PD加权成像，对颈动脉分叉部上下约 2cm范围内斑块内成

分如富脂质核心(LRNC)、斑块内出血(IPH)、血栓形成、钙化及纤维帽（FC）表面情况进行判

别，以美国心脏协会(AHA)动脉粥样硬化 MRI分型标准为依据，对斑块进行分型,并将入组颈动

脉粥样硬化斑块根据其分型分为稳定斑块组和不稳定斑块组,用卡方检验评估两组斑块内富脂

质核心、出血、血栓、钙化及纤维帽表面状态(完整或破裂)的情况差异。结果 本组 63个颈

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中,稳定斑块共 31个,含富脂质核心者 5个,伴有出血者 4个,有血栓形成者

0个,含有钙化者 7个,发生纤维帽破裂者 0个;不稳定斑块共 32个,含富脂质核心者 26个,伴

有出血者 11个,血栓形成者 8个,含有钙化者 3个,发生纤维帽破裂者 14个,二者在是否出现富

脂质核心、出血、血栓形成及纤维帽破裂方面均有统计学差异(P<0.05),而钙化出现率无统计

学差异(P>0.05)。结论 3.0 T MRI能识别、区分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内成分,对斑块进行分

型及鉴别稳定斑块和不稳定斑块,为临床选择治疗方案及疗效评价提供指导。  

 

 

PU-2203 

副肿瘤性边缘叶脑炎并认知障碍的 DTI 分析 

 
姜洪新 

故城县医院 253800 

 

【摘要】目的：应用弥散张量成像（DTI）观察肺癌导致脑桥、桥臂边缘叶脑炎神经纤维束受

损程度。方法：对患者常规扫描后，加扫 DTI序列，在 Extended MR WorkSpsce工作站处理

数据分析，显示脑桥病变部位相关纤维束受损情况。结果：发现脑桥受损纤维束为小脑中脚、

皮质脑桥束、桥连纤维（通过脑桥连接两侧大脑半球的纤维束）。结论：小脑中脚、皮质脑桥

束、桥连纤维受损可以导致严重认知障碍，损害程度与病情成正相关。桥连纤维在脑桥上缘通

过两侧大脑脚分别上行，紧贴胼胝体上行，部分到达额下回，部分交叉到对侧，可能在大脑的

记忆传导中有重要意义。  

 

 

PU-2204 

MRI 评价子宫内膜癌 2009 FIGO 误分期的原因分析 

 
马凤华,刘佳 

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 200090 

 

目的：探讨 MRI评价子宫内膜癌 2009 FIGO误分期的原因。材料与方法：回顾性分析 2015年

1月-2017年 5月 92例经手术和病理证实的子宫内膜癌的 MRI资料，以临床和病理 FIGO 2009

分期为标准，对 MRI与临床和病理 FIGO 2009分期的一致性进行 Kappa分析。结果：92 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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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内膜癌（子宫内膜样癌 77例，浆液性癌 6例，透明细胞癌 1例，黏液腺癌 1例，混合型腺

癌 2例，复杂不典型增生或不伴局限性腺癌 5例）临床和病理 2009 FIGO分期如下：Stage IA

期 58例，IB期 9例，Stage II期 13例，Stage III-IV期 12例；MRI 2009 FIGO误分期结

果如下：Stage IA期 8例，IB期 3例，Stage II期 3例，Stage III期 4例。MRI与临床和

病理 FIGO分期的诊断一致性 Kappa值 0.659。误诊原因如下 Stage IA期易过度诊断，即浅肌

层浸润易误诊为深肌层浸润；IB期容易诊断不足，即深浅肌层浸润的区分错误；Stage II期

误诊多数为漏掉宫颈间质浸润灶，很少过度诊断；Stage III期误诊包括忽视宫角、子宫浆膜

层浸润，附件小病灶和盆腔小淋巴结转移灶较难判断。结论：MRI与临床和病理 FIGO分期的

诊断一致性较好，但应避免过度分期，不要忽视宫角、子宫浆膜层浸润，附件小病灶和盆腔小

淋巴结转移灶判断困难时，可借助功能磁共振成像如扩散加权成像综合判断。  

 

 
PU-2205 

7 例横纹肌样脑膜瘤临床特征与 MR 表现分析 

 
李贝贝,任翠萍,程敬亮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摘要】 目的 探讨横纹肌样脑膜瘤（RM）的 MRI特征性表现及其临床特点。方法 对 7例

（男性 3例,女性 4例）患者的临床资料及 MRI表现进行回顾性分析，所有患者均经手术病理

证实为横纹肌样脑膜瘤。结果 7例 RM中，2例位于鞍旁，1例位于额叶，1例位于颞叶，1例

位于枕叶，1例位于左侧额部颅板内外，1例位于右侧侧脑室。7例 RM中，6例为实性，1例

为囊实性。6例实性病灶中，3例呈等 T1等 T2信号，2例呈稍长 T1稍长 T2信号，1例呈长

T1长 T2信号；1例囊实性病变，实性部分呈等 T1等 T2信号，囊性部分呈长 T1长 T2信号。6

例实性病灶 DWI（b=1000时）1例低信号，1例等信号，3例稍高信号，1例明显高信号；1例

囊实性病灶 DWI（b=1000时）囊性部分呈低信号，实性部分呈稍高信号。1例实性病灶可见轻

度瘤周水肿（水肿范围<1cm），1例囊实性病灶周围见轻度瘤周水肿，余均未见瘤周水肿。1

例实性病灶可见局部骨质肥厚并骨质破坏。增强扫描 2例实性病灶呈明显均匀强化；4例实性

病灶呈不均匀强化，中心可见相对低信号未强化区；1例囊实性病变囊性部分未见明显强化，

实性部分呈明显不均匀强化。 结论 RM的 MR表现具有一定特征性，可伴有瘤周水肿，可发生

囊变、坏死，也可伴有骨质破坏。 

   

 

 
PU-2206 

贲门腺癌区域淋巴结转移的 MRI 评价 

 
蒋宇,陈天武 

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637000 

 

目的：探讨 MRI对贲门腺癌有无区域淋巴结转移的诊断价值。 

方法：回顾性分析从 2013年 11月至 2016年 11月经手术、病理证实为贲门腺癌 41例，综合

MRI多序列分析贲门腺癌区域淋巴结受累情况，并与手术病理学结果进行对比。采用 Kappa检

验其与病理结果的一致性。 

结果：41例经手术病理证实为贲门腺癌，9例区域淋巴结无转移，MRI诊断正确占 6例；32例

区域淋巴结有转移，MRI诊断正确占 30例。MRI对贲门腺癌是否有区域淋巴结转移的诊断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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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灵敏度、特异度分别为%（36/41）、%（30/32）、%（6/9），与病理结果具有高度一致性

（Kappa=0.625，P<0.05）。 

结论：MRI是判断贲门腺癌有无区域淋巴结转移的较好办法，能为临床治疗提供可靠依据，对

于患者预后具有重要意义。 

   

 

 
PU-2207 

肝脏磁共振成像对 HBV 相关慢加急性肝衰竭的评估 

 
兰莲君,舒健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646000 

 

目的：探讨肝脏磁共振成像对 HBV相关慢加急性肝衰竭的评估价值。 

方法：收集我院 HBV相关慢加急性肝衰竭患者 28例，中、重度慢性乙型炎患者 11例，正常对

照组 14例。分别对其进行 3.0T磁共振扫描，扫描序列包括双回波化学位移成像序列、快速自

旋回波脂肪抑制 T2WI序列、T1高分辨各向同性容积激发（THRIVE）序列。计算出同反相位图

像上相对信号强度 rSI，T2 脂肪抑制及 THRIVE序列上平均肝、肌信号强度比（SIIT2WI和

SIITHRIVE）。采用 SPSS17.0 分析三组间各影像指标的组间差异，采用 Spearman秩相关分析

影像指标与三组肝功能等级的相关性，采用接受者工作特性( ROC)曲线评价各影像指标对 HBV

相关慢加急性肝衰竭的诊断效能。 

结果：三组间 rSI、SIIT2WI 和 SIITHRIVE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1、0.021、0.034）。

两两比较显示 rSI和 SIIT2WI 能区别肝衰竭与正常组。rSI 及 SIIT2W值随着肝功能损害的加

重而升高（rs=0.410、0.370，P=0.003、P=0.006），而 SIITHRIVE与肝功能等级无相关性

（0.444）。ROC曲线示 rSI 及 SIIT2WI诊断慢加急性肝衰竭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799、0.737

（P=0.002、0.013），最佳诊断界点分别为 1.58、0.9855。当 rSI＞1.58或 SIIT2WI＞0.9855

时诊断慢加急性肝衰竭，其诊断敏感性提高至 95.36%；当 rSI＞1.58且 SIIT2WI＞0.9855 时

诊断慢加急性肝衰竭，其诊断特异性提高至 95.91%。 

结论： MRI双回波化学位移成像及 T2脂肪抑序列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肝脏的功能情况。

rSI和 SIIT2WI对 HBV相关慢加急性肝衰竭具有一定的诊断效能，联合运用两个影像指标可增

加其诊断敏感性或特异性。  

 

 

PU-2208 

基于 ReHo 方法探索“嗅三针”的静息态脑功能磁共振研究 

 
赵腾

1
,郑运松

2
,沈晨

1
,于楠

2
,王渊

2
,刘智斌

2
 

1.陕西中医药大学 

2.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嗅三针”对痴呆患者的认知功能及记忆学习功能具有明显的改善作用，但是其作用的

中枢神经机制尚不明确。本研究利用静息态功能磁共振（resting state-fMRI）技术及局部一

致性（regional homogeneity，ReHo）分析方法，观察针刺“嗅三针”穴位对大脑功能区的影

响，对比针刺治疗前后局部脑区强度变化。探讨针刺治疗对脑功能影响的中枢机制，为临床使

用针刺治疗认知功能障碍提供新的思路和科学依据。 

方法：纳入健康志愿者 11例，取穴位置为双侧迎香穴及印堂穴，电针针刺 20min。采用相同

的 MRI扫描序列（T1-mprage 及 bold序列）分别采集针刺前和针刺后的静息态脑功能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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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ReHo分析方法对大脑功能活动进行分析，使用 DPASFA 软件进行预处理，用 SPM8 进行配

对样本 t检验，xjview软件呈现图像。 

结果：针刺干预前，受试者基线均衡（P>0.05）,与基线期相比，针刺干预后，受试者分别出

现以下与认知相关的脑区 ReHo值的改变：局部一致性（ReHo）增高区域有左侧嗅觉皮层，右

侧额上回、左侧额上回，ReHo 减低区域有左侧顶上小叶，左侧楔叶。结果有统计学意义，

P<0.001, topoFDR校正。 

结论：（1）前额叶与认知功能密切相关，“嗅三针”使双侧额上回 ReHo值增高，说明“嗅三

针”对认知功能改善的中枢机制可能在于其激活了大脑额叶的脑区活动。（2）部分痴呆患者

可伴有嗅觉功能障碍，嗅觉功能的改善对认知功能也有促进作用。“嗅三针”中的主穴迎香穴

为治疗嗅觉疾病的有效穴位，本研究发现针刺“嗅三针”后嗅觉皮层发生 ReHo值增高的表

现，说明 “嗅三针”影响嗅觉功能的中枢机制可能在此。（3）本研究中顶上小叶、楔叶脑区

的 ReHo值降低，说明“嗅三针”对默认网络亦有影响。总结以上研究发现，“嗅三针”使大

脑认知相关脑区的改变，推测此为“嗅三针”治疗认知功能障碍的中枢神经机制。 

   

 

 
PU-2209 

胎儿硬脑膜窦畸形的 MRI 表现及随访 

 
马慧,林剑军 

广西壮族自治区妇幼保健院 530003 

 

摘要 目的 探讨胎儿硬脑膜窦畸形产前 MRI的影像表现。方法 回顾性分析 5例产前超声疑诊

脑血管异常的胎儿头颅 MRI 检查，并随访及胎儿尸检对照分析。结果 5例胎儿头颅 MRI均提

示后枕部窦汇区异常血流信号影，窦汇区增宽。其中 2例邻近小脑及大脑枕叶受压，1例蛛网

膜下多发增粗迂曲血管，1 例随访病例直窦区较前缩小。5例均未行胎儿染色体产前诊断。3

例引产，2例随访中，其中 1例引产病例行尸检证实窦汇区扩张并血栓形成。结论 胎儿硬脑

膜窦畸形产前 MRI影像特点为颅后窝窦汇区增宽，窦内异常血流信号影，可伴血栓形成。不伴

颅内结构继发性发育不良的病例预后良好，建议 MRI随访。 

   

 

 
PU-2210 

腹膜后良性神经鞘瘤与非肾上腺来源的副节瘤 

的磁共振诊断与鉴别诊断的价值 

 
申艳光,钟燕,马露,王海屹,王英伟,潘晶晶,张洪涛,叶慧义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100853 

 

目的：分析研究 MRI特征对腹膜后良性非肾上腺来源的副神经节瘤和良性神经鞘瘤诊断与鉴别

诊断的价值。 

方法：收集我院经手术及术后病理检查后确诊为腹膜后非肾上腺来源的良性副神经节瘤 24例

和良性神经鞘瘤 26例，术前均行 3.0 T MRI检查，并回顾性定量及定性分析其 MRI特征。术

后进行病理检查。统计分析采用 Mann-Whitney检验和 logistic 回归回顾性分析比较两组肿瘤

的影像特征及临床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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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共收集 24例良性副神经节瘤，平均年龄 48.04±9.70 岁，有高血压症状 11例，儿茶酚

胺相关症状阳性 11例，VMA 阳性 9例，
131
I-MIBG阳性 9 例，无症状者 10例；行腹腔镜手术 9

例、机器人辅助腹腔镜 10例、传统开腹手术 5例）。26例良性神经鞘瘤，平均年龄 40.88 ± 

13.29岁，有高血压症状 1 例，儿茶酚胺相关症状阳性 0例，VMA阳性 0例，
131
I-MIBG阳性 0

例，无症状者 20例；行腹腔镜手术 6例、机器人辅助腹腔镜 1例、传统开腹手术 19例。MRI

定量评价两组肿瘤的最大径、纵横径的比值、平均 ADC值，两组间无统计学差异（P<0.05）。

定性分析两组肿瘤的形状、边界、含有脂质成分、出血的 MRI征象比较，两组间无统计学差异

（P<0.05）。其次定性评价两组肿瘤位置、坏死、囊变和肿瘤强化程度特征的比较，两组间有

统计学差异（P>0.05）。再经 logitic回归统计分析，肿瘤坏死及增强动脉期肿块明显强化征

象相结合对诊断腹膜后非肾上腺来源的良性副神经节瘤的可能性明显增大。 

结论：MRI检查有助于腹膜后良性非肾上腺来源的副神经节瘤和神经鞘瘤的诊断及鉴别诊断，

腹膜后非肾上腺来源的副神经节瘤较神经鞘瘤更多的表现为坏死和动脉期明显强化，再结合典

型临床特征及实验室诊断更易于对其诊断。  

 

 
PU-2211 

Evaluation of the Heterogeneity of Meningioma Based 

on Texture Analysis of Contrast-Enhanced MRI 

 
Dai Yue

1
,Wang Keying

1
,Wang Shan

1
,Wu Jiangfen

2
,Gao Jingjing

1
,Li Yuan

1
,Xu Kai

1
 

1.Affiliated Hospital of Xuzhou Medical University 

2.GE healthcare， Shanghai， China 

 

Purpose: To evaluate meningioma heterogeneity and determine the efficiency of 

texture analysis (TA) in the differention of benign meningioma from 

atypical/malignant meningioma based on contrast-enhanced MRI (CE-MRI). 

Materials and methods: Fifty-nine patients who underwent contrast-enhanced MRI 

were enrolled. The heterogeneity parameters of entropy, kurtosis, skewness and 

inhomogeneity were compared among the three groups. The independent-sample t test 
was performed to compare benign meningioma with the other two groups. 

Results: The entropy and inhomogeneity value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grade 

II/III than grade I meningiomas (P<0.001). The entropy cutoff value of 5.58 

exhibited a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and accuracy of 81.8%, 83.3% and 83.1%, 

respectively. The inhomogenity cutoff value of 0.192 exhibited a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and accuracy of 90%, 77.6% and 72.9%, respectively. 

Conclution: A TA of CE-MRI scans can be useful in the evaluation of meningioma 

heterogeneity. There was a high correlation between entropy and inhomogenity 

values and tumor g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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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212 

脑梗塞死亡 SD 大鼠脑 pmMRI 研究 

 
曾德银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646000 

 

目的：脑梗塞死亡 SD大鼠行脑部尸体磁共振成像（postmortem MRI，pmMRI），探讨 pmMRI 检

测脑梗塞灶的可行性。方法：采用改良 Zea-Longa线栓法
[1]
制作 SD大鼠右侧 MCAO模型，建模

后 13-52h内死亡的 12只 SD大鼠，建模后 12h、死后 8h、24h、48h、72h、96h行头部 MRI；

测梗塞灶及对侧脑组织 ADC 值。SD大鼠死后双侧大脑 ADC值重复方差分析,以 P<0.05有统计

学意义。扫描后取鼠脑做 HE染色，病理图片由病理科副主任医师诊断。结果：脑梗塞 12h及

死后大鼠右侧大脑信号异常，8只鼠大脑中线结构左移。死后双侧大脑 ADC值做重复方差分

析，F=42.91，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鼠脑 HE染色见坏死区域神经元坏死、崩解，胶质

纤维崩解、液化，炎细胞浸润及红细胞漏出。死后 72h和 96h见左侧脑组织神经细胞水肿，核

固缩，细胞数量减少，间质液化空泡样改变。结论：1、SD大鼠脑梗塞 13-56小时内死亡，死

后 5℃保存，96h内 pmMRI可检测脑梗塞灶和脑疝。 

   

 

 
PU-2213 

MRI 动态增强联合 DWI 征象对子宫内膜癌肌层浸润 

和术前分期的诊断研究 

 
黄社磊,马捷 

深圳市人民医院 518000 

 

目的 探讨动态增强 MRI（DCE-MRI）联合弥散加权成像（DWI）对子宫内膜癌诊断的准确性。

方法 选择 2014年 1月至 2016年 4月在本院治疗的子宫内膜癌确诊病例 82例，采用 DCE-MRI

联合 DWI对子宫内膜癌的肌层浸润情况及术前分期诊断,分析其灵敏度与特异度，并判断其术

前分期与金标准的一致性。结果 DCE-MRI联合 DWI获得正确诊断肌层浸润深度 70例，准确率

为 95.89%；对浅肌层和深肌层浸润的灵敏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值均高于 90%。

对 75例病例的术前分期获得正确的诊断，准确率为 91.46%，与金标准的一致性良好，Kappa

指数为 0.88（p<0.05）。结论 DCE-MRI联合 DWI成像对子宫内膜癌的术前分期与肌层浸润深

度的诊断具有较高的准确度，能改善病人的诊断和预后。  

 

 

PU-2214 

体素内不相干运动成像对局部晚期宫颈癌 

同步放化疗疗效的预测价值 

 
李靖,黎海亮,曲金荣 

河南省肿瘤医院 450008 

 

 目的：探讨 3.0 T MR IVIM 预测晚期宫颈癌同步放化疗疗效的价值。方法：回顾性收集

2013年 7月至 2016年 12月共 63例病理证实为局部晚期（≥IIb 期）宫颈癌且行同步放化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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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患者 MRI资料，于治疗前、中和治疗结束分别行 IVIM扫描。测量各时间点肿瘤的 IVIM 参

数值（ADC、D、D*和 f）的平均值，并计算其变化率。 根据 RECIST标准将肿瘤的治疗反应评

价为完全缓解（CR），部分缓解（PR），病变稳定（SD）和病变进展（PD），CR和 PR归为疗

效敏感组，SD和 PD归为疗效不敏感组。由两名阅片者共同阅片，采用 ICC值和 Bland-Altman

散点图比较两者测量各时间点 IVIM参数值一致性。采用 Mann-Whitney U检验比较两组间

IVIM-ADC值及其变化率。采用 Spearman等级相关分析评价各时间点参数值及其变化率和肿瘤

消退率关系。采用 ROC曲线分析各参数判断疗效敏感性的诊断效能并确定最佳阈值。结果：疗

效敏感组 ADC、D-pre，治疗中和后 ADC、D、f及其变化率均高于疗效不敏感组。各时间点

ADC，D及 ADC、的、f变化和肿瘤消退率均呈正相关。上述参数值预测宫颈癌同步放化疗疗效

效能最佳。结论：局部中晚期宫颈癌治疗前 IVIM参数值及其变化率可以较好的预测同步放化

疗效果，具有较高的临床价值。  

 

 
PU-2215 

不同年资医师 PI-RADS （v1/v2）前列腺癌诊断 

评分结果的一致性评价 

 
居敏昊

1
,赵文露

1
,沈钧康

1
 

1.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2.无锡市锡山人民医院 

 

目的 初步评价两位医师分别应用 PI-RADS v1/ v2进行前列腺癌诊断评分时两位医师评分结

果间的一致性。材料和方法 回顾性分析 175例均行 1.5T 前列腺 mp-MRI扫描（轴位高分辨

率 T2WI、DWI和 DCEI）和经直肠超声引导下前列腺系统穿刺活检且病理证实为前列腺癌患者的

临床、病理和 mp-MRI资料。由两位医师在不知道穿刺病理诊断结果的情况下分别按照 PI-

RADS v1/ v2评分标准，独立分析入组病例的 mp-MRI图像，分别对外周带、移行带病灶进行

诊断评分。采用加权 Kappa 检验比较两位医师在 PI-RADS v1/v2 评分结果间的一致性。同时用

Bland-Altman法绘制散点图，进一步比较两位医师分别采用 PI-RADS v1/v2诊断评分结果间

的一致性。结果 两位医师采用 PI-RADS v1对外周带癌评分诊断结果间的一致性为一般水平

（二次加权 k值 0.338，95%，CI 0.184～0.492），两位医师采用 PI-RADS v2对外周带癌评

分诊断结果间的一致性同样处于一般水平（二次加权 k值 0.396，95% CI 0.251～0.541）；

两位医师采用 PI-RADS v1对移行带癌评分诊断结果间的一致性为中等水平（二次加权 k值 

0.407，95% CI 0.139～0.675），两位医师采用 PI-RADS v2 对移行带癌评分诊断结果间的一

致性为良好水平（二次加权 k值 0.658，95% CI 0.424～0.892）。结论 在 1.5T MR设备和

非直肠内线圈条件下，两位医师分别应用 PI-RADS v1/v2对前列腺癌诊断评分时，两位医师对

移行带癌评分结果间的一致性最高；两位医师采用 PI-RADS v2 对前列腺癌评分结果间的一致

性高于 PI-RADS 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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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216 

体素内不相干运动成像鉴别乳腺肿块样病变 

的价值及可重复性研究 

 
孙瑞红

1
,沈丽娟

2
,孟凡华

1
,尹化斌

1
 

1.复旦大学附属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 

2.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摘要】 目的 探讨体素内不相干运动（IVIM）各参数鉴别诊断乳腺良恶性的价值及参数测量

的可重复性，并分析乳腺实质构成、肿块大小、微钙化及组织学分型对其可重复性的影响。方

法 收集术后获得病理结果的患者 66例，共 72个病灶，良性病变 35个，恶性病变 37 个。患

者术前均行双侧乳腺平扫 T1WI、T2WI及 IVIM扫描。2名医师在肿瘤最大层面尽量沿肿瘤轮廓

手动勾画感兴趣区，独立测量 IVIM参数，包括单纯扩散系数（D）、假性扩散系数（D
*
）、灌

注分数（f）。医师 1间隔 1个月后重复上述测量。采用组内相关系数（ICC）、Bland-Altman

法评估观察者内部和观察者之间测量值的一致性；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比较各参数值的差异；

采用受试者工作特性曲线（ROC）评价各参数的诊断效能；根据 Youden指数确定最佳诊断阈

值。结果 观察者内部和观察者之间 D、D
*
及 f值的可重复性较好（ICC≥0.758，P＜0.05）。

同一医师两次测得的 D、f、D
*
值差值的 95%一致性区间分别为（-0.109～0.126）×10

-3 
mm

2
 

/s、（-0.932～1.166）、（-1.753～1.139）×10
-3 
mm

2
 /s；2名医师两次测得的 D、f、D

*
值

差值的 95%一致性区间分别为（-0.115～ 0.137）×10
-3 
mm

2
 /s、（-2.214～0.320）、

（0.189～1.650）×10
-3 
mm

2
 /s；致密型乳腺组医师 1重复测量的 ICC为 0.635。乳腺恶性病

变的 D值低于良性病变，而 f值高于良性病变（P＜0.05），D
*
值无统计学差异。D、f值鉴别

乳腺良恶性病变的 ROC下面积分别为 0.893、0.68，D以 1.03×10
-3 
mm

2
 /s 为阈值，敏感度、

特异度为 86.35%、87.92%。结论 IVIM参数重复测量的一致性较好，并对诊断及鉴别诊断乳腺

良恶性病变有较大价值，其中致密型乳腺可能会影响其可重复性。 

    

 

 
PU-2217 

Imaging in testicular epidermoid cysts  

 
Liu Renwei 

People 's Hospital of Long hua District， Shenzhen ， Guangdong ， China. 518109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utility of findings on ultrasound an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for the preoperative diagnosis of testicular epidermoid 

cysts 

Conclusion A typical “onion skin sign" on ultrasound can confirm diagnosis of 

TEC. Alternatively, MRI allows high soft tissue resolution and multi-angle and 

multi-parameter imaging; therefore, if typical findings are not evident on 

preoperative ultrasound of testicular lesions, MRI examination should be used. The 

"black ring sign, target sign, and onion skin sign" and no enhancement on MRI are 

diagnostic features of TEC. Combined preoperative ultrasound and MRI 

findings can be used in clinical decision making to ensure appropriate 

inter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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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218 

非增强 MR 门静脉成像：三维半傅立叶快速自旋回波 

和真正稳态自由运动序列比较 

 
龚志刚,李晨,詹松华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201203 

 

目的：比较和评估结合两个时间空间的两种不同的磁共振血管造影（MRA）序列，三维（3D）

半傅立叶快速自旋回波（FSE）和三维真实稳态自由进动（SSFP）获得的图像标记反相脉冲

（T-slips），门静脉选择性和非对比增强（非 CE）可视化。材料和方法：采用了检查 20名

健康志愿者半傅立叶 FSE和 3.0T MRI系统具有两个 T-slips,一个放置在肝脏和胸部，另一个

放在下腹部上。对于定量分析，血管到肝脏对比度（CV-1）的门静脉主干的比率（MPV），右

门静脉（RPV），和左门静脉（LPV）进行了测定。可视化的质量也被评价。结果：在这两种脉

冲序列中，门静脉的选择性可视化在所有 20名志愿者被成功地进行。定量评价在半傅立叶相

的 RPVs和 LPVs（P <0.0001）显示显著更好。在 MPV，CV-1在真 SSFP更好，但无统计学差

异。可视化分数在半傅立叶 FSE中段四个和八个分支均显著更好。结论：用 T-SLIPS，两个 3D

半傅立叶 FSE和真 SSFP扫描使门静脉的选择性非 CE可视化。半傅立叶 FSE被认为是适合于肝

内门静脉可视化和真正的 SSFP需要对 MPV的可视化时，可能是可取的。 

   

 

 
PU-2219 

3D SPACE 序列结合曲面重组在直肠癌的应用价值 

 
谢欢,陈金华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野战外科研究所 400042 

 

 

目的：探讨磁共振成像（MRI）3D SPACE序列结合曲面重组后处理技术在直肠癌方面的应用价

值。 

方法：收集我院 2017年 2月-2017年 3月行盆腔 MRI检查，并通过临床证实的直肠癌患者 20

例作为研究资料。采用西门子 Aera 1.5T 超导型磁共振扫描仪扫描，线圈采用 16通道体部相

控阵线圈。此 20例患者先行常规盆腔 MRI平扫检查，再行 3D SPACE序列扫描，后再行常规盆

腔增强扫描检查。扫描完成后，将 3D SPACE薄层图像调入西门子 3D后处理选项卡中进行曲面

重组后处理，将直肠全程在同一平面内显示，再针对直肠病变部位进行多平面重组，垂直于直

肠粘膜显示直肠病变全程。 

结果：3D SPACE序列清晰的显示了 20例直肠癌患者的盆腔各组织结构，对直肠及直肠病变的

显示分辨率也比较高。此序列可以分别行 T1加权、T2加权成像，可从不同的参数对直肠病变

进行成像。此序列结合曲面重组后处理技术可在同一平面清晰的显示直肠病变全程，再结合多

平面重组后处理技术，针对直肠病变全程进行垂直显示，可初步了解直肠病变的侵犯情况。 

结论：3D SPACE序列可对直肠病变进行三维薄层容积成像，结合曲面重组后处理技术可在同

一平面内清晰显示直肠全程病变，再结合多平面后处理技术可针对直肠病变进行全程垂直显

示，进而对直肠病变的侵犯情况有一定的初步了解。此技术最大的优势在于可以对病变全程进

行整体评估，有效的避免了直肠弯曲的影响，一次扫描可垂直显示病变全程，节约了扫描时

间，值得临床进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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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220 

高分辨磁共振成像评价脑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成份 

 
刘洋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探讨高分辨 MRI不同序列检查评价缺血性脑血管病患者脑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成分的临床

意义。方法：选择 64例缺血性脑血管病患者。其中短暂性脑缺血发作(TIA)患者 18例。脑梗

死患者 46例。采用 PHILIPS Achieva3.0T 头颈联合线圈，行高分辨 MRl检查，先后选用三维

时间飞跃法（TOF），黑血脉冲序的 TlWI、T2WI和质子加权成像 4种不同序列，分析斑块成

分。结果：64例患者中，有完整厚纤维帽 25例(39.1％)、完整薄纤维帽 20例(31.2％)、破

损纤维帽 19例(29.7％)，脂质池和坏死核心 53例(82.8％)，斑块内钙化 44例(68.8％)，斑

块内出血 31例(48.4％)，斑块内纤维化 33例(51.6％)，脑梗死患者与 TIA患者各类斑块成分

所占比例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高分辨 MRI不同序列检查对脑动脉斑块

的检测有助于分析斑块的成份特征，确定斑块的稳定性。 

   

 

 
PU-2221 

Comparing the values of MRI ultra-high-b-value DWI 

and standard DWI in grading cerebral astrocytomas and 

their association with aquaporin-4 

 
Tan Yan,Zhang Hui,Wang XIaochun 

The first hospital of Shanxi medical university 030001 

 

Objective: To compare the value of MRI ultra-high-b-value DWI (UHBV-DWI) and 

conventional DWI in grading cerebral astrocytomas, and to analyze the 

correlation of respective parameters with aquaporin (AQP).Methods: Forty patients 

with cerebral astrocytoma, including low-grade (LGA, N=15) and high-

grade astrocytomas (HGA, N=25) were studied. UHBV-DWI (ultra-high-b-value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parameter, conventional DWI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parameter values in the solid parts of the tumors and 

peritumoral edema, were compared. ADC maps were calculated from standard b-

values (1000s/mm
2
), while UHBV-DWI was quantified by fitting the signals at 

ultra-high b-values (1800-4000s/mm
2
) to the mono-exponential 

equation. Real time PCR was used to analysis for AQP1, AQP4 and AQP9 mRNA.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curves were used to identify the 

better parameter. Spearman correlation analysis was performed to assess the 

correlation of AQP mRNA level with each parameter value.Results: ADC value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in the solid parts of HGA, as compared to those of LGA. 

UHBV-ADC valu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solid parts of HGA than those 

of LGA (P＜0.01). UHBV-ADC (0.833) had the larger area under the curve 

(AUC) than ADC (0.713). The level of AQP4 mRNA in the solid parts of the tumor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HGAs than LGAs (P＜0.01); there was less AQP9 mRNA 

and had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between two groups (P＞0.05); there was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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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QP1 mRNA in two groups. ADC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level of AQP4 mRNA 

(r=-0.357; P=0.024). UHBV-ADC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level of AQP4 

mRNA (r=0.646; P＜0.01).Conclusion: Use of UHBV-DWI improved grading of 

cerebral astrocytomas when compared with DWI. UHBV-DWI parameters appeared 

to reflect the level of AQP4 mRNA in astrocytomas. 

   

 

 

PU-2222 

磁共振 IVIM 在脑星形细胞瘤分级诊断的初步研究 

 
谭艳,张辉*,王效春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030001 

 

目的 探讨磁共振 IVIM在脑星形细胞瘤分级诊断的价值。材料与方法 46例脑星形细胞瘤患者

术前行常规 MRI扫描及多 b值 DWI扫描，其中低级别组（WHO I-Ⅱ级）16例，高级别组（WHO 

Ⅲ-Ⅳ级）30例。测量肿瘤实质区、瘤周水肿区的多 b值 DWI双指数模型参数值：ADC值、D

值、D*值及 f值。应用独立样本 t-检验比较组间各参数值差异，ROC曲线分析比较各参数的诊

断效能。结果 高级别组瘤体的 ADC值、D值低于低级别组，瘤体 D*值、瘤体 f值、瘤周水肿

区各参数值未见统计学意义。ADC值、D值的 ROC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 0.847、0.799。

结论 IVIM型瘤体 D值可以鉴别高低级别脑星形细胞瘤，优于常规 ADC值。 

   

 

 
PU-2223 

血管滋养管磁共振成像评估降脂治疗对颈动脉 

易损斑块作用的初步探索 

 
崔豹

1
,杜瑞雪

2
,叶平

2
,蔡剑鸣

2
 

1.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 

2.解放军总医院 

 

目的 在颈动脉斑块的不稳定化过程中，炎症起着重要作用，是引发纤维帽变薄至最终斑块破

裂的一个关键因素。炎症程度越高，斑块内血管滋养管血供及通透性越高。本研究目的在于应

用动态增强磁共振成像技术，活体评估强化降脂治疗是否可以减弱薄纤维帽斑块内血管滋养管

灌注功能。 

方法 研究对象：前瞻性首次应用高分辨磁共振成像技术活体追踪观察 2年内瑞舒伐他汀对中

国患者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疗效。本研究经过筛查阶段，入选 46例既往无降脂治疗史患者

进入治疗阶段，最终成功完成 32例（74.4%），符合如下标准：①至少一侧颈动脉狭窄

16%~69%；斑块位于分叉上下 2.4 cm范围，厚度 3 mm以上；钙化小于斑块面积 50%者，并且

斑块内可见脂质核、纤维帽完整。②低密度脂蛋白 大于 100 mg/dl。瑞舒伐他汀治疗剂量为

5~20 mg/d，平均剂量为 11 mg/d，低密度脂蛋白降低至 80 mg/dl以下。磁共振成像：在基

线及治疗第 3、12、24月，进行颈动脉标准多对比度成像及动态增强成像。动态增强成像应用

双翻转恢复技术以 16 s间隔重复扫描 15次。基于大于 3 mm 厚斑块内时间-信号强度变化，应

用人群动脉输入函数及 Patlak 模型计算药代动力学参数 K
trans

 和 Vp 定量反应斑块内血管滋养

管灌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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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在 32例研究对象中，共有 6例患者颈动脉斑块纤维帽为完整-薄且无斑块内出血。与基

线相比，斑块内平均 K
trans

治疗第 3个月降低，无显著统计学差异（P > 0.05）；治疗第 12个

月和第 24个月逐渐降低并有统计学趋势。治疗第 12个月，斑块负荷变化无统计学差异（P > 
0.05），斑块纤维帽逐渐增厚。 

结论 评价降脂治疗对颈动脉薄纤维帽斑块疗效时，应更加关注斑块内炎症程度而非负荷，动

态增强磁共振成像技术获得斑块内药代动力学参数可以成为在体，无创的影像学标志，早期监

测降脂治疗颈动脉斑块的有效反应，评价斑块破裂危险性，预防缺血性脑卒中发生。  

 

 
PU-2224 

MRS 技术在边缘性脑炎中的应用 

 
王蕾 

厦门医学院附属医院厦门市第二医院 361021 

 

【摘要】 目的 应用 MRS技术诊断边缘性脑炎，将其与低级别胶质瘤进行鉴别。方法 通过对

一例边缘性脑炎患者的常规磁共振图像及 MRS图像进行分析，评价各扫描序列在边缘性脑炎中

的作用，总结 MRS特点及其对边缘性脑炎诊断的重要性。 结果 左侧海马区 T2WI、FLAIR 斑片

状高信号，T1WI及 DWI未见异常信号，增强扫描未见明显强化；MRS示左侧海马区 NAA/Cr

（1.72）、Cho/Cr（1.06），右侧海马区 NAA/Cr（1.64）、Cho/Cr（1.25），左侧海马区胆

碱峰升高，乙酰天门冬氨酸峰较对侧略高。结论 FLAIR 及 T2WI可以显示病灶；乙酰天门冬氨

酸是神经元损伤严重程度的指标，此病人病灶区 NAA峰未减低，Cho未见升高，提示神经元未

损伤，不符合低级别胶质瘤，MRS在其鉴别诊断中起到重要作用。 

   

 

 

PU-2225 

Facile synthesis and in vivo evaluation MR imaging of 

dopamine-DTPA-Gd  

 
Zhou Xiaoxuan

1
,Xia Mingchun

2
,Hu Hongjie

1
,Tang Jianbin

2
,Shen Youqing

2
 

1.Sir Run Run Show Hospital 

2.Key Laboratory of Biomass Chemical Engineering of Ministry of Education， Center for 

Bionanoengineering， and College of Chemical and Biological Engineering， Zhejiang University 

 

  

PURPOSE: 

To develop a novel nanoparticle by a conjugate of DTPA-Gd with dopamine. 

METHODS: 

Facile synthesis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oxidized dopamine nanoparticle(ODNP). 

The longitudinal relaxation times were measured by 0.52-T MicroMR Imaging & 

Analyzing System in vitro. In vivo MR imaging, female Balb/c mice bearing 4T1 
tumors were intravenously injected with ODNP PBS solution. And images were 

acquired before injection and at 5, 20, 40, 60 and 120 min post injection. 

Contrast to noise ratio was calculated.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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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njugate of DTPA-Gd with dopamine, which is a compatible endogenous substance, 

was oxidized to form nanoparticles. ODNP had a high R1 of 9.6 mM
-1
s
-1
, and showed 

significant higher MRI contrast enhancement than Omniscan in orthotopic breast 

tumor. 

CONCLUSION: 

A nanoparticle ODNP was facilely prepared by oxidation of dopamine-DTPA-Gd 

conjugates and PEG-dopamine conjugates showing excellent MRI contrasting 

capability.    

 

 

PU-2226 

DKI 对不同程度慢性高原病大脑灰白质的研究 

 
孙艳秋,张永海 

青海省人民医院 810007 

 

目的：采用 3.0 T高场磁共振的功能成像序列中的扩散峰度成像技术，探究在高海拔低氧环境

下不同程度慢性高原病患者脑白质及深部灰质核团微结构的变化。 

研究材料及方法：选取临床已确诊为慢性高原病的患者，并按病情分轻度、中度、重度三组，

每组各 10例，正常对照组（高海拔地区正常成年人）10例，均进行磁共振常规头部序列及

DKI序列，分别用后处理软件重构出 MK、RK、A K图，并在测量软件的轴位图上镜像对称固定

选取半卵圆中心、额叶及枕叶白质、内囊结构、豆状核、尾状核、丘脑、胼胝体膝部及压部为

感兴趣区，测量各感兴趣区的参数值，对各组间同一部位感兴趣区参数值进行分析比较。 

结果：1、三种 CMS组与正常对照组相比，大脑半球的深部灰质核团及白质纤维区域的三项扩

散参数值的差异性随着病情加重而逐渐明显。重度 CMS组的两侧额叶白质及左侧尾状核头的

MK值、胼胝体膝部及压部的 RK值均较轻度 CMS组低（P < 0.05）；胼胝体膝部及压部的 MK

值及 RK值，两侧的半卵圆中心、两侧额叶及枕叶白质、两侧尾状核头及右侧丘脑的 MK值，右

侧内囊前肢 RK值，左侧尾状核头和右侧额叶白质的 AK值较正常组均有不同程度的减低（P < 

0.05）。2、三种 CMS组及正常对照组的左右两侧大脑半球参数值相比，正常对照组的右侧半

卵圆中心 AK值、尾状核头 RK值、额叶白质 MK值、枕叶 MK值、内囊前肢及丘脑的 MK及 RK值

较左侧高（P < 0.05）；轻度 CMS组右侧尾状核头 RK值较左侧高（P < 0.05）；中度 CMS组

的右侧枕叶白质、内囊前肢及后肢 AK值、尾状核头 RK值较左侧高（P < 0.05）。 

结论：随着 CMS病情程度的进展，部分大脑灰白质区扩散参数值在 CMS患者与正常高原人之间

差异愈加明显，推测在长期高原低压缺氧环境会可引起可逆或不可逆性脑损伤，而致使 CMS患

者脑组织微结构发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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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227 

应用 1H-MRS 探讨年龄对健康藏族人群脑代谢储备能力的影响 

 
孙艳秋,张永海 

青海省人民医院 810007 

 

目的：应用磁共振单体素波谱（singel-voxel）技术，对比观察不同年龄组健康藏族人群后扣

带回（posterior cingulate cortex,PCC）脑代谢物质变化规律，进一步探讨年龄对脑代谢储

备能力的影响。 

材料及方法：搜集中、高海拔地区健康藏族女性各 30例，年龄在 20-50岁之间，依据年龄分

别分为三组，即（21-30岁；31-40岁；41-50岁）组，每个年龄组各 10例；使用西门子 3.0T

磁共振扫描仪对所有检查者行 MRI检查，并采用单体素
1
H-MRS检测 PCC区脑代谢物 N-乙酰基

天门冬氨酸 (NAA)、胆碱复合物(Cho)与肌酸复合物(Cr)，计算 NAA/Cr、Cho/Cr和 MI/Cr 相对

值，数据由波谱分析软件进行处理。 

结果： 

  1、在中度海拔地区，三个年龄组 NAA/Cr、Cho/Cr、MI/Cr相对浓度两两比较，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F=1.673 ,P=0.207；F=0.649 ,P=0.531；F=0.857 ,P=0.436）。 

  2、在高度海拔地区，三个年龄组 NAA/Cr、Cho/Cr、MI/Cr相对浓度两两比较，差异亦无统

计学意义（F=2.600 ,P=0.093；F=0.987 ,P=0.386；F=0.546 ,P=0.585）。 

结论：中、高度海拔地区健康藏族人群三个年龄组 PCC区脑代谢物相对值结果无统计学差异，

说明在 20-50岁内脑细胞代谢物质浓度未发生明显变化，大胆推测在 20-50岁年龄段内脑代谢

储备能力变化不明显；本次研究代表性不强，该观点有待进一步研究探讨。 

   

 

 
PU-2228 

核磁共振成像及经直肠超声在早期前列腺癌的诊断价值 

 
周理乾,马少君,樊国峰 

陕西省人民医院 710068 

 

[摘要] 目的 探讨 MRI和 TRUS检查对早期前列腺癌（PCa）的诊断价值。方法 收集 2011年 5

月至 2017年 1月陕西省人民医院收治的 102例前列腺病患，其中早期 PCa患者 40例，前列腺

增生（BPH）62例，回顾分析患者核磁共振（MRI）检查及经直肠超声（TRUS）检查，分析

MRI、TRUS及两者联合对早期 PCa的诊断价值。结果 40例早期 PCa中 MRI诊断 34例、漏诊 6

例，TRUS 诊断 24例，漏诊 16例；62例 BPH患者中，MRI 确诊 48例、误诊 14例，TRUS 诊断

52例，误诊 10例。MRI、TRUS及 MRI+TRUS诊断早期 PCa的敏感度分别为 85.00%、60.00%、

92.50%；特异度分别为 77.42%、83.87%、87.09%；MRI、TRUS及 MRI+TRUS诊断早期 PCa的

ROC曲线下面积（AUC）值分别为 0.81、0.71和 0.90；MRI+TRUS 与 MRI、TRUS 的 AUC 值比

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MRI与 TRUS的 AUC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结论 联合使用 TRUS和 MRI对于早期 PCa有较高敏感度、特异度及准确度，其诊

断效能高于单独 MRI或者 TRUS；虽然 MRI对于早期 PCa的诊断有较高的敏感度和特异度，但

存在漏诊和误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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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229 

三叉神经痛患者脑灰质体积的变化：一项基于 VBM 的研究 

 
李盟,江桂华,文华,颜剑豪,汪天悦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 510317 

 

研究目的：三叉神经痛(Trigeminal neuralgia，TN）属于慢性神经性疼痛，临床上以反复发

作的面部三叉神经区域的剧烈电触样疼痛为特点，严重影响人们正常的生活。近年来，关于慢

性疼痛的研究让人们认识到，长期疼痛刺激可促使中枢神经系统疼痛相关脑区皮层发生病理性

重构。但是关于 TN患者脑形态学改变的研究较少。因此，本研究采用基于体素的形态测量学

（VBM）的分析方法，对 TN 患者进行全脑分析，从而定量 TN患者脑部灰质结构的改变，为三

叉神经痛发病机制提供新的影像学证据。 

材料和方法：对 28名三叉神经痛患者和 28名健康控制组进行常规 MRI扫描，获得高分辨率的

3D结构像，使用 VBM对每个被试的图像进行分割、空间标准化、调制以及平滑，然后对两组

被试预处理后的图像进行统计学分析，得到灰质体积存在显著差异的脑区；随后提取差异脑区

的平均灰质体积，并与疼痛年限进行相关性的分析。 

结果：与健康控制组相比，TN患者在双侧颞上/颞中皮层，双侧旁海马，左侧前扣带回，右侧

梭状回及右侧小脑表现出显著的灰质体积的减少；相关分析发现双侧颞上/颞中皮层的平均皮

层厚度与疼痛年限存在显著的负相关。 

结论：TN患者灰质体积的异常影响到其疼痛的处理与感知。而且疼痛年限是影响大脑结构的

关键因素，疼痛时间越长，对灰质体积的影响越大。这些结果的发现为三叉神经痛神经机制的

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信息，而且在临床中为 TN患者的治疗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PU-2230 

T2 mapping 及 DTI 在无症状成人腰椎间盘分级中的应用分析 

 
陈晓珺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325000 

 

目的 应用磁共振 T2 mapping 及扩散张量成像（DTI）对不同年龄段无症状成人腰椎间盘磁共

振信号进行分析，探讨无症状成人腰椎间盘与年龄、腰椎节段的相关性，并量化评价腰椎间盘

退变分级,为腰椎间盘退变评价提供更客观的磁共振新技术。方法 145位健康志愿者根据排除

纳入标准，最终选取 125例入组，男性 58例，女性 67例，年龄 20～74岁，平均（40.6土

12.75）岁。信号采集运用 GE MR750 3.0T 磁共振扫描仪，标准 8通道脊柱专用线圈，进行常

规 T1WI矢状位、T2WI矢状位、T2WI轴位、T2 mapping矢状位及 DTI矢状位扫描，扫描范围

包括 L1至 S1，图像清晰。根据 Pearce等报道的 Pfirrmann椎间盘退变分级标准对 T2WI 图像

上的椎间盘退变程度进行评价，Ⅰ～Ⅱ级为正常椎间盘或发生生理性退变的椎间盘，Ⅲ～V级

为退变椎间盘。结果 各年龄组性别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125人中，625个腰椎间

盘中正常的腰椎间盘（Pfirrmann 椎间盘退变分级评分：Ⅰ～Ⅱ级）占 77.92%（487/625），

发生退变的腰椎间盘（Ⅲ～V级）占 22.08%（138/625）。年龄与诸腰椎间盘的 T2 mapping值

呈负相关（r=-0.504，P＜0.05），腰椎间盘节段与 T2 mapping 值呈正相关（r=0.018，P＜
0.05）。诸腰椎间盘的 DTI 数据提示，FA值与年龄呈正相关（r=0.153，P＜0.05），与值腰

椎间盘节段呈正相关（r=0.426，P＜0.05）。MD值、AD值、RD值与年龄均呈负相关（r值分

别为-0.373、-0.280、-0.422，P＜0.05）。MD值与腰椎间盘节段呈正相关（r=0.381，P＜
0.05），AD值、RD值与腰椎间盘节段呈正相关（r分别为 0.586、0.534，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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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231 

体素内不相干运动成像在肾肿瘤诊断中的初步研究 

 
沈丽娟,周良平,彭卫军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200240 

 

目的：评估 3．0T MR扩散加权成像体素内不相干运动模型鉴别肾脏良恶性肿瘤及肾癌病理类

型的价值，并与单指数模型相比较。 

材料与方法：纳入 45例肾脏原发恶性肿瘤的患者 45例（男 25例，女 20例，年龄 12-75岁，

中位年龄 54岁），所有患者均有手术或穿刺病理证实，并行 3.0T磁共振多 b值弥散加权成像

检查，后处理获得单指数模型参数（ADC值）及体素内不相干运动模型参数（D、D
*
、f值）。

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比较肾脏良恶性肿瘤、透明细胞肾癌（CCRCC）及非透明细胞癌（non-

CCRCC）各参数值的差异性。对于有统计学差异的参数应用 ROC曲线下面积评价各参数鉴别良

恶性肿瘤及 CCRCC与 non-CCRCC的诊断效能，通过约登指数得出各参数最佳敏感性、特异性。 

结果： 所有患者中恶性肾肿瘤 39例 CCRCC33例，non-CCRCC6例（嫌色细胞癌 2例，乳头状

细胞癌 3例，XP11.2易位/TFE3基因融合相关性肾癌 1例），良性肾肿瘤 6例血管平滑肌脂肪

瘤 3例、嗜酸细胞瘤 1例、球旁细胞瘤 1例、混合上皮-间质肿瘤 1例。各参数在良恶性肿瘤

及 CCRCC与 non-CCRCC中均有显著性差异（p＜0.05），良性肾脏肿瘤的 ADC值、D、D
*
、f值

均高于恶性肿瘤。CCRCC的 ADC值及 D、D
*
、f值均低于 non-CCRCC。各参数鉴别良恶性肿瘤的

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748、0.722、0.658及 0.560；各参数鉴别 CCRCC与 non-CCRCC的曲线下

面积分别为 0.869、0.795、0.596及 0.520，均以 ADC值最高，ADCs其次，但两两之间曲线下

面积均无统计学差异（p大于 0.05）。 

结论： 体素内不相关运动成像在鉴别鉴别良恶性肾肿瘤及 CCRCC与 non-CCRCC中均具有与

ADC值相似的诊断效能，可以为鉴别诊断提供更多参数。  

 

 

PU-2232 

浅析核磁共振检查心里护理的重要性 

 
崔丽霞,朱秀兰 

哈尔滨市第五医院 150040 

 

浅析核磁共振检查心里护理的重要性 

哈尔滨市第五医院  崔丽霞 朱秀兰 

目的：核磁共振检查近年来在临床上得到广泛应用，也是目前临床诊断中重要检查之一。由于

其检查持续时间长，设备噪音大，检查过程中患者置身于狭小的扫描舱，可出现紧张焦虑、恐

惧、排斥等心理，严重者甚至诱发幽闭恐惧症，不能完成检查，所以做好患者的心理护理使其

以最佳的心态配合完成检查尤为重要。 

方法：第一时间掌握患者信息，设身处地的为患者着想，对待患者要一视同仁，以诚相待，要

根据病情的轻重缓急合理安排检查顺序。大多数患者对核磁共振检查的相关知识不甚了解，怀

疑自己患上重病和担心射线对身体造成伤害。护士可用和蔼可亲的笑容，通俗易懂的语言，向

患者简要介绍检查原理、目的和注意事项。要理解患者的心情，满足患者的合理需求，条件允

许可由家属陪同检查。为了消除患者的不良情绪，可通过交谈和安慰缓解紧张和恐惧，减轻心

理压力。为了提高患者的适应能力，告知患者只有完成检查才能对其疾病的诊断提供有价值的

信息，对疾病的确诊、治疗，早日康复有重要意义。 

结果：正确的指导和心理护理在工作中取得了较为满意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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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在实践工作中，从接诊开始到检查结束通过细致周到的服务消除了患者紧张恐惧心理，

使其顺利完成检查有积极意义。 

 

 

 
PU-2233 

剖宫产瘢痕妊娠的 MRI 影像学特点 

 
李建慧 

武警后勤学院附属医院 300162 

 

摘要：目的 随着二孩政策的放开，剖宫产瘢痕妊娠（CSP）的发病率逐年上升，误诊或治疗不

当可威胁生命，本文拟分析 CSP的影像学特点，为临床治疗提供依据。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手

术及病理证实的 39例 CSP患者，术前均行超声及 MRI检查，4例患者同时行高强度超声聚焦

治疗（HIFU）术前或术后 MRI增强检查，分析其切口瘢痕、妊娠囊形态及两者间蜕膜层的 MRI

特征。CSP各型的影像学特征及治疗前后变化特点。结果  21例切口瘢痕表现为薄壁囊状瘢

痕憩室，5例仍保持非妊娠状态时的瘢痕形态。8例切口瘢痕与妊娠囊间无完整蜕膜层。按剖

宫产切口瘢痕（CSS）及孕囊（GS）生长特点 CSP被分为四组：Ⅰ型，CSS囊状憩室形成，GS

全部或主体镶嵌于 CSS憩室段子宫；Ⅱ型，CSS囊状憩室形成，GS着床于憩室，向宫腔内蒂样

生长；Ⅲ型，CSS无囊状憩室，合并细小裂隙，GS着床于此处；Ⅳ型 CSS无囊状憩室和细小裂

隙，GS着床于此处。其中Ⅰ型 14例（36%）、Ⅱ7例（18%）、Ⅲ型 5例（13%）、Ⅳ型 13例

（33%）。根据囊内容物有无 GS被分为三组：Ⅰ单纯囊型，囊内容物不可见；Ⅱ孕囊型，囊内

容物呈形态规则的卵黄囊或胚芽状改变；Ⅲ混合型，囊内容物为不规则团块状。其中Ⅰ型 19

例（48%）、Ⅱ7例（18%）、Ⅲ型 13例（34%）。HIFU治疗后显示妊娠囊血供消失，组织坏

死。结论 MRI显示的切口瘢痕厚度与范围、妊娠囊大小对剖宫产切口瘢痕处早期妊娠的风险

判断与治疗具有着重要意义，MRI可为 CSP的诊治提供更为直观详细的影像学依据。  

 

 
PU-2234 

CE-MRA 技术在小儿脉管畸形中的应用 

 
蔡静怡,胡泓 

哈尔滨市儿童医院 150010 

 

目的：探讨磁共振成像(M RI)对肢体深部海绵状血管瘤的诊断价值。均经手术及病理证实, 年

龄 1 ～ 9 岁,症状及体征:下肢疼痛或酸胀不适,跛行或行走不便，下肢局限性肿胀或触及柔

软性肿块,肿块处皮肤轻度发蓝, 压之可褪色。 

方法：本组病例具有以下临床及影像学特点: 稍短 T1 长 T2WI, 信号不均匀,病灶侵及肌肉及

肌肉间隙,周围肌肉组织萎缩，病灶可包绕长骨生长,骨骼无受侵表现，增强后病灶呈明显强

化，CE-MRA序列见异常强化血管团。 

结果：深部海绵状血管瘤有时向纵深广泛发展、蔓延,范围很大, 和深部血管可有广泛交通, 

因此, 在选择手术治疗前应了解血管瘤与大血管的关系, 以避免术中出血过多, 手术损伤过

大。 

结论：3.0T高场强的磁共振 3D血管成像技术（3D CEMRA）具有优越的软组织对比能力，能区

分肌肉、骨骼、脂肪和血管组织，产生轴位、冠位和矢状位成像，形成血管信号明显增高而周

围软组织信号明显受抑制的强烈对比效果成像，为临床医师提供高质量的血管图像。对脉管畸

形定位、定性具有高敏感性，可清晰显示病灶范围及其与周围软组织关系，是诊断浅表、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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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特别是肌间血管性疾病的理想方法。其无创、无辐射，动静脉系统分别成像，高分辨力和

高清晰度等优点可完败 CTA 及 DSA。因此，此项技术即可做为鉴别诊断该组疾病的最可靠最安

全的检查技术，又可为临床选择治疗方案提供最可靠依据。 

   

 

 

PU-2235 

IVIM 成像在宫颈肿瘤与正常宫颈的初步对照应用 

 
孟欢

1
,秦海燕

2
 

1.河北大学附属医院 

2.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摘要】目的 探讨宫颈肿瘤与正常宫颈 IVIM成像特征、测量参数的差异，判定宫颈恶性肿

瘤 IVIM成像测量参数的临床意义。方法 收集 69例宫颈肿瘤患者和 32例宫颈正常患者 MRI资

料。检查序列除盆腔常规 MR平扫外，加扫 IVIM序列，测量参数为 ADCstandard，D，D*，f。因良

性肿瘤仅有 2例，故只进行宫颈恶性肿瘤组和宫颈正常组间独立样本 t检验，采用 ROC曲线下

面积评价宫颈恶性肿瘤上述各参数值诊断效能。根据 FIGO 分期对恶性肿瘤进行 MRI T 分期，

并与病理分期对比。结果 宫颈恶性肿瘤组 ADCstandard、D、f均低于宫颈正常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t值=9.259，13.708，12.410，P均<0.05)；ROC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929、0.999、

0.964。宫颈恶性肿瘤组 ROI（67.55±18.15），宫颈正常组 ROI（56.88±6.84），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01)。术前 MRI分期高估 5例，低估 1例，与术后病理分期符合率为 76.9%

（20/26）。结论 IVIM序列参数可以定量反映宫颈肿瘤扩散和灌注情况，在 MR运用中具有一

定补充作用和临床应用前景。 

   

 

 

PU-2236 

Assessment of Carotid Atherosclerotic Disease Using 

3D Simultaneous Non-contrast Angiography and 

Intraplaque Hemorrhage (SNAP) imaging: Comparison 

with Digital Subtraction Angiography 

 
赵辉林

1
,刘晓晟

1
,孙贝贝

1
,赵锡海

2
,许建荣

1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2.清华大学生物医学影像研究中心 

 

Purpose: To determine the accuracy of 3D SNAP imaging in characterizing carotid 

atherosclerotic disease compared to DSA. Methods: Symptomatic patients with ≥50% 

stenosis in unilateral carotid artery identified by duplex ultrasound were 

recruited and underwent 3D SNAP MR imaging and DSA within 1 week. The degree of 

stenosis was measured and the presence/absence of plaque ulceration was determined 

by SNAP and DSA imaging separately and compared. Results: Of the 101 arteries, 

excellent agreement in measuring luminal stenosis was found between 3D SNAP 

imaging and DSA (ICC: 0.978). The 3D SNAP imaging was also found to have 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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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sitivity, 96.2% specificity and excellent agreement (Cohen’s κ=0.86) with DSA 

in identification of ulceration. Conclusions：With its fast acquisition and large 

coverage, SNAP imaging might be a potential candidate technique for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carotid high-risk atherosclerotic disease.  

 

 

PU-2237 

恶性肿瘤脑转移的 MRI 影像表现分析 

 
鲁君,王成伟 

新疆石河子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832000 

 

目的:探讨常见的不同来源的恶性肿瘤颅内转移后的转移瘤的 MRI特点。 

方法：回顾性分析 98例经 MRI平扫及增强扫描，病理已确诊原发肿瘤类型，并通过影像表现

及临床确诊为脑转移瘤的患者资料。 

结果：98例患者中肺癌 54 例（其中肺腺癌 27例（27.55%）、肺鳞癌 19例（19.38%）、肺小

细胞癌 8例（8.16%））、乳腺癌 24例（24.49%）、结直肠癌 17例（17.35%）、恶性黑色素

瘤 3例（3.06%））。多发 73例，单发 25例，多发病变以肺腺癌、肺小细胞癌、乳腺癌及结

直肠癌多见，肺鳞癌、恶性黑色素瘤以单发病变居多。增强扫描前发现病灶 249个，增强扫描

后发现病灶 347个。转移到幕上的 302个，幕下的 45个，幕上的脑转移瘤以灰白质交界区常

见。大部分脑转移瘤在 T1WI 呈等或稍低信号，T2WI呈等或稍高信号，在 DWI上成高信号、边

界清楚，增强扫描呈结节状强化。部分病变因实质区坏死在 T1WI呈低信号，T2WI呈高信号，

在 DWI上呈低信号或环形高信号，增强扫描呈环形强化。病变周边水肿程度不一，肺鳞癌脑转

移灶周围水肿较轻，肺腺癌部分脑转移灶周围水肿较重。 

结论：不同来源的恶性肿瘤颅内转移后具有不同的 MRI表现，根据 MRI平扫、增强及各种 MRI

功能成像的综合分析，可以准确的对脑转移瘤进行诊断及鉴别诊断，为临床提供依据。 

   

 

 
PU-2238 

Neuroradiological Features of Lymphomatosis Cerebri: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English Literature and an 

Additional Case 

 
li long

1
,RONG Jia-HUi

1
,FENG Jie

2
 

1.Guangdong Provincial Corps Hospital of Chinese People’s Armed Police Forces 

2.Diagnostic Imaging Center， Nanfang Hospital，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use a systematic review to determine neuroradiological features of 

lymphomatosis cerebri which is a rare form of primary central nervous system 

lymphoma (PCNSL). 

MATERIALS AND METHODS. This study describes an unusual presentation of 

lymphomatosis cerebri in a 56-year-old immunocompetent woman who presented with 

diffuse infiltrating lesions with perivascular curvilinear enhancement on initial 

MRI and multiple nodules on the later follow-up CT, and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was performed searching PubMed from 1996 to December 2016 to coll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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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pertinent case reports and series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with pathology-

confirmed lymphomatosis cerebri and diffuse infiltrative PCNSL without cohesive 

masses on initial MRI. 

RESULTS. Forty-five cases were identified from 39 articles and our case-report. 

Age ranged from 28–85 years (mean 57.3 years). The most common clinical 

presentation was cognitive changes or dementia (46.7%). Diffuse asymmetric 

abnormal T2-hyperintensity in deep and subcortical white matter was seen in all 

cases. Slight restricted diffusion (78.6%), gray matter involvement (17.8%) and 

spreading along the corticospinal tract (35.6%) also was seen. Contrast-enhanced 

patterns on MRI could be divided into three forms of nonenhancing (64.4%) and non-

mass-like enhancement (35.6%) on initial MRI, as well as nodular or masslike 

enhancement on the later follow-up MRI (15.6%). There were nonspecific findings on 

MRS at 4 subjects, and PET/CT at 12 patients and SPECT at one case. Diagnosis was 

established by brain biopsy in 35 cases (77.8%) and autopsy in 9 cases (20%), 

involving B-cell lymphoma in 40 cases (88.9%) and T-cell lymphoma in 4 cases 

(8.9%). 

CONCLUSION. Lymphomatosis cerebri, namely diffuse PCNSL or diffuse lymphoma of the 

CNS, is characterized by rapidly progressive dementia in the elderly and diffusely 

infiltrated CNS white matter with possible involvement of gray matter, slight 

restricted diffusion, and varied contrast-enhancement patterns on MRI. The 

decision on brain biopsy should be made as soon as possible according to the 

presumptive diagnosis proposed by clinical data and diffuse infiltrative 

neuroradiologic findings. 

   

 

 
PU-2239 

SWI 与 DWI 在多发性硬化中的应用价值 

 
王乐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030001 

 

目的 探讨 SWI与 DWI在多发性硬化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回顾分析 10例确诊的复发缓解型多发性硬化患者的 MR资料。扫描序列为平扫轴位

TlWI、T2WI、SWI、DWI及增强轴位 T1WI，将直径>5 mm的病灶纳入研究对象，观察各个病灶

的 SWI及 DWI图像特点以及测量病灶平均 ADC值。 

结果 1、SWI图像分析：16 个病灶伴行静脉，4个病灶内可见静脉穿行。病灶周边为低信号环

者 32个，病灶呈不均匀低信号者 22个，10个病灶表现为均匀低信号。2、DWI图像分析：低

信号与等信号病灶的 ADC值分别为(113．2±9．1)×10-5～(165．1±6.1)x10-5mm2／s，二者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55．10，P<0．05)；结节性与环形强化病灶 ADC值分别为(111．7±11．

3)x 10-5～(137．7 ±13．0)×10-5 mm2／s，二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62．35，P<0．01)；

融合与分散病灶 ADC值分别为(146．2±6.4)×10-5～(110．4±11.6)×10-5 mm2／s，二者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t=9．20，P<0．01)。 

结论 1、SWI对脑内静脉、铁沉积显示敏感，结合常规 MRI，SWI有助于全面、客观评价病情

演变和监测临床治疗效果，提高对 MS病理发生机制的认识；2、ADC值的定量分析在解释 MS

各种病灶的病理变化、监测其病程时有一定的价值。 

关键词：磁敏感 扩散加权成像 多发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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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240 

弥散张量成像在颅内环形强化病变中的诊断价值  

 
王乐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030001 

 

目的 探讨弥散张量成像（diffusion tensor imaging，DTI）对颅内环形强化病变的诊断价

值。 

方法 收集颅内单发环形强化病例 53例，男 30例，女 23例，年龄 13～71，平均 45.6岁。除

4例脑转移患者为临床证实外，其余病例均经病理证实。其中高级别胶质瘤 35例（包括间变

性星形细胞瘤 19例和胶质母细胞瘤 16例），单发脑转移瘤 8例，脑脓肿 10例。使用

Siemens avanto 1.5T 型磁共振扫描仪，仰卧位，4通道相控阵头线圈。DTI的图像分析及数

据处理均采用 Siemens公司提供的 Leonardo工作站及配套 DTI软件。 

结果 脑脓肿坏死区的 MD值（0.604±0.13 ×10-3mm2/s）和 FA值（0.185±0.03）与高级别

星形细胞瘤（MD 2.76±0.26×10-3mm2/s，FA值 0.069±0.02）及脑转移瘤（MD 

2.82±0.29×10-3mm2/s，FA值 0.064±0.02）间存在显著性差异(P＜0.01)。高级别星形细

胞瘤水肿区的 FA值（0.23±0.06）与脑转移瘤水肿区（0.17±0.06）、脑脓肿

（0.15±0.03）间存在显著性差异(P＜0.01)。DTI白质纤维示踪图可以较为准确的反映病灶

与白质纤维束的关系，为手术治疗及评估预后提供依据。 

结论 坏死区 MD值及 FA值有助于脑脓肿与环形强化脑肿瘤的鉴别；水肿区 FA值有助于脑胶质

瘤与转移瘤、脑脓肿的鉴别；白质纤维示踪图能够为优化手术方案及评估预后提供一定帮助。 

  

  

 
PU-2241 

动态对比增强磁共振成像定量评估 

急性胰腺炎胰腺灌注的可行性 

 
胡然,张小明 

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637000 

 

目的：探讨动态对比增强磁共振（dynamic contrast enhanced MRI，DCE-MRI）量化评估急性

胰腺炎患者胰腺灌注的可行性。 

方法：搜集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2016年 11月到 2017年 7月经临床确诊的急性胰腺炎患者 40

例及正常对照组 20例。使用美国 GE公司 3.0T Discovery 750磁共振对所有患者行中上腹部

扫描，扫描序列包括常规 T1WI、T2WI，多翻转角 T1WI-LAVA 及 T1WI-LAVA动态对比增强扫描

序列。通过 Omni-Kinetics 后处理软件 Omitk-DCE-Tool 工具，对多翻转角 T1WI-LAVA 及

T1WI-LAVA动态对比增强扫描进行后处理，获得急性胰腺炎组及正常对照组胰腺的 DCE-MRI灌

注参数 Ktrans、Kep、Ve、Vp值。胰腺不同部位的灌注参数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两两比较采

用 LSD法；同时急性胰腺炎组与正常组胰腺灌注参数值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分析。 

结果：正常组胰腺的 Ktrans、Kep、Ve、Vp值分别为(0.722±0.64)min
-1
、（1.2±0.977）

min
-1
、0.388±0.121、0.224±0.135。急性胰腺炎组的 Ktrans、Kep、Ve、Vp值分别为

（0.428±0.466）min
-1
、(0.96±0.614)min

-1
、0.322±0.235、0.115±0.106。急性胰腺炎组

各灌注参数均低于正常组，其中 Ktrans、Vp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正常组胰腺不

同部位的 Ktrans、Kep、Ve、Vp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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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DCE-MRI可定量的评估胰腺灌注情况，其灌注参数不随胰腺的部位不同而有差异，同

时 DCE-MRI能够反映急性胰腺炎的血流灌注情况，对临床的早期诊断有重要意义。 

   

 

 
PU-2242 

多 B 值 DWI 在高血压冠心病患者心脏 MRI 中的应用 

 
吴训华,赵皆,孔令煜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410008 

 

目的经磁共振心脏多 B值 DWI检查明确早期及陈旧性心机梗塞病灶;提高早期及陈旧性心机梗

塞病灶的磁共振检出率｡方法收取 2016年 5月-2017年 4 月在心血管科就诊的高血压冠心病患

者 116例在我科行冠状动脉 CTA检查后再做 MRI心脏 DWI检查,年龄分布从 40-72岁之间;男性

患者 86例女性患者 30例;所有患者均在 3TGE磁共振上检查患者采取俯卧位,使用心脏专用线

圈,中心向左偏 5cm,均采取自由平静呼吸,做 B值 0’50’100'200'500'800'1000'1500'｡结果

经 3TGE磁共振多 B值 DWI检查发现 26例患者有陈旧性心机梗塞病灶弥散信号增高,31 例患者

有缺血性改变弥散信号相对增高,1例患者见多处不同增高的弥散信号 60例患者未见明显异常

信号｡结论所有经冠状动脉 CTA检查患者发现有冠状动脉钙化者 78例,有冠状动脉明显狭窄患

者 62例,与磁共振检查相比效吻合里 95%以上｡ 

 

 
PU-2243 

肝脏及剑突下并发平滑肌肉瘤 

 
孟姮,张铎 

北华大学附属医院 132013 

 

患者，女，38岁，发现下胸部正中肿物。 胸部 CT平扫显示剑突下不规则软组织密度影，大

小约为 2.4CM*3.5CM，提示肝脏占位，上腹部 MR平扫及增强扫描。肝左叶外侧段可见类圆形

稍低密度影，直径约为 5.7CM*6.4CM，边界尚清，其内信号欠均匀。增强静脉注入对比剂后增

强扫描示肝左叶外侧段及剑突下病灶均呈动脉期不均匀强化，门脉期信号减低。病检大体表

现，肿物切面灰白色，质中等，有光泽。结合 S239693，(肝、剑突下)免疫组化提示：平滑肌

肉瘤。 

讨论：肝原发平滑肌肉瘤是罕见肿瘤，可能起源与肝静脉或胆管的平滑肌细胞。有越来越多报

道肝原发平滑肌肉瘤发生于有免疫缺陷的 HIV感染的年轻人和免疫抑制的移植患者。剑突下肿

瘤可能为肝脏肿瘤转移导致，也可能为肝脏及剑突下并发同源性平滑肌肉瘤，国内外尚未见类

似病例报道。肝原发性平滑肌肉瘤 CT一般表现为境界清楚、较大的不均匀低密度肿块，增强

后扫描实质成分强化，或为分隔和周边强化；或表现为囊性肿块伴厚壁强化；MRI表现不均匀

T1WI低信号，T2WI高信号，病灶实质部分强化或周边强化，部分可见病灶周围假包围，T2WI

呈高信号，增强后强化。病灶较小则表现为均匀低密度或 T1WI低信号、T2WI高信号肿块，增

强后强化。肝原发性平滑肌肉瘤影像学特征不明显，对于较大肝内富血供占位，伴囊变、坏死

及出血，增强有实质成分强化；或肝内较小肿块，密度或信号均匀，且发生于没有慢性肝炎、

肝硬化病史的患者，应考虑到平滑肌肉瘤的可能。较大肿块主要与巨块型 HCC和其他伴有囊

变、坏死及出血的肉瘤鉴别。原发于剑突下平滑肌肉瘤，国内外目前尚未见报道，本病例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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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剑突肿物病理结果亦是平滑肌肉瘤，显示该肿物影像学特点与发生于肝脏的肿物影像特征相

似，包绕剑突，结合其影像学特点，病理结果诊断为平滑肌肉肉瘤，但剑突下肿物并不能排除

是肝脏肿瘤转移可能。 

   

 

 

PU-2244 

多层螺旋 CTA 及磁共振 CE-MRA 在肾动脉狭 

窄诊断中的对比分析 

 
刘莹,张铎· 

北华大学附属医院 132011 

 

目的：以 DSA检查结果作为金标准，通过对患者同时行多层螺旋 CTA及磁共振 CEMRA检查，并

对肾动脉狭窄程度进行测量。对比分析 CTA与 CEMRA在诊断肾动脉狭窄分级方面的准确性。方

法：回顾性分析 77例确诊的肾动脉狭窄患者的 CTA及磁共振 CE-MRA检查及其后处理图像。评

价 CTA与 CE-MRA诊断肾动脉狭窄分级的准确性， 

结果：1、CTA检查图像 4级达 97.4%，CE-MRA检查图像 4级达 92.2%。2、CTA与 CE-MRA 均检

出 9例存在单侧副肾动脉，5例存在双侧副肾动脉，有 1例肾动脉畸形。3、CTA检查双侧主肾

动脉显示率 100%，双侧肾动脉段级分支显示率为 79.2%(61/77 例)，双侧 3级叶间动脉显示

率 0.065%。CEMRA 检查双侧主肾动脉显示率 100%, 双侧肾动脉段级分支显示率 67.5%。3级

叶间动脉无显示。4、CTA检查诊断 1级肾动脉狭窄的特异度为 100.0%，敏感度为 75.0%。2级

肾动脉狭窄的特异度为 95.6%，敏感度为 100.0%。3级肾动脉狭窄的敏感度为 100%，特异度为

98.0%，闭塞的特异度、敏感度均为 100.0%。CEMRA检查诊断级肾动脉狭窄的特异度为

100.0% ，敏感度为 83.3% ，2级肾动脉狭窄的特异度为 98.0% ，敏感度为 100.0%， 3级肾

动脉狭窄的敏 感度为 100.0% ，特异度为 98.0%，闭塞 特异度、敏感度均为 100%。 

 结论 1、肾动脉 CTA及 CEMRA图像质量均能够满足诊断肾动脉狭窄的要求。2、CTA及 CEMRA

检查能显示清楚肾动脉畸形及副肾动脉，两者检出率一致。3、CTA及 CEMRA对肾动脉狭窄的

特异度，敏感度、阳性预测值及阴性预测值均很高，接近或达到 DSA检查结果。4、CTA 图像

能充分显示肾动脉管壁的钙化情况，严重钙化可能是导致部分肾动脉狭窄程度过度评价的原

因。 

   

 

 

PU-2245 

DWI-TSE 序列对鼻咽癌放射治疗后是否复发的评价 

 
张静,郑君惠 

广东省人民医院 510100 

 

目的 采用 DWI-TSE序列，测量 ADC值对鼻咽癌放射治疗后是否复发进行评价，并比较分别采

用 DWI-TSE及 DWI-EPI两种序列成像时图像质量高低。方法 收集广东省人民医院经病理证实

为鼻咽癌并接受放射治疗的病例 40例，所有患者在接受放射治疗治愈后 2年内复查并接受磁

共振检查，进行 MR平扫和增强扫描，并全部行 DWI-TSE 扫描；DWI-TSE-TRA序列，b值采用 0

和 800，分别测量鼻咽癌放疗后复发组与未复发组 ADC值，计算其平均值，对鼻咽癌是否复发

进行评价。结果 在复查过程中，40例鼻咽癌放射治疗后患者，其中 36例未复发，4 例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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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未复发组 ADC平均值、最大值及最小值分别为(1.407±0.240)×10-3 mm2/s、

(1.988±0.240)×10-3 mm2/s、(0.910±0.240)×10-3 mm2/s，复发组 ADC平均值、最大值及

最小值分别为(0.884±0.115)×10-3 mm2/s、(1.267±0.115)×10-3 mm2/s 、

(0.690±0.115)×10-3 mm2/s。未复发组 ADC平均值及最大值均大于复发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05)。结论 弥散加权成像对鼻咽癌放疗后手否复发具有良好诊断价值；相比 DWI-

EPI序列，DWI-TSE对磁场不均匀不敏感，可以减少几何失真，特别是在颅底、内耳这些具有

挑战性的结构中。DWI-TSE 序列的成像图像及 ADC值测量对鼻咽癌放射治疗后是否复发有更好

的诊断价值。 

   

 

 
PU-2246 

藏族双语者与汉族非双语者脑灰质 VBM-MRI 的初步研究 

 
冯祥,鲍海华（通讯作者） 

青海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810001 

 

【摘要】目的 应用基于体素形态学测量(voxel-based morphometry,VBM)技术初步探讨第二语

言的习得对大脑微观结构的影响。资料和方法：应用 PHILIPS 3.0T 磁共振对 35名掌握藏-汉

双语的健康藏族志愿者和 35名汉族非双语健康志愿者行全脑扫描，获得 T1-3D结构图像，然

后应用 VBM技术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藏族双语者较汉族左侧中央后回、左侧缘上回、左侧颞

上回、右侧颞上回、右侧豆状核、右侧顶下小叶、左侧小脑 8区脑灰质体积增加。结论：第二

语言的习得可以导致部分脑语言区体积的增加，双语学习可以促进脑语言区皮质的发育。 

   

 

 

PU-2247 

 磁共振全身扩散加权成像在转移性肿瘤中的应用价值  

 
吴爱琴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325027 

 

目的 探讨磁共振全身扩散加权成像（whole body 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 ,WBDWI）对

转移性肿瘤检出、诊断和疗效评估的应用价值。方法 使用 GE Signa HD xt 3.0 T磁共振成

像仪，对 2013年 5月至 2016 年 6月本院经病理证实的 38 例恶性肿瘤全身多发转移患者行

WBDWI检查，采用双盲法由两位副主任医师对阳性病灶进行分析、诊断，在表观扩散系数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ADC）图像上选取统一的病灶感兴趣区（region of 

interest,ROI）测量 ADC值。结果 38例转移瘤患者均进行了全身 WBDWI检查，其中 2例做过

4次、2例做过 2次。WBDWI 图像上转移瘤均表现为全身多处异常信号灶，包括全身多发淋巴

结肿大 38例，肝脏多发异常信号灶 13例、单发 5例，脾脏异常信号灶 3例，肾上腺肿块 7

例，肺部结节 10例，椎体、骨盆、肱骨、肩胛骨、胸骨、肋骨等弥漫性骨髓浸润改变 24例。

WBDWI图像病灶表现为结节状、斑片状高信号，“类 PET”翻转图像及 ADC图像呈低信号。4

例复查病例中，2例显示病灶减少和 DWI信号强度降低，ADC值升高（疗效佳），1例病灶增

多（疗效不佳），MR信号强度未见明显变化，1例病灶数目、信号强度无变化。结论 WBDWI

作为一种全身功能成像技术，对转移性肿瘤及病变范围的综合评价具有一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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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248 

磁共振弥散张量成像在原发性三叉神经痛的应用研究 

 
王锐

1
,王晓明

2
 

1.葫芦岛市中心医院 

2.盛京医院 

 

目的：探讨磁共振张量成像用于三叉神经的解剖显示及定量分析的可行性研究；研究三叉神经

的磁共振扩散张量成像(diffusion tensor imaging, DTI)表现，进一步定量分析三叉神经痛

(trigeminal neuralgia, TN)患者的神经损伤改变，从而协助临床评估病情及指导进一步治

疗。 

  研究方法：1.本实验征集健康志愿者及临床诊断单侧原发性三叉神经痛患者接受三叉神经的

磁共振薄层扫描及 DTI实验序列检查。2.检查设备使用 PHILIPS公司 3.0T全数字 MR仪。3.病

例分组及测量方法:将三叉神经桥池段距脑干发出点长度等分成 4段，由近及远依次测量各节

点 0、1/4、2/4、3/4、1的 FA值与 ADC值，从而将数据分为 5组。4.数据后处理:将扫描数据

在 PHILIPS的 EWS工作站内应用，并且将 DTI序列和薄层图像进行 Fibertrack软件后处理，

得到神经纤维示踪成像及测量各组 ADC值和 FA值。5.统计分析：采用 SPSS 22.0统计学软件

进行统计学分析。双侧三叉神经整体比较采用配对 t检验，三叉神经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

差分析,按 a=0.05标准,P<0.05视为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1.健康对照组：双侧 DTI导出量无显著性差异。距离脑干发出点的不同水平各段,两

侧三叉神经的 DTI导出量间无显著统计学差异。同侧各组间 DTI导出量无显著统计学差异。2.

病例组：患侧与健侧 DTI导出量数值显示轻微差异：患侧 ADC值较健侧略高， FA值略低，但

统计学无显著差异。 

  结论：1. DTI图像能够清晰分辨及显示双侧三叉神经脑池段，并实现各项 DTI导出量的测

量。2.单侧原发性三叉神经痛患者的患侧和健侧 DTI导出量数值显示有轻度差异，但统计学无

显著差异。 

   

 

 

PU-2249 

混合型肝细胞癌-胆管细胞癌的 MRI 表现 

 
覃淑萍,全显跃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510280 

 

目的：探讨混合型肝细胞癌-胆管细胞癌的 MRI影像学特征，总结特征性征象，提高影像学对

混合型肝细胞癌-胆管细胞癌的术前诊断水平。  

     方法：回顾性分析 8例经手术及病理证实的混合型肝细胞癌-胆管细胞癌的 MRI表现 

     结果：病例中男性 6例，女性 2例；平均发病年龄为 53±9 岁。单发病灶 6例，多发病

灶 2例。5例 AFP、CEA、CA199均为阴性，仅 2例出现 CA199 升高，1例出现 AFP升高，未有

同时升高者。平扫肿瘤实质部分呈长 T1等、稍长 T2信号；MR增强扫描 5例采用钆喷酸葡

胺，3例采用钆塞酸二钠。7例动脉期肿瘤外周部分出现明显强化，中央部分强化不明显；1

例出现全瘤强化。门脉期及平衡期中央部分或持续强化，其中 6例外周部分对比剂廓清，1例

持续强化，1例强化范围持续向中央扩大，外周未见廓清；同时平衡期 6例可以观察到明显环

状假包膜。3例肝胆特异期中央区域延迟强化较平衡期更明显，外周部分未摄取钆塞酸二钠较

平衡期呈更低信号并见假包膜持续强化，形成靶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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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混合型肝细胞癌-胆管细胞癌好发于中年男性，单发病灶为主，CA199、AFP可不升高。

MRI多期动态增强扫描对术前诊断混合型肝细胞癌-胆管细胞癌具有一定指导作用，特别是钆

塞酸二钠动态增强扫描，肝胆特异期成像肝细胞癌成分特异性地不摄取钆塞酸二钠，胆管细胞

癌成分则因纤维组织丰富呈现特征性的延迟强化，为诊断的特征性征象。 

   

 

 
PU-2250 

磁共振动态增强在前列腺中央腺体 T2 加权低信号 

病变中的诊断价值初探 

 
熊青青 

成都大学附属医院 610000 

 

目的 探讨磁共振动态增强（DCE-MRI）定量及半定量参数在前列腺中央腺体 T2加权成像

（T2WI）低信号病变中诊断前列腺癌的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年 1月至 2016年 12月在

我院经病理证实的 59例前列腺良恶性病变的磁共振影像资料，其中前列腺癌组 32例，高级别

上皮内瘤变组 12例，增生伴慢性炎症组 15例。经专业 DCE-MRI分析软件得到相关定量及半定

量参数。采用 LSD法比较各参数在组间的差异，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ROC）分析各参数在诊

断前列腺癌中的价值并得出阈值。结果 DCE-MRI定量参数值 Ktrans（转运常数）、Kep（速率

常数）、Ve（造影剂血管外细胞外容积）、Vp（造影剂血浆容积）及半定量参数值 TTP（达峰

时间）、MAX Slope（最大斜率）在三组间有统计学差异（F 分别=37.132，30.487，8.098，

9.926，21.565，3.988，均 P＜0.05），其中 Ktrans、Kep、Ve、Max Slope及 TTP值在前列

腺癌组与高级别上皮内瘤变组间有统计学差异，Vp及 TTP值在前列腺癌组和增生伴慢性炎症

组间有统计学意义；Ktrans、Kep、Vp及 TTP值在高级别上皮内瘤变组和增生伴慢性炎症组间

有统计学差异；Max Cone（最大浓度）和 AUC（浓度-时间曲线下面积）值组间差异无统计学

差异。ROC曲线显示 TTP、Ktrans及 Kep值曲线下面积较大，分别为 0.743、0.735、0.721，

三者间两两比较并无统计学意义，但与 Ve值比较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结论 DCE-

MRI中的半定量参数 TTP及定量参数 Ktrans和 Kep在前列腺中央腺体 T2WI低信号病变中可有

效鉴别前列腺癌。  

 

 
PU-2251 

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的 MRI 诊断研究 

 
靳二虎,侯新萌,张洁,杨正汉,王振常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100050 

 

目的：分析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肝脏病变的磁共振成像（MRI）表现。材料和方法：分析本院

临床诊断目前的 19例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患者的 MRI影像资料。其中女性 14例，男性 5例。

扫描序列包括轴面化学位移双回波 T1WI、FSE T2WI、DWI（b=800）以及注射对比剂后 FSPGR 

T1WI动态增强扫描。结果：本组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包括肝内型 6例，肝外型 1例，混合型

12例。在 MRI表现方面，肝脏轮廓分叶状改变 5例，肝右叶萎缩 13例，左叶萎缩 4例，左叶

代偿性增大 9例，尾状叶代偿性增大 7例。在 FSE T2WI上萎缩的肝实质外周带信号增高 3

例。门静脉周围淋巴结肿大 11例。门静脉周围水肿 8例。门静脉高压 7例。MRCP显示胆管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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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样改变 5例，剪枝征 7例；肝内胆管 4级以上胆管显影 7例，肝内胆管抵达肝脏边缘 6例。

结论：常规 MRI检查可以全面评价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病人肝脏病变的严重程度。  

 

 

PU-2252 

体素内不相干运动成像（IVIM）监测脑胶质瘤复发 

和治疗后反应的初步探讨 

 
王斌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030001 

 

目的：探讨磁共振体素内不相干运动成像（intravoxel incoherent motion, IVIM）在监测脑

胶质瘤复发和治疗后反应中的应用价值。材料和方法：26 例脑胶质瘤患者（15例脑胶质瘤复

发，11例治疗后反应）在同步放化疗结束 2月内行头部常规 MRI扫描、增强扫描及多 b值弥

散加权扫描，通过 IVIM软件的双指数模型，对图像后处理得到 standard ADC、slow ADC

（D）、fast ADC（D
*
）、fraction of fast ADC（f）的伪彩图，分别测量病例异常强化区

standard ADC值、D值、D
*
值、f值。采用两样本 t检验比较两组各参数值是否存在差异，受

试者工作特性曲线（ROC）评估各参数值在脑胶质瘤复发和治疗后反应鉴别诊断的效能。结

果：复发组的强化病灶 standard ADC 值、D值低于治疗后反应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ROC曲线分析，当 standard ADC值、D值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703、0.788时，其阈

值分别为 1.166、0.631，敏感性分别为 54.5%、81.8%，特异性分别为 86.7%、73.3%；复发组

的强化病灶 D
*
值、f值均高于治疗后反应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ROC曲线分析，

当 D
*
值、f值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752、0.758时，诊断阈值分别为 2.642、0.693，敏感性分

别为 66.7%、81.8%，特异性分别为 81.8%、66.7%。结论：IVIM可以监测脑胶质瘤复发和治疗

后反应，为脑胶质瘤患者在临床的进一步治疗提供影像依据。 

   

 

 

PU-2253 

3.0T 质子磁共振波谱成像在颞叶癫痫的诊断价值 

 
宋双双,马文帅,牛蕾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西海岸分院 266000 

 

目的 探讨质子磁共振波谱(
1
H-MRS)在颞叶癫痫诊断中的作用和价值。方法 对临床诊断为颞叶

癫痫且常规 MRI双侧海马区无明显形态和/或信号异常的 33例病人及 12例正常对照组进行海

马区域
1
H-MRS扫描和测量，观察海马 N-乙酰天门冬氨酸（NAA）、肌酸（Cr）、 胆碱（CHo）

浓度，分析 NAA/(Cr+Cho)及 NAA/Cr的比值，分别对患侧、对侧及对照组海马生化成分进行分

析。 结果 33例癫痫病人
1
H-MRS患侧、对侧及对照组海马的 NAA/(Cr+Cho)值分别为（0.70

士 0.06）、（0.75士 0.05）、（0.78士 0.03），癫痫组患侧与对侧、对照组比较有显著统

计学意义（P<0.01）， 而患者对侧与对照组比较亦有统计学意义（P<0.05）。颞叶癫痫患者

患侧、对侧及对照组海马的 NAA/Cr值分别为（1.42士 0.12）、（1.50士 0.09）、（1.55士

0.07），癫痫组患侧与对侧、对照组比较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1）， 而患者对侧与对照

组比较亦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1
H-MRS可以显示 NAA 、CHo及 Cr代谢物的变

化，在颞叶癫痫的诊断中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癫痫病人不仅病侧海马区 NAA/Cr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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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A/(Cr+Cho) 值明显降低，对侧海马区 NAA/Cr和 NAA/(Cr+Cho) 值亦有所降低，但降低程度

没有病侧显著。  

 

 

PU-2254 

探讨孕晚期胎儿正常肾脏磁共振成像表现 

 
李芊,吕富荣,肖智博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目的 探讨孕晚期不同孕周正常胎儿磁共振成像肾脏大小指标，及其与孕周的相关性。方法：

回顾分析 2014年 01月-2016 年 12月门诊行胎儿 MRI检查的孕妇，测量通过图像胎儿肾脏的

长径、前后径和宽径,统计计算各参数的均值并分析其与孕周的相关性。结果 共收集 209例单

胎妊娠孕晚期孕妇，孕周为 28~39周，得到正常的胎儿肾脏 418个，（1）双侧肾脏各径线长

度随孕周增大而增长，呈直线相关；（2）双侧肾脏的各径线值对比无显著差异。（3）可近似

的通过孕周计算出肾脏各径线长度。 结论 胎儿肾脏正常发育对于胎儿正常生长过程有着重

要意义，磁共振成像能准确测量胎儿肾脏大小，并依据大小初步判断晚期孕龄，为临床发现肾

脏异常提供可靠数据。  

 

 

PU-2255 

多发硬化的 MRI 诊断 

 
刘蓉辉,叶玉芳,陈英敏 

河北省人民医院 050051 

 

目的：探讨 MRI对多发硬化的诊断价值 

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0 年 1 月至 2015 年 1 月的 多发硬化患者 50 例，

男性 27 例，女性 23 例，年龄 33~58 岁，平均 45岁。临床表现有肢体的乏力和感觉

异常 38 例，视力下降 36例，头痛呕吐 2 例，言语不清 1 例。 均符合 2000 年 7月

国际多发性硬化诊断的推荐标准。检查采用 GE 3.0 T超导型磁共振成像系统，常规行

T1WI、 T2WI、 抑水像横轴面、 矢状面扫描。 T1WI （SE 序列 TR=500 ms， TE=16 

ms）， T2WI（TSE 序列 TR=4 000 ms， TE=110 ms），层厚 5 mm，层间距 0.5mm，视

野（FOV）230 mm 230 mm，给予肘静脉注射对比剂钆喷酸二甲葡胺（Gd DTPA）0.2 

mmol/kg 体质量，注射药物后行 T1WI 抑脂像横轴、 矢状、冠状扫描。 

结果：颅内多发硬化病灶的 MRI 表现：脑部有病灶者 50 例，幕上 48 例，幕上及幕下均

有病灶 2 例。 其中 38 例仅有脑部病灶， 12例脑与脊髓均有病灶。 病灶与侧脑室有

垂直表现者 38 例。 病灶周围水肿多不明显，急性期灶周可出现水肿，其水肿信号强度

在 T2WI 上低于斑块信号，表现为高信号病灶中有一更高信号。病灶以等或稍长 T1、

长 T2 信号改变为主。 病灶信号多均匀，少数可不均匀。 本组有不同程度的强化病灶

128个，强化后病灶均小于平扫所显示的病灶大小。 脊髓内 MS 病灶的 MRI 表现：脊髓

内有病灶者 12 例，其中病灶位于 1 个椎体水平 9 例， 2 个椎体水平 2例，多个

椎体平 1例。脊髓内 MS 病灶形态多表现为斑片状。T1WI 像上为等信号者 9 例，稍低信号

者 2 例， T2WI 像上 9 例为高信号影， 3 例为稍高信号影。 

结论：MRI对于诊断多发硬化有着不可忽视的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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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256 

Changes in Resting-State Cerebral Activity in 

Patients with Hyperthyroidism: A Short-Term Follow-Up 

Functional MR Imaging Study 

 
Liu Bo

1
,Ran Qian

1
,Liu Daihong

2
,Zhang Si

1
,Zhang Dong

1
 

1.radiology department of xinqiao hospital 

2.Radiology department of southwest hospital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brain functional abnormality of hyperthyroid 

patient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for one month using resting-state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rs-fMRI). 

Method: Amplitude of low-frequency fluctuation (ALFF) and seed-based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FC) analysis were performed in 27 new-onset untreated hyperthyroid 

patients relative to 30 healthy controls. In addition, follow-up data were 

available for 19 patients treated with methimazole for one month. Subsequently, 

Pearson’s correlation analyses were performed between abnormal ALFF, FC, 

neuro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and serum free triiodothyronine (FT3) levels. 

Results: Compared with healthy controls, patients exhibited lower ALFF in the 

right posterior cingulate cortex (PCC); increased FC in the bilateral anterior 

insula (AI), bilateral posterior insula (PI) and left anterior lobe of the 

cerebellum (ALC); and decreased FC in the bilateral 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LPFC), the right medial temporal gyrus (MTG) and the bilateral PCC. Compared with 

the hyperthyroid status, patients with improved thyroid function showed increased 

FC in the right LPFC and right 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DLPFC). 

Conclusion: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alterations in regional and network-

level brain functions, which might underlie different psychiatric complications 

were dynamic and interactional processes in hyperthyroidism. Moreover, the 

improvement in regional brain FC was correlated with the efficacy of anti-thyroid 

medication. 

   

 

 

PU-2257 

水脂分离技术(IDEAL)与常规 STIR 序列 

对脊柱脂肪抑制的对比观察 

 
韦红星,黄新洪,戴太亮 

天等县人民医院 532800 

 

【摘要】目的：探讨三点法非对称性水脂分离技术(IDEAL)序列和短反转时间反转恢复

（STIR）序列对腰椎脂肪抑制效果进行比较，探讨两种成像技术在脊柱成像中的应用价值。材

料与方法:搜集本院 33例腰椎 MRI图像资料，采用美国 GE公司超导型 1.5T BRIVO MR355扫

描仪，常规扫描矢状位 T1 FSE、矢状位 T2WI、矢状位 STIR、横轴位 T2 FSE和矢状位 IDEAL

序列扫描，扫描完成后同时重建得到 WATER-IDEAL、FAT-IDEAL、Inphase-IDEAL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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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Inphse-IDEAL像。图像脂肪抑制效果评价：由两位有经验的放射科医师对图像脂肪抑制效

果进行 3分制双盲法评分。信噪比＝L1～5椎体中心感兴趣区信号强度平均值/皮外背景区信

号强度。使用 SPSS10.0统计学软件对所得资料进行分析处理。图像脂肪抑制评分、信噪比的

比较采用配对 t检验，以 P＜ 0.05为差异有显著性意义。结果：三点法非对称性水脂分离成

像 WATER-IDEAL序列和短反转时间反转恢复法 STIR脂肪抑制效果评分分别为 2.62 士 0.40

和 2.18士 0.46(P＜0.05)。WATER-IDEAL及短反转时间反转恢复法（STIR）图像信噪比分别为

8.38士 3.50 和 4.94±1.33( P＜0. 05)。WATER-IDEAL脂肪抑制效果和图像信噪比均较短反

转时间反转恢复法（STIR）脂肪抑制序列为佳，两者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结

论：IDEAL序列在腰椎磁共振检查中脂肪抑制效果明显优于 STIR序列，IDEAL序列一次扫描得

出 WATER-IDEAL、FAT-IDEAL、Inphase-IDEAL及 OutInphse-IDEAL四幅图像，能够提供更多影

像学信息，值得推广应用。 

   

 

 

PU-2258 

两种场强下轻度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 

磁共振表观弥散系数对比分析 

 
刘渊

1
,董景辉

1
,安维民

1
,任洪伟

1
,叶慧义

2
 

1.解放军 302 医院 

2.解放军总医院 

 

目的：评估 1.5 T和 3.0 T 场强下轻度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患者的表观弥散系数（ADC）值间

是否有差异。对象与方法：采用前瞻及自身对照的试验设计方法。2016年 1月-2017年 3月共

40名健康志愿者及 40名轻度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患者纳入本研究。40名轻度慢性乙型病毒性

肝炎患者均在肝穿前一周内随机先后接受了 GE公司生产的 1.5 T和 3.0 T磁共振的 DWI序

列、T2WI及 T1双回波序列扫描，b值取 0、600、800、1000 s/mm
2
，两次扫描间隔 15分钟之

内，采集方案为呼吸触发扩散加权成像（RT-DWI）。利用感兴趣区域(ROI)方法测量两种场强

下肝脏穿刺部位附近的 ADC 值。使用 Bland-Altman检验评估测量的可重复性，使用配对 t检

验比较两种场强下获得的肝脏穿刺部位附近的 ADC值。结果：轻度炎症组 1.5 T不同 b值下的

ADC值为（1.27±0.01～1.46±0.02)×10
-3 
mm

2
/s，3.0 T不同 b值下的 ADC值为（1.22±0.01

～1.40±0.02)×10
-3 
mm

2
/s，两组 ADC值间有显著统计学差异（p<0.001）；对照组 1.5 T不同

b值下的 ADC值为（1.32±0.03～1.62±0.05)×10
-3 
mm

2
/s，3.0 T不同 b值下的 ADC值为

（1.26±0.02～1.58±0.05)×10
-3 
mm

2
/s,两组 ADC值有显著统计学差异(p<0.001)。结论：轻

度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患者两种场强下测得的肝脏 ADC值有显著差异，3.0 T场强下肝脏 ADC

值小于 1.5 T场强下肝脏 ADC值。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3807 

 

PU-2259 

MRI features and score for differentiating borderline 

from malignant epithelial ovarian tumors 

 
Li Yongai,Qiang Jinwei,Ma Feng hua,Li Haiming,Zhao Shuhui 

Jin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201508 

 

Purpose: To investigate the MRI features of borderline epithelial ovarian tumors 

(BEOTs) and to differentiate BEOTs from malignant epithelial ovarian tumors 

(MEOTs). Materials and Methods: The clinical and MRI data of 89 patients with BEOT 

and 109 patients with MEOT proven by surgery and histopathology were reviewed 

retrospectively. MRI features including bilaterality, size, shape, margin, cystic-

solid interface, configuration, papillae or nodules, signal intensity, enhancement, 

presence of ipsilateral ovary, peritoneal implants and ascites were analyzed and 

compared. 

Results: There were 89 BEOT patients with 113 tumors [mean size of (13±6.7) cm], 

with bilateral ovary involvement in 24 cases. There were 109 MEOT patients with 

142 tumors [(9.3±4.2) cm] with bilateral ovary involvement in 33 cases.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size and bilaterality between the two groups.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shape, margin and cystic-solid interface 

of tumors (all p＜0.001)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OTs frequently appeared as 

round or oval in shape, with well-defined margins and clear cystic-solid 

interfaces. By contrast, MEOTs often demonstrated lobulated or irregular shapes, 

ill-defined margins and unclear cystic-solid interfaces. Purely cystic [11/113 

(10%) vs 1/142 (0%), p=0.001], predominantly cystic with papillae or nodules 
[45/113 (40%) vs 29/142 (21%), p=0.001], exophytic papillae or nodules [28/102 
(27%) vs 6/92 (7%), p＜0.001], branching papilla [41/113 (36%) vs 0/142 (0%), p＜
0.001] and presence of ipsilateral ovary (34/113 [30%] vs 0/142 [0%], p＜0.001) 

were found more frequently in BEOT than in MEOT. In the scoring method, the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and accuracy of a cut-off value of 3.5 points for 

differential diagnosis were 82%, 85% and 84%,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MRI can reveal the distinct morphological features of BEOTs and MEOTs 

and aid their discrimination.  

 

 
PU-2260 

DWI 在鉴别鞍区恶性生殖细胞肿瘤与颅咽管瘤的价值 

 
郭亚飞,程敬亮,张勇,张春艳,汪卫建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 探讨扩散加权成像(DWI)和表观扩散系数(ADC)在诊断及鉴别诊断鞍区恶性生殖细胞肿瘤

与颅咽管瘤的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病理证实的治疗前行常规 MRI平扫和 DWI检查的 36

例鞍区病变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恶性生殖细胞肿瘤 14例，颅咽管瘤 22例，测量比较两种病

变的 ADC均值。运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价 ADC值的诊断价值。 结果 恶性生殖细

胞肿瘤平均 ADC值为（0.93±0.23）×10
-3
 mm

2
/s，颅咽管瘤平均 ADC值为（1.69±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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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3
 mm

2
/s，前者明显低于后者(t=-10.19,P<0.01)。ADC值诊断鞍区恶性生殖细胞肿瘤与颅

咽管瘤的 ROC曲线下面积为 0.987,以 ADC值 1.52×10
-3
mm

2
/s为阈值时,与病理结果对照,判断

恶性生殖细胞肿瘤与颅咽管瘤的敏感度为 81.8%，特异度为 100%，准确度为 88.9%，与病理结

果行一致性检验,Kappa值为 0.887。 结论 鞍区恶性生殖细胞肿瘤与颅咽管瘤具有不同扩散特

征,ADC值对于两者之间的鉴别诊断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可提高诊断准确率。 

 

 

 

PU-2261 

TrackVis 模型下示踪角度阈值对子宫肌瘤纤维 

示踪成像导出量的影响 

 
周芳露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目的：探讨 TrackVis 模型下示踪角度阈值对子宫肌瘤纤维示踪成像导出参数的影响。方法：将 

24 例子宫肌瘤患者行常规 MRI 平扫及 DTI 扫描，采用 25°、30°、35°、40°、45°5 个不同的纤

维示踪角度阈值进行纤维追踪，测量肌瘤的 ADC 值、FA 值、纤维束密度、最长纤维束长度及

平均纤维束长度。 应用随机区组设计方差分析或秩和检验进行 5 个角度之间参数差异的检

验，使用 SNK 检验及 LSD 检验进行 5 个角度之间两两差异的检验。结果：共 21 例子宫肌瘤患

者，40 例肌瘤获得较满意的纤维束重建图像，随着示踪角度阈值的递增，最长纤维素长度

（P=0.00）、纤维素密度（P=0.00）、平均纤维素长度（P=0.00），且均数的多重比较 5 个角

度之间两两的最长纤维素长度、纤维素密度、平均纤维素长度均有差异。但 FA 值随着示踪角

度阈值的增加而减小（P=0.00）。两两角度间 FA 值均有差异。5 个不同示踪角度阈值下的

ADC 值无差异（P=0.096）。结论：DTI 纤维示踪角度阈值影响了导出参数 FA 值、最长纤维素

长度、平均纤维素长度、纤维束密度，当角度为 45°时纤维束长度及密度值最大，FA 值趋于稳

定，所以子宫肌瘤的纤维示踪成像可选择 45°为较优示踪角度阈值。   

 

 
PU-2262 

颅内卵黄囊瘤的 MRI 特征分析 

 
郭亚飞,程敬亮,张勇,张春艳,汪卫建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探讨颅内卵黄囊瘤的 MRI特征表现。 方法：回顾性分析 4例经病理证实的颅内卵黄囊

瘤的临床、病理及影像学资料。结果：4例卵黄囊瘤中实性病变 1例，囊实性病变 3例，实性

病变部分 T1WI呈低或稍高信号，T2WI呈稍高信号，DWI弥散轻度受限，ADC图呈低或稍低信

号；增强扫描 3例均呈明显不均匀强化。 结论：颅内卵黄囊瘤的 MRI表现有一定特征，MRI

有助于该病的诊断、鉴别诊断及治疗方案的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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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263 

高分辨 MRI 对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研究进展 

 
武日江 

山西医科第一医院 030001 

 

摘要：颈动脉粥样硬化易损斑块是缺血性卒中发生的主要原因。高分辨率 MRI 能较准确识别

易损斑块的特征，本文从 MRI扫描序列选择、斑块成分分析、动态增强扫描、分子影像技术及

图像分析等方面的国内外研究现况做一简要综述。 

   

 

 

PU-2264 

DTI 技术在足月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中的应用价值 

 
王红霞,韩东明 

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453100 

 

 目的：探讨磁共振扩散张量成像(DTI)技术在足月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HIE)早期诊断及评

估中的应用价值，为临床早期治疗提供依据。 

 资料与方法:收集 30 例临床确诊的足月 HIE患儿，其中轻度 HIE12例，中度 HIE10例，重度

HIE8例，另选取 13例正常足月新生儿为对照组，行常规颅脑 MRI及 DTI检查，测量双侧额叶

白质、半卵圆中心、内囊前肢、内囊后肢、豆状核及胼胝体膝部及肼胝体压部的 FA值，比较

各组不同部位的 FA值。结果：除豆状核外，HIE组患儿额叶白质、内囊前后肢、胼胝体膝部

和压部的 FA值较对照组降低。轻度组内囊后肢、胼胝体压部的 FA值较对照组降低，且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P<0.05)。中度组额叶白质、内囊后肢、胼胝体压部、大脑脚的 FA值均较对照

组降低，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中度组与重度组的比较中，额叶白质、内囊后

肢、胼胝体压部及半卵圆中心的 FA值具有差异，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内囊后肢

FA值诊断 HIE的准确度相对其他部位最高，曲线下面积为 0.952，当内囊后肢 FA值的截断点

取 0.473时，诊断灵敏度为 92.3％，特异度为 96.9％，约登指数为 0.892。结论：DTI技术为

HIE的早期诊断及评估提供客观依据，并且定量评价 HIE新生儿脑损伤的不同程度。 

   

 

 
PU-2265 

探讨布氏杆菌性脊柱炎和脊椎结核的临床及影像学特点 

 
李丽娜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030001 

 

目的 

探讨布氏杆菌性脊柱炎和脊椎结核的临床及影像学特点,以提高对该病的鉴别诊断水平。 

资料与方法 

回顾性分析 

16例布氏杆菌性脊柱炎患者的 CT、MR资料并与已确诊的 38例脊椎结核影像学资料作比较。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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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布氏杆菌性脊柱炎病灶分布于腰椎,其中以 L4发病率最高,骨破坏灶小而多发,多局限于椎

体边缘,病灶周围明显增生、硬化,新生骨组织中有新破坏灶形成,椎间盘破坏轻,关节面增生硬

化,相邻骨密度增高,少或无椎旁脓肿形成。 

(2)结核病灶分布于胸腰段,以椎体和椎间盘骨破坏为主并有死骨形成,椎旁脓肿和骨质疏松变

化比较常见。 

结论 

依据布氏杆菌性脊柱炎和脊椎结核临床影像学特征性表现, 

两者可作出鉴别诊断。 

   

 

 
PU-2266 

海马区磁共振波谱成像在持续正压通气治疗睡眠呼吸暂停低

通气综合征疗效效果评估中的作用 

 
钟文新,邹立秋 

深圳市南山区人民医院 518052 

 

 目的 探讨海马区磁共振波谱成像（MRS）在持续正压通气（CPAP）治疗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

综合征（SAHS）效果评估中的作用。方法 纳入初次诊断的、40～60岁、头颅 MRI未见异常的

中重度 SAHS患者 43例，根据患者意向分为对照组(19例)和治疗组(24例)。治疗组予以 CPAP

治疗，对照组予以一般治疗。所有患者在治疗前和治疗 1年后均行脉氧监测和脑部海马区 MRS

检查并进行比较。结果 两组患者的性别构成比、年龄、BMI等一般资料及睡眠呼吸监测指标

等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前，治疗组夜间最低脉氧饱和度（LSpO2）低

于对照组（P＜0.05），两组间其他脉氧监测和 MRS结果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与治疗前比较，治疗后对照组脉氧监测结果和乳酸（Lac）无明显变化

（P>0.05），N-乙酰门冬氨酸（NAA）、肌酸（Cr）和 NAA/Cr降低，胆碱（Cho）、Cho/Cr 和

Lac/Cr升高（P＜0.05）；治疗后治疗组夜间平均脉氧饱和度（MSpO2）、LSpO2和 NAA/Cr升

高，夜间脉氧饱和度低于 90%的时间占总睡眠时间的百分比（SIT90）、夜间脉氧饱和度下降至

少 4%的次数占总睡眠时间的百分比（即氧减饱和指数，ODI4）、Lac和 Lac/Cr降低（P＜
0.05）。治疗后，治疗组 LSpO2、NAA和 NAA/Cr高于对照组，ODI4、Cho、Lac、Cho/Cr和

Lac/Cr低于对照组（P＜0.05）。结论 CPAP治疗可部分改善 SAHS患者脑部代谢受损，海马区

MRS中的 Lac/Cr对缺氧改善高度敏感，可以作为评估 CPAP 疗效的指标之一。  

 

 
PU-2267 

一种多通道数字化核磁共振谱仪 

 
郁朋,杨晓冬,吴中毅,常严,徐雅洁 

中国科学院苏州生物医学工程技术研究所 2151 

 

【摘要】 目的：开发一台多通道数字化核磁共振谱仪，具有如下特点：模块式架构；支持 16

通道接收；射频发射调制与射频接收解调均采用数字化方式。 

方法：核磁共振（MRI）谱仪是 MRI系统的核心部件，它负责按照脉冲序列的要求，以特定的

时序产生射频和梯度脉冲，并且接收和处理磁共振信号，从而完成 MRI扫描过程。根据谱仪的

功能，可将其划分为不同的模块，主要包括：扫描控制模块、射频和梯度发生模块、射频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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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本设计采用模块式架构，按照上述功能，物理上划分为两种板卡：（1）扫描控制子

板，完成扫描控制和射频、梯度序列发生等功能，（2）射频接收子板，完成核磁共振信号的

接收、数字化解调等功能，每个子板支持 4个接收通道。本设计采用 FPGA实现数字调制与解

调，采用高达 1GSPS内部时钟速度的 AD9957来实现射频信号的数字调制，可以输出最高为

200MHz的射频激发信号。梯度序列信号的产生采用 ADI公司的 20位高精度 DAC，梯度矩阵转

换操作以及预加重均由 FPGA 完成。采用采样率为 125MSPS的高速 ADC实现核磁共振信号的接

收，在 FPGA内部使用直接频率合成（DDS）技术产生数字频率源，对数字化后的核磁共振信号

进行数字解调、滤波，滤波后的结果通过千兆以太网传输至上位机软件。结果：与实验室现有

牛津 DRXHF谱仪相比较，场强适用范围从 0.5T提升至 1.5T，接收通道数由 4通道提高至 16

通道，最短脉冲时间由 3μs 减小至 500ns。25ml水模样本的磁共振实验结果表明，接收信噪

比提高了 15dB。结论：多通道数字化核磁共振谱仪成本低，发射与接收通道更易扩展，且适

用场强范围更广，数字化的调制与解调方式提高了核磁共振系统的接收信噪比。  

 

 

PU-2268 

可逆性胼胝体压部病变综合征的 MRI 表现 

 
曹笑婉,余晖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550004 

 

目的：分析可逆性胼胝体压部病变综合征(RESLES)的临床与 MRI表现，提高对该病的认识和诊

断水平。 

方法：对 2010年 10月至 2016年 5月经本院确诊的 14例 RESLES患者的临床资料、MRI资料

及随访结果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临床诊断包括病毒性脑炎（6例）、低钠血症（2例）、低血糖脑病（2例）、军团菌

感染（1例）、癫痫（1例）、自身免疫性脑炎（1例）和剖宫产术后（1例）。MRI表现：胼

胝体压部孤立性类圆形病灶，T2WI及 FLAIR呈稍高信号；DWI上呈明显高信号，相应表观扩散

系数(ADC)图呈低信号，增强扫描未见强化。经治疗后，短期复查 MRI显示病灶消失。 

结论： RESLES可继发于多种临床疾病，预后良好，MRI表现具有特征性，MRI对诊断及鉴别

诊断具有很大价值。 

   

 

 

PU-2269 

MRI 多参数成像结合 CT 在诊断纵隔病变中的应用价值 

 
朱莉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200127 

 

 

目的：以病理为金标准，探讨 MRI多参数成像结合 CT在诊断纵隔病变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收集 2016.1-2017.5 在我院胸部 CT检查出纵隔占位的患者共 70例，进一步行纵隔 MRI

增强检查。采用 philips Ingenia3.0T MRI，扫描序列包括冠状位 T2W及矢状位压脂 T2W、轴

位小视野高分辨率 T2W、压脂、DWI、mDixon、动态增强扫描。经手术得到病理结果共 30例，

以病理为金标准，对照 CT分析纵隔病变的 MRI征象，包括病灶部位、形态、边缘特征、肿瘤

内部结构以及与邻近组织器官关系。根据不同纵隔病变 MR弥散成像表现，评价弥散加权成像

在纵隔病变的诊断及鉴别诊断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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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对照手术或穿刺病理结果，30例纵隔病变均定位准确，术前正确诊断 27例。其中侵袭

性胸腺瘤 MRI影像上呈不规则形，混杂信号，增强后肿瘤不规则强化，周围脂肪影不清，在

DWI图上为高信号，ADC图上为低信号且信号强度不均匀。脉管瘤 MRI表现与侵袭性性胸腺瘤

影像表现相似。良性胸腺瘤包膜完整，DWI图上为低信号，ADC图上为高信号，信号均匀。胸

腺囊肿，在 T1W上表现为低信号，在 T2W上均为很高的信号,增强后囊壁强化。囊性畸胎瘤，

在 T1W及 T2W上呈多囊性改变，可见高信号的脂肪（mDixon脂相位可见高信号影）增强后呈

不均匀强化。支气管源性囊肿，增强后囊肿无强化，与邻近支气管的关系较密切。神经鞘瘤

T1W呈稍低信号,T2W呈不均匀高信号，有囊变、坏死和出血，肿瘤呈不均匀性强化，DWI 图上

为稍低信号，ADC图上为稍高信号，信号强度不均匀。 

结论：MRI多参数成像能显示纵隔病变与邻近组织器官结构关系，对于纵隔病变的诊断及鉴别

诊断以及用于术前评估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可成为纵隔病变影像学检查的重要手段。   

 

 
PU-2270 

胎盘隐窝合并 T2 暗带在诊断胎盘植入中的价值 

 
杜金超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目的：正确地识别 MRI图像上胎盘隐窝及 T2暗带的征象，明确胎盘隐窝合并 T2暗带在诊断胎

盘植入中的重要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 168例怀疑胎盘植入且最终行剖宫产手术的孕妇，均

在产前彩超检查后行 1.5T胎盘 MRI检查，常规行 FIESTA和 SSFSE序列的冠状位、矢状位、轴

位及 DWI、FIRM序列的轴位及矢状位扫描。诊断金标准以术中胎盘剥离情况及胎盘病理检查结

果。35例孕妇患胎盘植入，133例未见胎盘植入。胎盘隐窝表现为因胎盘表面和子宫边缘收缩

而引起的胎盘局部凹陷，常常合并胎盘 T2暗带征。两位高年资放射科医师分别独立地评价孕

妇胎盘隐窝以及传统的植入征象，包括：子宫局限性膨隆，胎盘异常血管影，胎盘内 T2 信号

不均，T2暗带。Fisher精确检验来比较植入组和非植入组植入征象出现率，观察者间一致性

采用 Kappa检验。结果：MRI 植入征象的观察者间一致性大于 0.45，胎盘隐窝取得了最高的

Kappa值 0.900。胎盘异常血管影，胎盘 T2信号不均，T2暗带和胎盘隐窝在植入组和非植入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分别为 p=0.030，0.020，0.001，<0.001）。胎盘隐窝在诊断植入中

的敏感性，特异性，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准确性分别为 55%，100%，100%，92%和 93%。

结论：相比传统的 MRI胎盘植入征象，胎盘隐窝合并 T2暗带在诊断胎盘植入中具有更高的观

察者一致性和准确性。 

 

   

 

 

PU-2271 

磁共振功能成像评估脑胶质瘤复发与治疗后反应的研究进展 

 
王斌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030001 

 

【摘要】目前，脑胶质瘤术后患者的监测任务主要依靠其临床表现和磁共振的长期随访。但由

于肿瘤复发和治疗后反应均可导致血脑屏障破坏，因此常规 MRI增强扫描时可在术区及放疗照

射野内出现新的强化病灶，常规磁共振表现难以对二者进行准确监测。但随着磁共振技术的发

展，应用磁共振功能成像的方法对其进行研究的报道越来越多。扩散加权成像、扩散张量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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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体素内不相干运动成像、磁共振波谱成像、磁共振灌注成像[动态磁敏感对比增强 MRI、

动态对比增强 MR成像]在两者鉴别诊断中各具优势和限度，本文对近年有关影像学监测胶质瘤

术后的新进展进行综述。 

   

 

 

PU-2272 

CT、MRI 及 X 线测量病变长度预测可切除性食管鳞状细胞癌 T

分期的对比研究 

 
陈艳丽 

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637000 

 

目的 探讨 CT、MRI及 X线所测可切除性食管鳞状细胞癌病变长度对其 T分期的预测价值。方

法 该研究共纳入 2014年 7月至 2017年 3月经病理证实为食管鳞状细胞癌的住院病人 80例，

均于术前 2周内行 CT增强、常规 MRI（包括矢状位压脂 T2WI）及 X线钡剂造影检查。分别测

量该三种检查方法中食管鳞状细胞癌病变长度，利用 Mann-Whitney U检验对其与食管鳞状细

胞癌术后 T分期的关系进行统计分析，绘制并计算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AUC）比较不同检查方法的预测价值。结果 

CT及 X线测量的病变长度能鉴别 T1与 T2、T1与 T3、T2与 T3、T1与 T2-3及 T1-2与 T3期食

管鳞状细胞癌（P均<0.05）；除 T2与 T3期食管鳞状细胞癌外，MRI所测病变长度能鉴别以上

各 T分期（P均<0.05）。与 CT、X线比较，MRI对 T1与 T2期食管鳞状细胞癌的预测价值更高

（ROC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944、0.922、0.957）；与 MRI、X线相比，CT对 T1与 T3、T2与

T3、T1与 T2-3及 T1-2与 T3期食管鳞状细胞癌预测价值更高。 结论 MRI所测病变长度对早

期食管鳞状细胞癌 T分期具有较高预测价值，而 CT所测病变长度对中晚期食管鳞状细胞癌 T

分期具有较高预测价值。  

 

 

PU-2273 

鞍区毛细胞星形细胞瘤 CT 和 MRI 的诊断价值 

 
叶勇军 

丽水市中心医院 323000 

 

目的探讨 CT和 MR诊断鞍上毛细胞星形细胞瘤的影像特点。方法回顾性分析经病理证实的 11

例鞍上毛细胞星形细胞瘤的 CT和 MRI影像表现。本组 11例中肿瘤均位于鞍区，CT检查 8

例，8例均行 CT平扫；MRI 扫描 11例，均行平扫+DWI+增强扫描。重点观察病灶的大小、位

置、形态、邻近结构情况及影像学特征。结果 CT、MRI能准确反映病灶的大小、位置、形态及

邻近结构的情况。11例中，病灶多呈实性、囊实性类圆形或分叶状肿块，实性 2例，囊性或

囊实性 9例。CT主要表现为不均匀稍高密度，2例其内见出血；MRI表现为 T2WI上呈不均匀

高信号，T1WI上呈低信号，增强扫描示肿瘤呈明显不均匀强化，其内可见多发微囊状无强化

区。11例视交叉显示不清，3例肿瘤包绕大脑中动脉，1例伴有软脑膜播散。结论 鞍上毛细

胞星形细胞瘤 CT表现无特异性； MRI表现具有一定特异性。CT和 MR能很好地显示肿瘤的部

位、与周围组织关系情况，为临床术前评估及手术方案制定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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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274 

骶管神经根鞘囊肿的 MRI 诊断价值 

 
刘志佳,李志奎,李宏,潘英杰,张德庆 

哈尔滨市第五医院 150040 

 

目的:探讨骶管神经根鞘囊肿的 MRI诊断价值及临床特点。 

方法:分析和总结 26例骶管神经根鞘囊肿患者的临床资料和 MRI表现。 

结果:26例中 15例无明显骶神经受损表现,仅表现为腰部不适;11例有下肢麻木、腰骶部疼

痛、感觉障碍、二便异常等骶神经受损表现。所有病例 MR图像上均清晰显示骶管神经根鞘囊

肿的形态、大小、位置、数目以及对邻近组织结构的压迫,T1WI为低信号,T2WI为高信号,T2W

压脂像上骶管内脂肪被抑制,影像表现为明亮高信号,边界清晰,边缘光整。囊肿较大者引起骶

骨骨质压迫吸收,T2WI压脂序列上骶管内脂肪信号被抑制,囊肿的显示更清晰。 

结论:骶管神经根鞘囊肿在临床上很容易被误诊或漏诊,MRI 具有多平面、无创等优点,对明确

诊断、判断范围和治疗选择、随访观察都有重要作用,为其首选检查方法。  

   

 

 
PU-2275 

MRI 弥散加权成像诊断骨肌肿瘤的临床价值分析 

 
刘伟文 

丽水市中心医院 323000 

 

目的 探讨 MRI弥散加权成像诊断骨肌肿瘤的临床效果；方法 现对 2015年 2月至 2017年 6月

间我院收治的骨肌肿瘤患者 50例，对骨肌肿瘤患者进行 DWI检查，分析在不同 b值情况下

ADC值的差异；结果 50例患者中恶性肿瘤患者 18例，占 36.00%；良性肿瘤 32例，占

64.00%；b值在 600、800、1000s/mm
2
时，良恶性肿瘤与正常肌肉 ADC测算值具有显著差异

性，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b值同 ADC是否概念一致。而良性和恶性在 ADC值进行对

比中，良性组优于恶性组数据，差异性较大，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实际真的是良性

优于恶性吗？因为别的地方肿瘤 DWI肯定是恶性的明显，将 ADC阈值作为诊断骨肌肿瘤良恶性

的依据可得，当 b值为 1000s/mm
2
时，对骨肌肿瘤的诊断效果最好；结论 弥散加权成像是获

取病变信号的最有效方式，弥散系数值可以鉴别肌骨肿瘤的良恶性，磁共振加权成像在鉴别肿

瘤良恶性时，弥散系数最佳值为 1000s/mm²。 

   

 

 

PU-2276 

多模态磁共振成像在成人型缺血性烟雾病综合征中的应用 

 
丁雪委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10006 

 

目的：分析多模态磁共振成像（MRI）在成人型缺血性烟雾病综合征的表现及其诊断价值。方

法：收集 2016年 1月—2017 年 3月本院诊治的 12例成人型缺血性烟雾病综合征患者，回顾

分析其常规头颅 MRI平扫 T1、T2、Flair以及 DWI各序列，以及三维时间飞跃法（3D -TO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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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A）、动脉自旋标记法（3D-ASL）、脑灌注成像（PWI）等扫描序列在成人型缺血性烟雾病综

合征的形态上及功能上的表现。结果：常规的头颅 MRI平扫显示双侧大脑中动脉（MCA）、大

脑前动脉（ACA）的流空信号消失，基底核区出现烟雾状血管流空信号影以及柔脑膜高信号

征；3D-TOF- MRA能直观显示双侧颈内动脉（ICA）末端和 MCA、ACA起始端的狭窄或闭塞以

及增粗延长的大脑后动脉和脑底部烟雾血管，对烟雾病综合征诊断的准确率达 91.7%

（11/12）；3D-ASL和 PWI 显 MCA、ACA供血区脑血流量（CBF）减低。结论：多模式 MRI不但

可以反映脑示实质和颅内血管的情况，而且能提供解剖形态学和功能学两方面的特征，可作为

烟雾病综合征诊断及分期的一种有效的无创影像学检查方法，动脉自旋标记法（3D-ASL）和脑

灌注成像（PWI）可以用来评价联合血管重建术治疗烟雾病的效果，确定在成人型缺血性烟雾

病综合征临床治疗中的应用价值。 

   

 

 
PU-2277 

MR 高分辨率静脉成像对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的临床诊断价值 

 
富青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430022 

 

 

目的：旨在探讨与超声结果相比，研究 MR高分辨率容积内插体部成像结合脂肪抑制技术诊断

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的可行性和临床诊断价值。 

方法：选取超声确诊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患者 31例，签署知情同意书后行 MR静脉成像，扫描

序列选取 T1加权容积内插体部成像结合脂肪抑制技术，运用自动移床技术分节段进行扫描，

扫描范围从下腔静脉水平至脚踝水平。MR静脉成像与超声之间的时间隔平均 1.73天。 由两

名放射科医师共同评估所有静脉节段栓塞的检测，并通过使用 5点法分别对静脉节段的显示和

信号均匀性进行主观图像质量评估。 Cohen’s kappa 系数和 Wilcoxon秩和检验用于统计学

分析。 

结果：两名放射科医师每个静脉节段的图像质量评分均无统计学差异。 超声检测到的静脉栓

塞累及的节段 MR静脉成像均清晰显示，由于 MR静脉成像可以同时检测双侧下肢，因此较超声

检查结果相比，额外检测 15.7％静脉栓塞累及的静脉节段，两种检测方法对下肢静脉栓塞的

诊断一致性于左内髂静脉、左股深静脉和左胫前静脉较差，MR检查在这些部位检测优于超

声，其他静脉节段分析均显示中度至优一致性 

结论：本研究显示与超声结果相比 MR高分辨率静脉成像结合脂肪抑制技术可以获得满足诊断

要求的图像质量，对于诊断下肢静脉栓塞具有临床可行性和很高的诊断价值。   

 

 

PU-2278 

垂体 Rathke’s 囊肿 MRI 诊断与回顾 

 
李志奎,李建宇,李雪,靳茜然,景雪琪 

哈尔滨市第五医院 150040 

 

 

目的:了解垂体 Rathke’s囊肿的 MRI影像表现,分析误及漏诊原因,提高对该病的认识和诊断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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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回顾 25例(男 11例,女 14例,中位年龄 39岁)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Rathke’s 囊肿的 MRI

影像特征,分析 4例误诊病例的影像表现。 

结果：25例 Rathke’s囊肿 MRI均表现为鞍内或向鞍上发展的圆形或椭圆形肿块,根据囊液成

分的不同 MRI信号变化多样,增强扫描有 3例出现囊肿边缘环形强化。误诊为垂体腺瘤卒中 2

例,囊性颅咽管瘤 1例,胶样囊肿 1例。 

结论：垂体 Rathke’s 囊肿虽是一种少见疾病,但在 MRI上具有一些影像特征,仔细综合分析可

提高对本病诊断的正确率。 更多还原 

   

 

 

PU-2279 

中青年非特异性腰痛患者腰椎 Modic 改变与年龄相关度的研

究 

 
徐瑞,王景,白亮彩,张文娟,周俊林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730030 

 

目的：初步探讨中青年非特异性腰痛患者群中腰椎 Modic改变的流行病学特点。 

方法：对 2016年 7月至 2017 年 6月，纳入我院因非特异性腰痛行腰椎 MRI的青、中年患者，

排除标准：年龄＜18岁、≥65岁者。有腰椎手术史、炎症、肿瘤、骨折、滑脱等，共纳入患

者 169例。逐个回顾分析腰椎 MRI影像，由一名骨科医师及一名放射科医师独立判断每个患者

每节腰椎节段的 Modic变及分级。每名医师评估两次，间隔时间为 2周，以减少组间偏倚。 

结果：169名患者中男/女为 91/78例，平均年龄 58岁（18岁-64岁）；按年龄分层，总例数

/Modic比例：18～29岁者 11例/8%，30～39岁者 19例/28%，40～49岁者 37例/30%，50～59

岁者 48例/35%，60～64岁者 54例/40%，Modic变发生率 29.0%，占腰椎节段之 5.2%，男性高

于女性；Modic变类型：I型占 7.3%，II型占 78.4%，III型占 1.2%，混合型占 13.1%。 

结论：Modic改变随年龄而进展。腰椎 Modic变在中青年人群中，好发年龄段为 60～64 岁区

间者，在 30岁以下人群中发生率最低。 

   

 

 
PU-2280 

屏气三维多次激发快速恢复快速自旋回波序列 3D-MRCP-BH 在

胰胆管成像中的应用 

 
林武生

1
,郭若汨

1
,康庄

1
,王劲

1
,林武生

1
,郭若汨

1
,康庄,王劲

1
 

1.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2.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目的：探究屏气三维多次激发快速恢复快速自旋回波序列 3D-MRCP-BH在胰胆管成像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在 Philips 1.5T Achieva 上对 20例胰胆管成像患者分别进行二维单次激发快速自旋回波序列 SSH-

MRCP-Rad（TR 8000ms,TE 800ms,FOV 300x300mm,FA 90°,Voxel Size 0.94x1.17x40mm,TA 64S）屏气扫

描、三维单次激发快速自旋回波序列 sMRCP-3D-HR(TR 1192.7ms,TE 650ms,FOV 260x260mm,FA 90°,Voxel 

Size 1.1x1.34x1.6mm,TA 4min36s)呼吸触发扫描、三维多次激发快速恢复快速自旋回波序列 3D-MR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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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H(TR 1950.9ms,TE 600ms,FOV 350x310mm,FA 90°,Voxel Size1.37x1.95x2.80mm,TA 20S)屏气扫描。通

过对比以上三组序列图像、对其成像质量及显示程度进行评价。 

结果：二维单次激发快速自旋回波序列 SSH-MRCP-Rad屏气扫描图像质量较好，成像速度快；图像不可进行

后处理，易遗漏小病变。 

三维单次激发快速自旋回波学列 sMRCP-3D-HR呼吸触发扫描图像质量优秀，图像显示细节多，可进行后处

理，可多角度观察图像；成像时间长，对呼吸配合比较严格。 

三维多次激发快速恢复快速自旋回波序列 3D-MRCP-BH屏气扫描图像质量优秀，成像速度快，图像显示细节

较多，可进行后处理，可多角度观察图像，但对屏气要求较高。 

结论：三维多次激发快速恢复快速自旋回波序列 3D-MRCP-BH成像速度快，图像质量优秀，图像显示细节

多，可进行后处理，可多角度观察图像，为胰胆管成像提供一种新的扫描方式，具有重要的临床应用价

值。 
 

  

 

 
PU-2281 

利用 3D ASL 和分段容积技术评估胶质瘤放疗疗效 

 
王朋,陈子健,李建瑞,陈随,马延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210002 

 

目的：探讨肿瘤灌注参数与肿瘤体积之间的关系，并用动脉自旋标记（3D ASL）技术评估放疗

对胶质瘤的治疗疗效。方法：本研究纳入 35例患者，病理分为低级别胶质瘤组（n = 16）和

高级别胶质瘤组（n = 19），仅接受放疗或在使用其他疗法前接受放疗。分别在放疗前、放疗

后第 4、8、12、16周进行 MR检查，包括 T1加权图像和 pcASL。在每个时间点分别评估正常

组织的局部 CBF、平均肿瘤血流量（TBFmean）、最大肿瘤血流量（TBFmax）和肿瘤体积。分

别计算放疗前后 CBF、TBFmean、TBFmax和肿瘤体积比变化。肿瘤体积比和 CBF、TBF、TBFmax

比率之间的相关性用线性回归和 Pearson相关性方法分析。结果：高级别胶质瘤的 TBFmean和

TBFmax显着高于低级别组。在高级别组中，放疗前肿瘤体积与 TBFmax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

（R2 = 0.35，rs = 0.59，p <0.05）。 放疗前 TBFmax和放疗前与放疗后 8周的肿瘤体积比

（R2 = 0.56，rs = -0.74，p <0.05）之间也有显着的相关性。结论：使用 pcASL技术测量

TBFmax可以评估胶质瘤等级，也可成为评估放疗疗效的手段之一。 

 

 

 

PU-2282 

胎儿磁共振检查配合技术的改进与应用 

 
平自玲,李雪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野战外科研究所 400042 

 

目的：针对胎儿 MRI检查中因孕妇配合难度大、胎儿在母体内自主运动，易产生运动伪影， 

导致图像质量差、检查成功率低、重复扫描率高、检查时间长等问题，探讨一种规范的、实用

的配合技术，指导孕妇顺利完成 MR检查，以加快检查速度，降低重复扫描率，提高检查的舒

适度、检查成功率和图像质量。 

方法：将 2014年 1月至 2015 年 12月 203例行胎儿磁共振检查的孕妇设为对照组，将 2016年

1月至 2017年 3月 243例行胎儿磁共振检查的孕妇设为观察组。对照组按常规准备：检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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嘱患者取出金属异物，在孕妇感知胎动最少的时间段安排检查，检查时仰卧位，告知孕妇检查

时身体不动，平静呼吸，如有不适按报警球。观察组在常规准备基础上，①设计胎儿 MR 检查

准备评估表②设计胎动记录曲线表：在预约时告诉孕妇或家属监测 2-3天的胎动次数，3次/

天，1小时/次，将胎动次数记录于量表，检查时护士观察曲线表，找出胎动最少的时间段

（胎儿睡眠时间），并结合孕妇自我感觉及时安排检查；③检查将采用左侧 10-20
0
倾斜卧位，

或自觉舒适的体位；④检查时 3-5L/分低流量吸氧，同时训练孕妇呼吸配合。 

结果：检查时间从 29±2分钟每人次减少到 25±2分钟每人次，一次性检查成功率从 85%上升

到 95%；重复扫描率从 14.5%下降到 6%；运动伪影明显减少，图像质量优评从 80%上升到

85%；患者检查舒适度评价从 82%上升到 96%；患者满意度从 82.5%上升到 98%。 

结论：胎儿 MR检查是诊断胎儿畸形的重要手段，目前逐渐得到临床的认可，但因 MR检查环境

的特殊性，孕妇及胎儿配合程度是影响检查的关键因素，如何有效的提高孕妇及胎儿的配合程

度也是一直未解决的临床护理问题。通过文献阅读、产科专家的咨询结合临床实践对原有的配

合方法进行改进，结果证明可以加快检查速度，降低重复扫描率，提高图像质量，值得进一步

应用。 

   

 

 
PU-2283 

Abnormal intrinsic functional hubs in alcohol 

dependence: Evidence from a voxel-wise degree 

centrality analysis 

 
Luo Xiaoping

1,2
,Guo LInghong

2
,Dai Xi-jian

3
,Wang Qinglai

1
,Miao Xinjun

1
,Gong Honghan

2
 

1.Wenzhou Chinese Medicine Hospital 

2.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chang University 

3.Jinling Hospital， Medical School of Nanjing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bnormal intrinsic functional hubs in alcohol dependence 

using voxel-wise degree centrality analysis approach, and their relationships with 

clinical features. 

Methods: Twenty-four male alcohol dependence subjects with medicine-free (mean age, 

50.21±9.62 years) and 24 age- and education-matched male healthy controls (mean 

age, 50.29±8.92 years) were recruited. The alcohol use disorders identification 

test and the severity of alcohol dependence questionnaire (SADQ) were administered 

to assess the severity of alcohol craving. Voxel-wise degree centrality approach 

was used to assess the abnormal intrinsic functional hubs features in alcohol 

dependence. Sim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performed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clinical features and abnormal intrinsic functional hubs. 

Results: Compared with healthy controls, alcohol dependence subjects exhibited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degree centrality values in widespread left lateralization 

brain areas, including higher degree centrality values in the left precentral 

gyrus (BA 6), right hippocampus (BA 35, 36) and left orbitofrontal cortex (BA 11), 

and lower degree centrality values in the left cerebellum posterior lobe, 

bilateral secondary visual network (BA 18) and left precuneus (BA 7, 19). SADQ 

revealed a negative linear correlation with the degree centrality value in the 

left precentral gyrus (R
2
=0.296, p=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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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The specific abnormal intrinsic functional hubs, appear to be 

disrupted by alcohol intoxication, implicates at least three principal neural 

systems: including cerebellar, executive control and visual cortex, which may 

further affect the normal motor behavior such as an explicit type of impaired 

driving behavior. These findings expands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func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alcohol dependence and may provides a new insight into 

understanding the dysfunction and pathophysiology of alcohol dependence. 

   

 

 

PU-2284 

胃食管反流病患者的默认网络的比率低频振幅研究 

 
何雯,温志波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510282 

 

目的：采用脑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的比率低频振幅（fALFF）方法，比较胃食管反流患者

（GERD）患者与健康受试者（HS）在静息态的脑活动特征，寻找 GERD患者的默认网络的活动

是否异常，试图确定其在 GERD中的作用。 

方法：对自 2016年 10月至 2017年 7月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消化内科就诊的 10例 GERD 患

者及 15例健康对照者进行静息态下 fMRI扫描，采用 fALFF 分析方法比较 GERD患者与健康受

试者（HS）的默认网络的活动。在本研究中，运用 DPARSF 软件进行预处理，组间分析采用

REST的组间独立样本 t检验（p <0.05，核团大小> 90， AlphaSim校正）。 

结果：与健康对照组比较，GERD患者的右侧楔前叶的 fALFF 值减低（t值为 5.1229）。 

结论：楔前叶已被证明为默认模式网络（DMN）的一部分，GERD患者 DMN中的楔前叶的活动与

HS相比显着降低，表明默认网络脑区异常活动可能参与 GERD症状发生的病理生理学。  

 

 
PU-2285 

Dynamic functional network analysis reveals altered 

regional temporal variability after stroke: A 

longitudinal resting state fMRI study 

 
Hu JianPing

2,1
, Xu Qiang

2
,Du Juan 

3
,Yang Fang

3
,Zeng Fanyong 

2
,Weng Yifei 

2
,Dai Xi-jian 

2
,Qi Rongfeng 

2
, Liu Xiaoxue

2
,Lu Guangming 

2
,Zhang Zhiqiang

2
 

1.Department of Radiology，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Fujian Medical University， Fuzhou， 

China 

2.Department of Medical Imaging， Jinling Hospital， Nanji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Nanjing， China 

3.Department of Neurology， Jinling Hospital， Nanji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Nanjing， 

China 

 

 

Resting-state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rs-fMRI) has proven to be a 

powerful tool for the assessment of neuroplasticity after stroke. Recent studies 

have revealed the dynamic nature of functional connectivty (FC) in brain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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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ing time-varying FC networks offers a promising new approach to investigate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of reorganiz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functional networks 

over the recovery process after stroke. Here, using a novel dynamic network 

analysis based on rs-fMRI, we investigated the longitudinal alteration of temporal 

variability in brain regions after stroke. Nineteen stroke patients with motor 

impairment underwent rs-fMRI during the acute stage, the subacute stage and the 

early chronic stage. Nineteen age-matched healthy individuals were enrolled as 

baseline. We found that Temporal variability in all brain regions showing 

significant changes reduced during the acute stage, but increased during the 

subacute stage.Temporal variability in the ipsilesional precentral gyrus (PreCG) 

increased during the subacute stage, but reduced during the subacute stage. 

Increased temporal variability in the ipsilesional PreCG over the subacute stage 

was correlated with motor recovery over the early chronic stage. Our results 

provide preliminary support that measuring temporal variability brain network may 

be a potential tool for evaluating and predicting the motor recovery after stroke. 

   

 

 

PU-2286 

首发未治疗的特发性全面性癫痫儿童脑白质微观结构的改变 

 
梅兰,邱丽华 

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 644000 

 

目的 采用扩散张量成像( DTI) 技术观察首发未治疗的特发性全面性癫痫(Idiopathic 

Generalized Epilepsy, IGE)儿童脑白质微观结构改变。方法 选取符合纳入标准的 IGE 患者

（病例组，ｎ＝45）和健康志愿者（对照组，ｎ＝32）。采用 3.0T MR扫描仪进行 DTI数据

采集，应用 FSL软件行 DTI 数据预处理，使用 ditfit计算出部分各向异性分数( FA)和平均

弥散系数(MD)值的参数图，采用 SPM8对两组间相应脑白质区 FA和 MD值进行两样本 t 检验，

最后将病例组脑白质 FA 和 MD值改变与临床变量进行相关分析。 结果 FWE校正后病例组左侧

中央旁小叶、右侧楔前叶及右侧顶上小叶 MD值明显减低，进一步 AlphaSim校正后发现病例组

双侧额中上回深部脑白质区 FA值升高， MD和 FA值改变与临床变量间无相关性。结论 IGE患

者早期阶段即存在脑内微观结构改变。与慢性期 IGE患者不同，首发未治疗 IGE儿童 MD值减

低和 FA值升高，可能是 IGE 患者认知功能减退前的一种代偿机制，为进一步揭示 IGE 患者逐

渐出现认知功能障碍的发病机制提供影像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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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287 

基于功能磁共振的无先兆偏头痛大脑皮层活性及功能连接研

究 

 
张路平,唐瑞,曹志坚,许茂盛 

浙江省中医院 310002 

 

    目的：采用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成像（resting-state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rs-fMRI）技术探索偏头痛患者发作间期的脑功能改变，利用低频振荡振幅

(amplitude of low frequency fluctuation，ALFF)和基于种子点相关功能连接分析方法研究

其发病机制。 

    材料与方法：偏头痛患者（4男，7女，年龄 18-60岁）与性别、年龄相匹配的健康志愿

者各 11例，所有偏头痛患者 rs-fMRI数据均在头痛间期采集，选取两侧前扣带回及中脑导水

管周围灰质（PAG）作为种子点。通过 DPARSFA软件进行静息态数据预处理及计算 ALFF值，利

用 REST软件计算选取的种子点与大脑各部位的功能连接程度。ALFF值及功能连接数据采用

SPM软件统计分析。 

    结果：偏头痛患者较健康受试者存在相应脑区 ALFF 值的显著降低，包括双侧距状回、

双侧楔叶、双侧舌回、双侧枕上回、双侧枕中回及右侧梭状回；没有发现 ALFF值增高的脑

区。以左侧 PAG作为种子点，发现偏头患者较健康志愿者在左侧 PAG与两侧枕中回、两侧枕上

回、两侧楔叶、两侧距状回、右侧舌回等之间的功能连接减弱。右侧 PAG及两侧 ACC与大脑各

区功能连接无统计学意义结果。 

    结论：偏头痛患者大脑枕叶与 PAG存在着一定的相关性，当偏头痛发作时枕叶神经元功

能活性减弱，这种减弱可能参与偏头痛的中枢调节。 

   

 

 
PU-2288 

正常人海马 3.0T 磁共振定量测量研究 

 
李雪

1,2
,王鑫

1,2
 

1.哈尔滨市第五医院 

2.哈尔滨市第二医院 

 

目的测量正常成人海马的体积和 T2弛豫时间，为各种与海马相关疾病的临床早期诊断和病情

评估提供客观依据。方法选取 18-75岁健康志愿者 60名，按照年龄 18-44、45-59、60-75岁

进行分组，每组各 20名，男、女不限。采用 PhiLip3.0T高分辨率核磁共振扫描仪对 60名受

试者头部特别是海马区进行扫描成像，对感兴趣区的范围测量并计算双侧海马的体积（HCV）

和 T2弛豫时间（HCT2），利用统计学方法探讨双侧海马体积和 T2弛豫时间分别与年龄，性别

以及侧别的关系。男女间比较采用两样本 t检验，左右侧比较采用配对 t检验。结果 所测 60

例志愿者，右侧 HCV，男性为 2863.88±559.13mm3，女性为 2453.51±255.07 mm3；左侧 HCV:

男性为 2793.67 ±546.38mm3，女性为 2401.57±221.87 mm3。男女志愿者间 HCV有差异（t

值分别为 3.65和 3.60；P值分别为 0.0008和 0.0009），男性略大于女性；中、青年组（18-

59岁）与老年组（60岁以上）年龄段间的 HCV有差异，老年组体积随年龄增加逐渐减小；60

例有效研究对象的右侧 HCT2：85、17±2.43(ms)；左侧 HCT2：85.18±2.35（ms）；HCT2右

侧/左侧比率（X±S）：0.9981±0.015。两侧 HCT2无明显差别（t=0.62,p=0.5383）,不同性

别间的右 HCT2、左 HCT2均无明显差别（p均>0.05）。HCV/HCT2的参考值范围：左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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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V/HCT2的人群 95%的参考值为 36.1171681，,右侧 HCV/HCT2 的人群 95%的参考值为

36.7742004。 结论理由 3.0T 高分辨率 MRI可以获得正常成人不同年龄段的海马体积和 T2弛

豫时间数据，为后续的海马相关疾病的早期诊断提供了基础性数据。 

 

   

 

 
PU-2289 

橄榄体桥脑小脑萎缩的 MRI 诊断与鉴别诊断 

 
邓守玉,付侠,傅芳芳 

武汉市第十四医院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 430033 

 

【摘要】目的 通过对 5例橄榄桥脑小脑萎缩（OPCA）的 MRI表现进行分析，探讨 OPCA的

MRI特征性表现及其鉴别诊断。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6年 2月至 2017年 6月诊断的 5例

OPCA的影像学表现。结果 5例均表现橄榄体桥脑、小脑半球及蚓部明显萎缩，周围脑室、脑

池、脑沟明显扩大，其中 3例桥脑见“十字交叉”形长 T2 信号。结论 OPCA具有较为特征性

的 MRI表现，临床特征和体征是其诊断的基础，而头颅 MRI的应用是其诊断和鉴别诊断的重要

手段。 

   

 

 

PU-2290 

磁共振弥散加权成像及背景抑制弥散加权成像对直肠癌术前

转移淋巴结的辅助诊断价值 

 
李雪

1
,王鑫

2
 

1.哈尔滨市第五医院 

2.哈尔滨市第二医院 

 

目的：探讨磁共振弥散加权成像（DWI）及磁共振背景弥散加权成像（DWIBS）等序列；其对检

查直肠癌术前的转移淋巴结中发挥的辅助诊断价值。 

方法：2015年 12月至 2016 年 12月期间，对本院收治的 60例经病理检查确诊后的直肠癌术

前患者行常规盆腔 MR、MR－DWI及 MR-DWIBS检查进行结果分析，根据直肠癌病灶旁的淋巴结

形态、分布情况、大小及表现弥散系数（ADC值）；与术后病理检查结果进行比较。 

结果：60例经磁共振检查均被诊断为直肠癌，结果和术后的病理结果符合，术后共有 130枚

淋巴结已明确部位，其中转移淋巴结有 56枚，非转移淋巴结有 74枚，ADC值分别为

（0.86±0.13）×10
-3
mm

2
/s 及（0.98±0.27）×10

-3
mm

2
/s，长径分别为（9.83±3.21）mm和

（6.17±1.95）mm，短径分别为（6.83±4.15）mm和（4.02±1.38）mm，两者比较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P＜0.001）。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淋巴结短径诊断淋巴结转移的可信度较

高，其次为 ADC值。淋巴结 ADC值及长径、短径的 ROC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873、0.921、

0.957，三者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 89.57%和 30.17%，85.61%和 68.35%，91.26%和

58.19%。 

结论：磁共振弥散加权成像（DWI）及磁共振背景抑制弥散加权成像（DWIBS）在术前直肠癌中

发生转移淋巴结的诊断中具有一定的价值，其有利于直肠癌临床治疗方案的制定。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3823 

 

PU-2291 

MRI 对胃癌淋巴结转移诊断准确性 meta 分析 

 
许露露,舒健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646000 

 

【摘要】  系统评价磁共振成像对胃癌淋巴结转移分期的诊断价值。方法 通过检索 The 

Cochrane Library、PubMed、Embase、Web of Science及中国学术期刊网（CNKI）、中国生

物医学文献数据库（CBM）、万方（WangFang）及维普（VIP）数据库相关文献，根据 QUADAS

评价量表进行文献质量评价，并用 MetaDisc1.4软件进行异质性检验并合并敏感度、特异度并

汇总受试者曲线（SROC曲线）并计算曲线下面积（AUC）。结果 15篇文献符合纳入标准，合

并分析结果显示 MRI对 N+区别于 N0期的敏感度为 0.83（95%CI：0.79-0.87）、特异度为

0.76（95%CI：0.68-0.82）、SROC曲线曲线下面积（AUC）为 0.86；对 N2-3区别于 N0-1期诊

断的敏感度为 0.68（95%CI：0.61-0.75）、特异度为 0.92（95%CI：0.88-0.94）、SROC 曲线

曲线下面积（AUC）为 0.86；对 N3区别于 N0-2期诊断的敏感度为 0.57（95%CI：0.42-

0.72）、特异度为 1.00（95%CI：0.98-1.00）、SROC曲线曲线下面积（AUC）为 0.99。 结论 

磁共振成像作为一种无辐射的影像检查方法，对有无胃癌淋巴结转移及淋巴结转移的分期具有

较高的诊断价值。 

   

 

 
PU-2292 

弥散加权成像在胰腺良恶性肿瘤的比较研究 

 
郝金钢,赵新湘,郭立,杨菲菲,谭军 

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650101 

 

目的： 

探讨表观弥散系数（ADC）、纯扩散系数（D）、假性扩散系数（D*）及灌注分数（f值）在胰

腺良恶性肿瘤诊断的应用价值。 

方法： 

  收集 2015年 12月至 2017 年 1月在我院证实为胰腺癌病例 35例，同时选取 20例非胰腺癌

的良性肿瘤做对照。所有 MRI检查均在 Philips AchievaTX3.0T MR扫描仪上进行，扫描的序

列包括 T2WI、T1WI、动态增强成像（Dynamic contrast-enhance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DCE-MRI）及常规横轴位 DWI（b值为 0和 700s/mm2）。IVIM扫描（b值为 0、20、

40、70、100、200、400、700、1000s/mm2）。通过 Philips 的后处理工作站胰腺癌组织的获

得 ADC 值、D值、D
*
值、f值。 

结果： 

  胰腺癌组织的 ADC值（1.31±0.29）×10
-3
mm

2
/s，D值(1.29±0.27)×10

-3
mm

2
/s, D*值

(21.34±9.34)×10
-3
mm

2
/s,f 值 0.26±0.05。对照组的 ADC值（1.53±0.44）×10

-3
mm

2
/s，D

值（1.30±0.21）×10
-3
mm

2
/s，D*值（57.38±16.19）×10

-3
mm

2
/s，f值 0.40±0.04。 

结论 

  胰腺良恶性肿瘤的 ADC值大于 D值，反应了常规 ADC 值存在扩散以外的其它信息。ADC

值、D*值、f值在胰腺良、恶性肿瘤之间比较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D
*
值和 f值在胰腺

良恶性肿瘤的诊断效能较好，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100%和 97.1%，95%和 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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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293 

MR 灌注对鉴别卵巢肿块良恶性的诊断价值 

 
朱才松,杨军,袁立新,陈海荣,肖正光,闵庆华 

上海同仁医院 200336 

 

目的  探讨 MRI动态增强扫描（DCE）在卵巢肿瘤鉴别诊断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对 55 例女性

附件复杂肿块进行常规的 MRI和 DCE检查，所有病例均经手术病理证实。比较增强曲线类型、

血管通透性常数(K
 trans

)、血液回流常数(Kep)及细胞外血管外间质容量(Ve)等灌注参数良恶性之

间的差异。结果 Ⅰ类曲线：良性比恶性更常见[42.9%（15/35），5%(1/20)，P<0.05）]；Ⅱ

类曲线：良性比恶性多见[57.1%（20/35），20%(4/20)，P<0.05）]；Ⅲ类：对侵袭性卵巢肿

瘤特异 [0（0/35），75%(15/20)，P<0.001）]。K
trans

、Kep在良恶性肿瘤之间有显著性差异

[（0.102±0.008）,（0.265±0.164），P<0.001； （0.214±0.125,（0.478±0.153），

P<0.001]； Ve良恶性肿瘤之间无显著性差异[（0.651±0.208）,（0.763±0.267），

P>0.05]。结论 MRI动态增强有助于鉴别卵巢肿块的良恶性。 

   

 

 
PU-2294 

扩散张量成像在早期帕金森病患者脑白质损害的研究 

 
张亚 

1.深圳市儿童医院 

2.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采用基于纤维束示踪的空间统计方法分析（Tract Based Spatial Statistics，TBSS）

早期帕金森病患者扩散张量成像（Diffusion Tensor Image，DTI）数据，研究帕金森病早期

患者脑白质结构损害情况及与疾病运动症状的相关性。资料方法：收集 18例早期帕金森病

（Parkinson Disease；PD）患者及 22例正常对照组进行 DTI扫描，采用 TBSS技术对两组受

试者 DTI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观察两组受试者脑白质纤维 DTI的部分各向异性（Fractional 

anisotropy；FA）值的差异。选取 FA值减低区为感兴趣区（region of interest，ROI）分析

其与统一帕金森病评定量表运动部分（unified Parkinson's disease rating scale，UPDRS-

Ⅲ）评分的相关性，并观察先发病侧同侧大脑与对侧大脑 FA值有无差异。结果 与正常对照组

相比，全脑分析显示 PD组脑白质双侧额顶部、放射冠、胼胝体、扣带回 FA值明显减低（P＜

0.05），ROI白质损害区 FA 值与 UPDRS-Ⅲ评分呈反比，早期 PD患者先发病侧同侧大脑与对侧

大脑后放射冠、顶叶及颞叶白质 FA值存在差异（P <0.05）。结论 PD患者早期（Hoehn-Yahr 

1~2级）即存在脑白质纤维结构的改变，大脑白质损害程度与 PD患者运动症状有密切联系， 

PD患者早期脑白质损害，即 FA值减低的区域可能存在一定的先后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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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295 

Roanldic 癫痫患者脑白质微结构发育障碍的研究 

 
张其锐,许强,李志鹏,张志强,卢光明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210000 

 

目的：Rolandic癫痫（Rolandic epilepsy）是最常见的儿童癫痫综合症，中央前后回下部为

其主要癫痫放电区域。我们使用扩散张量成像（diffusion tensor imaging, DTI）来评估

Rolandic癫痫患儿的白质微结构的改变。 

  

方法：连续采集 23 名未进行抗癫痫药物治疗的 Rolandic 癫痫患儿(11 男, 年龄: 8.30±2.13)

和 23名年龄性别匹配的正常发育儿童（11男, 年龄: 8.76±2.07）的 DTI数据，使用各向异

性分数（fractional anisotropy, FA）和平均弥散率（mean diffusivity, MD）来评价脑白

质微结构发育情况。将 MD图及 FA图进行标准化及平滑后使用基于体素的 t检验观察组间差

异，并与病程进行基于体素的相关分析。 

  

结果：Rolandic癫痫患儿中央前后回区为主对应的白质 FA降低、MD增高，FA与病程呈负相

关而 MD与病程正相关。 

  

结论：本研究发现 Rolandic 癫痫患儿脑白质微结构的改变，FA的降低及 MD的增高提示中央

前后回区对应脑区白质纤维的受损，而受损程度随着病程延长而加重。提示 Rolandic癫痫放

电相关脑区对应白质的慢性损害会导致包括脑白质微结构在内的改变脑发育障碍。 

   

 

 
PU-2296 

MRI 扩散加权成像对女性附件复杂肿块预测良恶性的临床应

用价值 

 
朱才松,杨军,龚拥军,陈海荣,肖正光,闵庆华 

上海市同仁医院 200336 

 

 目的  探讨 MRI扩散加权成像在女性附件复杂肿块鉴别诊断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对 103例

女性附件复杂肿块进行常规的 MRI和 DWI检查，所有病例均经手术病理证实。前瞻性比较常规

图像、DWI特征( b=800s/mm
2
）、相对信号强度（RSI）值及 ADC值的良恶性差异及计算预测良

性和恶性的阳性似然比（PLR）。结果  女性附件复杂肿块囊性成分的 ADC值、RSI值在良性

（36例）、恶性（32例）之间无显著性差异[(23.87±7.12) ×10
-4
mm

2
/s、（25.69±3.78）

×10
-4
mm

2
/s，2.82±2.09、2.81±1.50 ，P均>0.05]。实性 RSI值在良性（24例）、恶性

（43例）之间有显著性差异（2.97±2.18、4.62±3.31，P<0.05），实性 ADC值在良恶性之

间无显著性差异 [(15.29±4.45) ×10
-4
mm

2
/s、（13.94±3.95）×10

-4
mm

2
/s，P>0.05]。以病

变实性部分的 RSI值≧5.91 为阈值预测恶性， PLR为 5.02。复杂附件肿块实性部分在 T2WI和

DWI图像上均为低信号基本上是良性(PLR为∞)，然而 T2WI中等信号同时 DWI高信号预测恶性

的 PLR为 3.93。结论 结合常规 MRI，DWI能准确预测良性女性附件复杂肿块，对预测恶性准

确性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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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297 

DWI 对胆道闭锁的诊断价值 

 
任翔 

上海市儿童医院、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00040 

 

目的 探讨先天性胆道闭锁的 DWI表现及其诊断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 18例上海市儿童医院

于 2015年 1月至 2016年 11月间经手术病理证实的先天性胆道闭锁病例磁共振 DWI序列的影

像学表现。结果 18例胆道闭锁中，未见肝内胆管闭锁（I型），5例为肝内胆管闭锁（II

型）,DWI表现为胆囊较正常明显缩小，肝内胆管稀疏，13 例为肝外胆管闭锁（III型），DWI

表现为胆囊缺失，肝内胆管稀疏，其中两例伴有多脾综合症。当 b值为 0时，胆道结构呈高信

号，肝门区可见尖状纤维结缔组织，b值为 800时为胆道结构呈低信号，肝门区尖状纤维结缔

组织为等信号。 结论 DWI 对肝内胆管、胆囊及肝门区纤维结缔组织的显示明显优于其他序

列，同时检查时间相对较短，在诊断先天性胆道闭锁时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PU-2298 

DWI 的新生儿早期缺血缺氧性脑病诊断价值 

 
任翔 

上海市儿童医院、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00040 

 

目的 探讨 DWI在新生儿早期缺血缺氧性脑病的影像表现，提高对本疾病的早期诊断。方法 回

顾性分析 25例上海市儿童医院于 2016年 1月至 2017年 1月间经临床诊断的新生儿缺血缺氧

性脑病的磁共振 DWI序列的影像学表现。 结果 新生儿 1天的病例 3例，2-5天的病例 20

例，6-8天的病例 2例。损伤发生于 1天内的 3例患儿，均可见 DWI序列图上相对较低信号改

变，较其他序列敏感，损伤发生于 2-5天内的 20例患儿，DWI序列可见明显异常低信号区，

与其他序列符合度较高；损伤发生于 5天以上的 2例患儿，其 DWI序列上未能检查明显异常。 

结论 DWI在诊断新生儿早期缺血缺氧性脑病有较高的价值，但对于 6-8天的新生儿缺血缺氧

性脑病诊断意义不大。  

 

 

PU-2299 

静息态 f-MRI 对抑郁症伴嗅觉减退患者功能连接的研究 

 
蔡秋艺,胡良波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永川医院 402160 

 

目的：本研究应用功能连接（FC）分析方法探讨抑郁症伴嗅觉功能减退患者的双侧杏仁核功能

连接。 

方法：纳入 37例抑郁症患者及 38例性别、年龄相匹配对照组。所有被试行嗅觉测试及大脑静

息态 fMRI扫描，并根据嗅觉测试结果将抑郁症组分为伴嗅觉减退的抑郁症 a组和不伴嗅觉减

退的抑郁症 b组。使用 DPRSF 软件对图像进行预处理，使用 REST软件提取杏仁核坐标。分别

对抑郁症患者组间及组内进行双侧杏仁核与全脑相关分析。对各组行统计分析。 

结果 1. 左侧杏仁核：抑郁症组在右侧梭状回、左侧颞下回、左侧中央后回、左侧中央前回、

双侧内侧旁扣带回功能连接减弱，抑郁症 a组在右侧丘脑、右侧内侧旁扣带回功能连接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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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侧距状回、右侧岛叶、左侧颞上回、右侧中央沟盖、左侧楔叶、左侧内侧旁扣带回、双侧中

央前回、右侧额中回、左侧补充运动区、Cerebelum_Crus1_R功能连接增强。 

   2.右侧杏仁核：抑郁症组在右侧颞下回、左侧颞上回、左侧三角部额下回、左侧内侧旁扣

带回、左侧中央前回、左侧中央后回、右侧中央旁小叶功能连接减弱，左侧海马功能连接增

强。抑郁症 a组在右侧内侧旁扣带回功能连接增强。 

   3.抑郁症 a组嗅觉减退程度与 HDRS-24得分（r=-0.519，p=0.033 ）存在负相关关系。抑

郁症 a组左侧杏仁核与左侧颞上回（r=-0.603, P=0.038）、左侧楔叶（r=-0.671, P=0.017）

以及 Cerebelum_Crus1_R（r=-0.608, P=0.036）功能连接与嗅觉测试呈负相关。 

结论 1.抑郁程度和嗅觉减退程度有相关性，嗅觉减退提示有抑郁程度的加重。 

   2.与对照组相比，抑郁症患者静息态下杏仁核功能连接改变，印证了杏仁核功能连接改变

是抑郁症特征之一。 

   3.嗅觉功能存在差异的抑郁症组间相比，抑郁症 a组杏仁核功能连接表现不一致，提示杏

仁核功能连接改变可能是抑郁症嗅觉减退的原因之一。  

 

 
PU-2300 

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 alone is able to diagnose 

Prostate Cancer (PCa) in peripheral zone(PZ) 

 
叶琼,李建策 

温州医科大附属第一医院 325000 

 

Purpose: 

To compare the performance of simplified intravoxel incoherent motion (sIVIM) and 

conventional monoexponential models to differentiate prostate cancer (PCa) foci 

from healthy tissue in peripheral zone(PZ). Quantitative prediction models were 

provided. 

   

 

 
PU-2301 

多模态 MRI 检查在宫颈癌诊断及评价放疗疗效的应用研究 

 
武霞,朱振凤,王维青,刘学键 

临沂市第三人民医院 276023 

 

目的 评价多模态磁共振检查在宫颈癌患者的诊断、临床分期及评价放化疗疗效的应用价值。

方法 选取经宫颈活检证实的宫颈癌 78例为观察组，其中Ⅱ期以上 68例为放疗组，20 例正常

者为正常组，所有入组者均行常规 MRI、DWI（取 b值为 800s/mm
2
）及 DCE增强检查，分析其

动态曲线、早期增强率，观察其平均表观扩散系数值（ADC）及最小 ADC值，比较宫颈癌患者

的 FIGO分期与 MRI分期。观察肿瘤组织在放射治疗前、 后的形态及 MRI信号变化。结果 宫

颈癌组平均 ADC值（1.0361±0.0194）×10
-3
mm

2
/s，正常组平均 ADC值（1.873±0.0274）

×10
-3
mm

2
/s，宫颈癌组患者的最小 ADC值（0.910±0.0183）×10

-3
mm

2
/s；正常组最小 ADC 值

（1.760±0.0243）×10
-3
mm

2
/s。放疗前平均 ADC值（0.879±0.0967）×10

-3
mm

2
/s，最小 ADC

值（0.828±0.116）×10
-3
mm

2
/s，放疗后平均 ADC值（1.668±0.113）×10

-3
mm

2
/s，最小

ADCADC值（0.868±0.116）×10
-3
mm

2
/s，两者之间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5）。宫颈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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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疗前早期增强率为 55.57%，放疗后早期增强率 10.46%。放疗前 TIC（平台

型 ） 86.6% ，放疗后 TIC（平台型） 20% ，两者间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5）。

MRI显示病灶分期与 FIGO分期基本一致。结论 多模态下 MRI检查能清晰显示宫颈癌肿瘤大

小及侵犯范围，为宫颈癌诊断、分期及放疗疗效评估方面提供有力的依据，可作为宫颈癌分期

及评价放疗疗效的常规检查。 

   

 

 

PU-2302 

Black Blood T2-weighted Turbo Spin-Echo Imaging of 

the Liver with DANTE Preparation Module 

 
Lin Huimin

1
,Chen Weibo

2
,Jiang Li

3
,Li Lyu

2
,Yan Fuhua

1
 

1.Ruijin Hospital，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China 

2.Philips Healthcare， Shanghai， China 

3.Philips Healthcare (Suzhou)， Suzhou， China 

 

Introduction & Purpose: T2-Weighted turbo spin-echo (TSE) imaging with fat 

suppression proved to be very efficient for the morphologic assessment and the 

detection of focal liver lesions (1). The main drawback of liver lesion detection 

lies in the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focal lesions and surrounding peripheral 

vessels which shows similar signal intensity to malignant lesions. Low b-value 

diffusion was applied to suppress the signal from liver vasculatures (2). However, 

the image quality is quite limited due to inherent limitations of EPI especially 

in abdominal imaging such as image distortions, poor SNR, low spatial resolution, 

etc. The purpose of our study is to implement high resolution black blood T2-

weighted TSE liver imaging so as to facilitate focal liver lesion detec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Methods: Pulse Sequence To effectively attenuate signals from hepatic and portal 
veins and better preserve static tissue signal, we adopted DANTE black blood 

preparation module for its B1 inhomogeneity insensitivity and less T2 decay. T2 

weighted Multivane XD multi-slice acquisition which rejects poorly correlated data 

and respiratory trigger were combined together to provide superior motion free 

images. Imaging Parameters Optimized choices for the preparation module include: 
flip angle 8°, number of pulses 80, repetition interval 1 ms, gradient strength 

16 mT/m. Acquisition parameters were: TR/TE 2750/76 ms, flip angle 90°, TSE 

factor 29, voxel size 1.5x1.5x5 mm3, FH coverage 154 mm, SENSE factor 2, scan time 

2min 24s. MR Experiment 8 healthy volunteers underwent black blood T2-Weighted TSE 
imaging on 3T Ingenia MR System (Philips, Best, the Netherlands) with standard 

quadrature body coil and a phased-array 32-channels dS Torso coil. Image Analysis 
All images were reviewed by two independent radiologists with more than 3 years of 

experience in abdominal imaging. Overall image quality, degree of artifacts and 

suppression of the blood signal inside the hepatic vessels were compared on a 5-

point scale (1= unacceptable, 2=poor, 3=moderate, 4=good, 5=excellent). The SNR 

and CNR was analyzed as the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Liver-to-spleen CNR was used 

as an indication for liver-to-lesion contrast. The SI was normalized to the 

standard deviation (SD) of back-ground noise of the liver SI and showed as SNR.CN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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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 calculated as the difference in SI between liver and spleen, normalized to the 

SD of back-ground noise. 5 and 3 region-of-interest (ROI) measurements were 

performed in the liver and spleen, respectively. Averages of the SI were used to 

measure the SNR and CNR. A Wilcoxon matched-pairs signed-ranks test was performed 

to prove significance at a significance level of P ＜ 0.05. 

Results: The black blood T2-weighted sequence showed high image quality (average 

score of both readers 4.44) and no artifacts (average score of both readers 5). 

The details results were shown in Table 1. Figure 1 showed the T2-weighted (A and 

B) and black blood images (C and D) with two different slices. Compared with 

routine T2-weighted images, the black blood sequence induced consistent high image 

quality and no artifacts. Hepatic veins, portal vein and their main branches were 

all suppressed successfully，e.g. right and left main branches, right anterior 

branch, as well as lateral segmental branch.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shown 

in the SNR between black blood and routine T2-weighted images (Z=1.572, P=. 116). 
However, CNR of the routine T2-weighted images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black blood 

images (Z=1.992, P=. 046) 
Discussion: In comparison with routine T2W imaging, black blood T2-weighted 

imaging may enhance the conspicuity of focal liver lesions against the mainly dark 

background of the liver parenchyma and vessels. In this preliminary study, black 

blood T2-weighted imaging shows high image quality, consistent with that of the 

routine images. This sequence may provide supernumerary contribution for liver 

lesion detection. We considered the limited case partially contributed to the 

lower CNR with the black blood images. More studies involving patients are 

required to evaluated the CNR of liver-to-lesion and validate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the proposed sequence. 

Conclusion: Black blood T2-weighted imaging is feasible by adopting DANTE 

preparation module. Our experiment showed that the black blood T2-weighted imaging 

could provide robust and good imaging quality.  

 

 
PU-2303 

IMAR 算法在脊柱骨折内固定术后疗效评价的有效性研究 

 
许斯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430022 

 

目的：探讨西门子 SOMATOM Perspective CT最新 IMAR（Iterative metal artifact 

reduction）算法在脊柱骨折内固定术后的 CT金属伪影的去除效果及疗效评价。 

方法：对 49例脊柱骨折内固定术后的患者行 CT扫描，其中颈椎骨折内固定术后患者 19例、

胸椎骨折内固定术后患者 13例，腰椎骨折内固定术后患者 17例。对原始图像用 IMAR 算法进

行金属伪影去除处理。以原始图像为参照，比较 IMAR算法对脊柱骨折内固定术后的图像显示

效果。分别在采用 IMAR算法前后的图像上进行感兴趣区（region of interest ROI）测定。

在 QC图像上选择伪影最多和最少层面各一个 ROI，连测 3点取均值，分别获得 SD 均值非 IMAR和 SD

参照非 IMAR；在 IMAR图像上，选择与去伪影前同层面、同位置、同大小、同方法的 ROI，获得 SD 均

值 IMAR和 SD 参照 IMAR，SD值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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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经过 IMAR算法处理后，金属伪影区域的 SD值明显下降（p＜0.01），其 SD 均值/SD 参照值

明显低于 QC图像（p＜0.01）。去金属伪影前后两组图像的 SD 参照值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西门子 SOMATOM Perspective CT最新 IMAR算法处理的图像较常规图像金属伪影明显减

少，能够清楚的显示骨折复位和内固定术的修复效果，是脊柱骨折内固定术后评价疗效的有用

手段。 

   

 

 
PU-2304 

新生儿颅高压的 DWI 研究 

 
石魏,曾俊杰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410008 

 

目的 

研究新生儿脑水肿颅高压的脑组织的水分子弥散情况，观察水分子弥散受限程度，明确 DWI对

脑水肿颅高压的诊断价值。  

材料和方法 

临床确诊颅高压新生儿 28名，对照组正常颅内压新生儿 10名，每一个新生儿行常规 T1WI、

T2WI、DWI成像后，在双侧额叶、颞叶、顶叶、枕叶、投射纤维、上纵束、内囊膝部、丘脑、

基底节、小脑、桥臂及桥脑、胼胝体压部各选取兴趣区,计算 ADC值。 

结果 

对照组、颅高压组组内双侧对称脑区 ADC值未见明显差异，组内不同脑区之间存在差异。颅高

压组 ADC值均值较对照组减低，额叶、顶叶、胼胝体、内囊、投射纤维、桥臂 ADC值均值较对

照组明显降低（P < 0.05）。 

  

结论  

DWI及 ADC值测定可早期发现及确诊缺血缺氧脑病、低血糖脑病等病因引起的继发性颅高压；

对于原发性颅高压，可发现部分脑区水分子弥散受限。ADC 值通过测定水分子自由弥散程度观

察脑组织结构的发育程度，反映脑组织微观结构，帮助定位、定性颅高压易损区。 

   

 

 
PU-2305 

脊髓型颈椎病患者解压前后中央后回功能连接的 fMRI 研究 

 
章晨蕾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30006 

 

目的 研究静息状态下脊髓型颈椎病（cervical spondylotic myelopathy，CSM）患者解压术

前、术后大脑内功能连接（functional connectivity，FC）的变化。 

方法 43例 CSM患者、41例健康对照组（年龄、性别等均匹配）（HC）、18例 CSM接受后路

减压术后 3个月患者均接受头颅静息状态功能磁共振（rest-state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rs-fMRI）扫描。数据经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数据处理助手（DPARSF）预处

理后，选取双侧中央后回作为种子区，将该种子区与大脑其他区域每一个体素的 fMRI信号进

行分析，得到功能连接（FC）系数并构建功能连接图，运用双独立样本 t 检验比较 CSM 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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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术前、术后与对照组之间，配对 t 检验比较患者手术前、后组间大脑功能连接差异。用

Pearson相关性分析观察功能连接差异和临床功能评估之间的相关性。 

结果 与健康对照组比较，静息状态下 CSM患者术前左侧角回功能连接减低，CSM患者术后 3

个月复查双侧额下回\颞上回功能连接减低。与术后比较，术前右侧额中回及额下回、颞上回

功能连接升高。术前及术后 3个月复查时 CSM患者组脑功能连接差异与临床功能评分均无相关

性（P>0.05）。双侧中央后回连接异常区域与 JOA评分、NDI评分均无明显相关性

（P>0.05）。 

结论 CSM患者存在与感觉运动相关的听觉、视觉空间功能网络功能连接异常，表明 CSM患者

术前、术后存在大脑皮层功能重组。 

   

 

 
PU-2306 

单侧突发感音神经性耳聋患者内在脑活动的改变 

 
刘振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430022 

 

目的：利用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成像方法，研究单侧突发感音神经性耳聋病人内在脑活动的改

变。方法：收集我院左侧突聋病人 55例,右侧突聋病人 59例以及年龄性别相匹配的正常对照

组 87例，基于静息态 fMRI 数据，利用 ALFF和 ALFF指标，分析单侧突聋病人内在脑活动水平

的改变。结果：1、急性期的单侧突聋病人的 ALFF值和 fALFF 值发生显著改变，不同脑区的

ALFF值和 fALFF值以增加为主；2、相关性分析发现左侧突聋病人右侧颞中回脑区的比率低频

振幅与纯音测听结果呈显著正相关。结论 ：1、无论是左侧突聋还是右侧突聋病人，在急性期

内静息态下就已经存在可以检测到的内在脑功能活动水平的改变，静息态下脑活动水平以显著

性升高为主，暗示我们病人组脑活动水平存在“超激活”的现象。2、通过相关性分析发现，

右侧颞中回脑区静息态内在活动水平与耳聋病程/听觉水平之间存在显著性正相关，提示我们

该脑区活动水平可作为潜在的影像学生物标记，对突聋病人听觉损伤程度进行有效的评估。  

 

 
PU-2307 

磁共振弹性成像评价肝纤维化的 Mate 分析 

 
张建英 

重庆市人民医院（中山院区） 400010 

 

目的：运用 Meta分析方法评价磁共振弹性成像（MRE）对肝纤维化分期的诊断价值。 

方法：对 PUBMED、EMBASE、Web of Science、Cochrane Library、万方、维普、中国知网及

中国生物医学数据库，筛选文献，评估文献质量。应用 Stata 14.0 软件对入选文献的试验数

据进行合并分析，计算汇总敏感度、特异度,绘制 ROC曲线，计算曲线下面积。 

结果：20篇文献符合纳入标准。MRE诊断 F≥1、F≥2、F≥3、F=4 的合并敏感度分别为

0.89、0.91、0.93、及 0.97，合并特异度分别为 0.95、0.94、0.92、及 0.95，ROC曲线下面

积分别为 0.95、0.97、0.98、及 0.98。 

结论：MRE具有极高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对肝纤维化各分期具有较高的诊断价值。MRE具有广

阔的应用前景，有望在一定程度上取代有创的病理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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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308 

探讨强直性脊柱炎骶髂关节 MRI 及 CT 的诊断价值 

 
王溥,贾学军 

阳泉市第一人民医院 045000 

 

目的 探讨强直性脊柱炎骶髂关节磁共振(MRI)检查在诊断早期强直性脊柱炎中的意义。 方

法：对临床确诊强直性脊柱炎(AS)患者 45例，在两周内行骶髂关节 CT 扫描及 MRI 斜冠状位

扫描，MRI斜冠位平行 S1-3背侧连线， MR平扫采用 SE-T1WI、PdWI-SPAIR、T2WI-SPAIR序

列进行扫描。分级标准采用纽约标准分级标准，分为早期(0-Ⅱ级)和后期(Ⅲ-Ⅳ级)，进行 X2

检验。结果：CT 和 MRI对早期的判断二者相差较大，有统计学差异；而对后期骶髂关节炎的

判断基本一致，无明显统计学差异。 结论 MRI 对于明确早期强直性脊柱炎骶髂关节炎(0-Ⅱ

级)诊断较 CT敏感,对强直性脊柱炎的早期诊断和病情活动性判定有一定意义，值得推广  

 

 
PU-2309 

 关注 3.0T 磁共振检查中的 SAR 值  

 
陈江

1
,陈江

1
 

1.广西南宁市第二人民医院 

2.广西南宁市第二人民医院 

 

目的 磁共振射频能量部分被人体吸收到达一定的量时，常导致人体局部的热损伤。高磁场引

起的热损伤较低磁场发生的机会要高并且要严重得多。因此在高磁场中有相关的防护程序，当

SAR值高于所规定的阈值时就停止扫描，以保护人体，避免热损伤。随着社会的发展，3.0T磁

共振在各医院被大量应用，我们对 SAR值的关注显得更加重要。方法 合理安排扫描序列及扫

描参数是避免 SAR值超标的关键。通过查阅相关资料，应用各种 MR扫描序列脉冲产生的热量

从高到低依次是：单次激发快速自旋回波（SSFSE），快速自旋回波（FSE），梯度回波

（GRE），绕相梯度回波（SPGR）和平面回波（EPI）。因此，在扫描中先完成 SAR值较高的，

SSFSE序列，中间可穿插 SAR 值相对稍低的 SPGR序列或 EPI序列，以保证扫描的顺利进行。

各种研究显示 SAR值的增加和以下因素有关：回波链长、回波间隙小、扫描层数、饱和带增宽

増多、重复时间短。另外患者的体重和体位也会对 SAR值产生影响。 结果通过研究 10秒 SAR

值与体重的关系得到了一个四次方程式 10sSAR=（（-5.96E-09）X
4
-（2.8E-06）

X
3
+0.0005681X

2
-0.04531X+1.638）*Peak-SAR，我们只要输入病人体重和峰值 SAR值就能直接

得到 10秒 SAR值，就可以估计扫描是否暂停以及暂停时间。在对重复时间 TR的研究中 TR的

改变要尽可能避免在 4500ms 到 5000ms之间，设置在 4500ms以下较为理想。只有在充分了解

了 SAR值的成因和影响因素后，我们才能够进行科学的 SAR值管理，才能顺利的安全的完成磁

共振各种常规检查，开展磁共振的多种新技术新业务，为临床提供更多的优质影像信息，为解

除患者的病痛提供有力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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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310 

MRI 滑膜定量分析评估幼年特发性关节炎 

 
任丽香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 650032 

 

目的 探讨 MRI滑膜定量分析在幼年特发性关节炎(juvenile idiopathic arthritis JIA）疗

效评价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本研究为前瞻性研究，11例经规律治疗 1年的 JIA患者入组。

对每例患者的同一关节在治疗前、后进行 MRI扫描，并应用自主研发软件（昆明理工大学自主

研发的 MRI 滑膜体积定量分析软件）测量治疗前、后滑膜体积，并获取入组患者 MRI检查同期

的红细胞沉降率（Erythrocyte sedimentation rate ESR）、C反应蛋白（C-reactive 

protein CRP）。结果 治疗后患者滑膜体积、ESR、CRP 值均显著降低(P<0.05)，其治疗前、

后滑膜体积变化与 ESR、CRP 值变化呈正相关（P=0.014，P=0.004）。结论 滑膜体积定量测

定可作为一种准确客观的量化指标，应用于 JIA病情监测和疗效评价。  

 

 

PU-2311 

 MRI 滑膜定量分析评估幼年特发性关节炎 

 
任丽香,吴昆华,王亚军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 650032 

 

[摘要] 目的 探讨 MRI滑膜定量分析在幼年特发性关节炎(juvenile idiopathic arthritis 

JIA）疗效评价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本研究为前瞻性研究，11例经规律治疗 1年的 JIA患者

入组。对每例患者的同一关节在治疗前、后进行 MRI扫描，并应用自主研发软件（昆明理工大

学自主研发的 MRI滑膜体积定量分析软件）测量治疗前、后滑膜体积，并获取入组患者 MRI检

查同期的红细胞沉降率（Erythrocyte sedimentation rate ESR）、C反应蛋白（C-reactive 

protein CRP）。结果 治疗后患者滑膜体积、ESR、CRP 值均显著降低(P<0.05)，其治疗前、

后滑膜体积变化与 ESR、CRP 值变化呈正相关（P=0.014，P=0.004）。结论 滑膜体积定量测

定可作为一种准确客观的量化指标，应用于 JIA病情监测和疗效评价。 

   

 

 
PU-2312 

探讨增强核磁共振注射及有效护理 

 
陈秀艳 

吉林市人民医院 132001 

 

【摘要】目的：对增强核磁共振注射药及有效护理问题进行分析探究。方法：在 2015 年 3月

到 2016 年 3月期间到我院接受增强核磁共振检查的患者中选取 386例，随机均分成对照组和

研究组，每组 193例，对照组接受一般护理，对研究组实施全方位护理方式，然后观察分析两

组效果。结果：研究组的不良反应发生率 2.07%(4/193)明显比对照组不良反应发生率 7.25%

（12/193）高，两组对比差异显著，P<0.05（X2
=8.495, P=0.007），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给予患者增强核磁共振检查注射及全方位护理措施，一方面能大大降低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

一方面还提升了扫描成功率，在临床上值得予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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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313 

IVIM-DWI 在宫颈癌中的应用及研究进展 

 
范华,李文华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新华医院 200092 

 

 

【摘要】 体素内不相干运动扩散加权成像(IVIM-DWI)能够无创检测体素内 水分子扩散信息和

微循环灌注信息,比常规 DWI 更全面、真实地反映病灶微环 境改变。随着 MR 成像技术的发

展,IVIM-DWI 在宫颈癌方面的应用研究越来越 广泛。动态增强 MRI(DCE-MRI)亦能通过观察对

比剂通过血管的过程全面评 价毛细血管灌注和通透性的变化。因此就宫颈正常组织和宫颈癌

各种组织的 IVIM-DWI 参数特征及与 DCE-MRI 灌注参数间的相关性,以及 IVIM-DWI 在宫 颈

癌病理学分型、分级的判定,放化疗疗效的预测和评估等方面的研究现状及 进展予以综述。    

 

 

PU-2314 

3.0T 高分辨 MRI 诊断直肠癌直肠系膜淋巴结转移的价值探讨 

 
陈琰

1
,杨心悦

1
,卢宝兰

1
,肖晓娟

2
,余深平

1
 

1.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北京大学深圳医院 

 

目的 评价高分辨 MRI对直肠癌直肠系膜淋巴结转移的诊断价值。方法 收集本院 2015 年 11月

-2016年 11月经术后病理确诊为直肠癌的患者 81例，术前均行直肠高分辨 MRI检查，2名诊

断医师分别测量淋巴结的最短径，观察直肠系膜淋巴结的形态、边缘及信号特征评价是否转

移，与术后病理结果对照。结果 81例直肠癌患者共纳入与病理对照的淋巴结 377枚，其中有

168枚为转移淋巴结，直肠高分辨 MRI评价直肠系膜淋巴结的敏感性、特异性、准确性、

PPV、NPV分别为 74.4%、94.7%、85.7%、91.9%、82.2%，Kappa值为 0.71，评价短径>10mm、

5mm-10mm、≤5mm 淋巴结的准确性分别为 100.0%、80.6%、87.4%。结论 直肠高分辨 MRI能清

楚观察直肠系膜淋巴结形态、边缘及信号特征，对直肠系膜淋巴结转移有较高的诊断价值。  

 

 

PU-2315 

应用 DTI 技术研究糖尿病并发脑卒中患者的神经功能损伤 

 
王雨 

上海市浦东新区公利医院 200135 

 

 

目的:应用磁共振弥散张量成像定量研究糖尿病并发脑卒中的神经纤维束立体形态及各项异性

特征，及其与血糖水平及神经功能损伤状况之间对应关系。方法：1.对 82 例神经内科收治的

脑卒中患者于入院 24h 内进行磁共振弥散张量成像技术扫描。2.神经内科医生采用美国国立卫

生研究院卒中量表（NIHSS 评分）对患者进行神经功能缺损评分。3.入院 24h 内采静脉血，高

压液相色谱法检测糖化血红蛋白（HbA1c）。根据糖化血红蛋白水平将患者分为血糖控制良好

组（A 组）:HbAlc＜6.5%;血糖控制一般组（B 组）:HbAlc:6.5%～7.5%;血糖控制不良组（C

组）:HbAlc＞7.5%。4.所得数据采用统计软件 SPSS22.0 进行分析。三组患者一般资料、HIN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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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DTI 各参数比较采用卡方检验、方差分析；三组患者 HINSS 评分与 HbA1c 的相关性、

HINSS 评分与 DTI 各参数相关性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结果：1.三组患者 NIHSS 评分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三组血 HbA1c 与 NIHSS 比较，Pearson 相关分析显示，急性

缺血性卒中患者血 HbA1c 水平与 NIHSS 呈正相关 ( r=0.215，P=0.026<0.05 ) 2.患者梗死灶及

梗死灶对侧镜像部位的 FA 值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5.197，P<0.01）；三组患者梗死

灶 FA 值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三组患者血 HbA1c 与 FA 值比较，Pearson 相关分

析显示，急性缺血性卒中患者血 HbA1c 水平与 FA 值呈负相关( r=-0.63,P=0.00<0.01 ) 。结论：

血糖升高是增加脑卒中风险、增加脑卒中患者病死率的重要原因，尤其当 HbA1c大于 6.5%

时，患者神经功能损伤更严重、预后更差。同时对于临床上未明确诊断为糖尿病、但 HbA1c

水平大于 5.5%的患者，应当积极干预，改善患者生活方式，防止缺血性脑卒中的发生。   

 

 
PU-2316 

全臂丛损伤后脑网络度中心度改变的 fMRI 研究 

 
刘彬

1
,刘含秋

2
 

1.广东省人民医院/广东省医学科学院 

2.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目的 利用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技术研究全臂丛神经损伤后患者脑功能网络核心节

点的变化，探讨外周神经损伤后脑功能重组的神经机制。 方法 纳入 12例右侧全臂丛损伤男

性患者以及 12例年龄相匹配的健康男性对照进行静息态 fMRI扫描，采用度中心度（degree 

centrality,DC）数据分析方法，计算全臂丛损伤患者以及正常对照的 DC值，并比较两组之间

的差异。 结果 右侧全臂丛损伤患者默认网络中的后扣带回、左侧角回、右侧角回的度中心度

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P < 0.005, Alphasim校正）。 结论 患者默认网络多个脑区 DC值增

高进一步验证了全臂丛损伤后默认网络活动增强的现象，提示臂丛神经损伤后默认网络处理信

息的功能过载，这可能是外周神经损伤后脑功能重组的潜在神经机制。  

 

 

PU-2317 

1.5T 磁共振多通道接收线圈的低噪声前置放大器设计 

 
施波

1,2
,徐雅洁

1
,常严

1
,卢杉

1
,杨晓冬

1
 

1.中国科学院苏州生物医学工程技术研究所 

2.华东交通大学 

 

 自 20世纪 70年代磁共振成像（MRI）技术被发现以来，MRI技术因其可以无电离辐射、非侵

入性、多参数成像特点备受科学家关注，目前广泛应用于医学诊断中。MRI设备中通过接收线

圈接收 MRI信号极其微弱，必须经过低噪声前置放大器（LNA）实现放大后进行传输、处理，

防止被传输中的噪声淹没。但目前商用低场磁共振系统的低噪声前置放大器价格相对较贵，不

利于研究工作开展。因此，我们针对 1.5TMRI系统，并考虑多通道接收线圈中减小多个线圈信

号之间耦合作用，设计了一款低阻抗低噪声前置放大器。该 LNA使用放大晶体管作为核心器

件，并由电源供电电路、偏置电路、输入匹配电路、输出匹配电路、稳定性电路、保护电路组

成完整的 LNA电路。该 LNA 使用 LC串联负反馈电路作为稳定电路，防止放大晶体管因自激振

荡损坏并保证 LNA稳定工作，并使用 LC并联电路输入匹配到低阻抗，目的是减小接收线圈通

道之间的耦合作用，而且输入匹配使得 LNA在最低噪声系数范围内工作以达到最大信噪比，同

时，利用 LC电路输出匹配，保证 LNA达到最大增益。在 LNA电源供电端配置滤波电路，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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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引入噪声，并在 LNA输入端使用二极管对作为 LNA的保护电路，保证 LNA安全工作。实物

测试结果表明，该 LNA工作性能稳定，噪声系数为 0.54dB，增益为 29.3dB，对比某商业公司

的 1.5T专用 LNA主要性能参数：噪声系数为 0.5dB，增益为 28dB，我们研发的低阻抗前置放

大器达到了相当的水平。 

   

 

 
PU-2318 

DWI 序列在颅内室管膜瘤的诊断价值 

 
任翔,吴于淳,杨秀军 

上海市儿童医院、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00040 

 

目的：探讨 DWI在颅内室管膜瘤诊断与鉴别诊断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手术病理

证实的 19例颅内室管膜瘤（室管膜瘤 7例、间变性室管膜瘤 12例）术前 MRI资料，同时对其

中 1例室管膜瘤切除术后复发再切除（病理诊断为间变性室管膜瘤）前 MRI也进行了分析。所

有 MRI检查至少包括轴位 SE-T1WI、T2WI、T2-FLAIR、DWI（b值为 0和 1000）和矢状面 T1WI

或 T2WI及 Gd-DTPA增强轴位、矢状面、冠状面 T1WI影像数据，应用飞利浦 Ingenia 3.0T 或

西门子 Magnetom Essenza 1.5T MRI仪扫描。结果 13例病灶位于后颅窝，与第四脑室关系

密切，脑室呈受压变形改变； 6例位于脑实质内，以侵犯灰质为主，肿瘤体积偏大，均为间

变性室管膜瘤。肿瘤呈混杂信号改变，DWI均呈等或稍低信号改变、12例出现边缘少许散在稍

高信号改变，该例复发室管膜瘤演变为间变性室管膜瘤则以较高信号改变为主、ADC降低、肿

瘤轴位脑水肿较明显。结论 颅内室管膜瘤的 MRI表现有一定的特征，DWI对鉴别间变性室管

膜瘤及室管膜瘤术后复发演变为间变性室管膜瘤诊断颇有价值。  

 

 

PU-2319 

卵巢 Sertoli-Leydig 细胞瘤 1 例 

 
杨石平,夏黎明,杨志飞 

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 415003 

 

个案报道：卵巢 Sertoli-Leydig细胞瘤(Sertoli-leydig cell tumor，SLCT)即卵巢性索支持

-间质细胞瘤，又称卵巢睾丸母细胞瘤，是一种罕见卵巢肿瘤，我院收治一例，现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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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320 

三维准连续动脉自旋标记在颈部淋巴结病变 

鉴别诊断中的价值 

 
张波 

1.湖北医药学院附属随州医院 

2.随州市中心医院 

 

目的 探讨三维准连续动脉自旋标记（three-dimensional pseudo continuous arterial 

spin labeling，3D PCASL）技术对颈部淋巴结病变的鉴别诊断价值，并分析不同标记时间

(PLD)对淋巴结血流量重复测量的信度。 

方法 对 48例单侧或双侧颈部淋巴结肿大患者行常规磁共振成像及三维准连续动脉自旋标记

成像。其中 30例为恶性淋巴结（20 例为转移性淋巴结，10例为淋巴瘤），18 例为良性淋巴

结(炎性反应性增生淋巴结 12例，结核性淋巴结 6 例)，全部病例均经手术及病理证实。对所

有患者均行 MRI 常规成像后进行 3D PCASL成像，进行 3 组不同标记后延迟(PLD)时间的 ASL

序列扫描:ASL1(PLD1=1525ms)、ASL2(PLD2=2025ms)和 ASL3(PLD3=2525ms)。测量 3组 ASL灌注

加权图像上肿瘤区域及背景的信号强度(SI)，计算肿瘤区域的信噪比(SNR)及对比噪声比

(CNR)。测量血流量(BF)图像上肿瘤区域的 BF值。在同一 PLD下分别比较良、恶性淋巴结的

BF值差异。 

结果 恶性淋巴结组的平均 BF值为, 良性淋巴结组平均 BF值为，恶性淋巴结组平均 BF值明

显小于良性淋巴结组，两者之间有统计学意义（P<0.05）。转移性淋巴结与淋巴瘤，反应性增

生淋巴结与结核性淋巴结的平均 BF值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ASL1、ASL2 及 ASL3

的 SNR及 CNR均依次降低，其中 ASL1 

与 ASL3的 SNR(P=0.010)及 CNR(P=0.00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3组 BF值的观察者间及观察者

内重复测量的信度水平均非常好(ICC＞0.9)。 

结论 3D PCASL技术能有效地对颈部良、恶性淋巴结作出鉴别诊断，并且淋巴结 BF值具有较

好的重复测量信度。 

   

 

 

PU-2321 

可逆性后部白质脑病综合征的临床及影像学特点 

 
李志奎,崔丽霞,李雪,李建宇 

哈尔滨市第五医院 150040 

 

方法:收集我院确诊的 14例可逆性后部白质脑病综合征患者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患者临床表现主要为意识障碍、头痛、癫痫发作、视觉障碍、恶心呕吐、精神行为异常

等症状。头颅 MRI主要表现为对称的枕叶白质脑水肿,部分伴有顶额颞叶等病变，以及大脑半

球后部白质病变,影像学主要表现为大脑白质血管源性脑水肿改变,T1WI呈低信号或等信

号,T2WI呈高信号,FLAIR像呈高信号,DWI呈低信号或等信号,ADC呈高信号。 

结论：可逆性后部白质脑病综合征是一组依靠病史、临床特征及影像学特点而诊断的疾病,一

般经治疗后患者症状消失,MRI 复查病灶完全或大部分消失。该病若治疗及时,一般预后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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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322 

胎儿 MRI 腹部长蒂畸胎瘤合并骶前囊性包块 1 例 

 
晋瑞,张秋娟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710004 

 

孕妇，29岁，以“胎龄 41+5 周妊娠待产，胎儿发育异常”之诊断入院，产前胎儿磁共振检查

示胎儿骶尾部一 T1低信号 T2高信号的囊性包块，，胎儿腹前壁见“8”字型混杂信号包块，

大小约 3.3cm×5.8cm×3.2cm；包块下方至臀部有一迂曲的细管状低信号影(见图 1-5）。入院

后行剖腹产术，术中新生儿骶尾部一囊实性包块。蒂长 12cm，蒂粗 0.5cm。并切除骶尾部包

块。术后病理:成熟畸胎瘤。 

讨论：胎儿骶尾部畸胎瘤是胎儿先天性肿瘤最为常见的肿瘤之一，  其发生率为 1/40000－

1/20000，男女比例为 1：4。其起源于胚胎时期的原结或 Hensen 结，当原发性结节的原始细

胞因发育障碍不能消失，持续存在发展为骶尾部畸胎瘤。胎儿 MRI检查具有较高的安全性和软

组织分辨率，当产前超声检查对胎儿疾病无法确诊时，胎儿 MRI 检查可提供并评估肿瘤在盆

腔生长范围、鉴别肿瘤性质及与周围组织器官的关系等诊断信息。胎儿期 90% 的骶尾部肿瘤

为成熟性畸胎瘤，在新生儿期也多为良性，良性者多呈囊性。恶性多表现为实性或囊实性，实

质内部结构杂乱。根据美国儿科学会外科骶尾部畸胎瘤手术切除分型，本例腹部包块符合 I

型。胎儿腹前壁混杂信号的肿块，与产前超声骶尾部肿瘤所在位置不同，其主要原因是骶骨部

畸胎瘤有一较为少见的长蒂。 

本例胎儿腹部骶尾部长蒂畸胎瘤合并骶前囊性占位实属少见，骶骨前囊性占位性疾病需要鉴别

的疾病有骶尾部脊膜膨出、囊性畸胎瘤、脊索瘤、囊性神经母细胞瘤。本例骶骨前囊性包块磁

共振 T2WI信号呈均一高信号，似与骶管相连，比较符合脊膜膨出的特征，因患儿未再行手术

无法证实而略显不足。本例在超声检查发现体外骶尾部畸胎瘤，未提示有蒂。胎儿 MRI检查时

显示蒂的信号清楚，较长，活动度大，肿块移动到胎儿腹侧。所以胎儿 MRI成像对于产前评估

胎儿骶尾部畸胎瘤的特征是很有用的辅助手段。 

 

 

 
PU-2323 

慢性腰痛病人的脑功能磁共振波谱研究 

 
赵娴靓,许茂盛,戴敏慧,吕锟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浙江省中医院 310006 

 

目的：观察慢性腰痛病人脑功能及脑代谢的变化，探究整合后的脑功能及脑代谢信息与慢性腰

痛之间的联系。 

材料与方法：收集 2017年 1月至 2017年 4月住院的 6例慢性腰痛病人和 6例匹配的健康对照

人群进行静息态脑功能及磁共振波谱扫描，分别应用 dpabi 软件分析被试者脑区局部一致性

（ReHo）信息，LCModel软件完成前扣带回代谢物浓度的定量分析，包括 N-乙酰天门冬氨酸

(NAA)、胆碱(Cho)、肌酸(Cr)、肌醇(mI)以及谷氨酰胺（Glu）等代谢物，并将慢性腰痛患者

与健康对照之间的 ReHo值及代谢物浓度进行组间比较。采用 Pearson相关系数分别分析慢性

腰痛病人以及健康对照前扣带回代谢物与 ReHo值之间的相关性。 

结果：慢性腰痛病人前扣带回的 Glu/Cr与健康对照相比降低（P＜0.05）。慢性腰痛病人前扣

带回的 ReHo值与 Glu/Cr呈明显正相关（r=0.985,P＜0.001）。健康对照前扣带回的 ReHo 值

与 Glu/Cr无明显相关性（r=-0.670,P=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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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慢性腰痛病人存在脑代谢物的变化，提示神经化学变化在腰痛的产生中起了一定的作

用。慢性腰痛病人的脑功能磁共振波谱模型也为慢性腰痛的机理研究提供一定的帮助。  

 

 

PU-2324 

Chiari 畸形的 MRI 影像学特征及诊断 

 
李志奎,景雪琪,靳茜然 

哈尔滨市第五医院 150040 

 

目的:通过探讨 Chiari畸形的临床特点及 MRI表现,提高该疾病诊断的准确性。 

方法:回顾性分析 26例 Chiari畸形患者的相关临床资料及 MRI图像。 

结果:26例小脑扁桃体下移,小脑扁桃体下疝长度为 5mm～25mm，平均 8mm,其中 11例延髓受压

延长,18例伴脊髓空洞,3例伴脑积水,1例合并环枕融合。18例伴脊髓空洞者行 GD-DTPA增强

扫描检查,增强后空洞区域未见强化。 

结论:MRI能够准确诊断 Chiari畸形及其合并症,确定病变部位和范围,是诊断 Chiari畸形的

理想检查方法。 

   

 

 

PU-2325 

多发性骨髓瘤病人全身弥散加权成像的表现 

与临床严重程度的对照研究 

 
夏爽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300192 

 

目的 探讨多发性骨髓瘤病人全身弥散加权成像的表现是否与临床严重程度有关。材料与方法 

回顾性收集 2015年 5月至 2017-5月于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进行全身弥散成像的多发性骨髓瘤

病人 28例。将病人按照全身弥散的表现分为异常组和正常组。比较两组病人的临床资料，ADC

值有无统计学差别。比较正常组和异常组治疗前后临床资料有无统计学差别。结果 28 例病

人中，正常组 8例，异常组 20例。DWIBS异常组病人的浆细胞比例、β2微球蛋白浓度显著高

于正常组的（p<0.05）。DWIBS异常组病人不同部位 ADC 值显著高于正常组（p<0.05）。

DWIBS异常组病人治疗治疗后的 M蛋白浓度明显减低，两组间具有统计学差别（p<0.05）。

DWIBS正常组治疗后的骨髓浆细胞比例明显减低，两组间具有统计学差别（p<0.05）。结

论 全身扩散加权成像成像的不同影像学表现，能够反映不同的临床的严重程度，当 DWI 表现

正常时，临床症状比较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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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326 

肝癌异质性在肝胆期的信号特点 

 
王琦,时高峰,刘响,王丽佳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050011 

 

目的：分析肝癌异质性所表现出的生物学行为与钆塞酸二钠强化后 MR肝胆期图像的信号关

系。 

方法：回顾性分析 35例 43 个肝癌病灶应用钆塞酸二钠强化扫描 MR肝胆期图像。基于肝胆期

癌灶的信号特点分为低信号组（28个）和混杂高信号组（15个）。对比分析两组病例的大

小、AFP表达及预后的差异。 

结果：组 2的肿瘤的最大径大于组 1。两组之间比较均有显著性差异（P＜0.01）。两组之间

AFP的比较无显著差异（P＞0.05）。组 2患者肿瘤进展的时间早于组 1（P＜0.01）. 

结论：在肝胆期表现为不均匀高信号的肝癌其预后比肝胆期为低信号肝癌差。 

   

 

 
PU-2327 

磁共振动态增强对于索拉非尼治疗大鼠肝癌疗效的评估 

 
刘响,王琦,王丽佳,王丽佳,杜煜,刘辉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50011 

 

目的：磁共振（MRI）动态增强成像评估索拉非尼治疗大鼠肝癌的疗效。资料与方法：造模型

成功的 Wistar大鼠 40只随机分为两组，分别给予索拉非尼和生理盐水灌胃治疗，连续 21

天，治疗前后行 MRI检查。观察两组治疗前后肿瘤大小、达峰时间（TTP）、最大上升斜率

（MSI）、最大信号强化百分率（SIRmax）的变化。实验结束后处死大鼠进行病理学相关分

析。结果：①实验组治疗后肿瘤变小。②实验组治疗后 MSI减小，SIRmax降低，治疗前后有

统计学差异，TTP治疗前后无差异。③对照组治疗前后 TTP，MSI，SIRmax比较均无统计学差

异。④HE染色显示实验组肿瘤组织内出现灶性坏死。实验组治疗后血管密度减低，VEGF 呈低

表达，MVD、VEGF与 MSI、SIRmax具有相关性，与 TTP无相关性。结论：索拉非尼治疗大鼠肝

癌有效，MRI动态增强成像能客观评估索拉非尼的疗效。  

 

 
PU-2328 

磁共振在诊断胎儿中枢神经系统疾病中的价值研究 

 
孟醒,王静石 

大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116000 

 

摘要：目的 探讨磁共振在诊断胎儿中枢神经系统疾病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对 2016年 7月至

2017年 7月在大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就诊，发现胎儿中枢神经系统异常的 120例孕妇的超

声及磁共振结果进行对比。结果 侧脑室增宽 49例，单侧侧脑室增宽 32例，符合诊断率

78.13%（25例），双侧侧脑室增宽 17例，符合诊断率 64.71%（11例），磁共振发现侧脑室

合并其他异常 15例，补充诊断率 30.61%。后颅窝增宽 44例，符合诊断率 61.36（27例），

磁共振发现后颅窝增宽合并其他异常 11例，补充诊断率 25.00%。胼胝体发育不良 18例，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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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诊断率 33.33%（6例），磁共振发现胼胝体发育不良合并其他异常 2例，补充诊断率

11.11%。脑出血 2例，符合诊断率 100%（2例），脑软化灶 7例，符合诊断率 100%（7例）。

结论 磁共振可直接显示胎儿中枢神经系统病变，是超声检查的重要验证和补充方法，在产前

检查中具有重大的临床价值。 

   

 

 
PU-2329 

基于 ISHIM 技术的腹部体素内分子不相关运动 DWI 序列与单

次激发的 EPI 序列在采集参数的准确性及可靠性比较 

 
王立侠

1
,蒋涛

1
,石清磊

2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2.西门子医疗 

 

目的 由于双指数模型的复杂性和常规单次激发 EPI序列的由于高 b值部分存在的图像质量

差，如图像变形，伪影等使得 DWI序列诊断困难，且结果的可靠性低。因此本研究的目的为比

较基于层面特异性匀场技术（ISHIM）的腹部体素内分子不相关运动（IVIM）序列和单次激发

的 EPI序列计算所得参数的准确性及可靠性。 

材料和方法 收集 17例健康志愿者入组，其中 10例男性和 7例女性，年龄 22 - 35岁，中位

年龄为 27±4.56 岁。所有志愿者均行 MAGNETOM Prisma 3.0T MRI（德国西门子）检查。基于

iShim技术的 IVIM序列参数如下:TR / TE 4700 ms / 56.0ms; 矩阵 160 x 117 0; 体素大小

3.75×3.75×5.00 mm3;b 值(0,20、40、80、120、160、200、400、800、1000、1500、

2000)s /m2。计算不同采集序列的参数值包括 Dslow、Dstar、f。并应用计算机自发计算信噪

比的变化以评估相对误差（RE）和 IVIM序列的变异系数（CV）。 

结果 基于 ISHIM技术的 IVIM 序列采集的图像与常规单次激发 EPI序列相比，在 D, Dstar, 

and f各参数中具有更小的 RE值（P < 0.05）和 CV值（P ≤ 0.023 for D and f; P ≤ 0.245 

for Dstar），同时前者在图像的可重复性方面明显优于后者 D [CV , (12.14±2.23)% vs 

(18.66±3.46)%] and f [CV , (12.35±2.09)% vs (29.52±3.19)%]，同时后者的 Dstar可

重复性差 (CV, 65.34%)。 

结论 对于腹部体素内分子不相关运动序列，应用 ISHIM 序列较常规 SS-EPI序列能够明显提高

IVIM序列参数的诊断准确性和可重复性，同时明显提高腹部 IVIM序列的图像质量。 

   

 

 
PU-2330 

1.5T MR 高 b 值 RESOLVE-DWI 对前列腺癌的诊断价值 

 
路旭东

1,2
,沈钧康

2
 

1.无锡市人民医院 

2.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目的 初步评价 1.5T MR高 b值 RESOLVE-DWI序列在 PCa诊断中的价值。材料与方法 收集本

院 2016年 5月至 2017年 2月符合入组标准的 PCa患者 32 例，BPH患者 46例，所有病例均经

系统穿刺活检病理证实。采用西门子 Aera 1.5T MR行 T1WI、T2WI、RESOLVE- DWI检查，DWI

使用 0，1600s/mm²和 0，800s/mm²两组 b值。由两名 MRI诊断医生结合 PI-RADS v2 DWI 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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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分别对入组病例的两组 b值前列腺 DWI图像的各分区进行评分，当评分为 4或 5分时，则

评分诊断结果为癌，评分为 1-3分时，则诊断结果为非癌。然后将评分结果与该分区病理结果

进行对照，分析高 b值和常规 b值 RESOLVE-DWI诊断 PCa的敏感性和特异性。比较两组 b值 

PCa与 BPH间 ADC值差异，并分析两组 b值癌灶 ADC值与 Gleason评分间的相关性。ADC 值的

差异比较使用配对样本 Wilcoxon 秩和检验；PCa 癌灶 ADC值与 Gleason评分的相关性使用

Spearman秩相关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果 常规 b值 DWI诊断 PCa的敏感性

为 75.0%，特异性为 82.6%；高 b值 DWI诊断 PCa的敏感性达 93.8%，特异性达 93.5%。高 b值

PCa和 BPH的 ADC值分别为(0.81±0.13)x10
-3
 mm

2
/S和(1.21±0.14)x10

-3
 mm

2
/S，常规 b值

PCa和 BPH的 ADC值分别为(1.00±0.15) x10
-3
 mm

2
/S 和(1.48±0.20) x10

-3
 mm

2
/S。常规

b值 PCa癌灶 ADC值与 Gleason评分呈负相关（r=-0.376，P=0.049）；而高 b值 ADC值与

Gleason评分的相关性提高（r=-0.423，P =0.025）。结论 1.5T MR高 b值 RESOLVE-DWI在

临床 PCa诊断中优于常规 b值。 

   

 

 
PU-2331 

核磁共振灌注成像对脊柱结核动物模型的早期评价 

 
刘晓晨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830054 

 

目的：采用磁共振灌注成像方法监测结核杆菌在脊柱椎体内造成骨质破坏的进程及其椎体内血

供的情况。方法：选择实验兔 40 只按照注入试剂不同分为 2组：A组 20只：兔腰椎椎体内

经手术钻孔注入 5.0mg/ml的结核菌液 0.2ml；B 组 20只：兔腰椎椎体内经手术钻孔注入生理

盐水 0.2ml。术后 4 周、6 周、8 MRI常规检查、MRI-PWI 灌注成像扫描，分析脊柱结核早期

影像图像中的意义及核磁灌注成像扫描在脊柱结核动物模型中的价值及其灌注成像扫描中各个

参数的意义。结果：A 组实验组术后 4、6、8 周除达峰时间（TTP）随着观察时间的延长而降

低以外，其他灌注参数都随时间的延长而增加，增加幅度高于 B 组对照组，且除达峰时间

（TTP）与 DWI 中的 ADCperf 呈负相关外，首过强化率（Efirst）、首过强化速率

（Vfirst）、早期强化率（Ee）、早期强化速率（Ve）、信号最大强化率（Emax）、信号增强

率（SER）、增强峰值（PH）、信号最大上升斜率（MSI）、排泄率（washout）都与 ADCperf 

呈正相关。结论：通过 MRI-PWI 中各参数的分析，可以对脊柱结核早期血流动力学做出定量

指标的评价。为临床骨科对脊柱结核的早期诊疗提供有价值的影像依据。  

 

 

PU-2332 

全身 DWI 联合水、脂分离 Dixon 法在多发性骨髓瘤腰椎局灶

性病变评估中的价值 

 
冀晓东,柴圣婷,夏爽,郭瑜,沈文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300192 

 

目的：探讨全身 DWI联合水、脂分离 Dixon法在多发性骨髓瘤患者腰椎局灶性病变的各参数间

的相关性。 

材料和方法：收集我院 2015 年 2月-2017年 7月期间经病理证实为多发性骨髓瘤的患者 32

名，其中，男性 19名，年龄 46-66岁（55.6+10.1），女性 13名，年龄 42-6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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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1±9.9），均于治疗前行全身 DWI和水、脂分离 Dixon 检查。测量腰椎正常骨髓和局灶

性病变骨髓的 ADC值、脂肪信号强度（Mfat）和水分子信号强度（Mwater），脂肪信号分数（FF）

是根据脂肪图像中的信号强度除以同相 IDEAL图像中对应的 ROI的信号强度的比率计算的。 

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比较两组 ADC值及 Mwater之间的差异，采用秩和检验比较两组 Mfat及 FF之

间的差异，采用 Pearson相关检验评价 ADC值与 Mwater之间的相关性，采用 Spearman相关检验

评价 ADC值与 Mfat、FF之间的相关性。 

结果：两组 ADC值分别为 0.32±0.09，0.77±0.24，两组 ADC值有显著统计学差异，

p<0.05，两组 WV值分别约为：255.47±56.42，479.53±109.79，两组 ADC值有显著统计学差

异，p<0.05。两组 Mfat、FF 有显著差异，正常组腰椎 Mfat 、FF值显著大于局灶性病变组；正常

组 ADC值与 Mfat、Mwater值及 FF值均无明显相关性(r值分别为 0.971，0.33,，0.401，

P>0.05)，局灶性病变组 ADC 值与 Mfat值、FF值呈高度相关性（r值分别为-0.804，-0.804，

P<0.05），局灶性病变组 ADC值与 Mwater值呈中度相关性（r值分别为 0.797，P<0.05）。 

结论：ADC值联合水、脂分离参数可间接的定量评估多发性骨髓瘤腰椎局灶性病变对骨髓的破

坏程度，ADC值与水、脂分离参数间有一定的相关性。  

 

 
PU-2333 

STIR 序列对腰痛患者的 MRI 检查应用价值 

 
戴克楠,陈金华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野战外科研究所 400042 

 

 

目的：探讨 STIR(STIR=short time inversion recovery，短时间反转恢复序列)成像技术对

腰痛患者的诊断价值。 

方法：选取 2016年 1月至 2017年 2月，因腰痛入院检查的 50例患者使用 GE SIGNA 1.5T 

HDX GEHCGEHC磁共振机进行常规 MRI平扫、STIR扫描，患者仰卧位，8通道颈椎、胸椎及腰

椎联合线圈（8ch CTL by GE），其中 STIR扫描参数为 TE42ms，TR10000ms，Inv．Time 170 

ms，层厚 1．5mm，层间隔 0mm，NET4．0。对比分析其病变的检出情况及病变形态、信号的显

示效果，所有采用 spss 23.0 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50例患者 MRI平扫结果显示：11例为椎间盘突出；6例骨转移性肿瘤；7例为腰肌劳

损；6例为腰椎压缩性骨折；其余 20例未见明显异常；针对 20例未见明显异常的患者，结合

STIR诊断结果为 6例为骶神经损伤；4例轻微腰肌劳损；2例为骨转移性肿瘤，病变均

&lt;2mm；2例为椎体骨挫伤；其余 6例同样未见明显异常；与平扫相比，STIR有明显统计学

差异。在病变的检出，病变形态、信号的显示方面，STIR 扫描明显优于平扫各图像，在定性

诊断中有明显优势。 

结论：STIR成像对腰痛病变的检出，病变形态、信号的显示均具明显优势，特别在早期微小

病变的显示方面敏感性极高，使 MRI对疾病诊断的准确率得到大大提高，甚至可以代替增强

扫描。因此，STIR成像技术在腰痛病变中的应用越来越多，对诊断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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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334 

探讨股骨头坏死 MRI 及 CT 的诊断价值 

 
王溥,贾学军 

阳泉市第一人民医院 045000 

 

目的:探讨 CT、MR I检查在成人股骨头坏死(ANFH)早期诊断的意义。方法:回顾性分析 23例共

46个髋关节，全部行 CT、MR I检查。结果:23例患者共计 46个髋关节中，CT检查发现 18例

患者 22个股骨头坏死；MRI 检查发现 22例患者共计 34个股骨头缺血坏死。MRI的检出阳性率

明显高于 CT，二者具有统计学差异。结论:MRI较 CT能更敏感地检出早期 ANFH,可作为成人股

骨头坏死的首选检查方法。  

 

 
PU-2335 

ATP 负荷灌注对心肌桥与心肌缺血的相关性研究 

 
周绍权 

重庆市人民医院（中山江北院区） 400013 

 

目的：探讨 ATP负荷心肌磁共振灌注成像检测心肌桥与心肌缺血的相关性。方法：收集本院经

冠状动脉 CTA检查发现心肌桥患者 60例，根据心肌桥程度分为浅表型组 20例、纵深型 20

例、心肌桥合并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组 20例。所有病例均行冠状动脉 CTA和 APT负荷心脏磁共

振成像检查，磁共振检查应用 siemens Avanto 1.5T扫描仪，全景成像矩阵（TIM）线圈，成

像序列采用 TureFISP和 HASTE序列。结果：静脉态时浅表型、纵深型、和冠状动脉粥样硬化

组均无首过灌注缺损，APT 负荷浅表型者 1例出现首过灌注缺损，纵深型组 3例灌注首过灌注

缺损，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组 5例出现首过灌注缺损，延迟增强，心肌浅表型者无延迟强化，纵

深型者 1例出现心内膜下心肌强化，心肌桥合并冠状动脉组 2例出现心内膜下强化。三组病例

心功能均正常，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心肌桥可引起心肌缺血症状，特别在 ATP负荷下，检测心肌缺血敏感性高。心肌桥合并

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者发生心肌缺血概率更高，临床患者出现心肌缺血症状时，行 CCTA和 DSA

检查冠状动脉正常，而不能解释临床症状时，需考虑到心肌桥所致心肌缺血可能，进一步研究

发现在心肌桥近端易发生动脉粥样硬化，可能与冠状动脉血流改变相关。 

   

 

 

PU-2336 

正常三叉神经脑池段形态结构及其微结构 MR 量化研究 

 
贺芸芸

2,1
,关丽明

2
 

1.湖北省荆州市中心医院 

2.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通过不同的磁共振序列对正常人三叉神经脑池段形态结构及其微结构进行量化研究。方

法：对 50例正常志愿者行三叉神经脑池段磁共振扫描，扫描序列包括 3D-TOF-SPGR、3D-

FIESTA及 DTI、DKI序列。采用 reformat软件及 FUCTOOL 软件分别对双侧三叉神经脑池段形

态结构及微结构相关指标进行测量分析。三叉神经形态学测量指标包括双侧三叉神经脑池段长

度、冠状位、轴位及矢状位最大横截面积、三叉神经与脑桥夹角、三叉神经脑池段与脑池的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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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三叉神经根岩尖处的转角。三叉神经微结构测量指标包括双侧三叉神经脑池段 DTI测量值

（FA 值、ADC值）及 DKI测量值（MK值、Ka值及 Kr值）。结果：正常人双侧三叉神经脑池

段长度、冠状位、轴位及矢状位三叉神经脑池段最大横截面积、双侧三叉神经脑桥夹角、双侧

三叉神经岩尖转角差异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但女性冠状位、轴位及矢状位的三叉神经

横截面积均小于男性(P<0.05)。DTI指标 FA值、ADC值及 DKI指标 MK值、Kr值、Ka值在双侧

三叉神经也无显著差异，且女性这些参数与男性也无明显差异（P>0.05）。结论：正常人双侧

三叉神经形态结构及微结构无显著差异，但女性三叉神经脑池段较男性细。 

   

 

 

PU-2337 

FMRI 定量参数评价直肠间质瘤疗效的应用分析 

（1 例病例报告并文献复习） 

 
杨心悦,陈琰,文自强,余深平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510080 

 

目的 探讨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定量参数在评价直肠间质瘤术前伊马替尼治疗效果的应用

价值。材料与方法 回顾性分析本院 1例接受术前伊马替尼治疗并定期行 FMRI检查的直肠间质

瘤患者，总结其主要临床表现、全程治疗方案、手术记录及病理结果，并应用相关 FMRI 后处

理软件，测算肿瘤体素内不相干运动磁共振成像（IVIM-MRI）定量参数[单纯扩散系数（D）、

假性扩散系数（D*）、灌注分数（f）]及动态对比增强磁共振成像（DCE-MRI）定量灌注参数

[对比剂容积转换常数（Ktrans）、速率常数（Kep）、单位体积组织细胞外血管外间隙（EES）容

量（Ve）]，将治疗后 FMRI 定量参数与治疗前基线 FMRI 定量参数进行比较分析。结果 患者于

2016.07因体检发现“直肠肿物”收入我院，穿刺病理活检确诊为直肠间质瘤，免疫组化提示

CD117、DOG-1均呈弥漫强阳性。2016-07-29行基线 FMRI检查后患者规律口服格列卫 0.4g QD 

9月余，并分别于服药 2月、5月、9月后行 FMRI复查。同基线 FMRI比较，肿瘤 DCE-MRI定

量灌注参数 Ktrans呈下降趋势[(0.117,0.069,0.032,0.022) min
-1
]，分别下降 41%、72%、81%；

而肿瘤 IVIM-MRI定量参数 D则呈上升趋势[(0.948,1.449,1.788,2.044) ×10
-3
mm

2
/s]，分别

上升 52%、88%、115%；其余定量参数变化无规律。2017-05-03患者于我院行“经骶尾部直肠

间质瘤切除术”，术中见肿瘤边界清，质地中，完整切除肿瘤，切缘达 R0。术后病理示直肠

间质瘤直径约 2cm，核分裂像约 0-1个/HPF。结论 FMRI定量参数 Ktrans、D具有评价直肠癌间

质瘤术前伊马替尼治疗效果的潜在价值，其预测疗效及判断术前治疗最大效应的应用价值有待

进一步大样本研究。  

 

 

PU-2338 

鼻咽癌早期放射性脑损伤的 MRS 及 DTI 研究 

 
苏佳佳,刘玉林 

湖北省肿瘤医院 430079 

 

目的 探讨双侧颞叶脑组织在鼻咽癌放射治疗后不同时期的 DTI与 1H-MRS的物质代谢和微观结

构变化。方法：选择 45例鼻咽癌放射治疗后常规 MRI表现正常的患者(患者组)及 15名健康志

愿者(正常组)行 DTI及 1H-MRS检查，测量双侧颞叶 DTI 的各向异性分数(FA)值、ADC值及 3

个本征值λ1、λ2、λ3以及 1H-MRS中双侧颞叶前部白质 N-乙酰天冬氨酸(NAA)/胆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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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NAA/肌酸(Cr)及 Cho/Cr比值，按放射治疗后不同时期分为放射治疗后 0～3、3～6、

>6个月，所得数据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 治疗后 3 个月内、3～6个月、6个月后以及正

常组 DTI的 FA值分别为 0.441±0.012、0.462±0.012、0.451±0.025、0.475±0.022，ADC

值分别为(8.31±0.33)×10
-4
、(8.28±0.24)×10

-4
、(8.43±0.33)×10

-4
、(8.66±0.56)×10

-

4
mm

2
/s，以上 3个指标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F值分别为 10.273、3.394、9.753，P 值均

<0.05)。1H-MRS的 NAA/Cho 分别为 0.911±0.112、0.972±0.102、1.060±0.092、

1.262±0.105，NAA/Cr分别为 1.214±0.236、1.204±0.183、1.222±0.236、

1.433±0.225，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F值分别为 52.844、8.276，P值均<0.01)。Cho/Cr

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MRS和 DTI能从分子水平评价放射性脑损伤的动态演变过

程，可为放射性脑损伤的动态早期监测提供科学依据。 

 

   

 

 

PU-2339 

Altered intrinsic brain activity in patients with 

vasculogenic erectile dysfunction 

 
Yang Lian,Fan Wenliang,Li Linli 

Union Hospital， Tongji Medical College，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430022 

 

 

Abstract 

Objectives: To investigate the alteration of the intrinsic spontaneous brain 

activity of the vasculogenic erectile dysfunction(VED) patients by the fractional 

amplitude of low-frequency fluctuations(fALFF) index of resting state functional 

MRI, and to explore if the clinical symptoms of the VED patients is associated 

with their intrinsic brain activity. 

Methods: Forty-four VED and 44 healthy controls male subjects were collected by 

resting state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All participants were asked 

to complete a series of questionnaires to assess the severity of disease and the 

status of psychiatry. Intrinsic spontaneous brain activity was calculated and 

compared between VED and healthy control group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rinsic spontaneous brain activity and clinical symptoms in VED patients was 

also investigated.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healthy control male subjects, VED patients showed 

abnormal patterns of intrinsic spontaneous brain activity, which was characterized 

by significant increase fALFF in left lingual gyrus and left posterior cingulate 

and significant decreased fALFF in more widely brain regions mainly located in 

frontal lobe, left precentral and some default model network(DMN) areas. Moreover, 

certain regions of VED patients showed a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with SDS, NIH-

CPIS and PEDT scores. 

Conclusions: Abnormal intrinsic spontaneous brain activity patterns were observed 

in VED patients, and these alterations showed a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with 

clinical symptoms of VED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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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340 

跗骨窦综合征的 MRI 评价 

 
吕治森 

孝义市人民医院 032300 

 

目的：分析、探讨跗骨窦综合征的 MRI影像特点，以提高对跗骨窦综合征的 MRI诊断水平。方

法：采用 philips 1.5T MRI 扫描仪，行常规 PDWI-FS COR 、SAG 、T1WI TRA、COR、3D-VLBM

扫描，层厚 3mm，间距 0.3mm。结果：回顾本院 2008-2017年 39例跗骨窦综合征诊断病例，29

例有明确踝关节背屈损伤史，其中风湿性关节炎 3例，痛风 2例，足部畸形 4例。31例有前

腓距韧带、腓跟韧带撕裂。31例有跗骨窦内正常脂肪信号消失，脂肪抑制序列示跗骨窦内充

满不均匀高信号，颈韧带、跟距骨间韧带显示不清，8例跗骨窦内呈弥漫性长 T1WI、长 T2WI

信号。27例韧带附着处软骨下囊性变和骨髓水肿。结论：MRI能客观的显示跗骨窦的解剖和病

理改变，是跗骨窦综合征不可或缺的辅助检查方法。  

 

 

PU-2341 

认知正常的青少年脑灰质体积及认知功能的性别差异 

 
郭亚飞,程敬亮,王彩鸿,苗培芳,汪卫建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利用 VBM的方法探讨认知正常的青少年脑灰质体积与性别及认知功能的关系。材料与方

法：采用 3.0T磁共振对 400 例认知正常的青少年（其中男性 178例，女性 222例）进行头部

高分辨率 T1WI解剖像扫描，采用以统计参数图 SPSS为基础的 VBM技术进行数据分析，得到男

女灰质体积差异的脑区，并将体积具有差异的脑区与认知功能进行相关性分析。 结果：女性

脑灰质多于男性，见多个脑区具有体积差异，如双侧中央前回、双侧中央后回、双侧丘脑、双

侧海马、双侧海马旁回、双侧楔叶、双侧小脑半球、右侧旁中央小叶、左侧楔前叶、左侧颞上

回、左侧颞中回等（P<0.001），且体积具有差异的脑区与认知功能具有相关性。 结论：认知

正常的青少年脑灰质体积、认知功能具有性别差异，且其二者之间具有一定的关联性。 

   

 

 
PU-2342 

Histogram analysis of ADC MR imaging differentiation 

of ependymoma and astrocytoma in children 

 
Wang Weijian,Cheng Jingliang,Zhang Yong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450052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the histogram analysis derived 

from ADC MR imaging in differentiating ependymoma from astrocytomas. Methods 

and Materials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31 patients which were pathologically 

confirmed posterior fossa tumors, including 16 cases of ependymoma,15 cases of 

astrocytoma.Drawing the region of interest(ROI) on the maximum level of MR 

ADC image and going on histogram analysis,these two steps are all performed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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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oftware named Mazda.Performed a statistical analysis on the histogram 

parameters to find ou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Result In the 9 parameters which are extracted from 

histogram,mean、1%、10%、50% has the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The maximum area 

under the ROC curve was 0.83、0.72、0.79、0.84,respectively.Conclusion Histogram 

analysis of ADC MR imaging can provide reliably objective basis for 

differentiating ependymoma from astrocytomas. 

  

 

 

PU-2343 

探讨胎盘 MR 扫描序列 

 
尚滔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550004 

 

【目的】 探讨 MRI扫描序列对前置胎盘伴植入的诊断价值。【方法】 收集 2016年 3 月 15日

至 2017年 3月 15日，来我科就诊的临床怀疑前置胎盘或植入的受检者行 MRI检查。共 71

例，平均年龄 36岁，平均孕周 35周，孕次平均 4次，产次 1～3次。MR为美国 GE公司的

1.5T OPTIMA MR360，采用 8通道体部相控阵线圈进行检查。扫描序列：（1）半傅里叶采集

SS-RARE序列：TR:2000ms，TE:68ms,层厚 7mm,NEX 1,矩阵 160×224。行子宫冠状、矢状、轴

位压脂扫描；（2）SPGR(扰相 GRE序列)T1WI：TR:250ms，TE:4ms,激发角度 90º，层厚

7mm,NEX 2,矩阵 160×224 行轴位扫描；（3）Balance-SSFP 序列，TR:3.6ms，

TE:1.6ms,ETL:19，层厚 7mm,NEX 2,矩阵 160×224，行冠、矢、轴位扫描；DWI：TR:6000ms，

TE:64ms,层厚 7mm,NEX 4,矩阵 160×224 行轴位扫描。【结果】 胎盘局部膨隆变形 15 例，胎

盘内低信号带 29 例，子宫胎盘界面局部变薄并局限缺损 10 例，子宫胎盘界面多发迂曲血管

影 5 例，胎盘内信号明显不均 3 例，侵犯附近脏器 1 例，无胎盘明显改变的 7例。SS-RARE

和 Balance-SSFP能清晰显示病变部位和范围，DWI更能显示病变边界。SPGR能显示胎盘呈稍

低信号影，但受检者闭不好气时易产生运动伪影。【结论】MRI扫描序列对前置胎盘和胎盘植

入的诊断和分型有较高应用价值。  

 

 
PU-2344 

AIDS 合并脑结核的 MR 表现 

 
陈刚 

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 450061 

 

目的 研究 AIDS合并脑结核 MRI影像表现特点。方法 回顾性分析 35例经临床病理及痰检、

脑脊液确诊 AIDS合并脑结核患者的 MRI影像，其中男性 16例，女性 19例，年龄 5岁-41

岁，平均 23.5岁。临床症状主要为发热、头痛、呕吐，乏力、消瘦、脑膜刺激征等，部分出

现抽搐及意识障碍。结果 结核性脑膜炎 7例（约 23.4%），结核性脑膜脑炎 12例（约

41.2%），结核性脑炎 16例（约 29.4%）；病灶数量均为多发，病灶形态为粗线状增厚的脑膜

影；呈小结节或粟粒状结核瘤，外周可见轻度水肿；囊状的脑脓肿，外周可见指压状脑回脑组

织水肿；脑池形状改变，脑部小动脉受侵，引起动脉炎、狭窄，进而导致深层脑组织梗塞。病

变呈等长 T1长 T2信号，FLAIR呈高信号，DWI呈等、低信号，增强后均可明显均匀或环状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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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结论 AIDS合并脑结核 MRI表现与一般脑结核表现基本一致，但炎症反应轻，较多见结核

性脓肿，MRI对其诊断有较大帮助。 

   

 

 
PU-2345 

影响胎儿 MRI 图像质量因素的 Logistics 回归分析 

 
吴艳凯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050000 

 

目的：MRI有着无射线损伤、良好的软组织对比及空间分辨率、广阔的视野等优势，完全具备

成为超声检查之外的另一种重要的胎儿产前影像学检查方法的条件。探究影响胎儿磁共振图像

质量的各类因素，并通过对危险因素的 Logistics回归分析指导在实际成像过程中某些避免可

控的影响因素，提高胎儿磁共振图像质量，为准确诊断胎儿中枢神经系统疾病奠定基础。 

方法：选取 2014年 3月至 2015年 11月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行胎儿超声检查并提示胎儿

脑室扩张并随后进行 MRI检查的 120例孕妇作为研究对象，记录研究对象的实际年龄、孕周、

孕妇行磁共振检查时的心率波动范围、胎动情况（分为大、中、小三种程度）、呼吸配合情况

（分为呼吸平稳、呼吸急促两类）、羊水量（分为羊水过多、羊水正常、羊水过少三类），建

立数据库（依据记录数据），采用 SPSSl6.0软件包进行贮检验和 Logistic回归分析，认为

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以相对危险度 Exp(B)值及其 95％可信区间表示各种因素与磁共振检

查图像的关系。 

结果：经过 Logistic多因素回归分析，心率（P<0.001，Exp(B)=1.054）、胎动情况

（P<0.001，Exp(B)=20.04）、呼吸情况（P<0.001，Exp(B)=4.07）、羊水量（P<0.001，
Exp(B)=1.05）对胎儿磁共振图像质量的影响有显著意义，而孕周（P=0.54）对于磁共振图像

质量无明显统计学差异。 

结论：影响胎儿磁共振图像质量的因素包括：孕妇呼吸、心率、胎动、羊水量。在胎儿 MRI检

查中，孕妇平稳呼吸、心率正常、胎动不明显等是保证图像质量的重要因素。 

   

 

 

PU-2346 

MRI 在胎儿脑室扩张诊断中的价值研究 

 
李静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 050051 

 

目的：我国每年大约有 100 万先天缺陷或畸形的婴儿出生，其中中枢系统类发育不全的婴儿仍

为首位，为家庭和社会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因此，及早准确诊断胎儿的中枢神经系统疾病，有

助于提高优生优育，对家庭和社会稳定具有重要作用。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作为一项无创检测胎儿畸形的影像学检测手段，能够很好地弥补产前超声的缺

点。本研究拟通过分析比较 MRI技术和超声技术在检测胎儿脑室扩张方面的诊断一致性，探讨

MRI应用于胎儿检查的价值。 

方法：选取 2014年 3月至 2015年 11月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行胎儿超声检查并提示胎儿

脑室扩张并随后进行 MRI检查的 110例孕妇作为研究对象，记录研究对象的实际年龄、孕周、

分析其超声及磁共振技术检测结果，实验室染色体分析、孕妇血清学 TORCH检测、以及随访结

果。探讨 MRI技术在检测胎儿脑室扩张方面的诊断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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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在纳入本研究的 92例（184例侧脑室）超声诊断或疑似诊断胎儿脑室扩张的病例中，

经过 MRI检查，其中，超声诊断脑室扩张程度<10.0mm的病例中，超声诊断<10.0mm的有 50

例，>10.0mm的病例有 9例，超声诊断脑室扩张程度≥10.0mm 的病例中，超声诊断≥10.0mm

的有 119例，<10.0mm的病例有 6例，经一致性检验后，k＝0.82，P＝0.00，结果表明 MRI与

超声测量得的胎儿侧脑室宽度的一致性。对超声诊断和 MRI诊断结果与随访结果对比，磁共振

符合超声确诊率为 73.9%、MRI补充诊断率为 26.1%。 

结论：MRI检查可以作为超声检查胎儿脑室扩张的重要补充手段，其在检查诊断胎儿脑室扩张

合并其它中枢神经系统疾病中的诊断价值明显优于超声检查。 

    

 

 
PU-2347 

单指数、双指数及拉伸指数模型扩散加权  

成像参数对胃癌的诊断价值 

 
金兴兴,孟楠,韩东明 

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453100 

 

【摘要】目的：探讨单指数、双指数及拉伸指数模型扩散加权成像各参数对胃癌的诊断价值。

方法：分析 28例胃癌患者和 25例胃正常患者的影像资料，分别测量单指数模型、双指数模型

及拉伸指数模型参数值，比较两组之间各参数值的差异，分析同组间各参数值的相关性，同时

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价各参数值的阈值及诊断效能。结果：胃正常组的 ADC-

stand、ADC-slow、DDC及α值均高于胃癌组，ROC曲线下面积分别是 0.898、0.811、0.738

和 0.749，诊断阈值分别为 1.175×10
-3 

mm
2
/s、0.788×10

-3 
mm

2
/s、1.115×10

-3 
mm

2
/s 和

0.756；正常组和患病组的 ADC-stand与 ADC-slow及 DDC值均呈正相关（P<0.05），且 ADC-

slow值普遍低于 ADC-stand 值（P<0.05）。结论：单指数、双指数及拉伸指数模型参数对诊

断胃癌具有一定价值，可以作为临床诊断的参考指标。  

 

 
PU-2348 

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 and diffusion tensor 

imaging in patient with diabetic peripheral 

neuropathy 

 
Ge Chenjin,Shu Zheng,Deng Xiaofei,Yang Jingyong,Zou Caiyun 

Shanghai TCM integrated hospital 200082 

 

PURPOSE: 

Diabetic peripheral neuropathy is commonly in diabetic patients. To assess the 

tibial and common peroneal never injury, we decided to use 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 (DWI) and diffusion tensor imaging (DTI). 

METHODS: 

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 and diffusion tensor imaging were performed on the 20 

diabetic patients with peripheral neuropathy(DPN), 20 diabetic patients without 

peripheral neuropathy (NDPN)and 20 health volunteers (controls) in a 3 T M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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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hine. The value of FA and ADC was measured. Th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were calculated for the diagnostic procedures 

RESULTS: 

Compare with NDPN groups and control groups, DPN groups showed the significant 

mean FA reduction (F=5.934, 8.376, P < 0.05) and ADC increment (F=7.589, 8.092, P 

< 0.05). The mean value of FA and ADC was 0.528 ± 0.073 (mean ± SD) and 1.173 

±0.103 (mean ± SD) DPN groups in tibial nerve. And the value of FA and ADC was 

0.489 ± 0.052 (mean ± SD) and 1.107 ± 0.085 (mean ± SD) in common peroneal 

never. The sensitivity of FA and ADC value was 80% and 85% in tibial never and 85% 

and 80% in common peroneal never. The specificity of FA and ADC value was 52% and 

30% in tibial never and 52% and 37.5% in common peroneal never. 

CONCLUSION: 

DWI and DTI imaging can provide more information for understanding the 

pathophysiology of diabetic peripheral neuropathy in tibial and common peroneal 

never. 

   

 

 

PU-2349 

DCE-MRI 及 IVIM 模型在直肠癌病理分级的 

应用价值及其灌注参数的相关性研究 

 
刘晓冬,刘爱连,宋清伟,李烨,田士峰,魏强,赵莹,许明哲,王楠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6011 

 

目的：探讨 MRI动态增强扫描（DCE-MRI）定量参数、体素内不相干运动（IVIM）不同模型在

直肠癌（RCa）病理分级中的应用价值，比较两者灌注指标的相关性。 

材料与方法：回顾性分析行 DCE-MRI及 IVIM扫描，且经手术或肠镜病理证实为直肠癌 37例患

者，高分化 RCa11例，中分化 RCa12例，低分化 RCa14例，扫描序列包括 LAVA动态增强及

eDWI（b=0，20，50，100，150，200，400，800，1200，2000，3000 s/mm
2
）序列，测量 DCE-

MRI参数值（K
trans

、Ve及 Kep值）及 IVIM参数值（Standard ADC值、D-mono、D*-mono、fmono

值、D-Bi、D*-Bi、fBi），采用 ICC检验两者数据一致性，使用 ANOVA及 LSD检验不同分化程

度 RCa各参数值的差异，两者灌注指标相关性采用双变量相关性分析。 

结果：两观察者数据一致性良好，DCE-MRI的 K
trans

及 Ve值在不同分化程度 RCa中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P值为 0.016、0.006），低分化 RCa的 K
trans

及 Ve值（0.63±0.31 min
-1
、

0.28±0.13）均高于高分化 RCa（0.41±0.15 min
-1
、0.17±0.05）； kep值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不同分化程度 RCa的 D-mono及 D*-mono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值为 0.024、0.037），

且随着分化程度降低，D-mono 值逐渐降低，D*-mono值逐渐升高，低分化 RCa的 D-mono值低

于高分化 RCa， D*-mono值高于高分化 RCa；灌注参数 Ve 与 fBi呈正相关（r=0.365，

P=0.026）,其余参数间相关性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DCE-MRI及 IVIM模型可为 RCa病理分级的术前评估提供定量参数。DCE-MRI灌注参数

Ve值可反映直肠癌的灌注特性,，与 IVIM模型的 fBi具有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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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350 

心脏神经纤维瘤磁共振表现 1 例 

 
郭坤玏,李小宝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550004 

 

目的：分析心脏神经纤维瘤的影像学表现特点，以提高对心脏纤维瘤的诊断及鉴别诊断水平。 

方法：回顾性分析本例经病理检查诊断为神经纤维瘤的患者的影像表现。 

结果：患者男，6岁，于 5 年前因感冒就诊于当地医院发现心脏杂音就诊，哭闹时嘴唇稍紫

绀，无咯血、浮肿、呼吸困难等。心脏 MR平扫示右室前壁内见团块状占位，T1WI、T2WI以略

低信号为主，T1WI上可见肿瘤包膜呈线状低信号影，T2WI 上包膜信号显示欠佳。肿块一端位

于右室流出道出口处，右室流出道受压；增强扫描肿块未见明显强化。术后病理切片及免疫组

化结果诊断为神经纤维瘤。 

结论：心脏神经纤维瘤为心脏少见良性肿瘤，仅占心脏原发性肿瘤的 3.6%，发病年龄范围可

从 0岁到 56岁，平均发病年龄为 13岁，约 1/3的患者年龄小于 1岁。MRI具有良好的软组织

分辨率以及不同组织间的信号差异，可以作为检出心脏肿瘤并作出一定的定性、鉴别诊断的检

查手段。不同的治疗方法对于肿瘤预后有很大的影响，影像学检查应尽量对肿瘤的良恶性作出

判断。 

   

 

 
PU-2351 

MRI 在胎儿颅脑疾病检查中的应用 

 
范帆 

福建省立医院 350001 

 

目的 探讨 MRI在胎儿颅脑病变诊断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对 27例经临床随访确诊的胎儿颅脑疾病 MRI表现进行回顾性分析。所有病例均行 MRI颅

脑平扫。 

结果 胼胝体发育不全 4例，Dandy-Walker’s畸形 2例，侧脑室扩大 7例，大枕大池 5例，

脑积水 5例，透明隔缺如 3例，颅内出血 1例。 

结论 MRI能清晰显示胎儿颅脑结构，对胎儿颅脑疾病的诊断有重要作用，可以为临床提供丰

富可靠的影像学资料。  

 

 
PU-2352 

直肠癌术前新辅助放化疗 MRI 检查的准确性 

 
陈占勋 

解放军第一五二中心中心医院 467000 

 

 

目的：直肠癌为常见病和多发病。目前直肠癌的治疗为手术治疗，部分患者需要在术前进行新

辅助放化疗。研究证明 MRI 对于直肠癌治疗前的分期是可靠的，但是对于新辅助放化疗后的重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3853 

 

新分期研究的较少，本文对直肠癌新辅助放疗和化疗后的 MRI分期的准确性、敏感性和特异性

进行研究。 

材料和方法：35例病例证实的直肠腺癌，其中男 20例，女 15例，年龄平均 45岁（26-69

岁）。治疗方法包括 4050cGY 放疗、5FU和卡培他滨化疗。MRI为 GE公司产 3.0T 

MR750plus。成像序列包括矢状位、冠状位和轴位 T1WI和 T2WI，轴位 DWI，注射对比剂后动态

增强扫描。所有病人在治疗前、治疗后 6-8周进行 MRI检查。 

结果：MRI在直肠癌新辅助放化疗后 T分期和 N分期的准确性分别为 69.2%和 46.3%。在 T3NM0

和 T1N2分期的准确性较高。 

结论：MRI可用于直肠癌术前新辅助放化疗的再分期。  

 

 
PU-2353 

3 T 磁共振 DWI 联合 SWI 在缺血性脑卒中的应用及临床意义 

 
华婷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200072 

 

【摘要】探讨磁共振弥散加权成像(DWI)和磁敏感加权成像(SWI)在诊断和鉴别诊断急性缺血性

脑卒中的价值。方法对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应用西门子 3T MR行常规横断位 Flair、

T1WI、DWI、矢状面 T2WI和 SWI序列成像检查并结合临床资料进行分析。结果脑梗死急性期，

DWI表现为均匀高信号，SWI 表现为等信号，当梗死后伴有不明显的出血灶、早期的微出血

灶，SWI可见小斑点片状低信号。结论 SWI序列可敏感的显示脑梗死后不明显的出血灶、早期

的微出血灶，因此，对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的溶栓治疗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PU-2354 

卵巢甲状腺肿的多参数 MRI 诊断与临床病理分析 

 
王翔,郭兴华 

运城市中心医院 044000 

 

目的：卵巢甲状腺肿（struma ovarii，SO）是一种少见的高度特异性的单胚层（中胚层）畸

胎瘤，通常无特异性临床症状，术前诊断较为困难，且容易引起误诊，本文旨在探讨卵巢甲状

腺肿的 MRI影像表现及临床病理特征，以期提高对本疾病的认识。 

方法：回顾性分析 2015年 1月至 2017年 7月间 8例经手术病理证实的卵巢甲状腺肿患者的

MRI检查资料与临床组织病理学资料。入选病例年龄 22-46岁，中位年龄为 36.5岁。所有患

者术前接受多参数 MRI检查，1例为 MRI平扫，7例为 MRI平扫及增强扫描。由 2名经验丰富

的影像科医师对所有多参数 MRI检查资料进行特征性分析，并通过讨论达成一致结论。所有病

例均手术切除，瘤体标本行 HE染色，4例为确定组织来源进行相关免疫组化染色。 

结果：8例患者均为单侧发病，左、右侧附件发生率为 3:1，病灶为境界清楚的圆形/分叶状囊

性或以囊性成分为主的囊实性肿块。病灶大小约 5.6-12.1cm，平均（6.2±2.4）cm。MRI 平扫

囊性部分为不均匀混杂信号，6例可见 T1WI高信号，考虑为病灶内出血或甲状滤泡内高蛋白

成分，7例可见特征性 T2WI 低信号影，考虑为甲状腺滤泡内胶冻样物质，DWI扫描呈异常高信

号；实性部分为 T1WI等信号、T2WI等高信号，增强扫描囊壁与实性部分明显强化，囊性部分

未见强化。病理示肿瘤大体标本所见瘤体包膜完整，切面呈囊实性或多房囊性，实质部分呈灰

黄色，囊性部分含有淡黄色液体以及胶冻样物质。镜下所见为正常或增生的甲状腺滤泡样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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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大多滤泡腔内可见嗜伊红的胶冻样物，滤泡壁被覆单层柱状或扁平上皮细胞。免疫组化染

色结果：4例甲状腺球蛋白：TG（+），1例嗜铬蛋白 A： CgA（+）和突触素：Syn（+）。  

结论：卵巢甲状腺肿具有一定的 MRI影像学特征，尤其病灶内 T2WI低信号改变，反映了相应

的特异性病理改变，而最终的病理形态学及免疫组化检查可以帮助明确诊断。 

   

 

 
PU-2355 

联合 CE-MRA 及 SWI 在女性盆腔肿瘤中鉴别诊断的价值 

 
刘海平 

南海区人民医院 528200 

 

摘要:目的 探讨联合应用 CE-MRA及 SWI在女性盆腔肿瘤中鉴别价值研究。资料与方法 对 78

例经手术病理证实的女性盆腔肿瘤的 MRI资料，所有患者术前均应用常规 MRI平扫+增强、CE-

MRA和 SWI，并将各自结果同病理结果比较并统计分析，得出敏感度、特异度、准确度并同常

规 MRI比较。 结果 ⑴CE-MRA分析肿瘤实质内的血管及紧贴病灶周缘血管的来源、数量、形

态、起始、走行及分布，定位诊断准确率为 93.6%，术前 CE-MRA诊断盆腔良、恶性肿瘤与手

术结果符合率为 89.7%。⑵SWI 示女性盆腔良恶性肿瘤的 ITSS分级有统计学差异 (Z=4.986，

P<0.01)，ITSS级别与盆腔肿瘤的病理级别呈正相关（r=0. 958，P<0.01）。⑶盆腔肿瘤供血

2支或以上、ITSS 评分≥2 级联合筛检敏感度为 97.3%，特异度为 85.2%，诊断率为 96.2%。 

结论 联合应用 CE-MRA及增强 SWI能提高女性盆腔肿瘤诊断准确度、敏感度。 

   

 

 
PU-2356 

椎管硬膜外海绵状血管瘤的 MR 影像学特征 

 
康雅清,郭伟,邢振,曹代荣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5 

 

目的：探讨椎管硬膜外海绵状血管瘤的 MR影像学特征。 

方法：回顾性分析 2006年 1月 1日至 2017年 7月 25日我院 9例椎管硬膜外海绵状血管瘤，

所有病例均经组织病理学证实，且均在术前行 MRI平扫+增强检查。 

结果：9例肿瘤中，男性 4 例，女性 5例；位于胸段椎管 7例，颈段及腰骶段各 1例。肿瘤均

位于椎管硬膜外间隙，其中累及两个椎体节段 6例，累及 1个椎体节段 3例。MRI横轴位图像

上，脊髓均呈受压改变，4 例位于脊髓左侧，3例位于脊髓右侧，肿瘤沿相应椎间孔向椎管外

生长，2例位于脊髓后方，肿瘤向两侧椎间孔向椎管外生长，相应椎间孔均扩大。其中 3例呈

“钳状”包绕脊髓，2例环绕脊髓生长。9例肿瘤中，信号均匀 7例，其中 T2WI高信号 5例，

稍高信号 2例，T1WI均为等、稍低信号，增强均呈明显均一强化；T1WI、T2WI均呈不均匀混

杂信号 2例，组织病理证实信号不均匀是由于 1例肿瘤合并血栓形成、机化，1例肿瘤合并钙

化。矢状位示有 5例病灶上下两端见 T1WI、T2WI均呈高信号的脂肪帽，呈“笔套样”改变，

增强后高信号脂肪帽与病灶分界不清，共同形成“双尾样”改变。9例肿瘤中，3例合并椎体

及附件血管瘤。 

结论：椎管硬膜外海绵状血管瘤的 MRI表现具有一定的特征性，MRI检查有助于术前精确定位

及初步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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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357 

贝尔麻痹患者大脑皮层厚度及结构网络拓扑属性变化研究 

 
唐瑞,宋雯雯,渠静静,潘智勇,许茂盛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10053 

 

目的 

基于磁共振高分辨率结构成像的结构分析方法，探讨贝尔麻痹 (Bell’s palsy, BP) 患者大

脑皮层厚度及结构网络的拓扑学属性改变，从而分析 BP后运动功能异常的的中枢代偿机

制。  

方法 

按照《内科疾病诊断标准》中相关标准，分别招募 25例急性期 BP患者（15男/10女，年龄

36±7岁）及 25例年龄性别匹配的健康志愿者（HC），对所有受试者进行高分辨率结构成像

（3D MPRAGE序列）扫描，利用 Freesurfer软件经图像配准后进行大脑皮层表面的分割重

建、校正、统计分析分割，得到两组受试者的皮层厚度数据。同时使用基于 Matlab的 GRETNA

工具包，构建基于 AAL模板的大脑结构网络，在阈值为 0.05≤sparsity≤0.40 范围内得到各

个阈值下两组全局属性（聚散系数 Cp，最短路径长度 Lp，全局效率 Eglob，局部效率 Eloc）及节

点属性（介数中心度 bw）
[1]
。对两组数据结果进行统计对比。  

结果 

(1) 与 HC 组相比，BP 组双侧的皮层厚度发生改变：同侧躯体感觉运动区(S1/M1)增厚(p<0.05; 

FWE<0.05)，对侧躯体感觉运动区增厚 (p<0.05; uncorrected for FWE)。 

(2) 在较小的阈值范围内，BP组具有较小的 Cp(sparsity= 0.19)，Eglob (sparsity= 0.11, 

0.17, 0.19)和 Eloc (sparsity= 0.19)，较大的 Lp (sparsity= 0.11, 0.17, 0.19)。 

(3) BP组 bw升高的脑区有对侧中央前回，对侧壳核，bw 降低的脑区有对侧内侧眶部额上回，

节点水平结果未通过多重检验。 

结论 

     BP患者发生炎性改变后，大脑在结构上发生皮层厚度改变，且这种改变引起了大脑结构

网络在全局与局部节点属性的异常，这种改变可能与外周神经病变后引起的中枢代偿机制相关
[2-3]

，图论的方法有助于对这种代偿机制的认识。 

   

 

 
PU-2358 

扩散加权成像评估双胎妊娠一胎宫内死存活胎儿脑部改变 

 
刘颖,王筝,徐慧敏,袁慧书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00191 

 

目的：通过扩散加权成像（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 DWI）对双胎妊娠一胎宫内死亡存

活胎儿脑部进行表观扩散系数（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ADC）测量，探讨 DWI及

ADC值在检测双胎妊娠一胎宫内死亡存活胎儿脑部潜在微观结构改变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20例双胎妊娠一胎宫内死亡存活胎儿作为存活胎儿组，15例脑部正常的双胎妊娠胎儿

作为双胎对照组，15例单胎胎儿作为单胎对照组，进行 DWI扫描及 ADC值测量，选择双侧额

叶、顶叶、颞叶及枕叶白质、基底节区、丘脑和小脑作为感兴趣区，使用方差分析比较三组之

间各脑区 ADC值差异，使用配对样本 t检验比较存活胎儿组左右脑区 ADC值差异。将各脑区

ADC值与孕周、母体孕龄进行相关分析；将一胎儿死亡时间与存活胎儿组各脑区 ADC值进行相

关分析。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3856 

 

结果：1. 三组间的孕周和母体孕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2. 三组间双侧额叶、顶

叶、颞叶与枕叶 ADC值存在差异，存活胎儿组 ADC值下降。3. 存活胎儿组左右两侧各脑区

ADC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4. 相关分析显示一胎宫内死亡时间与各脑区 ADC值无明显相关。

母体孕龄与各脑区 ADC值无明显相关。存活胎儿组双侧枕叶 ADC值与孕周呈负相关；双胎组左

侧枕叶、左侧基底节区和右侧小脑与孕周呈负相关；单胎组双侧丘脑、右侧小脑与孕周呈负相

关。 

结论：在其他序列未见明显异常的情况下，双胎妊娠一胎宫内死亡存活胎儿脑部 ADC值下降可

能提示 ADC值对于检测潜在脑部损伤更为敏感。DWI序列，特别是 ADC值对于检测潜在脑部改

变非常重要。  

 

 
PU-2359 

腮腺腺淋巴瘤的 MRI 诊断及鉴别诊断 

 
姜倩男,张铎,孟姮 

北华大学附属医院 132000 

 

目的 探讨腮腺腺淋巴瘤的 MRI特点，提高对本病的诊断及鉴别诊断水平。方法 收集 2010年

1月至 2013年 3月间经手术与病理证实的腮腺腺淋巴瘤患者 45例。其中男 40例，女 5例，

年龄 35~71岁，平均年龄 54.5岁，其中 50岁以上 32例，40例男性患者有长期吸烟史 37

例，占 92.5%。临床表现:耳前下方逐渐增大无痛性肿块 36例( 80%) , 肿块有消长史伴疼痛 9

例( 20%) 。病史最短 3 周，最长 11 年。采用 Siemens Novus 1.5T 磁共振机，头线圈，扫

描听眦线至下颌骨颏部,层厚为 5 ~6mm,层间距 0.5-0.6mm，视野 280-300mm，矩阵

256×256。扫描序列:轴位自旋回波(SE)T1Wl 及快速自旋回波(TSE)T2WI，冠状位及矢状位脂

肪抑制 T2WI。图像由有经验的放射科医师 3人阅片评价，记录肿瘤的数目、部位，肿瘤的大

小、形态及边缘、包膜及信号特点。结果 1. 肿瘤数目及部位 45例患者共 56个病灶。单侧

39例共 45个病灶, 其中单侧单发 34例 ,单侧多发 5例;双侧多发 6例。2. 病灶大小、形态

及边缘 56个病灶中, 肿瘤多位于浅叶后下方 48个 ( 85.7%) , 深叶和跨叶 8个( 14.3%) 。

病灶大小为 5~50 mm ,类圆形及椭圆形共 49个 , 形态不规则 7个。48个病灶边缘清晰光整, 

8个边缘模糊。病灶一般呈圆形或椭圆形，边界清楚、光滑。3. MR信号表现在 T1WI上 49个

病灶为稍低信号，7个病灶为低信号;在 T2WI上均表现稍高混杂信号。信号均匀 40个， 均匀

16 个，病灶内见 T1WI更低信号、T2WI 更高信号的液化囊变区。增强后轻-中度强化 50 个，

明显强化 6个。 

结论 腮腺腺淋巴瘤有一定的临床和影像特点，50岁以上的男性患者，有吸烟史，发现腮腺浅

叶的后下方无痛性肿块，MRI 信号均匀或不均匀，增强轻中度强化,边界清楚，光整，尤其多

发或双侧者，应首先考虑腮腺腺淋巴瘤。 

 

 

 

PU-2360 

外周型原始神经外胚层肿瘤术后复发 1 例 

 
杨静,吴昆华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 磁共振科 650032 

 

原始神经外胚层肿瘤（primitive neuroectodermal tumors,PNET）是一类高度恶性未分化肿

瘤，呈浸润性生长，侵袭力强，预后差。好发于儿童和青少年。依生长部位可分为中枢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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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ral PNET,cPNET）和外周型（peripheral PNET,pPNET）。PNET临床极少见，椎管内

pPNET更是罕见。椎管内 pPNET可发生于椎管各个节段，以胸、腰及骶部多见，有学者认为颈

椎 PNET更为罕见，其临床症状及影像学表现缺乏特异性，术前误诊率高，为提高对本病认

识，笔者结合相关文献及经病理证实的一例颈椎 pPNET报告如下。 

   

 

 
PU-2361 

1.5T MR SS-EPIDKI 与 RESOLVE DKI 对前列腺病变应用评价 

 
高韻

1,2
,沈钧康

2
 

1.无锡市人民医院 

2.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目的 通过对前列腺 SS-EPI-DKI与 RESOLVE-DKI图像质量、定量参数及其诊断效能的比较分

析，评价 RESOLVE DKI在前列腺疾病诊断中的临床应用适用性。方法 收集本院穿刺活检病理

证实的 71例前列腺病例资料，其中前列腺癌 29例（39个癌灶）,良性前列腺增生 42例。术

前均行前列腺 1.5T MRI检查。设置 4组 DKI序列，在未提供临床、病理和 MRI DKI扫描参数

信息的条件下，由两位影像诊断医生对上述 4组 DKI的图像质量，按 Likert量表进行主观评

分。采用 Kappa检验评价两位医师对 4组 DKI的图像质量评分的一致性。采用秩和检验

Kruskal-Wallis分析 4组 DKI前列腺癌区、移行带非癌区和外周带非癌区定量参数间的差

异。应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比较 4组 DKI的定量参数对前列腺癌与非癌的诊断效

能。结果 两名医师对 4组 DKI图像质量的主观评分一致性均较高，Kappa 值为 0.69～0.80。

4组 DKI图像质量（评价指标为前列腺解剖结构辨识能力和几何变形程度）评分结果显示，第

④组评分≥4分占 83.09％，而第①②③组评分均≤4分。4组 DKI图像质量（评价指标为前列

腺癌灶清晰程度和诊断信心）评分≥4分者，第④组占 92.31％，而第①②③组分别占

28.21%、35.89%、43.59%。而评分=1分者（前列腺癌灶不可见；病变不能诊断），第④组为

0，而第①②③组分别占 7.6%、7.6%、5.1%。4组前列腺 DKI的定量参数测量 K值及 D 值均高

于非癌区。移行带非癌区的 K值和 D值均高于外周带非癌区，差异均有显著统计学意义。在 4

组 DKI参数中,K值和 D值区分癌与非癌的 ROC曲线下面积均大于 0.9。结论 虽然四组 DKI定

量参数在鉴别前列腺癌与非癌的诊断效能均很高，但是 RESOLVE DKI较 SS-EPI DKI改善了图

像质量，更有助于前列腺病灶的检出,故推荐使用。 

   

 

 

PU-2362 

功能磁共振成像在婴幼儿发育迟缓的初步研究 

 
马玲

1
,邹天宇

2
,于昊

2
,梁俊生

1
,温志波

2
 

1.东莞东华医院 

2.广东省广州市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目的 通过静息态血氧水平依赖脑功能成像（BOLD-fMRI）和磁共振扩散张量成像（DTI）技术

观察无明确病因的发育迟缓（GDD）婴幼儿静息状态下大脑神经活动改变和脑白质微细结构改

变，探讨婴幼儿发育迟缓的脑损伤模式，为早期诊断婴幼儿发育迟缓提供影像学指标。方法 

选择 22例发育迟缓婴幼儿和 14例发育正常婴幼儿作为研究对象。所有研究对象均接受常规磁

共振扫描(T1WI、T2WI、FLAIR)、静息态 BOLD-fMRI扫描及 DTI扫描，扫描范围包括全脑。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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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一致性（ReHo）和低频振幅（ALFF）分析 GDD婴幼儿组和发育正常婴幼儿组的 RS-fMRI数

据，评估 GDD婴幼儿静息状态下大脑神经活动改变情况。采用基于纤维束示踪的空间统计分析

（TBSS）方法分析 GDD婴幼儿组和发育正常婴幼儿组的 DTI数据，比较分析 GDD婴幼儿与发育

正常婴幼儿全脑白质的各向异性分数（FA）和平均扩散率（MD），寻找有显著性差异的脑白质

纤维。结果 相对于发育正常婴幼儿组，GDD婴幼儿组 ALFF 值减小脑区包括左侧颞中回和右侧

扣带回； ALFF值增加脑区为楔前叶。与发育正常婴幼儿组相比，GDD婴幼儿组脑前额叶 ReHo

值减低；ReHo值增加的脑区为右侧大脑半球额上回。与发育正常婴幼儿组相比，GDD婴幼儿组

多个脑区纤维束 FA值显著减小，主要包括双侧放射冠区，右侧内囊前肢，右侧矢状层、背外

侧额上回及梭状回附近，左侧穹窿等部位的纤维束；右侧上纵束 FA值增加。对比发育正常婴

幼儿组，GDD婴幼儿白质纤维束 MD值增高的脑区包括：左侧小脑、右侧梭状回、左小脑中脚

等；左侧楔叶部位的白质纤维束 MD值减小。结论 与发育正常婴幼儿相比，发育迟缓婴幼儿的

局部大脑皮层功能和脑白质纤维束微结构有其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可能与该病的病理基础有

关。研究婴幼儿发育迟缓的功能神经影像学改变，有助于了解其发病机制，从而为其提供早期

诊断的影像学指标。  

 

 
PU-2363 

基于前列腺 MRI 灌注利用聚类分析方法自动识别与提取前列

腺灌注特征的可行性研究 

 
黄凯,邓明,徐海波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430071 

 

目的：基于灌注图像，探究聚类分析方法自动识别与提取前列腺灌注特征，并探究其临床应用

的可行性； 

材料与方法：回顾性纳入 30 例住院患者前列腺 MRI资料，具备较高时间和空间分辨率，无运

动伪影及金属伪影灌注资料作为分析目标；利用 Matlab软件包自编程，采用聚类分析方法分

别提取基于体素的前列腺灌注曲线，根据前列腺灌注信号强度，分别提取每一个扫描时期的强

化信息，用聚类分析对曲线进行聚类，并对曲线上升、下降幅度、峰度及自动分割前列腺组织

区域；分割完成后提取相应结果，最后与一名高年资医师共同阅读图像信息；对提取信息与原

始 T2WI、PWI曲线、PI-RADS 评分、Gleason对比，最后根据出院病历结果确认其准确性，采

用 ROC分析其效能。 

结果：入组病例年龄范围为 50-78岁，平均 67.4±9.2 岁；30例 PCa患者资料共计 1200 幅有

效图像被完整提取前列腺组织，其中涉及责任病灶共计 431幅；PI-RADS评分由 1-5分构成，

PI-RADS评分双盲“依从性”较好；自动提取结果与 T2WI 对应准确率为 92%，与 PWI曲线类型

匹配准确率 100%； PI-RADS 评 1-5分曲线流出信号降低分别约 0、9%、10%、16%、22%；曲线

提取信号改变与病理一致较高（K = 0.807）；曲线评分无明显差异（H =2.643，P 

=0.027）；不同病理类型组织的曲线下面积（AUC）随着 Gleason评分增高逐渐降低，

Gleason=5+5分的 AUC最低，达峰时间较早和峰值斜率最高，组织提取诊断效能最高。 

结论：基于体素的前列腺 MRI灌注曲线聚类分析方法，能够自动识别与准确提取前列腺灌注特

征的信息，在研究前列腺癌异质性特征方面优势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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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364 

GD-EOB-DTPA 评价肝癌热消融术后的应用价值 

 
王昌新,刘影 

安徽省立医院 230001 

 

目的：探讨肝脏特异性对比剂钆赛酸二钠（GD-EOB-DTPA）在肝癌热消融术后评价的临床价

值。方法：回顾性分析 23例原发性肝癌热消融术后患者，均行 GD-EOB-DTPA磁共振增强及 CT

增强检查，两种检查时间差均在 2周内。对比分析 GD-EOB-DTPA磁共振增强、CT增强评价肝

癌热消融术后复发病灶敏感性、特异性、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及诊断准确性参数；将复发

病灶按直径>2cm、直径≤2cm 分成两组，对两种检查方法检出直径>2cm、直径≤2cm 病灶结果

进行 Wilcoxon秩和检验。结果：23例患者中有 14例出现肿瘤复发，共 28个病灶，CT增强检

出复发病灶 22个，GD-EOB-DTPA增强 MRI共检出复发病灶 29个，GD-EOB-DTPA增强 MRI与 CT

增强对病灶诊断敏感性、特异性、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及诊断准确性分别为 97%、90%、

97%、97%、97%；71%、82%、91%、53%、74%；28个复发病灶中 17个病灶直径>2cm，11个病灶

直径≤2cm，直径>2cm病灶，两种检查方法无明显差异，直径≤2cm 的病灶两种检查方法有显

著性差异。结论：GD-EOB-DTPA评价肝癌热消融术后复发较 CT增强具有明显优势；对显示小

病灶,特别是直径小于 1cm的病灶、多发病灶具有显著优势。 

   

 

 
PU-2365 

前循环血管狭窄与老年性脑白质疏松的相关性研究 

 
郎慧雯 

北华大学附属医院 132013 

 

目的：探讨前循环血管狭窄部位与老年性脑白质疏松类型及严重程度的相关性。方法：选取

2015年 6月至 2017年 4月于北华大学附属医院 MRI科同日行 MRI平扫及 MRA检查的患者 403

例，根据白质区是否发生脑白质疏松，分为无脑白质疏松组（169例）和脑白质疏松组（234

例），比较两组性别、年龄的差异以及脑白质疏松与颈内动脉、大脑前动脉、大脑中动脉狭窄

的相关性。进一步将脑白质疏松组（234例）依照脑白质疏松发生部位及严重程度，分为侧脑

室旁脑白质疏松 0级（0例）、1级（138例）、2级（66 例）、3级（30例）和半卵圆中心

脑白质疏松 0级（121例）、1级（57例）、2级（28例）、3级（28例），分别探讨侧脑室

旁脑白质疏松和半卵圆中心脑白质疏松严重程度与性别、年龄的相关性，以及与颈内动脉、大

脑前动脉、大脑中动脉是否狭窄以及狭窄程度的相关性。结果：脑白质疏松组的年龄明显高于

无脑白质疏松组（P<0.05）；两组与大脑前动脉、大脑中动脉、颈内动脉狭窄的发生及狭窄程

度差异明显（P<0.05）；Kendall 相关系数分析表明侧脑室旁脑白质疏松和半卵圆中心脑白质

疏松与年龄、大脑中动脉的狭窄程度均呈正相关。结论：前循环血管狭窄与老年性脑白质疏松

相关，脑白质疏松的严重程度与大脑中动脉的狭窄关系密切，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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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366 

磁共振成像在胃癌术前分期中的应用进展 

 
胡友强

1,2
,张小明

2
 

1.自贡市第四人民医院 

2.四川省影像重点实验室 

 

胃癌是一种常见的恶性肿瘤，严重影响人类健康。早期诊断及准确的肿瘤分期对决定是否进行

手术及手术方式选择均有重要指导意义。近年来，多层螺旋 CT(MSCT)、PET-CT、磁共振成像

(MRI)及超声内镜(EUS)等多种影像学检查方法已广泛运用于临床，胃癌术前分期的准确性有了

极大提高。特别是 MRI在胃肠道应用的快速发展，对胃癌影像学诊断有了新的进展。本文就

MRI在胃癌术前分期方面的应用进展及发展趋势进行综述。  

 

 

PU-2367 

体素内不相干运动弥散加权成像在胃腺癌 TNM 分期和病理分

级诊断中的应用 

 
胡友强

1,3
,张小明

2,3
,刘文军

1
,罗敏

1
,汤梦月

2,3
,冀一帆

2,3
,李勇

2,3
,陈天武

2,3
 

1.自贡市第四人民医院 

2.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3.四川省影像重点实验室 

 

目的：研究体素内不相干运动弥散加权成像(IVIM-DWI)在胃腺癌诊断中的临床意义，探讨

IVIM各参数值与胃腺癌 TNM 分期和病理分级的相关性。 

 方法：搜集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2014年 9月到 2017年 1月经手术、病理证实的胃腺癌患者

73例术前行磁共振检查。IVIM-DWI序列的 b值分别取 0、30、50、80、100、300、500、

800、1000、1500 s/mm
2
。通过 IVIM双指数模型，获得参数值 D值、D*值及 f值。比较不同

TNM分期和病理分级的胃腺癌的 IVIM参数值的差异并分析其与各病理学因素间的相关性。 

 结果：随着胃癌 TNM分期的增加，分化程度的减低，肿瘤的 D值呈递减趋势，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随着 TNM 分期增加，肿瘤的 f值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低分化

组胃癌的 f值显著高于中、高分化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中分化组与高分化组间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D*值在不同 TNM分期和分化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胃癌的 D值与 TNM分期和病理分级均呈负相关（r=-0.774,r=-0.781），胃癌的 f值与 TNM分

期和病理分级均呈正相关（r=0.615，r=0.522），但相关性不强。 

 结论：D值和 f值在胃癌的 TNM分期和病理分级诊断中有一定的应用价值，IVIM模型将有望

从弥散和灌注方面对胃癌的恶性程度和预后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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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368 

三维时间飞跃法磁共振血分析管成像在缺血性脑血管疾病的

临床应用 

 
张玉东,谢明国,廖华强,曾利川,彭波,梁英 

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610072 

 

目的：分析颅内血管狭窄程度与缺血性脑血管疾病的相关性，探讨三维时间飞跃法磁共振血管

成像对缺血性脑病的诊断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 2013年 2月至 2017年 1月拟诊为缺血性脑

血管疾病患者的常规 MRI、DWI及 3D-TOF-MRA相关影像学资料。采用 GE DISCOVERY MR 750 

3.0 T超导成像仪，所有患者均行常规 MRI、DWI及 3D-TOF MRA成像，血管成像使用 3D-TOF 

MRA软件及 MIP重建技术。血管狭窄测量标准：病变血管直径较对侧狭窄或者病变段血管直径

较远端血管狭窄约 0~30%，30~49%，50~79%，80~99%为正常、轻度、中度、重度狭窄，加上闭

塞共 5级。结果： 280例缺血性脑血管疾病中，包括 190例小缺血灶，90例急性或亚急性梗

塞。90例急性或亚急性梗塞病例中，小面积梗塞病例 56例，中等面积梗塞 21例，大面积梗

塞 23例。280例缺血性脑血管疾病中， 61例颅内血管轻度狭窄，15例颅内血管中度狭窄，

49例颅内血管重度狭窄。121例颅内血管闭塞。90例急性或亚急性梗塞患者中，21例出现为

动脉硬化。190例小缺血灶病例，38例颅内血管轻度狭窄，15例颅内血管中度狭窄，24 例颅

内血管重度狭窄，19例颅内血管闭塞。90例急性或亚急性小面积梗塞病例，其中 21例颅内血

管轻度狭窄，8例颅内血管中度狭窄，38例颅内血管重度狭窄，7例颅内血管闭塞。44 例急性

或亚急性中等面积梗塞病例，其中 3例颅内血管轻度狭窄，4例颅内血管中度狭窄，11 例颅内

血管重度狭窄，17例颅内血管闭塞；11例急性或亚急性大面积梗塞病例，其中 1例颅内血管

轻度狭窄，1例颅内血管中度狭窄，8例颅内血管重度狭窄，9例颅内血管闭塞。结论：颅内

小缺血灶及小面积梗塞多无血管的狭窄或轻度狭窄，中等面积梗塞多伴有血管重度狭窄，大面

积梗塞多伴有相应血管闭塞。MRA 显示动脉硬化程度一般与颅内梗塞灶大小、数目成正比。 

   

 

 

PU-2369 

多参数磁共振成像对外周带前列腺癌的诊断价值 

 
吕晓艳 

中国人民解放军 302 医院 100039 

 

目的：探讨多参数磁共振成像对外周带前列腺癌的诊断价值。 方法：回顾性分析经穿刺活检

或手术病理证实的 38例外周带前列腺癌（PCa）患者的 T2WI、动态增强(DCE)及弥散加权成像

(DWI)资料，由两位放射科医师对入组病例使用前列腺影像报告和数据系统第二版(PI-RADS V2)

进行独立阅片分析，对结果进行诊断一致性检验，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 PI-

RADS V2对外周带 PCa的诊断效能。结果：PI-RADS V2诊断外周带前列腺癌的敏感性、特异

性、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分别为 88.5%、85.3%、82.1%、90.6%。两位观察者 PI-RADS V2

评分的 Kappa系数为 0.81。结论：PI-RADS V2对外周带前列腺癌具有良好的诊断效能。PI-

RADS V2观察者间有较高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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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370 

核磁共振成像在跟腱外伤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申国强 

吉林市人民医院 132001 

 

摘要：目的 探究跟腱外伤采用核磁共振成像技术的诊断价值。方法 选取本院 2015年 2月

~2016年 5月收治的 23例跟腱外伤患者，全部患者都接受核磁共振成像技术检查，并对其特

征性表现予以分析。结果 跟腱出现彻底性损伤 10例，部分性损伤 13例。手术病检结果：10

例彻底性损伤，部分性损伤 13例，核磁共振敏感度 100%。结论 核磁共振成像能够清晰显示

跟腱图像，能够对跟腱肌腱内的形态与病变情况予以观察，准确评估跟腱损伤程度、位置与范

围，判断跟腱的损伤性质，为临床治疗提供有利参考。 

   

 

 
PU-2371 

T2mapping 序列在骶髂关节炎分期中的应用价值 

 
殷慧佳,韩东明,闫瑞芳,岳巍,刘文玲,孟楠 

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453100 

 

目的：探讨 T2mpping序列在各期骶髂关节炎中的诊断价值。方法：分别收集我院初步诊断为

活动期及静止期骶髂关节炎的患者各 30例，健康志愿者 30例，分别测量各组骶髂关节面下骨

髓的 T2值，采用方差分析对正常组、活动性骶髂关节炎组、静止期骶髂关节炎组关节面下骨

髓 T2值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与正常组相比，活动性及静止期骶髂关节炎组关节面下骨髓

T2值均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活动性骶髂关节炎组关节面下骨髓 T2值

比静止期骶髂关节炎组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结论：通过 T2mapping 序列测

量关节面下骨髓 T2值，可以更早的发现活动性骶髂关节炎，并且可以对活动期及静止期骶髂

关节炎进行准确分期，为临床早期诊断及治疗提供了可靠的参考价值。 

   

 

 

PU-2372 

下肢动脉狭窄性病变 3.0T TRANCE 非对比 

增强 MRA 与 DSA 的对比研究 

 
张岚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探讨 3.0T TRANCE技术的非对比增强磁共振血管成像（NCE-MRA）诊断下肢动脉狭窄性病变的

可行性及临床应用价值。方法 38例下肢动脉狭窄性病变的患者行 DSA检查前接受 NCE-MRA检

查，并对检查结果行对照性研究。对 NCE-MRA图像进行评分，并以 DSA为标准，分析 NCE-MRA 

诊断下肢动脉显著性狭窄（2级和 3级狭窄）的敏感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

准确度，采用 Kappa检验评价 NCE-MRA与 DSA诊断下肢动脉显著性狭窄的一致性。结果 NCE-

MRA对下肢动脉狭窄病变诊断符合率为 95.15%，总的高估率为 3.73%，低估率为 1.12%。NCE-

MRA对下肢动脉中重度狭窄的敏感度、特异度、准确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和 Kappa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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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主髂动脉 95.8 %、94.2%、96.8%、93.2%、98.4%、0.90；股腘动脉 93.2%、93.7%、

94.7%、91.8%、96.3%、0.87；膝下动脉 92.4%、85.6%、88.3%、78.6%、86.6%、0.73，总的

特异度、准确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和 Kappa值分别为 91.7%、90.3%、91.6%、

85.5%、93.7%、0.85. 结论 NCE-MRA能清晰地显示下肢动脉狭窄性病变，具有较高的图像质

量和诊断准确度，其诊断价值与 DSA有良好的一致性，可作为一种可靠的替代检查方法。 

   

 

 

PU-2373 

剖宫产术后子宫切口的 MRI 动态检查技术 

 
王怀武 

重庆三峡中心医院 404000 

 

   随着我国剖宫产率的居高不下、近几年二胎生育政策的放开，剖宫产术后拟再次妊娠比例

越来越大。由于部分产妇术后切口愈合不良，形成瘢痕子宫，再次妊娠,发生切口瘢痕妊娠的

风险显著增加，目前,临床对于剖宫产后，再次妊娠前缺乏客观的指标来评价子宫切口的愈合

情况。因此，妇产科医生亟需一种有效的、无创的、客观的检查手段来评价子宫切口的愈合情

况，指导二次妊娠时机的选择，减少发生子宫切口瘢痕妊娠的风险。 

    磁共振（MRI）技术对软组织分辨高，具有无侵入性、无辐射测量病灶体积等优点。项目

选择首次剖宫产术后拟二次妊娠产妇 200例，排除其他宫腔疾病，年龄（20—30岁），分为

a、b两组, a组 100例（20—25岁）、b 组 100例（26—30岁）使用飞利浦 Achieva1.5T 核

磁共振仪，在术后 6个月、12个月、24个月进行检查，使用矢状位（T1，T2，PD）+轴位

（T1，T2）+冠状位 T2序列扫描，T2，PD使用 STIR压脂，以子宫体的矢状位、轴位、冠状位

为定位标准，定位方式前后一致。长期随访并动态观察：测量临近内膜和肌层的厚度，分析切

口的位置、大小、深度，探讨术后切口 MRI特征性表现，动态分析切口术后愈合情况，通过孕

前子宫切口愈合状态的评估，合理安排待孕妇女选择再次受孕时机，避免在切口愈合不良的情

况下怀孕，可有效降低切口妊娠的发生，有望为该领域提供一种新颖的诊疗技术和辅助方案。 

   MRI是一种无创检查方法，其具有多方位成像的优势，图像分辨率明显高于超声，能显示

组织各个层次的解剖结构，利用三维重建模式从各个角度对病变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其不仅

可判断术后切口的形态、长度、 宽度以及深度，还能很好的分清子宫组织及结构。 

   综上所述，MRI对剖宫产后切口愈合情况动态评估的诊断较为准确，图像清晰，为临床早

期诊断及治疗提供较大价值。 

   

 

 
PU-2374 

不同部位血管肉瘤的影像学表现 

 
哈伟 

甘肃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730000 

 

血管肉瘤又称为恶性血管内皮细胞瘤，是一类由血管内皮细胞或向血管内皮细胞方向分化的间

叶细胞发生的恶性肿瘤。本文针对血管肉瘤好发的不同部位的影像学特征予以综述。乳腺：周

卫平
[1]
等通过 X线及 MR检查，对 5例原发性乳腺血管瘤进行分析。MR多表现为卵圆形、分叶

状、不均质大肿块，同时可伴有出血，T2WI信号呈明显高信号，同时作者还发现在肿瘤内亦

可见斑片状、点线状短 T1短 T2信号。动态增强扫描早期大肿块呈现明显不均匀的强化，延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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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持续强化并呈向心性填充。肝脏：目前，肝血管肉瘤 CT表现常分为 4型
[2]
，国外报道以弥

漫多结节型多见
[3]
，国内则以巨块型居多

[4]
。在 CT平扫中，常为低密度病灶，可伴有钙化，合

并出血时急性期可见高密度区，亚急性或慢性期为低密度改变，整个肝脏可呈典型的网格状改

变
[5]
。李惠民等

[6]
发现在巨型肝血管肉瘤中 CT增强扫描具典型的渐进性强化特征，即扫描早期

病灶边缘呈壳状强化，延迟扫描造影剂由周边向病灶中心以片状及絮状充填。张伟等
[7]
认为 CT

增强扫描中，动脉期中心与周边部出现不规则强化，门静脉期呈现持续性填充式强化，可作为

原发性肝血管肉瘤的鉴别特征。在其报道中，2/3的病例均体现出动脉期周边部呈中度及以上

强化，且连续性较差，延迟期病灶多为分片的逐步扩展的强化与融合，这与杨伟聪等
[8]
的报道

相符。典型的原发性肝血管肉瘤 MR表现多为 T1WI低信号影，T2WI呈混杂高信号，液-液平面

提示肿瘤内出血，即短 T1长或短 T2特征性信号
[9]
。MRI 的增强表现与 CT相似。骨：骨血管肉

瘤是一类罕见的骨肿瘤，其发病率占骨恶性骨肿瘤的 0.43%
[10]

。朱佳等
[11]

报道骨血管肉瘤影像

学表现无特征性。骨血管肉瘤 MR表现形态多样，T1WI病灶多呈等/低信号，且信号均匀，

T2WI呈混杂高信号
[12]

。汪汉林认为骨血管肉瘤影像表现虽无特异性，但其在单一部位集聚多

灶性病变可提示脉管性肿瘤
[13]

。  

 

 
PU-2375 

糖尿病早期下肢 PAOD 的 IVIM 初步研究 

 
简练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410013 

 

目的：本研究拟用磁共振 IVIM技术定量评估糖尿病患者小腿肌肉血流灌注，由此探索该方法

诊断糖尿病合并早期周围血管闭塞病变的可行性，为糖尿病 PAOD患者早期治疗提供支持。 

方法：招募 2016年 6月-2017 年 3月期间在我院血管外科住院 6名（1男,5女）II型糖尿病

患者的早期下肢血管闭塞性疾病(FontaineI-II)，患肢 9条，及 10名年龄、BMI指数相匹配

的健康志愿者（5男，5女）的小腿 12条，均进行小腿常规 MRI、IVIM-MRI检查成像和临床相

关检查，对所有受试者的临床症状进行评估。运用 IVIM软件对病例组及正常对照组受试者小

腿 IVIM感兴趣区 ROI的 D、D*、F值进行统计计算，通采用配对 t检验、独立样本 t检验，比

较组内、组间 IVIM定量参数的差异。 

结果： ①正常组、T2DM合并轻症 PAOD组内足跖屈伸运动，胫骨前肌运动前、后 D、D*及 F值

均有显著性差异(P＜0.05)。 

②正常组、T2DM合并轻症 PAOD组间足跖屈伸运动前、后小腿肌肉局部 D、D*及 F值两组间有

不同程度差异（P<0.05），且运动后 T2DM轻症 PAOD组的 D、D*及 F值变化幅度不及正常组。 

结论： ①IVIM 量化参数可以反映 2型糖尿病早期外周血管闭塞性病变患者小腿骨骼肌灌注减

低，运动储备不足。②IVIM 可以便捷用来评估小腿骨骼肌微循环灌注情况。  

 

 
PU-2376 

急性期轻度脑外伤脑脑网络异常的功能磁共振图论研究 

 
李寒冬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410013 

 

 

目的：本研究拟运用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成像（rs-fMRI），结合图论方法来探究轻度脑外伤在

急性期对大脑网络功能的影响，并且探究图论参数与受试者执行功能的关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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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和方法：对 38名轻度脑外伤患者于 7天内进行 rs-fMRI 及神经心理学检查，招募 28名正

常健康对照组进行相同的检查，使用韦氏智力量表和 stroop色词试验比较脑外伤组和对照组

执行功能是否存在差异，使用图论方法比较整体和局部图论参数的组间差异，并对脑外伤组的

图论参数与心理学结果进行相关性分析。 

结果：急性期 mTBI组与健康对照组相比，其全脑的小世界特性、聚类系数及最短路径长度没

有明显变化（P＞0.05）。mTBI组一系列脑区的的图论参数包括：节点连接度、节点聚类系

数、节点最短路径长度、中介性、节点局部及全局效率有显著的改变（P＞0.05）。相关性分

析表明 mTBI组执行功能的表现与背外侧前额叶与前扣带回的全局效率显著相关。 

结论：（1）急性期 mTBI患者在运动速度、联想、信息处理速度、注意力和短期记忆功能方面

存在障碍。（2）使用 rs-MRI及图论方法是可用于对急性脑损伤进行评估的潜在技术。   

 

 
PU-2377 

3.0T 超导磁共振 3D-SPACE 序列在内听道成像的临床应用 

 
钟鸣 

贵州省人民医院 550002 

 

目前，先天性耳聋的患儿近年来总体来说具有较快上升的趋势，内耳解剖精细复杂，位置较

深，因此普通 X线及 CT扫描成像很难深入了解内听道内部的水环境和神经结构。MR水成像技

术的出现，大大弥补了这一检查上的缺陷。常规 MRI成像上，传统的快速自旋回波序列

（TSE），虽然数据采集速度极大提高，但是应用于三维成像时，扫描时间仍然长达数十分

钟，3D-SPACE序列的出现，对于显示内耳的内听道”内耳膜迷路及神经具有独特的优势，MR

水成像技术的开展，能更直观而立体地显示膜迷路的精细结构。近年来，随着核磁共振 3D扫

描技术的不断更新，内听道的 MR扫描技术日趋成熟。既往使用的快速自旋回波序列（3D-

TSE），虽然在一定基础上解决了普通 2D序列成像速度慢、分辨率较差的一系列问题，但是从

总体效果看，对于非常精细的膜迷路及各神经的细节显示及对比上还是存在明显不足和缺陷。

3D-SPACE序列的出现，在众多方面弥补了常规 TSE序列成像速度较慢、层厚较厚、分辨率不

足等问题，本文 

通过比较 3.0T超导磁共振检查中 3D-SPACE序列与 3D-TSE序列在内听道成像的图像质量，探

讨 3D-SPACE序列目前在内听道成像上的临床应用。 

   

 

 
PU-2378 

心肌 T1 mapping 在心肌炎中诊断中价值  

 
刘新峰,王荣品,曾宪春,赵细辉 

贵州省人民医院 550001 

 

摘要 目的 探讨心肌 T1 mapping 和细胞外容积在心肌炎中的诊断价值 .方法 采用西门子

1.5TAera磁共振扫描仪对临床确诊心肌炎患者行心肌 T1 mapping 序列和延迟灌注检查，所有

患者均行心肌酶谱检查，将扫描图像输入到 syng MR D13后处理工作站，选取病变区域在心中

部层面的患者 24例，在 T1 mapping图手动画取病变层面所有心肌计算强化前后 T1值及两者

差值△T、 血池增强前后 T1值，以 12例性别、年龄无统计学差异志愿者对照组，同样方法计

算相应区域强化前后 T1值、两者差值△T及血池 T1值，计算两组的细胞外分数，采用 t-检验

比较两组间的差异，采用 Pearson检验对△T与肌钙蛋白Ⅰ做相关性分析，（P<0.05，差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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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有意义）。 结果:病变组及对照组增强前、增强后 T1值及△T 值(1299.27±109.52)ms 

vs（1196.75±125.41）ms， (295.85±95.2)ms vs（382.85±78.2）ms，

(1003.98±151.76)ms vs（881.20±171.64）ms（P<0.05)，病变组△T值下降较正常组更明

显，病变组细胞外容积分别为(60.49 + 22.79)% 高于对照组(38.44±14.06)% （P<0.05)，

△T与肌钙蛋白Ⅰ无明显相关性(P=0.158)。结论 心肌 T1 mapping 技术在识别及定量心肌炎

中具有较高价值。 

 

 

 

PU-2379 

3D-ASL 在脑胶质瘤术前分级中的诊断价值 

 
王星宇,张体江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563003 

 

目的：探讨 3D-ASL(Arterial spin labeling，ASL)灌注成像对脑胶质瘤术前分级的价值。 

方法：收集 2015年 1月至 2016年 1月就诊于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脑胶质瘤共 37例（所有病

例均经手术病理证实），平均年龄 41岁，其中高级别胶质瘤（high-grade gliomas，HGG）23

例，低级别胶质瘤（low-grade gliomas，LGG）14例。所有患者均在术前行颅脑常规 MRI（平

扫+增强）和 ASL检查。ASL 原始数据后处理得到 CBF图像。分别设置 ROI测量肿瘤实质、瘤

周水肿区及同层面对侧大脑白质 CBF值，以 NAWM的相应参数为参照对肿瘤实质各参数进行标

准化，得到相对脑血流量（relative cerebral blood flow，rCBF）。采用 Mann-Whimey-

Wilcoxon检验比较高、低级别胶质瘤的 ASL参数及标准化参数有无统计学意义，绘制具有统

计学意义参数的 ROC曲线，并通过判断 AUC大小，分析对胶质瘤分级的诊断价值。所有统计分

析均采用 SPSS 17.0统计软件包进行，以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肿瘤实质的 ASL参数，LGG组的 TBF为 55.93±26.91，HGG组的 TBF为 79.74±36.08，

两组的 TBF不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2），经 NAWM标准化的 CBF进行比较，LGG组的 rCBF

为 1.16±0.15，HGG组的 rCBF为 1.60±0.42，两者存在统计学差异（P=0.000）。rCBF的

AUC为 0.860，当 rCBF取 1.27时，敏感性为 78.3%，特异性可达 92.9%。 肿瘤周围水肿区在

两组有统计学差异， 瘤周水肿区 CBF临界值为 0.52，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 75%和 83.3%。 

结论:3D-ASL可为胶质瘤进行术前分级提供重要信息。  

 

 

PU-2380 

支持向量机鉴别囊性垂体瘤及 Rathke 囊肿 

 
陈思璇,张志强,卢光明,马驰原,李建瑞,许强,刘宵雪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210002 

 

  

【摘要】 目的 探究囊性垂体腺瘤及 Rathke囊肿 MRI影像特征表现差异，筛选有诊断价值的

影像特征，利用支持向量机算法 SVM选出最佳影像指标组合。方法: 对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139

例鞍区囊性病变的 MRI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其中囊性垂体瘤 69例, ,Rathke囊肿 70 例。选

出 14 个常见 MRI征象及临床指标,应用卡方检验处理数据,筛选出有意义的影像指标，应用支

持向量机算法（SVM）筛选准确度最高的诊断指标组合。结果 垂体正常形态存在，位置居中，

病变对称，病变无壁或囊壁薄且光滑，囊内有无强化结节，存在上述影像征象，提示 Rath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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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肿；垂体正常形态消失，病变不对称，位置偏离中线，病变壁毛糙，存在上述影像征象，提

示囊性垂体瘤，而影像征象：液液平面征、分隔征、T2低信号环征（T2WI观察病变周围低于

脑白质的环状带）是囊性垂体瘤的特异性影像指标。利用支持向量机得出影像指标：垂体正常

形态存在、病变位置、囊壁厚薄、分隔、囊内结节、液平、增强边界组合，诊断率最高。结论 

上述影像学特征有助于提高囊性垂体腺瘤与 Rathke囊肿的诊断率。 

   

 

 

PU-2381 

任务态脑功能磁共振及 DTI 在儿童脑肿瘤中的研究 

 
钦斌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目的：研究任务态脑功能磁共振及 DTI联合扫描在儿童脑肿瘤中的作用。材料与方法：对 5例

儿童脑肿瘤中影像到脑功能区的患儿进行任务态功能磁共振扫描及 DTI 扫描，任务态包括运动

区（双手运动、左手运动、右手运动，双脚运动、左脚运动、右脚运动）、阅读、视觉，并与

其症状进行比较。结果：5 例儿童中，1 例右侧视觉皮层信号减弱，1 例视觉传导通路障碍，1

例左顶叶运动区信号减弱，1 例右顶叶运动区信号减弱，1 例右侧颞叶语言区信号减弱。结

论：任务态脑功能磁共振对儿童脑肿瘤患者的功能区定位与患儿症状相符，能进一步提高手术

术前定位。   

 

 
PU-2382 

椎间盘炎的 MRI 诊断 

 
史军丽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563003 

 

 

目的：总结分析椎间盘炎的影像表现，评价 CT及 MRI诊断价值。方法：搜集本院近年来经临

床及影像资料证实的椎间盘炎患者 16例，男 9例，女 7 例，年龄 36-62岁，平均 43.7岁。其

中腰椎间盘突出手术后 5例，其余均无明显诱因；临床上均表现为不同程度的腰痛，活动受

限，7例伴有发热等感染表现。MRI检查为平扫+增强。全部病例的影像资料由二名以上高级医

师共同复习，分析了病变的范围、密度及信号变化，强化特点。比较两种成像方法的敏感性与

特异性及其在鉴别诊断中的价值。结果：椎间隙狭窄，椎间盘信号异常，相邻椎体皮质终板模

糊或终板下骨破坏，椎旁软组织增厚，增强扫描明显强化。结论：椎间盘炎的临床诊断较难， 

MRI对该病具有极高的敏感性与特异性，是最佳诊断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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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383 

3.0TMR 对子宫下段与宫颈交界处腺癌 

原发部位的鉴别诊断价值 

 
张洁,陈雁 

医科院肿瘤医院 100021 

 

目的：评估 3.0TMR对子宫下段与宫颈交界处腺癌原发部位的鉴别诊断价值。材料方法：回顾

性收集 71例子宫颈体交界腺癌患者，术前 2周内行盆腔 MR检查，包括 DWI（b=0, 800 

sec/mm
2
）及 DCE序列。由两位医师分别对 MR图像进行分析及测量，包括以下方面：1.判断肿

瘤的中心位置：参照矢状 T2WI，取肿瘤上下径的中点，中点在宫体的为宫体为主型，中点在

宫颈的为宫颈为主型。2.评价肿瘤强化特点： I型，动脉早期肿瘤强化高于周围正常肌层；

II型，肿瘤各期强化程度均低于周围正常肌层。3.测量肿瘤的前后径、左右径及上下径：参

照 T2WI，测量肿瘤的前后径、左右径及上下径，并计算肿瘤上下径与左右径的比值、上下径

与前后径的比值。4.测量肿瘤的 ADC值。采用免疫组化方法作为区分宫颈腺癌及宫体腺癌的金

标准。数据采用 SPSS17.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 t检验，计数

资料比较采用四格表资料卡方检验，计算 MR序列判断子宫腺癌原发部位的敏感度及特异度， 
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结果：宫体腺癌肿瘤的上下径（5.80±2.31cm）要大于宫颈腺

癌的上下径（4.16±2.17cm）（p=0.009），以肿瘤上下径 4.5cm作为诊断分界点，敏感度、

特异度分别为 68.4%(95%CI 43.4-87.4%)、65.4%(95%CI 50.9-78.0%)；以肿瘤的中心位置为

判断标准，敏感度、特异度分别为 84.2%(95%CI 60.4-96.6%)、73.1%(95%CI 59.0-84.4%)；

以肿瘤的强化特点为判断标准，敏感度、特异度分别为 68.4%(95%CI 43.4-87.4%)、

80.8%(95%CI 67.5 - 90.4%)。结论：宫体来源腺癌多表现为纵向生长，宫颈腺癌以环周膨胀

性生长为主。依据肿瘤的生长方式、中心位置及强化特点，能够对宫体下段与宫颈交界腺癌的

来源进行较准确判断  

 

 
PU-2384 

卵巢蒂扭转 MR 诊断价值 

 
姜艳丽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730030 

 

目的 总结原发性卵巢蒂扭转的 MR影像表现，探讨 MR对该病的诊断价值，提高该病诊断水

平。 

方法 回顾性分析 9例经手术组织病理证实的原发性卵巢蒂扭转患者的 MR影像资料，总结该

病的影像学表现及特征。 

结果 MR上病灶表现为囊实性占位 7例，囊性占位 2例；实性部分信号不均匀稍低，周围分

布数个大小一致的小囊性病灶 7例，不规则囊性病灶，内见不完全分隔影 2例；一侧边缘见扭

转蒂状结构 8例；卵巢向患者移位 6例；7例患者行 MR增强扫描，边缘轻度强化 3例，蒂状

结构轻度强化 5例。 

结论 原发性卵巢蒂扭转具有典型的 MR影像学特征，MR多方位成像及增强扫描对卵巢蒂扭转

的诊断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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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385 

磁共振磁敏感加权成像（SWI）对脑出血的诊断价值探讨 

 
杜宏亮,马湘乔 

解放军第四六三医院 110042 

 

目的：分析脑出血在 MRI常规扫描及磁敏感加权成像（SWI）上的信号特征。探讨其在脑出血

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收集本院共 22 例，男 14 例，女 8 例，年龄 35 ～ 78岁，平均 49 岁。偏瘫或肢

体障碍 19 例，头晕、头痛、恶心 3 例，视物模糊、偏盲 1 例。发病至 SWI 扫描时间 2 ～ 

48 h，平均 8 h。患者均在行 SWI 检查前进行 CT 扫描确诊为急性脑出血。有烦躁、意识障

碍及体内有金属异物者除外。 

结果：CT 检查: 22 例脑出血，其中基底节区出血 11 例，丘脑出血 5 例，大脑实质出血 3 

例，脑干出血 1 例，小脑出血 2 例; 血肿大小 3. 5 ～ 48 ml，平均 25. 8 ml。SWI 相同

部位均显示边界清晰极低信号，或表现为边界清晰低信号环、内略高斑片或斑点信号，血肿范

围也较 CT 显示略大。其中 4 例除有与 CT 对应出血灶外，在小脑、同侧和对侧基底节区 

SWI 还显示 5 个 2～ 5 mm 微小极低信号出血灶。 22 例急性脑出血磁共振常规 T1WI 略低

信号 5 例，低信号 1 例，等信号 16 例; T2WI 低信号 4 例，等信号 3 例，高信号 15 

例。信号无特异性，易于漏诊，部分很难与占位性病变相鉴别。 

结论：应用 SWI 检查可以对急性脑出血做出准确诊断，且能发现更多微小出血灶，弥补了 CT 

及常规 MRI 诊断技术的缺陷。由于 SWI 对不同组织间磁敏感性的差异高度敏感，已被广泛用

于脑出血、脑外伤，出血性梗死、脑血管畸形、脑肿瘤及神经变性疾病的检查。 

 

   

 

 

PU-2386 

腱鞘巨细胞瘤的磁共振诊断 

 
范帆 

福建省立医院 350001 

 

目的 探讨腱鞘巨细胞瘤的 MRI特征。 

方法 对 21例经手术和病理证实的腱鞘巨细胞瘤 MRI表现进行回顾性分析，其中 3例为术后复

发。男 11例，女 10例，年龄 15~57岁，平均 38.3岁。所有病例均行 MRI平扫及增强扫描。 

结果 病变位于膝关节 12例，踝关节 4例，足部 2例，腕关节 2例，颞颌关节 1例。弥漫型 8

例，局限型 13例。MRI T1WI 上 15例呈较均匀等信号，6例呈不均匀等及稍低信号；T2WI上

16例呈不均匀等低信号，3例呈不均匀等及稍高信号，2例呈混杂信号；增强扫描呈中度到明

显不均匀强化。 

结论 腱鞘巨细胞瘤的 MRI表现具有一定特征性，并能够反应病变与邻近组织的关系，有助于

临床诊断及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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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387 

论短时反转恢复序列 STIR 在皮肌炎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井博丹 

天津市泰达医院 300450 

 

目的：探讨短时反转恢复序列 STIR在皮肌炎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选取本院从 2014年 6 月-2016年 4月期间经病理证实的活动期皮肌炎病例 15例，全部

行双侧髋关节及大腿 MRI扫描。MRI扫描应用西门子 verio3.0T MR 检查设备。采用 3.0T 磁场

磁共振，患者体位为足先进，仰卧位。线圈选择：SP4-8及腹线圈。扫描参数：TR 3000ms、

TE 38ms、层厚 4mm、层间距 4×20%、FOVred 380mm、FOV Phase 380×75%、平均采集次数

2、分次采集次数 2 、带宽 265、分辨率 320。采用短时反转恢复(STIR)、自旋回波序列

(SE)、快速自旋回波序列(FSE)及核磁共振波普分析（MRS）等序列进行扫描。由 2名有丰富经

验的放射医师根据磁共振检查结果对每次 MR各序列影像资料进行对比。探讨短时反转恢复序

列 STIR在皮肌炎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结果：15例患者于 STIR序列均可见明显病变，13例患者于自旋回波序列(SE)、快速自旋回波

序列(FSE)显示清晰，14例患者于核磁共振波普分析（MRS）。 

结论：短时反转恢复序列 STIR对皮肌炎具有高度敏感性。因此，MRI检查是诊断皮肌炎的一

项敏感的方法，短时反转恢复序列 STIR对病例的确诊很有意义。 

   

 

 

PU-2388 

Color doppler ultrasonography and magnetic resonance 

angiography of diabetic lower extremity arterial 

disease control study 

 
chuan zhao,Shuhuai Zhao 

Xinzhou people's Hospital 034000 

 

Objective:To explore the value of color doppler ultrasonography(CDU) and 

magnetic resonance angiography(3D CE-MRA) value of the degree of stenosis and 

occlusion of lower extremity artery disease of diabetes diagnostic. Methods: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26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T2DM) 

patients simultaneously CDU, 3D CE-MRA of the inspection data, with digital 

subtraction angiography (DSA) as the gold standard, observation and statistics of 

lower extremity artery diseases of occlusion, stenosis, and calculate the CDU,3D 

CE-MRA in diagnosis of lower extremity artery disease (diabetes LEAD) the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and coincidence rate. Results: Compared with DSA gold 

standard, the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and accuracy rate of CDU were 99.4%，

95.3%and 88.75% respectively. The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and accuracy rate of 3D 

CE-MRA were 99.4%, 95.2%and 91.6%respectively. In order to achieve 

moderate stenosis lumen (contains moderate) statistics, CDU evaluation of 

diabetic LEAD sensitivity was 93.1%, specificity was 96.4%; 3D CE-MRA 

evaluation of diabetic LEAD sensitivity was 98%,specificity was 97.6%. 3D CE-

MRA and CDU show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n the overall rate of l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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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remity arterial stenosis and occlusion detection(P>0.05), no significant on 

mild, moderate stenosis, the positive rate difference(P>0.05),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the positive rate of severe stenosis and 

occlusion(P<0.05). Conclusion: Compared with DSA, CDU, and 3D CE-MRA two have 

the features of noninvasive, convenient, and easy to diagnose mild stenosis, CDU 

and 3D CE-MRA have no obvious difference, for diagnosis of moderate stenosis 

above (contain moderate) 3d CE-MRA is better than CDU, is a method to check the 

diagnosis of diabetic LEAD. 

   

 

 
PU-2389 

Diagnostic value of combining different phases of Gd-

EOB-DTPA contrast-enhanced MRI for focal liver 

lesions 

 
Sun Peng,Liu Peng Fei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Harbin Medical University 150001 

 

 

Purpose 

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was to evaluate the value of the pre-hepatospecific 

phasein characterization of primary focal liver lesions in terms of diagnostic 

performance and reader’s confidence in final diagnosis.  

Introduction 

The noninvasive characterization of focal liver lesions is crucial for the 

planning of adequate therapeutic measures. In order to determine the optimal 

treatment, distinguishing between “benign” and “malignant” tumors as well as 

precisely characterizing focal liver lesions are essential [1]. The recent 

introduction of the hepatobiliary contrast agent Gd-EOB-DTPA enhanced hepatic 

lesion detec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in abdomi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2]. Most previous studies focused on the signal changes 20 min after the contrast 

administration, such as the findings in the hepatobiliary phase of 

cholangiocarcinoma in cirrhosis, hepatobiliary phase imaging for differentiating 

small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s from arterial enhancing pseudolesions, and Gd-EOB-

DTPA-enhanced MRI features of hepatic hemangioma as compared to enhanced computed 

tomography. The above focal liver lesions typically appear hypointense in the 

hepatobiliary phase. This overlapping imaging feature may complicate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liver lesions and decrease the radiologist’s confidence by 

using Gd-EOB-DTPA. 

Materials and Methods 

121 patients with focal liver lesions were included in this study, with a mean age 

of 54 years. GE 3.0T Signa HDxt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scanner and 8 US 

TORSOPA phased-array coil were used. Scanning parameters were as follows: breath-

holding dual arterial phase LAVA enhanced scanning. The injection rate of 

contrast-agent was 2.0-3.0 ml/s, injection dose was 0.025 mmol per kilogram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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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dy weight, and subsequently 20 ml saline was injected at the same rate. After 

injection, MRI dynamic scanning was performed in the hepatic arterial phase (16-

25s), portal vein phase (46-55s), balanced phase (86-100s) and delay phase (5 min, 

10 min, 15 min and 20 min after administration). The time-signal intensity curves 

were classified according to the changes of signal intensity in the portal, delay 

and hepatobiliary-specific phases, and their formative factors were speculated and 

analyzed. According to the pathological results, the focal liver lesions were 

divided into cholangiocarcinoma (A),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B) and liver 

hemangioma (C)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enhancement characteristics of lesions at 

the portal and delay phases, the lesions could be divided into several forms: (1) 

progressive enhancement from the portal to delay phases; (2) unchanged enhancement 

from the portal to delay phases; (3) gradual clearance of contrast-agent from the 

portal to delay phases. The B group lesions were divided into two modes based on 

the presence of capsular enhancement in the delay phase: (1) enhancement of 

pseudocapsule; (2) no enhancement of pseudocapsule. 

Results  

In group A(Figure.1), which was from the portal to delay phases, peaked at 10 min 

of the delay phase and then gradually decreased, where the hepatobiliary-specific 

signal intensity was lower than that of liver parenchyma. In group B, from the 

portal to delay phases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the enhancement did not change 

and the contrast-agent was not significantly cleared in four cases, pseudocapsule 

was enhanced in the portal and delay phases in 30 cases, pseudocapsule enhancement 

was not found in 20 cases. In group C, progressive enhancement was found from the 

portal to delay phases in 32 cases, most of which were gradually filled from 

periphery to the center, peaked at 10 min and then gradually cleared. In group D, 

no significant arterial phase enhancement was found in the lesions of eighteen 

patients. Enhancement remained unchanged from the portal to delay phases, and 

presented isointensity in the hepatobiliary phase in the lesions of twelve 

patients. The contrast-agent was gradually cleared from the portal to delay phases 

and the signal intensity at the hepatobiliary phase was lower than that of liver 

parenchyma in four patients. Focal liver lesions were classified based on the 

enhancement characteristics from the portal to delay phases: (1) progressive 

enhancement; (2) unchanged enhancement; (3) gradually cleared contrast-agent. The 

changes of focal liver lesions of each group from the portal to delay phases are 

shown in Table.1. 

Conclusion 

In conclusion, Gd-EOB-DTPA contrast-enhanced MRI, which combines with 

characteristics at the hepatospecific phase, exhibits differential diagnosis value 

and significance at the delay phase, and is helpful for selecting surgical 

approaches and treatment protocols, thereby enhancing the prognosis. We recommend 

that radiologists closely monitor the changes from the portal to delay phases 

while observing imaging characteristics at the hepatospecific phase (Figure.2), 

especially the enhancement at 10 min of the delay phase, in order to facilitate 

diagnosis of focal liver le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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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390 

基于定量磁化率图（QSM）进行纹理分析以诊断帕金森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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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研究表明 PD病人的黑质区域磁化率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图像的纹理分析提供了一种定量描

述组织特性的方法。本研究目的是对 QSM图像黑质区域进行纹理特征分析，用于区分 PD 病人

和健康对照组。 

材料和方法 

招募 29名 PD患者和 28名健康被试，采用西门子 3T磁共振设备进行扫描。QSM图由 3D多回

波 GRE序列获取，参数如下：TR = 60ms，TE1 = 6.8ms，ΔTE = 6.8ms，回波数目 8，FA = 

15˚，FOV = 240*180mm2，分辨率 0.625*0.625mm2，层厚 2mm，层数 96。 

QSM图采用 MEDI算法进行重建，手动分割 QSM图黑质区域，采用 MaZda软件进行 3D纹理分

析。一级纹理参数包括 mean 和 SD，二级纹理参数包括 AngScMom, contrast, correlation

等。运用双尾 t检验评估纹理参数组间差异性。绘制纹理参数 ROC曲线。 

结果 

QSM图一级和二级纹理分析结果（如图 1）表明：除 SD和 SumOfSqs外，黑质一级纹理参数的

磁化率 mean在两组间呈现显著性差异（p=0.031），二级纹理参数 AngScMom(p=0.0008), 

Contrast(p=0.0058),Correlation(p=0.0047),SumEntrp(p=0.0001), Entropy (p=0.0001)等

均呈现显著性差异。 

ROC曲线分析结果（如表 1）显示，二级纹理参数用于区分 PD病人时比一级纹理参数更加准

确。对于黑质区域，熵值曲线下面积最高（AUC）为 0.809。 

讨论和总结 

本研究首次运用 QSM纹理参数评估 PD病人。结果表明 QSM纹理参数可以成功的区分 PD病人和

健康对照组，ROC结果表明 QSM纹理参数可以用于 PD病人的诊断参考。首先，QSM图的纹理参

数揭示了 PD病人的不同特征。其次，QSM纹理参数可以更好的区分 PD病人。最后，二级纹理

参数较一级纹理参数能更好的进行病情预测和诊断。 

   

 

 
PU-2391 

4 通道特殊用途线圈椎动脉起始部高分辨黑血成像 

 
胡平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410008 

 

 

在西门子磁共振 3.0T磁共振 prisma成像系统平台上，用 4通通特殊用途线圈及 64通道头颈

联合线圈扫描 CE-MRA及颈部大血管血管壁成像（3D-space序列），对每例扫描颈部大血管

CE-MRA的患者加扫颈动脉黑血序列及椎动脉起始部黑血序列。 

颈部大血管 CE-MRA成像方法：使用 64通道头颈联合线圈，采用透视触发技术，k空间优先采

集，k空间采集到达中心的时间为 1s，造影剂剂量 0.2ml/kg，注射速率 2.5ml/s，用 20ml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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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盐水等速冲管，先扫描蒙片（从主动脉弓至扣带回上缘），透视状态下注入造影剂及生理盐

水，观察造影剂进入颈动脉区域立即启动扫描，扫描完毕后处理软件自动对图像进行减影，用

减影图像做最大密度投影分析。 

颈动脉黑血成像方法：使用 64通道头颈联合线圈，3DT1-space序列，扫描 80层，各向同性

等体素，0.9x0.9x0.9mm。扫描完成后进行曲面重建。 

椎动脉起始部成像方法：使用 4通道特殊用途线圈，3DT1-space序列。扫描 40层，各向同性

等体素，0.9x0.9x0.9，扫描完成后进行曲面重建。   

 

 
PU-2392 

首发未用药青少年女性重性抑郁障碍患者功能磁共振脑网络

度中心度的分析研究 

 
耿海洋

1,2
,王菲

2
,李松柏

2
,汤艳清

2
,常妙

2
,魏胜男

2
 

1.山东省千佛山医院 

2.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本研究将应用静息态功能磁共振中脑网络度中心度（Degree Centrality ，DC）的分析

方法，比较首发未用药青少年女性重性抑郁障碍（MDD）患者与对照组脑网络节点度中心度的

差异，同时分析差异脑区 DC值与患者临床评分相关性，探讨青少年女性 MDD发病可能的病理

生理机制。 

方法：纳入符合青少年 KSADS-PL诊断标准（18岁以下）及 SCID诊断标准（18岁及以上）的

13-21岁青少年女性 MDD患者 29例，同时纳入年龄、性别和教育程度相匹配健康青少年 25

例，对所有受试者行一般临床信息采及静息态脑 fMRI扫描。应用 DPARSFA及 GRETNA软件对

fMRI数据进行后处理得到 DC图，应用 REST软件基于体素双样本 t检验比较 DC值的组间差

异；对患者组 DC组间差异有明显意义的脑区提取平均值，应用 SPSS软件中 Pearson和

Spearman相关分析对各脑区 DC值与临床量表评分、病程进行相关性检验。 

结果：(1)与对照组相比较，患者组度中心度显著减低的区域为：右侧梭状回、海马旁回、海

马、颞下回、杏仁核（BA 20/36），左侧颞下回、梭状回、海马、海马旁回（BA 

20/21/36），左侧颞上回、颞极、罗兰氏岛盖、岛叶、额下回（BA 22/6/36/21/44/13/47）

（P<0.005，AlphaSim校正）。(2)患者组左侧颞上回、颞极、罗兰氏岛盖、岛叶、额下回

（BA 22/6/36/21/44/13/47）脑区的 DC值与患者组 HAMA评分呈负相关（r=-0.464,P=0.022，

P<0.05）。 

结论：(1)在静息态下，首发未用药青少年女性 MDD患者存在多个脑区节点度中心度的减低，

并发现其与患者临床评分相关，由此可以认为这些脑区与其他脑区的整合性异常可能是 MDD发

病的潜在病理生理学机制之一。(2)磁共振脑网络研究可能为探索 MDD发病的病理生理学机制

提供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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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393 

利用 cuda 加速水脂分离中的 LM 算法 

 
童睿,翟国强,李建奇 

上海市磁共振重点实验室，华东师范大学物理系，上海，200062 200333 

 

 

目的： 

提出一种基于 GPU的加速算法，以减少对磁共振图像水脂分离的处理时间。 

方法： 

用多点 Dixon法[1]对梯度回波数据进行水脂分离会碰到对每一个体素求解最佳模型参数的非

线性优化问题，使得算法面临着计算量大、耗时长的问题。水与脂肪的幅值信号可用公式 1来

表示。幅值拟合部分采用经典 LM算法，在 GPU端为每一个体素分配一个线程，每个线程独立

进行迭代过程。迭代初值采用两点 Dixon法已算得的值代入。最后将 GPU算法与 CPU算法相比

较。模型使用 7个脂肪峰来进行拟合，测试数据在 Siemens 3.0 T MAGNETOM Trio a Tim 上采

集得到，由 6回波 GRE序列获取。TE分别为 1.46ms，2.82ms，4.18ms，5.54ms，6.9ms，

8.26ms，体素矩阵大小为 224*168*44。GPU端算法采用 CUDA编程。图像差异统计使用 matlab

分析。 

结果： 

CPU算法所得结果与 GPU算法所得结果一致。脂肪、水、R2在两者结果中的差异超过 1%的点

数占总点数的比值分别为 5%，1%，2%，在两者结果中的差异超过 10%的点数占总点数的比值低

于 1%。CPU算法的运行时间为 60s，GPU算法的运行时间为 7.3s，使用 GPU加速算法取得了

8.2倍的加速效果。 

结论： 

对磁共振图像进行水脂分离对于精确诊断疾病具有重要作用。本算法利用 GPU非常适合解决大

数据量、多迭代问题的特性，将多点水脂分离对全图的处理时间提高到秒级，对于临床应用具

有实践意义。 

   

 

 
PU-2394 

手简单与精细运动的脑激活区功能磁共振成像研究 

 
王敏锐 

安徽省立医院 230001 

 

目的 利用功能磁共振研究正常人手运动相关脑功能区的激活情况，探讨精细运动与简单运动

的共同及相对特异性机制。 方法 15名正常志愿者左右手分别进行腕关节屈伸、握拳运动和

轮指运动，同时实时进行功能磁共振成像(blood oxygenation level dependent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BOLD-fMRI)扫描，使用 SPM2 软件对功能数据进行 AVOVA 分析

及多重比较分析。结果 采取 ANOVA分析结果（P＜0.05），双手握拳运动较腕关节屈曲运动明

显激活对侧中央后回及顶下小叶缘上回，轮指运动较握拳运动明显激活对侧运动前区。联合作

用分析显示，双手不同方式运动共同激活对侧初级运动皮层区、对侧辅助运动区及同侧小脑半

球激活，交互作用分析显示，对侧初级运动皮层区及顶下小叶精细运动较简单运动激活效应具

有显著性差异。结论 功能磁共振成像可用于检测正常人手运动相关功能区，手的精细运动与

简单运动涉及相同及相对特异性脑区，这为手运动功能区受累的脑肿瘤及脑梗死的治疗及康复

提供重要依据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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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395 

钆塞酸二钠胆管成像在肝泡型包虫病的应用初探 

 
王健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830054 

 

 

目的：使用肝细胞特异性造影剂钆塞酸二钠对肝泡型包虫病患者进行磁共振肝胆期扫描，探索

肝胆期胆管成像对病灶侵犯胆管的评估价值。 

方法：连续收集 2017年 4 月至今肝脏泡型包虫病入院治疗的患者，使用肝细胞特异性造影剂

钆塞酸二钠进行磁共振动态期扫描和肝胆期扫描，使用肝胆期图像评价胆管的显影效果，与

MRCP 图像对照，评价肝胆期胆管成像对病灶侵犯胆管的评估。 

结果：共 12例泡型包虫病患者纳入研究，3 例患者由于肝门区胆管扩张，胆管系统无造影

剂。其余 8 例患者胆管显影满意，1 例显影差。肝胆期成像共显示 6 例患者左右胆管包埋在病

灶内部，1 例走形在病灶边缘，1 例左右肝管未受累。MRCP 图像 4 例包埋在病灶内部胆管显

影差。 

结论： 磁共振肝胆期扫描对于无胆管明显扩张的肝泡型包虫病例成像效果好，能够显示胆管

与病变相贴、包埋等表现，效果优于 MRCP；而对于胆道显著扩张的病例，由于胆汁排泄受

阻，造影剂不能充盈胆道。   

 

 
PU-2396 

咽后淋巴结的体素内不相干运动在 

鼻咽癌高低 T 分期中的应用 

 
彭康强,刘辉明,谢传淼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510060 

 

目的 探讨基于体素内不相干运动技术在鼻咽癌分期的应用可行性，进一步探讨咽后淋巴结的

D、D*、f、ADC在分期中的价值。方法 收集 2014年 1月到 2015年 1月我院鼻咽癌初诊患者

106例，男 79例，女 27例，年龄 22岁至 69岁，中位年龄 42岁。所有患者均行 3T MR扫

描，IVIM采用 8个 b值（0，50，100，150，200，250，700，800s/mm
2
）。根据不同 TNM分期

分成两组，A组为低分期组（Tlow、Nlow），B组为高分期组（Thigh、Nhigh）。D、D*、f、ADC 采用

独立样本 t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果 与 Thigh的 D(0.6887±0.0813)×10
-3 

mm
2
/s、f(10.27±4.51)和 ADC(0.7972±0.0863)×10

-3 
mm

2
/s比较，Tlow的

D(0.7627±0.0868)×10
-3 
mm

2
/s、f(13.66±5.61)和 ADC(0.9229±0.1047)×10

-3 
mm

2
/s显著增

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 =0.002 <0.001)。Tlow和 Thigh的 D、f、ADC的 ROC曲线下面积

为 0.743、0.676、0.819 （P<0.001 0.002 <0.001)，诊断效能最高的 ADC最佳阈值为

0.8405×10
-3 
mm

2
/s，区分 Tlow和 Thigh的敏感度和特异度为 0.778和 0.734；次之的 D最佳阈值

为 0.712×10
-3 
mm

2
/s，区分 Tlow和 Thigh敏感度和特异度为 0.778和 0.709；第三的 f最佳阈值为

7.84，区分 Tlow和 Thigh的敏感度和特异度为 0.889和 0.342。结论 IVIM技术在鼻咽癌的应用可

行，咽后淋巴结的 D、f、ADC参数在鉴定鼻咽癌的高低 T分期中具有潜在的价值。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3877 

 

PU-2397 

颈椎 T2 脂肪抑制技术的比较 

 
胡平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410008 

 

使用西门子 1,5T成像系统 Aera，在常规颈椎平扫患者矢状位扫描中运用四种 T2脂肪抑制方

法（STIR，FS。DIXION及 SPAIR）。具体扫描参数如下，T2-TSE-STIR：扫描层数 11层，体素

大小 0.8x0.8x3mm，TR2800ms,TE34ms,激励次数 2次，扫描时间为 2min13s。加标准颈部匀

场。T2-TSE-FS：扫描参数同 T2-SPAIR。T2-TSE-DIXION：0.8X.0.8X3mm，TR：

2500ms,TE91ms，激励次数 2次，扫描时间为 2min14s，加标准颈部匀场。图像扫描完成后用

飞云后处理工作站测量图像信噪比和比较图像伪影。 SPAIR脂肪抑制技术在颈椎 T2失状位

扫描中具有相对较高的信噪比，但颈部后方软组织易出现脂肪不彻底的情况，且对金属伪影较

敏感。DIXION脂肪抑制脂肪抑制较彻底，但信噪比不如 SPAIR。FS脂肪抑制技术脂肪抑制失

败率较高，STIR脂肪抑制技术信噪比较低，伪影较重。  

 

 
PU-2398 

急、慢性胆红素脑病 MRI 特征及预后研究 

 
荆彦平 

河南科技大学附属黄河三门峡医院 472000 

 

摘要：目的 探讨急、慢性胆红素脑病的磁共振成像(MRI)特征及其预后。方法 回顾性分析 23

例急性胆红素脑病及 6例慢性胆红素脑病患儿的头颅 MRI图像，并随访预后。 结果 23 例急

性胆红素脑病中，21例双侧苍白球在 TIWI呈对称性高信号，T2WI呈等信号，T2flair、DWI

未见异常信号，其余 2例未见异常信号，对其中 16例患儿进行了预后随访，均未发现后遗症

表现；6例慢性胆红素脑病，在 T2WI呈对称性稍高信号或高信号，T1WI呈等信号或稍低信

号，T2flair呈稍高信号，DWI未见异常信号，对其中 5例患儿进行了预后随访，有 4例遗留

有后遗症状。结论 急性胆红素脑病以 TIWI对称性高信号为特征，及时治疗预后良好，而慢性

胆红素脑病以 T2WI对称性高信号为特征，预后较差。 

关键词：胆红素脑病；磁共振成像；脑性瘫痪 

   

 

 

PU-2399 

DCE-MRI 对肺内环形强化病灶的诊断价值 

 
周莹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222002 

 

目的：探讨动态增强 MRI对肺内环形强化病灶的诊断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 26例肺内动态

增强 MRI呈环形强化病灶的临床及影像学资料，所有病例均经手术、病理或临床治疗证实。结

果：26例肺内环形强化病灶中，良性病灶 11例，恶性病灶 15例，病灶增强形态特征、早期

增强率及时间-信号强度曲线在良恶性病变中差异存在显著性意义（P＜0.05）。结论：通过分

析肺内病灶动态增强 MRI形态学特征和强化方式，可以有效鉴别肺内环形强化病灶的良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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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400 

电针刺激百会穴的任务态 BOLD fMRI 研究 

 
谭文莉,詹松华,杨玉婵,陈义磊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201203 

 

目的：利用任务态 BOLD fMRI 技术，探索实时监测电针刺激百会穴产生脑效应的可行性。 

方法：本课题组设计了头针专用 14通道柔性线圈，并改进华佗牌电针刺激仪（G6805-2），使

之可以兼容于磁共振扫描室。招募健康志愿者 8例，年龄范围 24-37岁（26.6±4.44岁）,右

利手，无 MRI检查禁忌症，签署知情同意书。MRI检查于 1.5T联影 1.5T uMR560磁共振进

行。扫描序列包括横断位 T2WI、矢状位 3D T1WI、横断位 BOLD fMRI成像，任务态 BOLD fMRI

共采集 100个动态，在扫描开始前进针，百会穴受试者感受得气后，连接电针刺激仪，刺激强

度为 2Hz，电流为 128μA- 16.3mA，电压为 67mV-8.5V。扫描开始前 10动态予以忽略，第

11-25个、第 41-55个、第 71-85个动态为静息期，第 26-40、第 56-70及第 86-100个动态为

电针刺激期。试验完成后询问受试者有无针刺局部发热、头晕等不适症状。获得图像采用 SPM

进行后处理，单样本 t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p<0.0001，像素大于 20个体素（无校正）认为

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8例受试者成像过程中无不适主诉，获得图像均通过头动校正，经统计学分析，左侧额

上回、双侧额中回、左侧颞下回表现为正激活，两侧额下回表现为负激活。 

结论：本研究首次实现了头部穴位电针刺激同时的任务态 BOLD fMRI成像，针刺百会穴主要表

现为左侧额叶的正激活。 

   

 

 
PU-2401 

推拿治疗腰腿痛的静息态 BOLD fMRI 研究 

 
谭文莉,杨玉婵,龚志刚,徐玮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201203 

 

目的：本研究诣在通过 BOLD fMRI 技术探讨推拿缓解腰椎间盘源性慢性腰痛的中枢机制。 

方法：前瞻性收集 9例腰椎间盘源性慢性腰痛受试者，年龄范围 27-42岁，慢性腰痛病程大于

3个月，VAS评分高于 30分，ODI功能指数大于 20，受试者在治疗前、治疗后即刻、治疗后 3

周分别进行静息态 BOLD fMRI 检查。另外募集年龄和性别匹配的 9例健康志愿者，进行一次静

息态 BOLD fMRI检查。应用采用局部功能活动特性分析方法分析低频振幅（ALFF） 

情况，分别比较慢性腰痛受试者治疗前与健康志愿者的 ALFF差异、慢性腰痛受试者治疗后即

刻与治疗前的 ALFF差异、慢性腰痛受试者治疗后 3周与治疗前的 ALFF差异。 

结果：慢性腰痛患者存在特异的脑功能异常区域。推拿治疗的即刻效应主要体现在代表感觉皮

层的两侧中央后回低频振幅增强，推拿治疗的长期效应主要体现在与情绪有关的扣带回的低频

振幅的减低。推拿可以通过一定的中枢机制缓解椎间盘源性疼痛 

结论：推拿可以通过一定的中枢机制缓解椎间盘源性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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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402 

MRI 在宫颈癌患者进行病情评估和临床分期的价值 

 
崔彩霞,高铎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050000 

 

目的: 探讨核磁共振成像( MRI) 检查对宫颈癌患者进行病情评估和分期的临床效果及意义，

探讨 MRI对宫颈癌的诊断价值，探讨其临床适用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自 2016年 1月—2017年 7月收治的ⅠA~ⅡB期宫颈癌患者为研究对

象，共 82例，年龄 25~93岁，平均年龄 56.15岁；所有患者核磁诊断为宫颈癌，分期为

ⅠA~ⅡB，并经临床病理证实，具有准确的病理分期。所有入选病例采用 PHILIPS Achieva 

3.0T MR，均在 SAG T2WI脂肪抑制序列上行垂直于宫颈 COR、TRA T2WI脂肪抑制序列、TRA 

T1WI和 DWI序列以及垂直于宫颈的 4D-eTHRIEVE动态增强序列。比较分析采用 MRI 对肿瘤分

期的判断与临床病理分期的不同。 

结果: 结果:82例宫颈癌 MRI 分期ⅠA 22 例、ⅠB37 例、ⅡA 10 例，ⅡB13 例；临床分期ⅠA 

10 例、ⅠB 26 例、ⅡA 25 例、ⅡB21 例；病理分期ⅠA 20 例、ⅠB 35 例、ⅡA 11 例、

ⅡB16 例; 其中 52例临床分期与手术病理分期结果相吻合，符合率为 63. 4% ; 69例 MＲI 

分期与手术病理分期结果相吻合，符合率为 84.15% ; 子宫颈的 T2WI 矢状位和短轴位是发现

和观察宫颈癌的主要扫描序列之一；在 DWI上，宫颈癌组织呈现高信号或稍高信号，ADC 图

灰阶成像呈现低信号，正常宫颈组织 ADC 值高于癌组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0. 05) 。 

结论:MRI检查是一种具有方位确定性强，软组织分辨率高及无创等优点的影像学检查，宫颈

癌 MＲI 分期优于临床术前分期，子宫颈的 T2WI 矢状和短轴位及 DWI 可以作为宫颈癌精确

定位、定性和分期的检测方法之一。 

   

 

 

PU-2403 

MRI 在 NPC 蔓延及转移规律中的应用价值 

 
张兵 

广东省人民医院 510080 

 

鼻咽癌（NPC）是头颈部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其解剖位置相对深在，毗邻结构复杂，侵犯

部位的临床症状不典型，鼻咽镜检查无法直接发现这些病变。MRI检查，因其多方位成像及良

好的软组织对比的特点，在显示 NPC侵犯及转移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其侵犯范围、淋巴结转

移、远处转移对预后、放疗野的分布及肿瘤的复发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正确评价 NPC对周围

结构的侵犯和淋巴结转移情况至关重要.本研究回顾性的分析了 200例 NPC患者的 MRI 表现，

探讨 NPC蔓延和转移规律，并对磁共振的意义进行评价。结果：（1）NPC原发部位位于侧壁

及咽隐窝区共 82例，占 41%；顶后壁 50例，占 25%；侵犯两侧壁以上 68例，占 34%。（2）

鼻咽外结构主要侵犯咽后间隙（占 78.2%），咽旁间隙（占 62.1%），翼内、外肌（占

42%），副鼻窦（占 57.3%），鼻腔（占 20%），斜坡（占 51.4%），颅低（占 65.2%），少数

累及下咽、眼眶眼眶及周围神经。（3）淋巴结转移 咽后中央组淋巴结转移共 9例，占

4.5%；咽后外侧组淋巴结转移 124例，占 62%；同时伴有颈上深组淋巴结转移的为 103例，占

51.5%；颈上深组淋巴结转移共 152例，占 76%，其中 115例同时合并咽后外侧淋巴结转移;颌

下组淋巴结转移 6例，占 3%。讨论:通过对鼻咽部病变的分析，发现 NPC有膨胀性和浸润型两

种生长方式，对周围组织产生推压，对深部结构破坏明显，同时侵犯外围结构。磁共振成像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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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较高的软组织分辨率，可清楚显示 NPC的起源部位、侵润范围、颅内蔓延情况和颈部淋巴结

转移，为临床分期和放疗靶区的规划提供确切依据。 

   

 

 
PU-2404 

比较 Silent MRA 与 3D TOF-MRA、CE-MRA 

在脑血管方面的诊断价值 

 
嵇昀 

江苏省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221000 

 

目的 对比 Silent MRA与 3D TOF-MRA、CE-MRA图像质量。 

方法 收集颅内动脉粥样硬化患者进行 MRA检查。 

   MRI扫描仪：GE公司 Discovery 750W 3.0T 磁共振成像系统，使用 24通道头颈联合线圈。

分别采集 Silent MRA和 3D TOF-MRA、CE-MRA，并对三者之间的图像质量进行比较。 

  图像分析：通过原始图像、MIP、VR对血管病变进行评估 

 采用评分法判断 优质 2分—血管信号强度高，轮廓清晰，无伪影；良好 1分—动脉血管信

号较强，轮廓基本清晰，有少量伪影，但不影响诊断；较差 0分—动脉血管显影浅，轮廓显示

不清，不能满足诊断需要。 

结果 3D TOF-MRA以流动的血液作为成像基础，根据饱和效应差异来凸显动脉血管，可以显示

管腔结构、血流方式及速度；但是，饱和效应易受血流状态的影响，血液流动不规则和血液流

动方式的改变，会造成血管信号的消失或减弱，从而对血管做出错误评价。 

CE-MRA是通过注射顺磁性造影剂增强局部组织对比度，提高对感兴趣区的密度分辨力，在时

间和空间分辨力不如传统影像学检查，存在造影剂注射不当的可能，会出现严重的静脉污染。 

Silent MRA新是新型血管成像技术，整合了动脉自选标记技术以及零回波时间放射采集技

术，在磁共振信号产生瞬间即进行采集接收，有效弥补磁共振在硬脑膜、颅骨等传统磁共振神

经系统成像盲区，克服了常规 MRA的湍流伪影，并实现静音、无创、无造影剂状态下全身多器

官血管 MRA成像，同时避免了由于噪声引起的患者焦躁情绪与不自主运动引起的伪影、变形等

图像质量问题，提高了疾病的诊断精确性。 

结论 Silent MRA对颅内血管的显示及评估颅内动脉粥样硬化优于 3D TOF-MRA、CE-MRA。  

 

 
PU-2405 

非增强静音 MRA 对颅内动脉瘤栓塞术后的诊断价值评估 

 
嵇昀,徐凯,刘欣 

江苏省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221000 

 

目的 Enterprise支架常用于颅内动脉瘤栓塞治疗。DSA可用于随访颅内动脉瘤栓塞术后的患

者，但存在有创、辐射、价格昂贵等弊端。静音 MRA整合了动脉自选标记技术以及零回波时间

放射采集技术，消除了 3D TOF-MRA中因湍流引起的信号消失，具有无创、无需造影剂、噪音

小等优势。本文研究目的主要评估非强化静音扫描序列对动脉瘤栓塞术后患者诊断价值。 

方法 收集 18例颅内动脉瘤栓塞术后患者，分别进行 DSA、3D TOF-MRA、静音 MRA检查。MRA

检查采用 GE Healthcare；Discovery MR750W 3.0T扫描仪。由 2位影像科医生分别观察 MRA

图像，并对支架内血流情况进行评分，以 DSA检查作为金标准，评分为 1-5分,1分为无血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3881 

 

流，2分为血流较差，3分为血流可，4分血流较好，5分为血流丰富，当两者评分不一致时经

讨论得出统一结论，统计学方法采用 Wilcoxon等级检验，P＜0.05。另外，对残留的瘤颈进行

评估。 

结果 对 18例颅内动脉瘤栓塞术后患者的支架内血流进行评分，静音 MRA均高于 3D TOF-

MRA；另外，DSA发现有残存瘤颈的患者 4例，静音 MRA发现残存瘤颈患者 4例，3D TOF-MRA

发现残存瘤颈患者仅 1例。 

结论 静音 MRA更有助于 Enterprise支架栓塞后的患者随访。  

 

 
PU-2406 

宫颈小细胞神经内分泌癌的 MRI 诊断 

 
陆林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 分析宫颈小细胞神经内分泌癌的 MRI表现，以提高对该病的诊断水平。 

方法 回顾性分析 3例 SCCC 患者的临床及影像学资料，重点分析其 MRI表现。3例患者年龄

37-56岁，平均 46岁，均为已婚并生育。临床表现均为间断性阴道不规则流血，其中 1例右

下颌肿物，质韧，活动度差，与周边组织关系不清。1例因宫颈占位行“腹式子宫全切术”半

年后超声发现右侧卵巢包块。使用 3.0T SIEMENS Signa磁共振扫描仪，采用 8通道相控阵表

面线圈。3例均行矢状位 T2WI、横轴位 SE序列 T1WI、FSE序列 T2WI、脂肪抑制冠状位 FSE序

列 T2WI、SE-EPI序列扩散加权成像（DWI）轴位扫描，扩散敏感因子 b值取 0、1000s/mm
2
，后

以 1.5ml/s的速度静注 Gd-DTPA（剂量：0.2mmol/Kg）采用 3D vibe/LAVA动态增强扫描，最

后进行延迟期轴位、矢状位及冠状位的扫描。 观察病变部位、形态、大小、信号、强化方式

及局部侵犯和转移情况等。ADC值的测量：在 b值分别为 0及 1000s/mm2的 ADC融合图上测量

病变的 ADC值。感兴趣区(region of interest,ROI)尽量接近肿瘤实质的最大截面积的 3/4，

并避开坏死区。 

结果 SCCC平扫 T1WI 均为低信号，T2WI信号混杂，以中等稍高信号为主，DWI上扩散受限呈

明显高信号，ADC图呈明显低信号，3例平均 ADC值为 0.699×10
-3
mm

2
/s。增强后扫描，2例动

脉期不均匀明显强化，1例不均匀轻度强化，延迟期 3例持续性强化。3例发生盆腔淋巴结转

移，2例发生远处骨转移，转移淋巴结融合呈块状，边界模糊，较大者 T2信号不均匀，增强

后呈花环状或结节状明显强化。 

结论 SCCC有特征性表现，T2信号不均匀，ADC值比较低，淋巴结转移常见，且较易融合成大

块状，这些有助于临床精确诊断 SCCC。 

   

 

 

PU-2407 

DCE-MRI 定量参数值与子宫肌瘤 MR 信号分型的相关性研究 

 
韦超,董江宁 

安徽省肿瘤医院 230031 

 

目的：探讨 DCE-MRI定量参数值与子宫肌瘤 MR分型的关系。 

方法 连续收集 29名本院 2015年 3月至 2015年 5月间行 DCE-MRI和常规 MR检查症状性子宫

肌瘤 36个，检查前签署知情同意，根据 MR信号特点分为Ⅰ型（信号低于同层面骨骼肌），Ⅱ

型（信号高于同层面骨骼肌低于正常子宫肌层），Ⅲ型（信号高于正常子宫肌层），然后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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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流动力学模型定量分析软件 Omni-Kinetics测量各个肌瘤渗透性参数 K
trans

和 T1灌注性参数

BF， 应用 SPSS17.0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不同信号组 K
trans

、BF值有无差别。 

结果：Ⅲ型 13例, K
trans

值（1.09±0.62）min
-1
）、BF值（243.60±66.78）ml/min/100g；Ⅱ

型 5例, K
trans

值（1.37±1.18）min
-1
）、BF值（203.52±65.27）ml/min/100g；Ⅰ型 18例, 

K
trans

值（0.68±0.60）min
-1
）、BF值（91.87±17.33）ml/min/100g；上述三种信号分型 K

trans

值无明显统计学差异（F=2.479，P =0.099），BF值至少有两组存在统计学差异（F=3.313，P 
=0.049），LSD法Ⅲ型肌瘤 BF值大于Ⅰ型（P 值=0.017），其余各组间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 随着子宫肌瘤信号增高（Ⅰ型-Ⅲ型），子宫肌瘤平均血流量相应增高，Ⅲ型和Ⅱ型渗

透性大于Ⅰ型，DCE-MRI定量参数值一定程度上反应了以信号为基础的子宫肌瘤病理特征，为

临床诊断和治疗子宫肌瘤提供了更多的参考信息。 

  

   

 

 

PU-2408 

DKI 在脑泡型包虫病与脑转移瘤鉴别诊断中的应用 

 
尤永笑,王俭,姜春晖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830054 

 

介绍：脑泡型包虫病呈浸润性生长， 与宿主脑组织分界欠清， 严重破坏周围脑组织， 可产

生局部压迫、 刺激及颅内压升高的症状， 严重影响生存质量， 甚至威胁患者生命。以往对

脑泡型包虫病的研究主要局限于常规磁共振技术，随着磁共振新技术的发展，扩散峰度成像

(diffusion kurtosis imaging)已被广泛应用，它可以反映生物组织非高斯分布的水分子扩散

运动，成为近年来较受欢迎的一种技术。本研究的目的是探讨 DKI对脑泡型包虫病与脑转移瘤

的鉴别诊断价值。目的：探讨磁共振弥散峰度成像技术（Diffusional Kutosis Imaging DKI)

探讨 DKI对脑泡型包虫病与脑转移瘤的鉴别诊断价值，为脑泡型包虫病的诊断提供新的依据。 

方法：收集我院 2010年 07 月-2015年 7月符合纳入标准的脑泡型包虫病患者 14例；符合纳

入标准的脑转移瘤患者 14例，应用 3.0T超导磁共振仪，分别进行头颅常规 MRI平扫、增强扫

描及磁共振弥散峰度成像。分别测量脑泡型包虫病病灶实性区、近水肿区、远水肿区及对侧相

对正常的脑实质区的各向异性分数（fractional anisotropy FA)、平均扩散系数（mean 

diffusion MD)、轴向扩散张量（axial diffusion DA)、垂直扩散张量（radial diffusion 

DR)、平均扩散峰度（mean kurtosis MK)、轴向峰度(axial kurtosis KA)、径向峰度(radial 

kurtosis KR)，采用 SPSS22.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分析 FA、MD、DA、DR、FAK、MK、KA、

KR在脑泡型包虫病及脑转移瘤实质区、边缘区及对照区的改变。 

   

 

 
PU-2409 

应用心脏磁共振评价肥厚性心肌病患者右心室收缩功能 

 
崔亚东,张旻,陈敏 

北京医院 100730 

 

目的：肥厚性心肌病是一类主要累及左心室的常染色体显性遗传性心肌病。发病率高，预后差

异大。目前对肥厚性心肌病右心室功能的评价研究较少，而右心室功能的改变，会导致肺血循

环的异常，进而影响整个循环系统。因此，对于心脏病患者，右心室功能或许也会与疾病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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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预后相关。本研究旨在利用心脏磁共振技术对肥厚心肌病患者的右心室收缩功能进行评

价，比较其与健康对照组之间的差异。 

方法：选取我院 2014-2015 年连续确诊的 15名肥厚性心肌病患者以及 10名健康志愿者（确诊

标准为左室壁厚度>15mm；所选取的肥厚性心肌病患者均为左室肥厚型，未累及右室，并排除

冠脉异常以及其他心脏疾病；健康志愿者心电图及超声心动图均正常）。并按照延迟扫描是否

伴有延迟强化将肥厚性心肌病患者分为两个亚组：有延迟强化组与无延迟强化组。将以上病例

的短轴电影序列图像导入计算机，利用加拿大 Medvoxel 公司 Heartpro软件进行右心功能的

分析。通过勾勒出右心室血池的轮廓（包括右心室乳头肌），计算出相关右心室收缩功能参

数，包括：右室射血分数（RVEF）、右室舒张末期容积（RVEDV）、右室收缩末容积

（RVESV）、右室每搏输出量（RVSV）、右室心输出量（CO）。将数据导入 IBM SPSS 21.0软

件中，比较组别数据之间的差异。 

结果：经软件分析计算，肥厚性心肌病组 RVEF及 RVSV均高于对照组，具有统计学差异

（P<0.05）；对于其他参数：RVEDV、RVESV、CO，二组间无统计学差异（P>0.05）。肥厚性心

肌病伴有延迟强化与无延迟强化亚组之间比较，RVEF、RVEDV、RVESV、RVSV、CO均无统计学

差异。 

结论：肥厚性心肌病患者与健康对照组相比，右心室收缩功能增强。肥厚性心肌病延迟扫描有

无延迟强化可能不会影响右心室的收缩功能。  

 

 
PU-2410 

T1 mapping 在尿毒症性心肌病中的应用 

 
崔亚东,张旻,陈敏 

北京医院 100730 

 

目的：终末期肾病（ESRD）是所有肾脏疾病的终末期，此类患者心血管疾病风险明显增高。人

们将 ESRD患者的心脏异常改变称为尿毒症性心肌病。T1 mapping是一种新兴的心脏磁共振扫

描技术，能够定量评估心肌 T1时间，反映心肌纤维化改变。本研究主要探讨 T1 mapping 在尿

毒症性心肌病中的应用价值。 

材料与方法：收集北京医院 2016年 9月-12月进行透析治疗的 ESRD患者。研究最终纳入性别

与年龄相匹配的 10例进行透析的 ESRD患者及 12例健康志愿者，两组均在 Philips Achieva 

3.0T TX磁共振扫描仪进行心脏磁共振检查。扫描序列包括电影序列、T1 mapping序列。应用

电影序列短轴图像进行后处理测得左心室心功能参数，根据 BSA进行标准化，测得：LVEF、

LVSVI、LVEDVI、LVESVI、LVMI等。T1 mapping序列扫描完成后，在 T1时间图像中勾画

ROI，测量不同节段心肌初始 T1时间。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比较分析两组间不同节段心肌初

始 T1时间以及左心室功能参数。应用 IBM SPSS 20.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p<0.05认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与对照组相比，ESRD 组 LVMI、LVEDVI、LVESVI显著增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ESRD组 LVEF 显著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 ESRD组 SVI降低，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与对照组相比，ESRD组中间部前壁、前间隔、下间隔、下

壁、下侧壁心肌初始 T1时间显著增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ESRD组基底部前壁、

前间隔、下间隔、下壁心肌初始 T1时间显著增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左心室肥厚是尿毒症性心肌病的常见改变，T1mapping能够定量分析心肌纤维化改变，

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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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411 

阿尔茨海默病神经影像学研究进展 

 
张敏鸣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310009 

 

阿尔茨海默病（AD）是最常见的痴呆形式，异常增多的淀粉样斑块与神经纤维缠绕是其发病基

础。早期诊断，及时干预是临床防治 AD的核心策略。因而筛选合适的 AD生物学标记物，成为

研究热点。近年，基于磁共振的影像标记物，本着无创无辐射的优点，在 AD生物标记物研发

中有重要地位。 

一、新技术进展。DKI技术用于研究 AD深部灰质核团，由于 DKI能量化评估非高斯分布特性

脑结构，故在研究交叉纤维多的灰质核团具优势；病理学表明痴呆患者皮质下及深部核团存在

过量脑铁沉积，近年有研究用 QSM技术研究痴呆亚型间铁沉积模式的差异。 

二、MCI预后研究进展。MCI 被认为是介于认知正常个体与痴呆间过度阶段，每年约 15%MCI进

展为 AD，但亦有 MCI长期不进展。MCI可根据预后进一步划分为进展及稳定型。浙二研究团队

通过图论分析了两种亚型间的差异，认为进展性 MCI脑网络损伤主要集中于默认网络相关区

域，而稳定型 MCI的损伤更多涉及执行网络。亦有研究团队经纹理分析来鉴别诊断两种亚型。

临床上，遗忘型轻度认知障碍又可根据其损伤程度分为单领域受损型 MCI与多领域受损型

MCI，浙二团队通过脑网络分析及定量测量白质高信号（WMH），发现多领域受损型 MCI 存在更

复杂的病理机制。 

三、AD临床前阶段研究进展。浙二团队通过脑网络分析手段，发现健康 E4携带者相比对照有

着大脑半球间功能连接下降及脑网络拓扑结构受损的表现。此外，我们通过横向及纵向研究分

析三组健康人群，包括 E4、E2及 E3纯合子携带者，发现 E4携带者存在更多额顶叶 WMH，且

额叶 WMH在随访中增长显著。SCD在近年来受到较多关注。定义上，SCD个体会产生认知下降

主诉，但客观临床神经认知量表检查无法支持其主诉，因而被认为是痴呆发病超早期征兆之

一。宣武医院韩瑛教授团队取得较多成果，内容包括经脑功能、结构网络分析探究 SCD神经生

物学机制。 

   

 

 
PU-2412 

DCE-MRI 定量参数评估肺鳞癌放化疗疗效初步应用 

 
徐佳,秦涛 

湖北省第三人民医院 430000 

 

目的：探讨及评价定量动态对比增强磁共振成像（DCE-MRI）的药物代谢动力学参数在肺鳞癌

放疗疗效中的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5年 11月-2017年 1月在我院采集 36例经穿刺活检

病理学证实肺鳞癌患者，行临床肿瘤分期并同步放化疗，在治疗前、治疗后行 1.5T DCE-MRI

检查，并获得治疗前后 K
trans

、Kep、Ve、VP相关定量值参数，并与放化疗后肿瘤消退率进行定量

参数相关性分析。 结果：根据临床肿瘤分期放化疗前:T2期 8例（22.22%）、T3期 17例

（47.22%）、T4期 11例（30.56%）；放化疗后：T2期 14 例（38.89%）、T2N2期 13例

（36.11%）、T3N3期 9例（25%）。根据解剖结构中央型放化疗前：T2期 7例（21.88%）、T3

期 14例（43.75%）、T4期 11例（34.37%）；放化疗后：T2期 13例（10.63%）、T3期 9例

（28.12%）、T4期 10例（31.25%）。周围型放化疗前：T2期 1例（25%）、T3期 3例

（75%）；放化疗后 T2期 2例（50%）、T3期 2例（50%）。三期定量参数中 K
trans

、Kep、Ve具

有统计学意义（P<0.05），VP参数无统计学差异（P>0.05）；其中 T4期 K
trans

高于 T3及 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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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放化疗后肿瘤消退率与放化疗前平均 K
trans

、Kep、Ve参数呈正相关 P<0.01，r = 0.821，
0.743，0.709。定量参数与免疫组化相关性分析得出平均 K

trans
、Kep、Ve与 MVD呈正先关

P<0.01，r = 0.841，0.825，0.752。结论：放化疗后肺鳞癌消退率与放化疗前肿瘤的 K
trans

、

Kep、Ve呈正相关。定量参数可以预测标本 MVD水平。DCE-MRI定量参数可以对肺鳞癌的放化疗

敏感度进行预测评估，具有潜在的临床意义及运用价值，为肺部肿瘤个体化治疗提供依治疗依

据。 

   

 

 
PU-2413 

阿苯达唑脂质体治疗脑泡型包虫病磁共振扩散定量指标初探 

 
杜小旦,吴玲,李亮,尤永笑,张磊,王俭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830054 

 

目的：探讨脑泡型包虫病（CAE）阿苯达唑脂质体治疗前后 DWI定量指标 ADC值变化特点。 

材料与方法：收集 11例符合纳入标准的 CAE患者(共 21个病灶)，应用 3.0T双梯度超导磁共

振仪，进行常规 MRI和 DWI 检查，DWI梯度敏感因子 b值取 1000s/mm
2
，测量 CAE患者口服阿

苯达唑脂质体 1年前后同一病灶实质区的 ADC值，两组用药前后 ADC值比较采用配对 t检验统

计学方法。 

结果：CAE患者正规服药 1 年前后同一病灶实质区的 ADC值的均数和标准差分别为 1.34×10
-

3
±0.155×10

-3
和 1.23×10

-3
±0.139×10

-3
。研究结果显示 CAE在口服阿苯达唑脂质体治疗前

后同一病灶实质区 ADC值比较有统计学意义（t=5.057，P＜0.001），同一病灶实质区治疗后

ADC值较治疗前 ADC值低。 

结论：CAE患者服药 1年前后同一病灶大小和形态未见明显变化时，ADC值的变化可以反映阿

苯达唑脂质体治疗脑泡型包虫病病灶内部的微观病理改变，为临床提供无创的影像学依据，以

利于临床制定合理药物方案和评估疗效。 

   

 

 
PU-2414 

单层动态匀场技术对在甲状腺结节弥 

散加权成像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杨祺,贾永军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712000 

 

目的 评价单层动态匀场（integrated shimming, iShim）和单次激发平面回波（Single-shot 

echo planner imaging，SS-EPI）对甲状腺结节弥散加权成像（DWI）质量及信噪比、表面扩

散系数(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ADC)测量值的可重复性的影响；探讨 iShim在临

床甲状腺 DWI优化扫描方案。方法 前瞻性超声诊断甲状腺结节患者 20例行甲状腺常规 MRI

和 iShim、SS-EPI两种不同 DWI序列检查。由同一名影像科医师通过绘制感兴趣区（ROI）对

图像进行客观评价，测量结节信噪比（SNR）、对比噪声比 CNR）和三种 DWI与 T2WI 融合图

像最大层面中病变前后径的差值。另外比较两名影像科医师不同时段分别测量各 DWI序列上甲

状腺结节表面扩散系数(ADC)的可重复性和对几何变形程度评分，可重复性通过平均三次测量

甲状腺结节 ADC值的标准差反映。采用 Wilcoxon检验和配对样本 t检验比较不同 DWI 序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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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评分及定量参数的差异，采用 Kappa检验评价两名医师对图像几何变形程度主观评分的一致

性。结果 甲状腺结节在两种不同 DWI序列 SNR、CNR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iShim

最高，SS-EPI最低。融合图像中 T2WI上甲状腺结节前后径 iShim组优于 SS-EPI，有统计学差

异（P<0.05）。两名医师的解剖结构辨识评分和几何变形程度评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iShim图像质量优于 SS-EPI。iShim上测量甲状腺结节 ADC值可重复性优于 SS-EPI 

DWI序列，有统计学差异（P<0.05）。结论 iShim可以明显降低甲状腺结节 DWI图像几何变

形，提高甲状腺结节 DWI图像质量和 ADC值测量的可重复性。 

   

 

 

PU-2415 

CT 和 MRI 在体内非金属异物的临床应用价值 

 
杨冰,唐磊华,李巍 

上海市第八人民医院 200235 

 

目的：探讨 CT和 MRI在诊断人体内非金属异物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经 CT和 MRI检查，诊

断非金属异物患者 265例，对其 CT和 MRI表现与手术结果进行对照分析。结果：CT诊断非金

属异物的符合率 96%，异物定位准确率 90%，异物多呈等低密度，玻璃、砂石类异物呈高密

度；MRI诊断非金属异物的符合率 100%，异物定位准确率 99%，异物大部分 T1WI、T2WI序列

呈低信号，部分异物 T2WI呈稍高信号。结论：CT和 MRI 可清楚显示人体内非金属异物的形

态、数量、位置及大小，对于 CT所不能显示的部分非金属异物，MRI可以起很好的补充作

用，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PU-2416 

3.0T MRI 对可切除性食管癌术前 T 分期的前瞻性研究 

 
王昭琦,曲金荣 

河南省肿瘤医院 450003 

 

目的 本研究探讨高场 MRI(star VIBE+BLADE)在可切除性食管癌术前 T分期中的价值。方法 

前瞻性连续收集 2015年 4月至 2016年 3月临床及活检病理证实为食管癌于郑州大学附属肿瘤

医院行高场 MRI(star VIBE+BLADE)检查的 66例患者资料，男性 48例、女性 18例，平均

62.21±7.09 岁。由两位具有 5年以上胸部磁共振诊断经验的阅片者,根据食管癌 AJCC TNM分

期标准，对图像分别进行术前 MRI的 T分期，并对食管癌 MRI的术前 T分期结果与术后病理 T

分期结果进行对照分析。结果 两位阅片者术前 MRI分期与术后病理 T分期一致性很好，两位

阅片者对 T分期各期评价均获得很高的灵敏性、特异性及诊断符合率。结论 高场 MRI 在食管

癌术前 T分期诊断方面具有很高的准确性，对于 T1、T2及 T3的诊断准确率优于 T4a的诊断，

高场 MRI可以作为可切除性食管癌术前 T分期无创的影像学检查方法。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3887 

 

PU-2417 

弥散加权成像结合肠道 MR 造影评估克罗恩病活动度 

 
严贇琦,冯琦,朱炯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东院) 200081 

 

目的 观察弥散加权成像（DWI）结合肠道 MR造影（MRE）技术对评价克罗恩病活动度的效果。

方法 收集经临床确诊的活动期克罗恩病患者 30例，在 3.0TMR扫描仪上同时行 MRE及 DWI检

查。将影像学检查与内窥镜检查结果作比对。对以下各项分别评估：1）测量肠壁 ADC 值，观

察其与临床活动度生化指标（CRP及 ESR）的关系；2）分析 MR影像活动度评分（MRS-S与

MRS-T）与临床活动度生化指标、临床活动度评分（简化 CDAI）、内镜活动度评分的关系

（CECDAI）。结果 病变肠壁的 ADC值及病变与正常肠壁 ADC值之间的比值，都与 CRP及 ESR

不存在明显相关性。MRS-S 及 MRS-T均与 CECDAI存在明显的正线性相关；MRS-T与 CRP及 ESR

也呈正线性相关，但 MRS-T与简化 CDAI评分之间无明显相关性。结论 DWI结合 MRE检查可以

有效地对克罗恩病活动性进行评估。 

   

 

 
PU-2418 

Preliminary study of diffusion kurtosis imaging in 

thyroid nodules and its histopathologic correlation 

 
shi ruo-yang,Wu Lian-ming,Yao Qiu-ying,Xu Jian-rong 

Ren Ji Hospital，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200127 

 

Abstract 

Objectives: To evaluate the utility of diffusion kurtosis imaging (DKI) of 

patients with thyroid nodules and to assess the probable correlation with 

histopathological factors. 

Methods: The study included 58 consecutive patients with thyroid nodules who 

underwent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examination, including DKI and 

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 (DWI). Histopathologic analysis of paraffin sections 

included cell density and immunohistochemical analysis of Ki-67 and VEGF. 

Statistical analyses were performed using Student’s t test,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curves and Spearman correlation. 

Results: The diffusion parameters, cell density and immunohistochemistry analysis 

between malignant and benign lesions show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The largest 

area under the ROC curve was acquired for the D value (AUC=0.797). The highest 

sensitivity was shown with the use of K (threshold=0.832, sensitivity=0.917). The 

Ki-67 expression generally stayed low. A moderate correlation was found between 

ADC, D and cell density (r=-0.536, P=0.000; r=-0.570, P=0.000) and ADC, D and VEGF 

expression (r=-0.451, P=0.000; r=-0.522, P=0.000). 

Conclusion: The DKI-derived parameters D and K demonstrated an advantage compared 

to conventional DWI for thyroid lesion diagnosis. While the histopathological 

study indicated that the D value better correlated with extracellular change t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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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DC value, the K value probably changed relative to the intracellular 

structure. 

Abstract 

Objectives: To evaluate the utility of diffusion kurtosis imaging (DKI) of 

patients with thyroid nodules and to assess the probable correlation with 

histopathological factors. 

Methods: The study included 58 consecutive patients with thyroid nodules who 

underwent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examination, including DKI and 

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 (DWI). Histopathologic analysis of paraffin sections 

included cell density and immunohistochemical analysis of Ki-67 and VEGF. 

Statistical analyses were performed using Student’s t test,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curves and Spearman correlation. 

Results: The diffusion parameters, cell density and immunohistochemistry analysis 

between malignant and benign lesions show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The largest 

area under the ROC curve was acquired for the D value (AUC=0.797). The highest 

sensitivity was shown with the use of K (threshold=0.832, sensitivity=0.917). The 

Ki-67 expression generally stayed low. A moderate correlation was found between 

ADC, D and cell density (r=-0.536, P=0.000; r=-0.570, P=0.000) and ADC, D and VEGF 

expression (r=-0.451, P=0.000; r=-0.522, P=0.000). 

Conclusion: The DKI-derived parameters D and K demonstrated an advantage compared 

to conventional DWI for thyroid lesion diagnosis. While the histopathological 

study indicated that the D value better correlated with extracellular change than 

the ADC value, the K value probably changed relative to the intracellular 

structure. 

   

 

 
PU-2419 

Breast Lesions: Diagnosis by Using 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 at 1.5 and 3.0T——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shi ruo-yang,Yao Qiu-ying,Wu Lian-ming,Xu Jian-rong 

Ren Ji Hospital，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200127 

 

Abstract:  

Purpose: To compare the diagnostic performance of 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 (DWI) 

acquired at 1.5T and 3.0T magnetic resonance (MR) unit in differentiating 

malignant breast lesions from benign ones. 

Materials and Methods: A comprehensive search of the PubMed and Embase database 

was performed on articles published from January 01, 2000 to February 19, 2016. 

Quality of included studies was assessed by QUADAS-2 (Quality Assessment of 

Diagnostic Accuracy Studies). Statistical analysis included pooling of diagnostic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the data inhomogeneity and publication bias. 

Results: A total of 61 studies were included by full text reviewed, which included 

4778 patients and 5205 breast lesions (3176 malignant, 1999 benign). The over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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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were 90% (95% CI, 88%-92%) and 86% (95% CI, 82%-89%). 

The pooled diagnostic odds ratio (DOR) were 53 (95% CI, 37-74). For breast cancers 

versus benign lesions, the area under the curve (AUC) was 0.94 (95% CI, 0.92-0.96). 

For the 41 studies used 1.5T MR unit, which included 3501 patients and 3867 breast 

lesions (2332 malignant, 1505 benign), the pooled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were 

91% (95% CI, 89%-92%) and 86% (95% CI, 81%-90%). For the 17 studies used 3.0T MR 

unit, which included 1227 patients and 1338 breast lesions (844 malignant, 494 

benign), the pooled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were 88% (95% CI, 83%-91%) and 84% 

(95% CI, 0.78-0.89).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found of the sensitivity (P 

value = 0.14) and specificity (P value = 0.97) between the two subgroups. 

Conclusion: Breast DWI indicates high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in the diagnosis 

of breast lesions.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two subgroups which separately used 

1.5T or 3.0T MR unit suggested that the diagnostic accuracy of breast cancers to 

benign lesions has no statistically difference. 

   

 

 
PU-2420 

拉萨市 CT 与 MRI 检查在脊柱结核诊断中的对比应用研究 

 
沈亚

1
,银武

1
,孔令燕

2
 

1.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 

2.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目的 评价 CT与 MRI在脊柱结核诊断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收集我院 2015年 4月~2017

年 4月 CT及 MRI影像诊断为脊柱结核并经临床、手术病理证实的 60例脊柱结核患者进行对比

研究，其中男性 38例，女性 22例。分别计算 CT及 MR对于骨质破坏、椎管狭窄、椎旁脓肿、

钙化和死骨以及脊髓侵犯五种脊柱结核典型阳性征象的检出率，采用Χ
2
检验对于 CT和 MR对

于五种阳性征象的检出率分别进行比较。结果 两种影像学方法中 ， MRI检查对脊柱结核脊

髓侵犯方面检出率高于 CT检查，二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CT检查在钙化和死骨的

检出率高于 MRI检查，二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MRI检查对对骨质破坏、椎管狭窄

及椎旁脓肿检出率略高于 CT检查，但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CT及 MRI检查在诊断脊

柱结核上各具优势，二者联合诊断能提高脊柱结核部分征象的检出率，有助于临床对脊柱结核

的早期确诊。 

   

 

 

PU-2421 

CE-MRA 联合 CMR 在心血管系统检查中的应用 

 
南江,陈梓娴,郭奇虹,雷军强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730000 

 

目的： 探讨 CE-MRA在联合心脏磁共振检查得到心脏解剖、心脏电影成像、心功能分析、心肌

活性的基础上得到心血管影像，实现“一站式”检查的应用方法。方法：比较 care bolus 和

test bolus 两种 CE-MRA方式联合 CMR在心血管系统检查中的优缺点，分析 TR、TE、FA、

BW、FOV、造影剂剂量、造影剂注射速度、K空间填充方式对图像质量的影响。结果：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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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lus因其无需两次给药、无需计算造影剂峰值时间、操作简便可靠，因而在心血管系统中有

良好的应用；当 TR<6ms，TE<3ms，FA=20°，最小的 BW，满足信噪比、空间分辨率及时间分

辨率的 FOV，K空间中心填充时图像显示最佳。结论：CE-MRA因其无创、无电离辐射损伤、并

发症少、副作用少，3D图像可经 MIP、MPR、VR等后处理软件多角度多方位显示，在心血管系

统磁共振成像中，在联合 CMR得到心血管解剖、心脏电影、心室功能分析、心肌活性的基础上

获得对比增强血管图像，从而实现从心脏到心血管的“一站式”检查，具有极高的临床应用价

值，是其他检查方法所无法与之匹敌的。 

   

 

 

PU-2422 

女性盆腔常见肿瘤的 7 例误诊分析及 MRI 表现 

 
张智伟,宋春仙 

山西省长治市第二人民医院 046000 

 

目的 探讨磁共振成像(MRI ) 在女性盆腔肿瘤诊治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回顾经手术证实的 7

例误诊及漏诊病例并进行分析，结果 其中子宫内膜癌分期错误 2例，子宫积脓 1例，漏诊宫

颈癌 1例，子宫腺肌症 1例，宫颈癌分期错误 1例，粘液性囊腺瘤 1例。结论 MRI 能够为盆

腔肿瘤手术方式的选择提供可靠的信息指导, 对手术范围的选择提供一定的帮助,更好地对术

后复发及放化疗效果做出一定的评价。  

 

 
PU-2423 

MRS 对于常见恶性肿瘤的早期诊断价值探讨及新进展 

 
蔡钰 

上海市第八人民医院 200235 

 

恶性肿瘤的早期发现及准确评估至关重要，目前常规的影像技术（如超声、X平片、CT、MRI

等）多是从形态学上分析病变从而定义恶性肿瘤，近年来迅猛发展的 MRS（MR 

spectroscopy，磁共振波谱）技术可从分子水平分析病灶内外的生化信息，带来全新的医学视

角，有望更早发现病灶且有助于提高常见各类恶性肿瘤的诊断率，尤其在乳腺癌及前列腺癌的

诊疗过程中取得较为显著的进展，而在结直肠癌、肝胆恶性肿瘤及胰腺癌方面也显示出极大的

潜力，同时对于成人幕上性肿瘤的诊断亦显示出良好前景，为恶性肿瘤的早期发现及准确评估

带来鼓舞人心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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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424 

基于多模态脑网络技术的脑转移瘤影像学研究 

 
朱芳梅

1
,丁忠祥

2
,袁建华

2
 

1.浙江省立同德医院 

2.浙江省人民医院 

 

 

脑转移瘤是成年人比较常见的颅内继发恶性肿瘤。其手术治疗的关键和难点是脑功能区定位和

肿瘤切除范围的确定，这将直接影响患者术后的生活质量和生存期。目前肿瘤功能区的定位主

要是依赖任务态的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这取决于患者执行任务的能力。而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rest state fMRI, 

rs-fMRI）不需要任务刺激，操作简单。因此，本研究利用 rs-fMRI技术对肿瘤功能区进行定

位分析。大脑是以脑网络为生理基础进行信息处理和认知活动的。肿瘤切除范围的确定需考虑

其对脑网络的影响，从而为脑转移瘤术前方案制定、术后疗效评估提供客观的影像学依据。   

 

 
PU-2425 

遗忘型轻度认知障碍患者的脑功能三网络变化研究 

 
冯琪,丁忠祥,袁建华 

浙江省人民医院 310014 

 

目的 探索遗忘型轻度认知障碍（aMCI）的神经影像学指标。方法 我们采用镜像同伦功能连接 

(VMHC)和格兰杰因果分析（GCA）技术对 30例阿尔茨海默病（AD）、14例 aMCI患者和 18例

健康对照（HC）的静息态 fMRI数据进行处理。研究这三组对象的三网络变化，这是最近提出

的与高级功能相关的脑网络模型，包括默认网络（DMN）、突显网络（SN）和执行控制网络

（ECN）。结果 使用 VMHC和 GCA技术，我们发现三组中三网络的连接差异。在三网络内，

VMHC显示 AD组中的连接性较 HC和 aMCI组显著降低，但是在 aMCI和 HC组之间没有组间差

异。从 GCA获得的有向功能连接（兴奋性和抑制性）可以区分 AD、aMCI和 HC组。具体来说，

从后扣带回（PCC）到海马结构和从丘脑到 PCC的抑制性 DMN内连接，从背侧前扣带回

（dACC）到纹状体、从 ECN 到 DMN以及从 SN到 ECN的兴奋性 SN内连接，表明 aMCI中的连接

性变化反映代偿效应。结论 VMHC分析可区分 AD与 aMCI，但无法区分 aMCI与 HC。这些研究

结果表明在三网络中观察到的变化可以作为 aMCI患者的神经影像学指标，用于区分 AD、aMCI

患者及正常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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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426 

Multimodality MRI of central precocious puberty in 

girls 

 
Jiang Hongyang,Ding Zhongxiang 

Zhejiang Provincial People's Hospital 310014 

 

 

  

Objective  

According to measure the morphology of pituitary, to explore the 

correlation of puberty growth between normal girls and CPP girls 

Methods  

We’ll use the T1WI-FSPGR to measure the morphology and height of 

pituitary, and use MPR to eliminate the intracerebral leision. 

Results  

According to Elster Grade, the morphology of pituitary are grade IV or 

greater than grade IV; while in control group, almost upward show grade 

III or lower grade. The height of pituitary of ICPP is always higher 

than 5mm, group is lower than it. 

Discussion 

The difference of height and morphology of pituitary is related to 

growth hormone. It’s valuable imaging feature for diagnosing CPP.and 

the contrl group is lower than it. 

Discussion 

The difference of height and morphology of pituitary is related to 

growth hormone. It’s valuable imaging feature for diagnosing CPP.   
 

 
PU-2427 

2 型糖尿病患者静息态及嗅觉任务态脑功能磁共振研究 

 
张冰,王欣,张洲,毕艳 

南京市鼓楼医院 210008 

 

目的 糖尿病相关认知障碍指代谢紊乱和微血管病变所致的大脑高级功能障碍，可被归类为轻

度认知障碍（MCI）或痴呆。糖尿病患者的痴呆风险是非糖尿病人群的 1.5-2.5倍，早期诊断

有助于延缓认知衰退进程。嗅觉功能受损与遗忘型轻度认知功能障碍（aMCI）可作为认知损害

的早期诊断指标。2型糖尿病（T2DM）增加嗅觉功能损伤的风险，但目前尚未有其嗅觉环路相

关的影像学研究。本研究旨在探讨 T2DM患者静息态及嗅觉任务态脑活动改变与认知功能改变

的关联。 

方法 研究对象包括认知正常的 41名 T2DM患者（包括 24名男性，年龄：51±9 岁，教育程

度：14±3年）及 36名正常志愿者（包括 18名男性，年龄 50±7 岁，教育程度：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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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收集详细的临床信息以及神经心理学量表，同时运用嗅觉功能测试仪进行嗅觉阈值、识

别和记忆评分，对嗅觉任务态功能磁共振成像结果进行分析，得到嗅觉相关脑区的激活情况及

组间差异，并以正常志愿者激活脑区为感兴趣区，进行静息态功能连接分析。 

结果 T2DM组嗅觉阈值评分明显低于正常志愿者组（分别为 8.7±3.2 与 11±2.5，P = 

0.001）。任务态功能磁共振结果显示两组嗅觉神经环路相关脑区均被激活，组间分析显示

T2DM组左侧海马及海马旁回激活程度较正常志愿者组减低，而双侧眶额回激活程度增加（P 

<0.05，AlphaSim校正）。功能连接分析提示 2型糖尿病患者组双侧海马、内嗅皮层及杏仁

核，与双侧眶额回间的功能连接均减弱（P <0.05，AlphaSim校正）。相关性分析显示，嗅觉

神经环路内部功能连接减弱与 2型糖尿病患者包括记忆力、注意力和执行功能在内的认知损伤

相关。且左侧海马和左侧眶额回间功能连接与 2型糖尿病患者餐后 2小时胰岛素呈正相关。 

结论 嗅觉任务态脑功能及静息态功能连接已经出现改变，可以作为认知衰退的早期影像学预

警指标，而保存胰岛β细胞功能有助于患者认知功能的保护。 

   

 

 
PU-2428 

通过功能连接密度及脑网络属性探讨早泄患者的多巴胺通路

中长短距离的功能连接失调 

 
张冰,陆加明,戴玉田,陈赟,张鑫,王慧婷,青钊,李茗,韩鹏,夏家东,陈飞,杨白冰,朱斌 

南京市鼓楼医院 210008 

 

目的：通过功能连接密度（Functionalconnectivitydensity，FCD）和脑网络属性分析来探讨

早泄（prematureejaculation，PE）患者大脑中多巴胺（dopamine，DA）通路的改变。 

材料与方法：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医学研究伦理委员会批准了这项横断面研究，并且

签署书面知情同意书。本研究共包括 20名右利手早泄患者（年龄：27.95±4.52，男性）和

15名年龄和性别匹配的正常对照（年龄：27.87±3.78，男性）。所有被试均接受了静息态功

能磁共振和高分辨 T1w结构磁共振扫描。所有入组患者均排除神经或精神系统病史。应用功能

连接密度分析早泄患者组与正常对照组在短距离功能连接密度和远距离功能连接密度之间的组

间差异。此外，还采用了基于 ROI的分析，及基于脑网络和图论来比较网络属性。最后进行

Pearson相关分析，将临床评分（如阴道射精潜伏时间，IELT）与功能连接密度和网络属性进

行相关分析。 

结果：早泄患者的短距离功能连接密度在多巴胺通路中显著降低，包括双侧中间颞回，梭状

回，左眶额叶皮层，伏隔核，尾状核和丘脑（p<0.05）；而左侧岛叶，颞横回和壳核以及双侧

楔前叶、辅助运动区中扣带回（MCC）、前扣带回（ACC）的长距离功能连接密度显著增高

（p<0.05）。脑网络分析发现，早泄患者的脑网络连接在某些节点中得到加强。此外，患者右

侧前扣带回，下额叶和中扣带回的枢纽节点的度在早泄患者中显著增加。阴道射精潜伏时间与

短距离功能连接呈显著正相关，与长距离功能连接和节点的度呈显著负相关。 

结论：我们的研究表明，早泄患者存在多巴胺通路中短距离及长距离脑区的协同作用障碍及网

络特性变化。这种改变可称为反映早泄疾病生物标志物及治疗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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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429 

通过来自子宫内正常发育胎儿白质信号强度间接反映胎儿大

脑发育 

 
张冰,陈大捷,苗丹童 

南京市鼓楼医院 210008 

 

研究目的 

在 1.5T 磁共振上通过 sBTFE 序列检测不同孕周正常胎儿大脑白质信号强度，探索正常胎儿

大脑白质信号强度与孕周之间的关系。 

材料与方法 

收集南京市鼓楼医院 2010年 9月至 2013年 9月 136例孕周在 22-39周的单胎胎脑图像，测量

18个选定脑区及双侧脑室后角脑脊液信号强度值（SI）。考虑到线圈敏感度造成的信号不均

一性，通过计算相对信号强度(SIR),即用相应脑区的 SI 值比上两侧脑室后角脑脊液平均值。

测量并计算出选定区域的 SIR 值：胼胝体膝部、体部、压部、双侧额叶、枕叶、颞叶、顶叶

及中央前回、丘脑、小脑、脑桥同孕周的相关性。 

结果 

18个脑区中，双侧的枕叶、中央前回、中央后回、颞叶、丘脑、小脑及脑桥的信号强度与孕

周存在相关性（P<0.05）。不同脑区的信号强度值与孕周之间的拟合模型不同。 

结论 

本研究使用相对较大的队列来证明在其改变的不同阶段的胎儿脑中白质的 SIR差异，使用常规

使用的临床 sBTFE序列。白质信号强度随胎龄的变化，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生殖矩阵迁移

的时间顺序和髓鞘形成进程的时间顺序。 

   

 

 
PU-2430 

功能磁共振成像在轻度创伤性脑损伤诊断中的价值 

 
刘慧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200011 

 

摘要 目的：创伤性脑损伤（TBI）是全球范围内的严重健康问题，以轻度创伤性脑损伤

（mTBI）多见，并常表现为普通影像学检查与临床表现不同的特点，本研究旨在探讨功能磁共

振成像 fMRI（包括扩散张量成像（DTI）、扩散加权成像（DWI）及其定量参数 ADC值在 mTBI

诊断中的价值。 方法：首先从临床上挑选出 15例外伤后 1-14天 CT和常规 MRI检查阴性患者

（男性 9例，女性 6例），并进行磁共振检查，包括 DTI及 DWI序列成像，再分别比较感兴趣

区（损伤部位及部分周围区域，包括胼胝体、内囊等）信号改变特征，分析比较各序列信号表

现，同时测量 DTI序列中各向异性分数（FA）和平均扩散率（MD ）定量反映脑外伤后脑组织

微结构变化。 结果：FA值表现为升高、正常、降低，MD 值表现为升高或降低；DWI上表现为

高信号，且高信号范围与临床症状无明显相关性，ADC图上呈低信号为主。 结论：DTI是研究

脑白质纤维束较可靠的方法，DWI显示外伤后局部脑组织水分子运动情况，可对轻度创伤性脑

损伤患者提供一定影像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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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431 

基于体素形态学检测白血病化疗患者脑灰质结构改变的研究 

 
邹立巍,郑穗生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30601 

 

目的 应用基于体素形态学测量（Volume Based Morphometry, VBM）方法研究观察急性淋巴白

血病（Acute Lymphatic leukaemia, ALL）化疗患者脑灰质体积（Gery Matter Volume, 

GMV）的变化。方法 收集 20例 ALL化疗患者和 20例健康对照，进行 3D－T1全脑结构像扫

描，使用 SPM8软件中 VBM工具包进行图像统计分析。结果 ALL化疗组与对照组相比，舌回、

右侧颞中回、右侧颞上回和左侧中央后回的 GMV减少（p<0.05 FWE校正）。结论 ALL化疗患

者脑内 GMV发生改变，VBM 方法有助于客观反映 ALL化疗患者脑内的 GMV变化。  

 

 

PU-2432 

优化肾脏弥散加权成像：多层同时采集技术和动态匀场技术

的比较 

 
张古沐阳

1
,石冰

1
,孙昊 

1
,周海龙

1
,石清磊

2
,薛华丹

1
,金征宇

1
 

1.北京协和医院 

2.西门子公司 

 

目的：比较应用多层同时采集（SMS）和动态匀场（iShim）技术的肾脏弥散加权成像（DWI）

的主观图像质量、图像伪影、信噪比（SNR）、对比噪声比（CNR）、表观扩散系数（ADC）和

采集时间（AT）。 

材料与方法：本研究是伦理委员会通过的一项前瞻性研究，共纳入 22例患者（慢性肾脏疾病

9例，Gitelman综合征 4例，IgA肾病 7例，恶性高血压 2例）及 6例健康志愿者。所有扫描

均在 3T磁共振上完成。比较应用 CAIPIRINHA unaliasing技术的 SMS-DWI序列与 iShim-DWI

序列：主观图像质量由两名放射科医师按 5分量表评估，同时每个序列记录有无伪影及 AT；

比较 SMS-和 iShim-DWI在五个 b值（0,80,400,800,1600s / mm
2
）下的 SNR、CNR和 ADC。  

结果：两名放射科医师对两个序列的主观图像质量评分无统计学差异（SMS vs iShim，评分者

1：4.36±0.68 vs 4.32±0.67，评分者 2：4.54±0.64 vs 4.29±0.81，P> 0.05）。在 SMS-

DWI中观察到的伪像较少（8 vs 21，P <0.001）。在所有 b值下，SMS和 iShim-DWI的 SNR或

CNR之间无明显统计学差异（P> 0.05）。肾实质的 ADC在两个序列中相当（SMS vs iShim，

1552.6±140.2 对 1543.3±170.7，P> 0.05）。与 iShim-DWI（3：56min vs 8：28min，P 

<0.001）相比，SMS-DWI的 AT明显缩短。 

结论：与 iShim-DWI相比，SMS-DWI可以显著降低 AT和图像伪影，同时保证肾脏 DWI的图像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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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433 

中枢神经细胞瘤 fMRI 表现与病理学对照 

 
肖钦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野战外科研究所 400042 

 

［ 摘要］ 目的：分析中枢神经细胞瘤（CNC）的影像学特征，并与病理组织学比较， 探讨其

影像表现的病理基础，提高诊断准确率。 方法 ： 回顾性分析 11例经手术病理证实 CNC的

MRI征象及病理资料。 结果：10例典型 CNC位于透明隔孟氏孔区,均呈长椭圆形,边缘可见分

叶，1例非典型 CNC主体位于右侧侧脑室后角，颅内及脊髓多发播散。MRI 常规序列表现： 

11例均呈囊实性，内部及边缘多发囊变，边缘可见条索状结构。11例肿瘤囊性部分呈 T1WI

低、T2WI等高、FLAIR低信号；11例实性部分及囊间隔、 瘤周条索状结构 T1WI、T2WI、

FLAIR 均呈等信号，肿瘤内部(9/11)见点、条状 T1WI、T2WI低信号血管流空影；周围脑组织

水肿程度低，肿瘤(10/11)引起不同程度脑积水。11例实性部分轻度及中度强化，内部可见条

形更高强化信号，囊性成分不强化。MRI 功能序列表现：DWI序列检查 （4/7）例 DWI呈高信

号，（3/7）例呈中等高信号； SWI序列检查（7/7）出现点片状低信号影及瘤周血管影； 

MRS波普检查（8/8）出现 Cho峰升高，NAA峰降低，（7/8）例出现 Gly/MI峰升高； PWI灌

注检查（4/4）呈高灌注。病理表现： 肿瘤细胞呈大小一致排列， 核周可见空晕，瘤细胞周

围见分支状毛细血管、纤维组织分隔及无核神经元纤维基质岛，伴微血管增生。 免疫组化示

Neun （+）9例；Syn（+ ）11例 ； GFAP（+ ）3 例 ； Ki-67 其中 7例(约 1%-5%) ，4例

（10-15%）。 结论： 透明隔孟氏孔区的囊实性肿块呈多发囊变、 边缘条索状结构、无瘤周

水肿、内部伴血管流空影， MRI增强扫描呈明显强化以及 DWI出现弥散受限、SWI多发低信

号、PWI高灌注及 Cho峰升高，NAA峰降低， Gly/MI峰升高提示 CNC的诊断，对比其病理特

点，有助于进一步提高对本病的认识。 

   

 

 
PU-2434 

 基于体素形态学测量方法对大学生艾森克人格特质的研究 

 
苏莲子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30601 

 

[摘 要] 目的 采用基于体素形态学测量方法（VBM）探究大学生艾森克人格特质与脑灰质体积

的关系。方法 选取 100位健康大学生志愿者并收集相关信息。行常规序列 MR平扫，排除颅内

器质性病变；行 3D-T1全脑结构像扫描，采用 SPM8中的 VBM8工具包进行图像分析，得到参数

有差异的脑区，获得每个体素在蒙特利尔神经科学研究所(MNI) 脑图谱中的坐标值，按照坐标

进行解剖定位并确定相关脑区(BA)。进行艾森克人格问卷简式量表中国版（EPQ-RSC）评分。

大脑区域灰质体积（GMV）改变与评分的相关性采用 Pearson 相关性分析，将年龄、性别及颅

内总灰质体积作为外部回归因子。结果 外倾性（E）与神经质（N）分数无相关性（P＞

0.05）。E评分与颞中回 GMV 负相关（r=-0.212,P＜0.05），坐标值：（x=54,y=-30,z=-

9），N评分与大脑区域 GMV 无相关性。结论 大脑区域 GMV与人格特质具有相关性，人格特

质的不同是基于个人在大脑中结构的差异。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3897 

 

PU-2435 

不同病因致可逆性胼胝体压部病变综合征的 MRI 表现 

 
周芳芳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30601 

 

目的 探讨不同原因致可逆性胼胝体压部病变综合征的 MRI诊断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1

年 12月～2017年 07月共 29例患者临床及 MRI影像资料。其中男性 14例，女性 15例；年龄

3d～43y；将其分为儿童组及成人组：儿童组共 10例，平均年龄 4.5岁；成人组 19例，平均

年龄 23.8岁。所有患者均进行 MRI平扫，其中 4例患者行增强检查，总结其 MRI特点。结果 

29例患者中以发热或癫痫为首发症状患者 20例，外伤患者 6例，代谢性疾病患者 3例。首次

检查头颅 MRI显示均显示胼胝体压部单发类圆形或斑片状异常信号表现为 T1等或稍低信号，

T2及 FLAIR上呈稍高信号，DWI上呈明显高信号，ADC图信号减低；边界清晰，病变周围无明

显占位及水肿效应；其中 4例患者行增强检查，增强后无明显强化。其中 14例患者于 5～23d

后行头颅 MRI复查，11胼胝体压部信号消失；3患者信号减低，边界变模糊；10患者于 1～3

月复查，显示所有患者胼胝体压部病变均消失；5例无复查，治疗后临床症状消失。结论 可

逆性胼胝体压部病变综合征的 MRI表现为胼胝体压部的可逆性病灶，具有特征性；不同原因致

该病变的表现存在差异，可为临床提供可靠依据。 

 

   

 

 

PU-2436 

中枢神经系统表面铁沉积症的 MRI 诊断价值 

 
周瑾 

六安市人民医院 237000 

 

目的 探讨磁共振检查在中枢神经系统表面铁沉积症(SSCNS)诊断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对发现

的两例中枢神经系统表面铁沉积症患者行磁共振多序列扫描，扫描序列包括 T1WI、T2WI及磁敏

感加权成像(susceptibility weighted imaging, SWI)，并结合文献进行分析总结。 结果 中

枢神经系统表面铁沉积症 MRI表现为与脑脊液相邻的脑、脊髓和颅神经表面的线样 T2WI 低信

号，SWI较 T2WI显示更加清晰和广泛，T1WI呈线样等、低信号或高信号。 结论 MRI在诊断中

枢神经系统表面铁沉积症方面具有特征性，可明确诊断，有助于临床尽早治疗、改善预后。 

   

 

 

PU-2437 

肛瘘术前 MRI 评估：成像技术及诊断要点 

 
肖运平 

广西柳州市人民医院 545006 

 

目的 探讨肛瘘 MRI术前评估的成像技术及临床应用价值。方法 108例肛瘘患者术前均进行

MRI检查，回顾性分析患者术前 MRI影像学与临床手术资料。结果 108例肛瘘患者，单纯型

肛瘘 42例，复杂型肛瘘 66 例，36例合并肛周脓肿，99例 MRI诊断信息（包括瘘管及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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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内口、瘘管与肛门括约肌关系、有无肛周脓肿）与手术所见相符，术前诊断准确率为

91.7%。结论 MRI能在术前准确评估肛瘘分型、内口位置、瘘管与肛门括约肌的关系，以及

有无肛周脓肿，以便制定最佳治疗方案及评价疗效。 

   

 

 

PU-2438 

正常脑深部核团 ADC 值及相位值与年龄的相关性分析 

 
江帆 

安徽省立医院 230001 

 

摘要 ：目的 通过比较表观扩散系数（ADC值）及相位值，探讨 3.0 T磁共振扩散加权成像技

术（DWI）和磁敏感加权成像技术（SWI）对不同年龄正常脑深部核团的水分子弥散及铁分布的

研究价值。方法 健康受试者 32例纳入研究，分为青年组、中年组、老年组，行 DWI、SWI检

查，测量黑质、红核、齿状核、尾状核头、壳核、苍白球的 ADC值及相位位移值，计算相位

值。结果 青年组与老年组的尾状核头、壳核及苍白球 ADC值、黑质、壳核、苍白球、齿状核

相位值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值分别为 0.025、0.000、0.004、0.008、0.006、0.002、

0.037）；青年组与中年组的壳核 ADC值、壳核、苍白球相位值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值分

别为 0.010、0.007、0.013）；中年组与老年组的黑质相位值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值为

0.030）。壳核、尾状核头 ADC值与年龄呈正相关；黑质、红核、齿状核、尾状核头、壳核、

苍白球相位值与年龄呈负相关。结论 DWI及 SWI可以分别反映年龄对脑深部核团水分子扩散

和铁分布的影响。 

   

 

 

PU-2439 

磁共振灌注成像在脑肿瘤鉴别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唐代迪,盛复庚 

军事医学科学院附属医院 100 

 

摘要 目的 探讨磁共振灌注成像（PWI）在脑肿瘤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收集我院脑部占位病

人 38例，包括高级别胶质瘤 12例，低级别胶质瘤 2例，转移瘤 22例，原始神经外胚层肿瘤

（PNET）术后复发 1例（WHO Ⅳ级），鼻咽癌放疗后脑坏死 1例。所有病例分别行 MRI 平扫及

增强扫描、PWI检查。在 MR 后处理工作站上获得 PWI伪彩图，测算病变区、周围水肿区域相

对脑血容量（rCBV），并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胶质瘤、PNET、脑转移瘤病变或复发区脑血

容量 rCBV与放射性坏死区脑血容量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01）；高级别胶质瘤、

PNET、脑转移瘤病变区周围水肿的 rCBV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PWI 对于

脑肿瘤的鉴别诊断及疗效评价有一定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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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440 

DCE-MRI、IVIM-DWI 评价 SD 大鼠 C6 胶质瘤模型乏氧状态 

 
徐曼,侯唯姝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30022 

 

目的 

胶质瘤乏氧性会增加肿瘤恶性进展和复发的机率，因此评估肿瘤的乏氧状态可以判断肿瘤的分

化程度及病人的预后。以往乏氧的检测方法为有创性、辐射性，不能动态检测肿瘤内的乏氧状

态，所以迫切需要一种可以动态、重复、无创的方法检测瘤内部乏氧状态。DCE-MRI定量扫描

作为非侵袭方法可以获取肿瘤的血流量及血管的渗透性等参数，用于评估瘤内微环境；IVIM-

DWI可以在体评估水分子的扩散及血流灌注，在分子水平评估检测肿瘤微环境。而乏氧标记分

子主要有缺氧诱导因子（HIF-1α）等。本实验采用大鼠脑胶质瘤模型，将 HIF-1α表达与

DCE-MRI、IVIM-DWI定量参数对比研究，探索 DCE-MRI、IVIM-DWI对肿瘤内的乏氧状态评估的

可行性。 

方法 

SD大鼠，雄性，52只，清洁级，250-300 g；采集对数生长期的 C6胶质瘤细胞，建立 SD大鼠

C6脑胶质瘤模型，于造模后第 2W、3W、4W后行 IVIM-DWI和 DCE-MRI扫描,后处理获取定量参

数。每次扫描后处死 14只 SD大鼠行 HE染色和 HIF-1α免疫组化染色。对 IVIM-DWI和 DCE-

MRI定量参数与 HIF-1α表达的相关性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3W、4W胶质瘤模型 DCE-MRI 定量参数 Ktrans、Ve及 IVIM-DWI各定量参数与 HIF-1α表达呈

负相关关系，且 3W的相关性比 4W强（P值均<0.05），2W 胶质瘤模型定量参数 Ktrans、Ve及

IVIM各定量参数与 HIF-1α 表达无相关性（P>0.05）；Kep 与 HIF-1α表达各时间点均无相关

性（P>0.05）。 

结论 

DCE-MRI、IVIM-DWI技术能够评价大鼠 C6胶质瘤模型的乏氧状态，肿瘤不同生长时期 DCE-

MRI、IVIM-DWI定量参数与肿瘤乏氧状态的相关程度不同。 

   

 

 

PU-2441 

经前期综合征低频振幅变化的静息态 fMRI 研究 

 
段高雄,邓德茂 

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530001 

 

目的：经前期综合征（PMS）是以情绪、躯体和行为症状为特征的月经周期相关疾病，严重影

响育龄期的女性。既往研究表明，PMS的病因可能与脑功能失调有关。本研究基于功能磁共振

成像（fMRI），采用低频波动振幅（fALFF）来检测 PMS患者的脑活动状态，以期阐明 PMS的

发病机制。方法：被试者均来自广西中医药大学在读学生，完成连续两个月的日常症状严重性

评估量表（DRSP），纳入 20 名 PMS患者和 21名健康志愿者。在被试者月经黄体期采集被试

者的静息态 fMRI数据；应用 SPM软件对 fMRI数据进行 fALFF 分析。结果：与健康对照组比

较，处于黄体期的 PMS患者的 fALFF增强的脑区主要位于双侧楔前叶，左侧海马和左侧颞下回

皮层， 同时 fALFF减弱的脑区位于双侧前扣带回（ACC）、小脑。此外，PMS患者 DRSP评分

与 ACC平均 fALFF呈负相关，与楔前叶 fALFF呈正相关。结论：基于功能磁共振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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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MRI），应用 fALFF反映 PMS患者异常自发脑活动，为进一步探索 PMS潜在神经机制提供初

步的影像学证据。 

   

 

 
PU-2442 

采用 ReHo 方法检测经前期综合征患者异常脑功能区 

 
李莎莎,邓德茂 

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530001 

 

目的：以往研究表明经前期综合征（PMS）的病因与月经周期相关的脑活动变化有关。然而，

其内在神经机制尚不清楚。本研究目的是运用静息态功能磁共振（RS-fMRI）技术研究 PMS患

者异常脑活动，并解释其错综复杂的内在神经机制。方法：应用 ReHo方法分析 20例 PMS 患者

（PMS组）与 21例健康自愿者（健康组）黄体期的 RS-fMRI 数据。此外，所有被试者均需完

成每日症状严重性评估量表(DRSP)来评估患者症状。结果：与健康组对比，于黄体期的 PMS患

者 ReHo值增加的脑区主要位于双侧楔前叶、左颞下叶皮层（ITC），右额下回皮层（IFC）和

左额中回皮层（MFC），而 ReHo值下降的脑区位于右前扣带回（ACC）。此外，与健康组对

比，PMS组具有较高的 DRSP 评分，PMS患者的 DRSP评分与左中额叶（MFC）的 ReHo值呈正相

关，然而，与右前扣带回（ACC）的 ReHo值呈反相关。结论：本研究结果表明，PMS患者在黄

体期存在异常脑自发活动，患者的症状严重程度与左中额叶（MFC）、右前扣带回（ACC）的

ReHo有显著相关性。我们的研究结果将有助于理解 PMS患者复杂的神经机制。 

   

 

 
PU-2443 

ADC 值在前列腺癌的诊断价值及与 Gleason 评分、PI-RADS 的

相关性研究 

 
xubo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3000 

 

 

目的：探讨表观扩散系数（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ADC）值对前列腺癌的诊断价

值，并与前列腺癌病理 Gleason 评分、PI-RADS评分的相关性。方法：回顾性分析 2016.1-

2017.3在我院行前列腺常规核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imaging，MRI）、扩散加权

成像（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DWI）影像资料，共计 74名患者计入研究，以病理穿刺

结果为标准，测量其 ADC 值，由两名高级医师不知病理结果的前提下参考 PI-RADS标准给予

PI-RADS评分；比较绘制受试者工作特性曲线（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ROC），评价 ADC 值对前列腺癌的诊断效能。根据 Gleason 评分将前列腺癌分为低、

中、高危组（≤6 分为低危组，=7 分为中危组，≥8 分为高危组），比较前列腺增生及前列

腺癌各组间的 ADC 值，采用 Spearman 相关性分析评价 4组 ADC 值与 Gleason 评分、PI-

RADS的相关性。结果：前列腺癌组 ADC 值和 BHP 组 ADC 值两者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以 

ADC 值 1.048×10-3 mm2/s 作为阈值，ROC 曲线下面积为 0.842，其诊断前列腺癌的敏感性

和特异性分别为 82.5%和 81.2%。中央腺体癌低、中、高危组 ADC 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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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两两比较时，低危组和中危组、低危组和高危组 ADC 值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中危组与

高危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低危组和中高危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前列腺癌组 ADC 值与 

Gleason 评分、与 PI-RADS 评分呈负相关。结论：ADC 值对前列腺癌的诊断具有一定的价值，

ADC 值与前腺癌 Gleason 评分及 PI-RADS评分呈负相关，一定程度上可反映前列腺癌的分化

程度，并一定程度上也提示 PI-RADS 评分。 

 

 
PU-2444 

MR STIR 技术评估鼻咽癌患者颈部淋巴结转移的临床应用 
 

尹娜 

江苏省肿瘤医院 210009 

 

摘要：目的： 讨论 MR STIR(short time inversion recovery)短时反转恢复序列在鼻咽癌

患者颈部淋巴结转移的发现及分区中的诊断价值。方法:收录本院鼻咽癌颈部淋巴结转移患

者 61例，进行 FSE T2WI，FSE T1WI,STIR均为冠状面扫描，由三位高年资影像诊断医生对

患者淋巴结转移及分区的情况进行观察，对小淋巴结数量敏感性及特异性进行充分比较。结

果: 鼻咽癌患者颈部淋巴结转移，主要集中于 RN 区以及Ⅱ区，可表现为多区淋巴结广泛

转移的情况及出现诸多淋巴结广泛转移的情况，主要从上至下发展，同 FSET2WI ,FSE T1WI

进行比较，STIR图像对转移淋巴结最终获得的检出率表现出显著升高（P <0.05）。结论 针

对鼻咽癌颈部淋巴结转移患者，同 FSE T2WI ，FSE T1WI 进行比较，临床选择磁共振脂肪

抑制技术对鼻咽癌颈部淋巴结转移患者进行检查，针对小淋巴结转移灶可以进行准确显示，表

明 MR STIR技术在评估鼻咽癌患者颈部淋巴结转移中具有更大的临床应用价值。  

 

 
PU-2445 

Evaluation of the efficacy of PC cine MRI in patients 

with obstructive hydrocephalus and the ETV of traffic 

hydrocephalus 

 
yao hui 

Radiology Department，West China Hospital，Sichuan University 610041 

 

OBJECTIVE: As neuroimaging, neural endoscopic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microscopic surgical instruments, an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tereotactic neural 

navigation system, preventing the endoscope assisted endoscopic third 

ventriculostomy (ETV) surgery methods matures, ETV are gradually used as 

alternative treatment for obstructive hydrocephalus.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determine the utility of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examinations with cine 

phase-contrast MR imaging to determine the efficacy of ventriculostomy across time 

and whether CSF pulsation is restored after ETV. 

METHODS: Thirty-eight patients treated with ETV were evaluated with cine PC cine 

MRI within 1 month before surgery. Follow-up studies were performed within 1 month 

after surgery. To determine the restoration of CSF pulsation, we compared the CS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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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veform at the ventriculostomy with the CSF waveform at the aqueduct in a healthy 

control group. 

RESULTS: After ventriculostomy, the recovery of the flow characteristics of 

cerebrospinal fluid circulation was observed and the changes of cerebrospinal 

fluid flow were recorded with time change after the operation of the ventricle. 

There was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between clinical outcome and 

stroke volume. Overall flow magnitude was the most effective variable to determine 

which patients would improve after surger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patients with 

obstructive hydrocephalus had the best response to the operation, and those with 

deformity or traffic hydrocephalus were the worst. 

CONCLUSION: PC cine MR technique is very effective in evaluating the curative 

effect after ETV. The measurement of cerebrospinal fluid flow is an important 

indicator for PC cine MR technique to evaluate ETV . 

   

 

 
PU-2446 

卵巢囊腺瘤的 MRI 诊断及病理对照分析 

 
李宇明,唐文伟、程晖、陈慧、王莉莉、顾海磊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妇产医院 南京市妇幼保健院 210004 

 

【摘要】目的：探讨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在卵巢囊腺瘤诊断中

的特征表现，提高其诊断与鉴别诊断的能力，为临床术前评估提供较准确的指导。方法： 回

顾性分析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38例卵巢囊腺瘤的 MRI表现，包括其 MRI常规影像、弥散加权成

像（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 ,DWI）及动态增强的影像特征。结果：本组 38例共 50个

病灶，浆液性囊腺瘤 16例共 23个病灶，黏液性囊腺瘤 22例共 27个病灶。良性表现为囊壁薄

而光整，囊内分隔薄而规则，T1WI低、等信号，T2WI高信号，DWI呈高、低信号，信号较均

匀，增强扫描病灶未见强化；交界性或恶性表现为囊实性混杂信号，囊壁及囊内分隔厚而不规

则，见囊壁结节呈乳头状或不规则状，DWI呈高或混杂信号，增强扫描见分隔与壁结节强化。

与病理对照，8例诊断有误差，1例黏液性囊腺瘤误诊为单纯性囊肿，1例混合性黏液性囊腺

瘤误诊为畸胎瘤，6例交界性未作提示，包括 3例浆液性（含 1例恶变者）、3例黏液性。囊

腺瘤的诊断率在 94.7%（36/38），良恶性诊断符合率在 84.2%（32/38）。结论：MRI成像能

很好的显示卵巢囊腺瘤的形态及信号特征，尤其 DWI及增强扫描对卵巢囊腺瘤的定性及鉴别诊

断有较大优势，可为临床治疗提供充分的影像依据。   

 

 

PU-2447 

扩散加权成像 ADC 值直方图鉴别高级别胶质 

瘤与转移瘤的价值 

 
刘文慧,钱银锋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30022 

 

目的 探讨 ADC直方图及其相关参数在鉴别高级别胶质瘤与脑转移瘤中的应用价值。材料与方

法 对未经过手术、化疗、放疗及其他抗肿瘤治疗的 13例高级别胶质瘤和 20例脑转移瘤行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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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 MR平扫、增强及 DWI扫描（b=0,1000），参照同一层面的 T2 falir及增强扫描图像，沿肿

瘤边缘的内侧在 ADC图像上勾画出每一层面肿瘤的边界，汇总得到整个瘤体每一个体素点 ADC

值，再由 MATLAB软件生成 ADC直方图和直方图的平均值（ADCmean）、最大值（ADCmax）、最

小值（ADCmin）、中位数（ADCmedian）、峰度、偏度、方差、极差和 5
th
～95

th
百分位点之间

每隔 5个百分位点所测得的 ADC值。 比较两种肿瘤各相关参数值之间的差异，P<0.05的参数

认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并通过 ROC曲线评价各参数的诊断效能。结果 高级别胶质瘤与脑

转移瘤的 ADC直方图均为频数分布不对称的偏态分布。高级别胶质瘤多为正偏态分布，高峰更

为陡峭，通常呈“高狭峰”，右侧的尾部多延伸较长，明显长于左侧，ADC值大部分分布于左

侧；脑转移瘤呈负偏态分布或正偏态分布，偏度一般小于高级别胶质瘤，呈“低阔峰”，左侧

尾部多稍长于右侧，ADC值大多分布在右侧，且 ADC值的分布较高级别胶质瘤集中。从统计结

果看，高级别胶质瘤的峰度、偏度、ADCmax和极差分别为 4.40±2.08、0.87±0.72、

2.63±0.44×10
-3
mm

2
/s、2.14±0.52×10

-3
mm

2
/s，均高于脑转移瘤的相应参数值，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P<0.05）。其中以极差的 AUC和敏感度最好，偏度系数的特异度最好，两者联合敏

感度高于单一参数的敏感度。结论 ADC直方图可以综合整个病灶每个体素的 ADC值对直方图的

相关参数进行测量，从而了解病灶内部的组织密度及代谢情况，较传统的 ADC平均值测量有明

显的优势，可能成为鉴别高级别胶质瘤与脑转移瘤的新方法。 

 

   

 

 

PU-2448 

剖宫产术后子宫疤痕妊娠的磁共振诊断 

 
杨默然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30601 

 

                               杨默然 

目的 探讨剖宫产术后子宫疤痕妊娠（cesarean scar pregnancy,CSP）的磁共振成像特征。方

法 回顾 20例经清宫产或手术证实的 CSP患者的临床及影像学资料。结果：20例子宫疤痕妊

娠患者，MRI清楚的显示子宫峡部前壁下段疤痕呈明显短 T2信号，妊娠囊位于疤痕处，局部

子宫峡部前壁肌层明显变薄。其中 6例妊娠囊呈长 T1、长 T2信号，单纯囊性信号，8 例为混

杂 T1、混杂 T2信号，呈不规则状，3例妊娠囊及内可见短 T1出现信号，2例伴有宫腔内少量

混杂出血信号， 1例为宫内不全流产部分绒毛植入疤痕处。结论：MRI检查可以明显疤痕位

置、厚度，妊娠囊的位置、形态、大小以及与邻近子宫肌层的关系，并且可见清楚显示子宫肌

层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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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449 

The discussion of correlation between Histogram 

analysis of quantitative dynamic contrast enhanced 

and diffusion weighted MRI and Gleason score of 

prostate cancer 

 
Wen Ru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oochow University 215004 

 

Objective:To discus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Histogram analysis of quantitative 

mono-exponential , bi-exponential and diffusion kurtosis models in 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 and the Gleason score of prostate cancer , and evaluate the 

applation value and diagnostic efficiency in identifying low from 

intermediate/high Gleason score of prostate cancer 

Materials and Methods:50 patients with histologically confirmed as prostate 

cancer were examined using DWI performed at3T employing an extended b-value range 

from 0 to 2000 s/mm
2
. Tumors were classified into three groups: Gleason score ≤6 

(n=14), Gleason score =7 (n=19), Gleason score≥ 8 (n=17). Data were post-

processed by whole tumor histogram analysis,the ROI was manually drown in DWI (b = 

1000 s/mm
2
) step by step along the outline of cancer,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were performed respectively by mono-exponential , bi-exponential and diffusion 

kurtosis models for quantification of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s (ADCs), 

diffusivity D , pseudo-diffusivity D* , perfusion fraction f, diffusion 

coefficients by non-Gaussian distribution (Dk) and kurtosis coefficient (K).Then 

the Histogram analysis was performed to get the mean, median, 

25th percentile, 75th percentile, skewness and kurtosis.The correlation between 

histogram analysis results of these quantitative parameters and Gleason score of 

prostate cancer were evaluated by Spearma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Areas under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AUCs) were estimated to evaluate 

performance in Gleason score classifications. The diagnostic performance of 

histogram analysis results of each quantitative parametersin identifying low 

(lowgrade, LG, Gleason score≤6) and high (intermediate/high grade, HG, Gleason 

score > 6) Gleason score of prostate cancer was performed by comparing the area 

under the ROC curve and the curve values. 

Results: There were 14 for GS ≤6, 19 for GS= 7 and 17 for GS ≥8 at 

pathological findings of 50 patients with prostate cancer. The values of ADC and 

Dk (mean, median, 25 th, 75 th) we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Gleason score of 

prostate cancer (r value is 0.452 ~ 0.624, P < 0.05).The values of D (mean, median, 

25 th, 75 th) had a certain correlation with Gleason score of prostate cancer (r 

value is -0.388 ~ -0.529, P < 0.05).The values of D (skewness and kurtosis) 

had a certain correlation with Gleason score of prostate cancer (r value were 

0.413/0.402, P < 0.05). The histogram analysis results of D* and f had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with Gleason score of prostate cancer 

has no (P > 0.05). The values of K (mean, median, 25 th, kurtosis)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Gleason score of prostate cancer (r value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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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23 ~ 0.423, P < 0.05). The diagnostic efficiency of histogram analysis 

results of these quantitative parameter values in identifying LG and HG prostate 

cancer showed that the ADC (median), D (25 th), Dk (mean) and K (25 th) had a 

larger area under the curve, and were 0.844, 0.873, 0.815 and 0.919, respectively, 

the differences of area under the curve between any two of these parameters 

above we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Conclusion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showed that the histogram analysis 

results (mean, median, 25 th, 75 th) of quantitative mono-exponential 

model(ADC), the histogram analysis results (mean, median, 25 th, 75 th, skewness, 

kurtosis) of quantitative bi-exponential model (D) and histogram analysis 

results (mean, median, 25 th, 75 th) of quantitative diffusion kurtosis model (Dk) 

and histogram analysis results (mean, median, 25 th, kurtosis) of quantitative 

diffusion kurtosis model (K) were all correlated with Gleason score of prostate 

cancer, other than mono-exponential and bi-exponentialmodel, diffusion kurtosis 

model contained two parameters which were correlated with Gleason score of 

prostate cancer, but the diagnostic efficiency of histogram analysis results of 

quantitative parameters were not obvious different among these mono-exponential 

model and bi-exponentialmodel, diffusion kurtosis model above in identifying LG 

and HG prostate cancer, all of these three diffusion model could help with the 

preoperative evaluation of Gleason score of prostate cancer. 

   

 

 
PU-2450 

3.0T MR 动态磁敏感对比增强灌注技术 

在脑肿瘤诊断的应用研究 

 
赵丽丽 

大同市第三人民医院 037008 

 

目的：通过对脑肿瘤进行动态磁敏感对比增强(dynamic susceptibility contrast-enhanced, 

DSC)灌注成像研究,探讨不同脑肿瘤的磁共振灌注成像特点,并通过研究 DSC在脑肿瘤诊断、鉴

别 诊断、分级及术前评估中的作用。 

方法：收住我院经 CT或 MRI 检查证实存在脑肿瘤患者，行常规 MRI序列、DWI及 DSC-PWI成

像检查，术后有病理对照者入组，无病理对照者排除。对入组者图像进行后处理，按病理结果

对不同类型肿瘤分组，对胶质瘤分级，观察不同类型、不同级别脑肿瘤患者的 DSC-PDW灌注后

处理图像，并比较测量的 rCBF、rCBV、MTT及 TTP之间的差异，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在肿瘤实质区，高级别胶质瘤 rCBV 值明显高于低级别胶质瘤，在瘤周水肿区，低级别

胶质瘤的 rCBV值低于高级别胶质瘤的 rCBV值，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在肿瘤实质区，单发转

移瘤的 rCBV值低于高级别胶质瘤的 rCBV。 

结论：磁共振灌注加权成像能够通过计算灌注参数反映组织血流灌注功能及血管生成情况，可

为脑肿瘤的分级及鉴别诊断提供更多的信息，因此在脑肿瘤诊断中有较好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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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451 

肝性脑病患者全脑功能连接的静息态功能磁共振的研究 

 
王飘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30601 

 

 

【摘要】 目的：采用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成像研究肝性脑病患者全脑功能网络连接机制。方

法：采集 30例慢性肝硬化肝性脑病患者和 32例健康志愿者的静息态血氧依赖水平功能磁共振

成像（BOLD-fMRI）数据，采用自动化解剖标记（AAL）模板计算 90个脑区的两两间功能连接

情况。结果：肝性脑病患者有 16条功能连接出现异常，其中 10条功能连接 显著下降

（P<0.01）,3条显著升高（P<0.01），其中改变的功能连接与神经心理学测试存在一定相关

性。结论：肝性脑病患者的基底节-丘脑-皮层回路受损，功能连接的改变与感性脑病患者的认

知功能改变有关。 

   

 

 
PU-2452 

先天性感音性耳聋患者大脑皮层静息态脑功能磁共振研究 

 
祁荣淼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30601 

 

 

目的：利用血氧水平依赖功能磁共振成像(blood oxygenation level dependent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BOLD-fMRI)探讨感音神经性耳聋患者静息态双侧大脑半球皮层

功能活动情况及与正常对照组的差异,进一步揭示感音神经性耳聋患者的机制及脑灰质、脑白

质之间的差异。方法：双侧先天性感音性耳聋患者 35例,男 22例,女 13例,年龄 18-50岁,平

均 35岁。听力正常 35例,男 25例,女 10例,年龄范围 20-50岁,平均 28岁。分别对两组受试

者行静息态 BOLD—fMRI检查,采用 fMRI低频震荡振幅(ALFF)方法比较实验组和对照组双侧大

脑皮层功能活动情况,并进行定量分析。结果：对感音性耳聋组(实验组)和听力正常组(对照组)

静息态大脑皮层激活区作定量两样本 t检验(实验组减去对照组),实验组左侧颞下回、左侧梭

状回、右侧扣带回及左侧中央后回静息态活动强度明显大于对照组相应皮层的活动强度

(P0.01)。结论：先天性感音性耳聋患者左侧颞下回、左侧梭状回、右侧扣带回及左侧中央后

回静息态活动强度明显大于对照组相应皮层静息状态活动强度(P0.01),这一结果可能提示：

1、感音性耳聋患者在左、右颞上回白质减少，提示其白质发生萎缩；2、先天性感音性耳聋患

者静息态大脑默认网络很可能发生了结构重组；3、耳聋患者大脑皮层存在“知觉补偿”现

象；4、其他脑区的差异，可能与大脑的听觉及视觉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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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453 

 3.0T 高分辨率 MR 联合 3D-CUBE 对肛瘘分型的诊断价值 

 
卢慧敏,朱娟 

安庆市立医院 246003 

 

目的 探讨 3.0T高分辨率 MR联合 3D-CUBE对肛瘘分型的诊断价值，为临床手术凡是的选择提

供可靠依据。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4年至今经手术证实的肛瘘患者 40例，术前行 3.0T

高分辨 MR及 3D-CUBE检查，通过两名高年资放射科医师根据图像分析，明确瘘管走向，内口

位置，有无支管，有无脓 肿、主要瘘管与肛门括约肌之间的关系，给出诊断及肛瘘的分型，

一周内予以手术，将手术结果与诊断结果进行比照，结果根据 Parks 分型法分型。结果 (1) 

40例肛瘘患者的肛瘘主支 Parks分 型与手术探查分型符合情况：单纯性肛瘘 29例，复杂性

肛瘘 11例，经手术探 查结果符合率均为 100%。（2）MR高分辨单独诊断分型及术后诊断

Parks分型结果分别为：括约肌间型例 31/24例；经肛管括约肌型 13例/10例；括约肌上型例

7/5例，括约肌外型 2例/1 例；结果符合率分别为 77.4%、76.9%、71.4%和 50%。(3)MR高分

辨联合 3D-CUBE诊断分型及术后诊断 Parks分型结果分别为：括约肌间型例 29/24例；经肛管

括约肌型 12例/10例；括约肌上型例 7/5例，括约肌外型 1例/1例；结果符合率分别为

82.7%、83.3%、71.4%和 100%。结论 3.0 T高分辨率 MRI联合 3D-CUBE在肛瘘分型与内口定位

中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准确率要高于单纯的高分辨扫描，对临床手术方案的选择及术后复查

均有较大的意义。 

   

 

 
PU-2454 

颈动脉狭窄程度与脑组织灌注的相关性研究 

 
马玉荣,张静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730030 

 

目的：探讨颈动脉狭窄程度与脑组织灌注的相关性，通过判断狭窄程度，早期 TIA及卒中的发

生。 

方法：收集 41例颈动脉粥样硬化患者，均行颈部血管彩超、头颅 MR平扫、MRA、PWI。双侧颈

动脉依照病重侧狭窄程度分为五组：对照组（〈30%）、轻度（30%-49%）、中度（50%-

69%）、重度（70%-99%）及闭塞。对照组 10例、轻度 5 例、中度 12例、重度 9例、闭塞 5

例。测量所有患者双侧额、顶、颞叶皮层及皮层下白质区 MTT、TTP、CBV、CBF，并求得病重

侧与对侧的相对灌注参数比值。统计分析各组的灌注参数值，首先进行组内自身对照，其次实

验组与对照组进行组间比较。 

结果：对照组双侧额、顶、颞叶皮层及皮层下白质区灌注参数值左右对比差异无明显统计学意

义；轻度狭窄患者病重侧与对侧灌注参数值差异无明显统计学意义；中度狭窄患者有 10 例病

重侧与对侧灌注参数值无明显差异，2例患者病重侧额叶及顶叶 MTT、TTP较对侧延长，CBV、

CBF两侧未见明显差异，结合超声及颈动脉斑块成像考虑为易损斑块部分脱落形成小栓子阻塞

血管所致，病重侧与对侧灌注参数值差异无明显统计学意义；重度狭窄及闭塞的患者 12 例病

重侧 MTT、TTP较对侧明显延长，2例 CBV正常或轻度下降，CBF下降，2例 CBV较对侧轻度升

高，CBF未见明显差异，2例 MTT、TTP未见明显差异，10例 CBV、CBF未见明显差异，病重侧

与对侧灌注参数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组间比较发现，轻、中度狭窄组与对照组比较灌注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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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之间差异无明显统计学意义，重度狭窄或闭塞患者 MTT、TTP较对照组延长，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CBV、CBF两者差异无明显统计学意义。 

结论：动脉粥样硬化是导致颈动脉狭窄的主要原因之一，血管重度狭窄或闭塞可能会导致脑组

织灌注的减低，进而引发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及卒中的发生，因此对于颈动脉粥样硬化患者应给

予一定的治疗及预防措施，避免 TIA及卒中的发生。 

   

 

 

PU-2455 

探讨负荷仰卧位磁共振检查技术对胸腰椎疾病的指导意义 

 
赵辉 

武警黑龙江省总队医院 150076 

 

摘 要 目的：与常规磁共振（以下简写 MRI）胸腰椎检查方法比较，对比分析负荷仰卧位胸腰

椎 MRI检查技术对胸腰椎疾病的指导意义，根据情况推广使用。 方法：应用自行设计负荷仰

卧位 MRI检查设备，回顾分析 60例胸腰椎病变在常规 MRI检查显示为可疑阳性、轻度阳性、

阳性患者对比进行了负荷仰卧位胸腰椎 MRI检查，测量比较 Cobb角度、椎体前后缘高度、椎

弓根距离的变化、间盘突出程度测量（同水平椎管前后径测量）等，并进行 t检验分析。 结

果：30例外伤所致椎体骨折患者中，15例 Cobb角度平均由仰卧位 13.3
o
增加到 20.7

o

（p<0.001）。椎体前缘压缩平均由仰卧位的 31.2%增加到 45.4%（p<0.001），其中 8 例

（26.7%）选择了手术。另 30例椎间盘突出患者采用负荷仰卧位胸腰椎 MRI检查平均椎管前后

径测量减少 30.4%(8%~57%),进行 t检验分析，α=0.05，有显著性差异（p<0.001）。 结论：

负重位 MRI检查能够进一步明确胸腰椎病变，进一步评估胸腰椎病变的稳定性及间盘突出程度

等。 

   

 

 
PU-2456 

不同 HRCT 表型的 COPD 患者的肺功能、CT 容积分析和 MRI 灌

注成像的特征 

 
范丽,管宇,夏艺,刘士远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200003 

 

目的：前瞻性地阐明不同 HRCT表型的 COPD患者的肺功能、CT容积分析和 MRI灌注成像的特

征。 

方法：62例 COPD患者分别行肺功能、CT和 MR灌注成像。根据 HRCT表现，COPD分为三个表

型：A，E和 M型。CT定量分析参数包括肺总体积（TLV），总肺气肿体积（TEV）和肺气肿指

数（EI）。对于出现 MRI灌注缺陷（PDS）的，对灌注缺损的形状和大小进行了评估。正常对

照肺组织和 PDs的信号强化通过计算其信号强度比（RSI = SI PD / SI 正常）进行量化。PFT

参数，CT定量参数和 MR灌注成像之间进行相关性分析。 

结果：62例 COPD患者包含 42例 A表型，9例 E表型和 11 例 M表型。 FEV1/FVC在 A表型和 M 

表型之间存在明显差异（P＜0.05）。A表型的 TEV和 EI明显低于 E表型或 M表型的 TEV和

EI。MR灌注成像表现为局限性或弥漫性灌注缺损（PDs）。A表型的 RSI明显高于 E表型

（20.3%±8.5% vs.11.8%±5.4%；P = 0.006）TEV和 EI与扩散参数呈中度负相关。RSI与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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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 FEV1%显著相关，RSI与 M型的 FEV1/FVC显著相关。FEV1/FVC与 E型的 TEV或 EI 显著相

关。 

结论：不同 HRCT表型的 COPD 患者的肺功能、CT容积分析和 MRI灌注成像有不同的特征；与

PFT参数之间存在相关性；提示每个表型可能有不同的影像方法并指导临床处理。 

   

 

 
PU-2457 

苍白球 T1WI 信号强度和 T1 值诊断新生儿急性胆红素脑病 

 
孟小丽

2,1
,舒俊

3
,任转琴

1
 

1.宝鸡市中心医院 

2.陕西中医药大学 

3.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 

 

摘要：目的：探讨苍白球 T1WI信号强度和 T1值在诊断新生儿急性胆红素脑病（ABE）中的应

用价值。方法：对 13例 ABE（ABE组）、33例高胆红素血症新生儿（高胆组）和 22名正常新

生儿（对照组）行常规 T1WI 和 T1 mapping成像。苍白球 T1WI信号的定量分析：利用 MRI后

处理软件选取感兴趣区，测量双侧苍白球信号强度值，并于双侧壳核分别选取 2处感兴趣区，

测量其信号强度，计算苍白球与壳核信号强度的比值（G/P）；T1 mapping成像采用 6个不同

反转时间的 IR-FSE序列，取其平均值，得到量化 T1图，选取双侧苍白球为 ROI，测量其 T1

值。以方差分析比较 3组间苍白球 T1WI信号强度及 T1值的差异。结果：对照组苍白球 T1WI

信号强度（G/P）与 ABE组和高胆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 ABE组与高胆组间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9）。ABE组苍白球 T1值与对照组、高胆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而高胆组与对照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8）。结论：苍白球 T1值能较

T1WI信号强度更加准确的量化新生儿急性胆红素脑病苍白球受累程度。 

   

 

 
PU-2458 

帕金森病患者黑质酰胺质子转移磁共振成像研究 

 
李春媚

1
,陈敏

1
,刘颖

1
,赵旭娜

2
,陈海波

1
,苏闻

1
,周进元

2
 

1.北京医院 

2.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目的  

利用磁共振技术探讨不同分期帕金森病患者黑质酰胺质子转移（amide proton transfer，

APT）信号的特征，并与正常对照者进行比较。  

方法  

21例正常对照者（男性 12 名，女性 9名，年龄 56-75岁）和 65例帕金森病患者（男性 35

名，女性 30名，年龄 52-76岁）进行头部 APT磁共振成像，测量双侧黑质的酰胺质子不对称

磁化转移率（magnetic resonance ratio asymmetry , MTRasym）。将帕金森病患者根据发病

时间分为早期、中期和晚期（发病时间分别为 ≤ 1 年、2~5年、≥6年），采用方差分析比

较不同分期 PD患者及正常对照者黑质 MTRasym(3.5ppm)是否存在差异。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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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例帕金森病患者中，包括早期患者 20例、中期患者 22例、晚期患者 23例。早期、中期及

晚期帕金森病患者黑质的 MTRasym(3.5ppm) 分别为 1.17 ± 0.15 %、1.04 ± 0.12 %及 0.88 

± 0.17 %，均显著低于正常对照组（1.40 ± 0.18 %；P值分别为 0.038、0.001及< 

0.001）。  

结论  

磁共振 APT成像技术有可能成为诊断 PD患者的可靠分子标记物。   

 

 

PU-2459 

基于 K 空间采样技术在胎儿心脏磁共振成像中的研究 

 
张弘

1
,胡立伟

1
 

1.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上海健康医学院医学影像学院 

 

目的：探讨径向 K空间采样技术在胎儿心脏磁共振的应用价值。方法：选取 33例 2015年

1~10月胎儿心脏超声心动图检查后，怀疑先天性心脏病畸形的孕妇行胎儿心脏 MRI检查。孕

妇平均年龄（28.63±2.55）岁、孕龄平均（28.57±4.45）周。在其它扫描参数一致的前提

下，采用径向采样和笛卡尔采样两种不同的 K空间填充方式，测量升主动脉、心肌、羊水的图

像信号强度值和噪声值，并计算主动脉的对比噪声比。由两位 10年以上心血管异常 MRI诊断

经验的医生对两组图像进行 5分制双盲主观评分，评价整体图像质量、图像伪影、图像锐利

度。结果：33例患者中，径向采样和笛卡尔采样的主动脉对比噪声比有统计学差异

（P<0.05）,径向 K空间填充相比于笛卡尔填充在整体图像质量、图像伪影、图像锐利度方面

主观评价有统计学差异（P<0.05），径向 K空间采样在抑制条带状伪影中有明显的优势。结

论：径向 K空间采样是一项磁共振 K空间填充技术，可有效抑制胎儿心脏 MRI检查中的条带状

伪影。胎儿 MRI在诊断心外大血管畸形中，有良好的空间分辨率和诊断优势，可以作为胎儿心

脏超声检查的补充。 

关键词：径向采集；胎儿；磁共振成像；先天心脏病 

   

 

 
PU-2460 

疣状血管瘤的影像学特点 

 
张绍婷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200011 

 

目的: 疣状血管瘤是一种罕见的血管瘤痣，容易延伸到皮下组织，偶尔涉及筋膜，并且其横向

范围略微超出其疣状表面，所以需要明确诊断及病变累及范围，以方便临床广泛切除，防止疾

病复发。本文分析四肢软组织疣状血管瘤的 MR表现特征，旨在提高其诊断水平，识别病变的

侵及范围，为临床治疗方案提供指导。 

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 8 例经病理证实的四肢软组织疣状血管瘤的 MR表现。 

结果:发病部位：上肢 3 例,下肢 5 例； 

MR表现：病变均位于皮下脂肪间隙内，未累及临近肌肉或骨质。3例边界欠清楚，5例与周围

组织分界清楚。T1WI呈等低信号，T2WI及压脂呈明显高信号，增强后病变呈轻度强化，6例

TIC曲线为缓慢持续上升型，1例为平台型。测得 4例 ADC 值，均为 1.2-1.4(mm2/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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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四肢软组织疣状血管瘤的 MR表现有一定的特征性，MR对于疾病的诊断及累及范围的展

示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以帮助临床诊断疾病及确定治疗的程度和计划。 

   

 

 
PU-2461 

VHL 综合征的中枢神经系统血管母细胞瘤影像特征分析 

 
张艳艳

1
,孙胜军

2
 

1.张家口市第一医院 

2.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摘要  目的 分析 von Hippel-Lindau 综合征的中枢神经系统血管母细胞瘤影像学表现。方法 

回顾性分析 10例经病理证实中枢神经系统血管母细胞瘤病例且符合 VHL诊断标准，结合文献

分析 VHL综合征中枢神经系统血管母细胞瘤影像学表现。结果 10 例病例均为中枢神经系统多

发肿瘤，共肿瘤 51个。分布于幕上、小脑、延髓、颈髓、胸髓、腰髓。囊实性病灶 11个，实

性病灶 40个。体积较小呈结节状，信号均匀，增强扫描为明显均匀强化。较大者肿瘤呈椭圆

形，以稍长 T1混杂 T2信号为主，周围可见流空血管信号，CTA检查可发现异常供血动脉。7

例合并脊髓空洞。结论 VHL 综合征中枢神经系统血管母细胞瘤影像学表现具有特征性，MRI检

查为首选检查，CT 血管成像( CT angiography， CTA)检查可帮助显示肿瘤血供情况，以中枢

神经系统血管母细胞瘤为首发表现时应结合其他系统检查，提高对 VHL综合征的认识。 

   

 

 
PU-2462 

RESOLVE 弥散加权成像在前列腺病变中的初步研究 

 
谭佳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610041 

 

目的：与常规的单次激发平面回波弥散加权成像（Ss-DWI）相比较，探讨结合 GRAPPA时读出

方向分段采样（readout-segmented）弥散加权序列（Rs-EPI）在前列腺病变中的临床应用价

值。 

材料与方法：前瞻性连续收集 2016年 10月 8日至 2017年 6月 2日临床诊断前列腺有可疑异

常或者诊断有病变需要做磁共振的患者 316例；采用 SEIMENS Skyra 3.0T MRI的 18通道腹部

线圈和 32通道脊柱线圈，每一例患者均行常规 Rs-EPI DWI 和 Ss-EPI DWI序列扫描，2名高

年资影像医生采用盲法独立地进行评价及分析，且两次评价间隔 1个月，包括：图像的对比噪

声比及信噪比，变形大小，图像的整体质量及病变显示。主观评价各项指标均采用 5分法，得

到的分数采用非参数 Wilcoxon符号秩和检验；2名阅片者之间的各项评价指标一致性采用

Kappa检验差异性采用 Bowker 检验。 

结果：各项测量指标计算所得的 Kappa值如下：SNR为 0.74，CNR为 0.72，变形大小为

0.73，图像对比度为 0.63，病变显示细节为 0.74，总体图像质量为 0.76，所有的 P<0.05。因

此，可以看出两名医生之间对于各项指标的诊断一致性中等，即比较一致的。Ss-EPI和 Rs-

EPI图像的各项指标主观打分平均值分别为：图像对比度 2.9和 4.0；图像变形与伪影：2.6

和 4.6；图像细节显示：2.4 和 4.4；图像总体质量：3.3和 4.4。说明比起传统的 Ss-EPI，

Rs-EPI能够提供更好地图像质量，能够让影像医生看到更细小的病变，诊断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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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结合 GRAPPA，采用 RESOLVE弥散加权成像可以有效的减少前列腺弥散加权图像的图像

伪影及变形，提高图像的对比度和清晰度，获得更利于诊断的较好的图像质量，有利于指导临

床的工作。 

   

 

 

PU-2463 

磁共振 DWI 半定量、定量参数在肺癌早期疗效评估中的应用 

 
李妹

1
,王一民

1
,李功杰

2
 

1.武汉解放军第 161 医院 

2.北京解放军 307 医院 

 

目的：探讨磁共振扩散加权成像半定量参数 LSR值（病灶-脊髓信号强度比）、定量参数 ADC

值（表观扩散系数）在肺癌早期疗效评估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2015.09-2016.10在我院住院并取得病理确诊的肺癌患者纳入本研究，最终 27例肺癌

患者纳入研究，男 16例，女 11例，中位年龄 54岁，年龄范围 36～78岁，病灶中位直径

50mm（范围：22-86mm），腺癌 15例，鳞癌 5例，小细胞癌 7例。采用 Siemens Skyra 3.0T

磁共振扫描仪进行扫描，扫描序列：轴位 T1W、T2W、DWI；b值设置为 0，600s/mm
2
。肺癌患者

疗前 1周内、疗后 3-4周进行了 MRI检查，疗前 1周内、疗后 6-7周进行了 CT检查。肺癌疗

效评价根据 CT检查参照实体瘤疗效评价标准， CR、PR、SD组为治疗有效组，SD为无效组。

使用 SPSS 19.0统计分析软件，化疗前、化疗后肺癌 ADC值、LSR值比较采用配对样本的 t检

验；化疗前 PR组、SD组 ADC 值和 LSR值的差异采用两个独立样本的 t检验比较分析。结果： 

有效组 26例肺癌治疗前平均 ADC值为 1.291±0.33(10
-3
mm

2
/s)，疗后平均 ADC值为

1.473±0.31(10
-3
mm

2
/s)，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化疗前 PR组 ADC值 1.269±0.41 

(10
-3
mm

2
/s)低于 SD组 1.301±0.29 (10

-3
mm

2
/s) (t=-0.221,P= 0.827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化疗后 LSR值 0.92±0.35 低于化疗前 1.06±0.43（t=2.169,P=0.040），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结论：在肺癌化疗有效病例中，ADC值化疗 1周期后升高，LSR值化疗 1周期后减低，证

实了 ADC值有助于早期疗效评估，而 LSR值也许亦可以用于定量评估肺癌疗效。 

  

   

 

 

PU-2464 

不同高 b 值小视野扩散加权成像对非肌层与肌层浸润性膀胱

癌的鉴别价值 

 
齐鑫,王建秋 

宜宾市第一人民医院 644000 

 

[摘要] 目的 分析非肌层浸润性膀胱癌(NMIBC)和肌层浸润性膀胱癌(MIBC)征象的差异，探究

磁共振(MRI)采用不同高 b值小视野(rFOV)扩散加权成像（DWI）对两者的鉴别价值。方法 收

集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55位膀胱癌患者（84个癌灶，其中 NMIBC54例，MIBC30例）的临床和

MRI资料，并分为 NMIBC组和 MIBC组，分析其术前常规 MRI中 b值为 800、1500，2000s/mm
2

时 rFOV- DWI图像的不同征象，以及 b值为 1500 s/mm
2
时两组的表观弥散系数（ADC值）比

较。结果 两组间“马蹄征” (χ
2
=43.201，P<0.001)，肿瘤下方低信号(χ

2
=32.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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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01)，肿瘤体积缩小(χ
2
=11.621，P<0.01)，肿瘤信号减低(χ

2
=9.158，P<0.01)，肿瘤下

方膀胱壁高信号(χ
2
=27.851，P<0.001) 5项 DWI征象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提示 NMIBC 征象 ：

“马蹄征”、 肿瘤下方低信号、肿瘤体积缩小、肿瘤信号减低，4项指标阳性率分别为

88.89%、83.33%、59.26%、61.11%；提示 MIBC征象：肿瘤下方膀胱壁高信号，阳性率

66.67%。54例 NMIBC的 ADC 均值为 1.29±0.24×10
-3
 mm

2
/S，30例 MIBC的 ADC均值为

1.01±0.15×10
-3
 mm

2
/S，MIBC组明显低于 NIMBC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结论 

NMIBC和 MIBC在 rFOV不同高 b值 DWI成像时的征象存在较大差异，b值为 1500 s/mm
2
时的

ADC值有助于两者鉴别。不同高 b值 rFOV DWI图像对比观察在两者鉴别中具有重要价值。  

 

 

PU-2465 

节育环子宫穿孔伴小肠梗阻一例 

 
梁雯雯 

上海市浦东新区公利医院 200135 

 

 

患者女，48岁。因下腹痛伴肛门排气、排便减少 10小时 急诊入院。查体腹软，下腹部压痛

明显，无明显反跳痛及肌卫，肠鸣音 8-10次/分。血常规：WBC：9.85*10↑，中性粒：

89.6%，淋巴细胞：8.3%↓ 

行急诊全腹部 CT平扫检查，发现盆腔内环形致密影，一段小肠肠管疝入其内伴嵌顿，周边数

段小肠扩张伴积液，考虑盆腔内异物（节育环可能）伴小肠疝入、嵌顿及局限性肠梗阻。手术

记录：作中下腹正中切口长约 20cm，依次切开皮肤、皮下组织、腹白线，切开腹膜。探查：

腹腔内少量淡血性渗液，小肠扩张明显，子宫后壁上嵌一金属节育环，距回盲部约 50cm 处一

段回肠卡入节育环内，嵌顿小肠段约 10cm，肠壁暗红，剪断节育环去除嵌顿，用热生理盐水

纱布热敷肠段五分钟后，观察肠段颜色逐渐好转，肠蠕动存在。将剪断的金属节育环从子宫壁

上抽出，观察子宫壁无明显出血。用大量生理盐水反复冲洗腹腔至水清。盆腔放置负压球引流

管一根，另戳孔引出。诊断：盆腔异物（节育环）伴小肠梗阻。   

 

 
PU-2466 

子宫肌瘤的低场 MRI 影像特点及临床应用探讨 

 
朱红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210028 

 

【摘要】目的：对子宫肌瘤的低场 MRI影像特点及临床应用进行探讨。 方法：以我科 2012年

3月-2014年 3月接收的 12 例子宫肌瘤患者为对象，通过低场 1.5T磁型磁共振扫描仪器对所

有患者进行扫描检查，对其患者子宫肌瘤的低场 MRI影像特点进行分析。 结果：多发肌瘤患

者 5例，单发肌瘤患者 7例；通过 MRI平扫共检出 20个病灶，在 T1WI、T2WI上所有病灶分别

表现为等或低信号和低或混杂信号；在影像中除 2个较小病灶边界不清晰外，其他 18个病灶

均呈现出清晰的多边界；肌瘤无统一大小，在形态上以圆形（16个）或椭圆（2个）形居多，

其与 2个为分叶状；高信号或等信号带，可见于 T2WI上瘤体周围；本组子宫轮廓发生改变者

11例，子宫内带扭曲变形者 2例。 结论：通过低场 MRI扫描检查，能够使子宫肌瘤的形态、

大小、位置等准确、清晰地显示出来，对子宫肌瘤的诊断与定性具有重要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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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467 

Presbycusis Disrupts Spontaneous Activity in the 

Central Nervous System: A Resting-State Functional 

MRI Study 

 
chen yuchen

1
,Yin Xindao

1
,Lu Guangming

2
,Gu Jian-Ping

1
 

1.Department of Radiology， Nanjing First Hospital，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2.Department of Medical Imaging， Jinling Hospital， School of Medicine，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02， China 

 

Purpose: Presbycusis, age-related hearing loss, is believed to involve neural 

changes in both the peripheral and central nervous system. The goal of this study 

was to determine if presbycusis disrupted spontaneous neural activity existing in 

the central nervous system as measured by resting-state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 approach. 

Materials and Methods: Hearing and resting-state fMRI measurements were obtained 

from 22 presbycusis patients and 23 age-, sex-, and education-matched healthy 

controls. To identify changes in spontaneous neural activity associated with age-

related hearing loss, we compared the amplitude of low-frequency fluctuations 

(ALFF) and regional homogeneity (ReHo) of fMRI signals in presbycusis patients 

versus controls and then determined if these changes were linked to clinical 

measures of presbycusis. 

Results: Compared with healthy controls, presbycusis patients manifested aberrant 

spontaneous activity mainly in the auditory cortex, prefrontal cortex, 

parahippocampal gyrus and default mode network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was observed between ALFF/ReHo activity in the superior temporal gyrus 

and average hearing thresholds in presbycusis patients. Increased ALFF/ReHo 

activity in the middle frontal gyrus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impaired 

Trail-Making Test B (TMT-B) scores, indicative of impaired cognitive function 

involving the frontal lobe. 

Conclusions: Presbycusis patients have disrupted spontaneous neural activity 

reflected by ALFF and ReHo measurements in many brain regions; these changes are 

associated with specific cognitive performance and auditory function. These 

findings mainly emphasize the crucial role of aberrant resting-state ALFF/ReHo 

patterns in presbycusis patients and will lead to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neuropathological mechanisms underlying presbycu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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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468 

肝特异性对比剂在胆管狭窄诊疗中的应用 

 
彭伟,袁子龙 

湖北省肿瘤医院 430079 

 

目的：研究普美显（Gd-EOB-DTPA）、MRCP、胆管造影对胆管病变显示的能力，以及对临床诊

疗的指导作用。 

  

方法：选取 15例由肝占位或胆管系统病变导致的胆管狭窄，有阻塞性黄疸的患者，在 GE 

1.5T SIGNA 分别行 MRCP 扫描，注射普美显前及注射后 25min 开始行多次 3D LAVA+c 序列扫描,

后期行 MPR及 MIP重建，部分患者需行 ERCP手术的，术前 DSA下胆管系统造影。由两位副高

以上影像医生，选择图像质量最好的序列，对胆管结构显示已经病变显示能力进行评分，统计

分析每组数据。 

  

结果：胆管结构显示情况评分：EOB-MRC与 MRCP肝左右管、肝总管、胆囊管、胆总管结构显

示大致相仿，无统计学意义（P>0.05），胆囊可见度 EOB-MRC评分为 3.66+ 0.56，低于 MRCP

评分 3.83+0.32,两者结合评分 3.86+0.38，三者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肝内二级

胆管的可见度 EOB-MRC评分为 2.89+1.03,明显高于 MRCP评分 1.78+1.04,两者无统计学意义，

两者结合评分为 3.05+1.01。 

  

结论：Gd-EOB-DTPA增强磁共振胆管成像，可以较清晰显示胆管系统，相比 MRCP，肝内二级胆

管显示能力更强。两者结合对于胆管系统病变显示能力有明显提高，对胆总管狭窄需行 ERCP

手术患者，有明确的指导意义。 

   

 

 
PU-2469 

移植肾在肾移植术后的 DTI 研究 

 
张威

1
,许国辉

1
,宋彬

2
,程祝忠

1
,江骁

1
 

1.四川省第二人民医院，四川省肿瘤医院 

2.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放射科 

 

 

【摘要】 目的 观察正常肾功能移植肾在肾移植术后的 DTI磁共振指标的改变。方法 将

36例术后早期肾功能正常的移植肾对纳入研究，采用弥散张量成像（diffusion tensor 

imagination，DTI）扫描；每例移植肾术前、术后 14天及术后 30天各扫描一次，分别测量肾

脏皮质及髓质的 FA值。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对比移植肾术前、术后 14天、术后 30天的

FA改变，P值＜0.05有统计学差异。结果 移植肾术前、术后 14天、30天 FA值：皮质 FA值

之间有统计学差异（P=0.0005），术前与术后 14天的 FA值存在统计学差异(P=0.0001)，术前

与术后 30天的 FA值存在统计学差异(P=0.0007)，但术后 14天与术后 30天的 FA值无统计学

差异(P=0.712)。FA值在术后 14天下降，术后 30天与 14 天基本不变。肾髓质 FA值之间有统

计学差异（P=0.0006），术前与术后 14天的髓质 FA值存在统计学差异(P=0.0005)，术前与术

后 30天的髓质 FA值存在统计学差异(P=0.0001)，但术后 14天与术后 30天的 FA值无统计学

差异(P=0.414)； FA值在术后 14天下降，然后在术后 30天略有上升。结论 DTI通过观察

移植肾水分子运动的方向及程度，能够反映组织微结构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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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肾移植 移植肾 功能磁共振 DTI   

 

 
PU-2470 

磁共振 CUBE T2 及 3D-FIESTA 序列 

在梗阻性脑积水中的诊断价值 

 
黄江龙,肖新兰,唐小平,黎美,钱斌燕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30006 

 

目的: 探讨比较 CUBE T2及 3D-FESTA联合序列是否比 MR常规序列能更好地检出中脑导水管梗

阻性脑积水梗阻的原因。方法：45例中脑导水管梗阻性脑积水患者均行磁共振常规序列 T1WI

和 CUBE T2及 3D-FIESTA联合序列扫描，扫描结束后，由 2位高年资医师行双盲法判读，比较

CUBE T2及 3D-FIESTA 联合序列在导水管梗阻性脑积水梗阻原因的鉴别诊断方面是否存在优

势。结果：常规序列 T1WI正确诊断 24例（53.33%），可疑病变 21例（46.67%）；CUBE T2

及 3D-FESTA联合序列正确诊断 45例（100%），均能清楚显示导水管内异常流动的脑脊液信号

和引起导水管梗阻的所有病变。二者在显示病变方面有显著差异（P＜0.05）。与常规序列

T1WI相比较，CUBE T2及 3D-FIESTA联合序列能更好地检出引起中脑导水管梗阻性脑积水的梗

阻原因。结论：CUBE T2及 3D-FESTA联合序列可分别得到导水管内脑脊液流动的功能学信息

及导水管的形态学信息，能清楚地观察导水管内脑脊液异常流动情况及导水管的细微病变，在

显示导水管通畅性及梗阻原因方面更敏感，为临床确诊和治疗提供准确可靠的依据。  

 

 

 
PU-2471 

磁共振平扫、弥散加权成像及动态增强扫描对子宫内膜息肉

与Ⅰ期子宫内膜癌的鉴别诊断价值 

 
叶建军 

崇左市人民医院 532200 

 

摘要：目的：研究分析子宫内膜息肉及Ⅰ期子宫内膜癌的磁共振平扫、弥散加权成像及动态增

强扫描特征性表现。方法：回顾分析本院 2015年 5月～2017年 4月收治的 38例经病理证实

为内膜息肉和Ⅰ期子宫内膜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其中 18例为子宫内膜息肉患者，20例为Ⅰ

期子宫内膜癌患者，对其磁共振平扫、弥散加权成像及动态增强扫描的特征进行分析。结果：

在 T2WI，18例子宫内膜息肉表现为等信号或稍低信号，在弥散加权成像呈等或稍高信号，增

强扫描呈持续渐进式强化；在 T2WI，20例为Ⅰ期子宫内膜癌表现为等信号或稍低信号，在弥

散加权成像呈高信号，相应 ADC值减低，呈现快进慢出式强化。结论：在子宫内膜息肉与Ⅰ期

子宫内膜癌的诊断及鉴别诊断方面，磁共振扫描具有很大的应用价值，值得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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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472 

长期噪声暴露致听觉过敏的动态功能重塑及白质微结构改变 

 
栾颖,滕皋军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210009 

 

听觉过敏是一种对中等强度声音感知耐受度降低，并严重影响患者听觉、情绪及生活质量的听

觉障碍性疾病[1]。流行病学研究表明成年人中听觉过敏的发生率高达 10-15%[1]。听力损

失、年龄以及社会压力是听觉过敏最主要的危险因素[1, 2]。但是其病理生理机制不明[3]。

早期的研究认为听觉过敏主要由于外周听觉通路异常所致，但在外周病变恢复后症状持续存，

提示中枢机制的重要作用。现有的研究多用电生理手段记录听觉中枢的局部神经活动，并且对

噪声后单个时间点进行研究。本研究用 16-20kHz噪声于 102dB持续对 SD大鼠进行暴露 5周，

对噪声后 1天、1月、2月及 4月进行功能磁共振及弥散张量成像（DTI）。以双侧初级听觉皮

层（A1）为种子点计算全脑功能连接(FC)，动态探究噪声致听觉过敏全脑功能重塑过程。另外

提取双侧内侧膝状体及海马 FA值及 MD值进行组间统计，明确听觉过敏后部分听觉及非听觉中

枢的白质微结构改变。结果发现，噪声后一天视觉皮层，内嗅皮层，压后皮质，上丘，听觉皮

层与双侧 A1的 FC显著降低。噪声后 1月，扣带回、视觉皮层、顶叶联合皮层、躯体感觉皮层

及海马与双侧 A1的 FC显著降低，噪声后 2月，腹侧被盖区，下丘，压后皮之，隔核，边缘下

皮层及部分顶叶与 A1的 FC 显著增高。噪声后四个月，双侧海马 FA值显著增高，双侧内侧膝

状体 FA值显著降低，MD值无统计学差异。结果表明噪声暴露致听觉过敏早期，听觉皮层的功

能连接广泛被抑制，随时间推移，部分脑区与听觉皮层 FC发生代偿，体现在噪声远期增强的

中枢增益，差异的脑区除了听觉区，视觉区，还有中脑边缘通路的部分脑区，中脑边缘通路主

要参与恐惧、空间记忆等情感认知功能，说明长期听觉过敏可能造成大鼠情感及认知功能障

碍。DTI结果揭示了长期听觉过敏改变了海马及内侧膝状体的白质微结构特性，增高的 FA值

与增强的白质连接相关，可能是长期听觉过敏海马与听觉皮层增强的 FC的部分原因。 

   

 

 
PU-2473 

探讨 3.0T MRI IVIM -DWI 序列不同数目 B 值对 

盆腔恶性肿瘤诊断效能对比研究 1 

 
方昕 

安徽省肿瘤医院 230031 

 

 

摘要 目的 比较 3.0T MRI的 IVIM-DWI序列中不同 B值数目优化。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6年 1

月-2017年 6月间经手术病理证实的不同类型的盆腔恶性肿瘤 60例（宫颈癌、直肠癌、前列

腺癌均 20 例），均行 11 个 B 值(0、25、50、100、150、200、400、500、1200，1500，3000 )

的 IVIM-DWI检查，探讨不同高 B值下病灶与对比增强序列病灶范围的一致性，从而确定合适

的 B值数量和最高的 B值。结果 当 B值为 1200时，可以基本去除盆腔除疾病以外的伪扩散，

且对宫颈癌和直肠癌的界定范围价值较高。但在前列腺癌中，B值仅为 1200时尚不能去除前

列腺本身的伪扩散，随着 B值的不断扩大当到 3000时虽磁敏感及呼吸运动伪影较大时间较长

但可以比较清楚的凸显病灶的范围大小。结论 随着 b值及采集次数的不断增加扫描时间也相

应的延长，在达到优异的 fast ADC值、slow ADC及灌注分数值的同时需要拥有良好 DWI图像

显示病灶范围及深度作诊断分析。宫颈癌及直肠癌合理的 b值选取为(b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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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5,50,100,150,200,400,500,800,1200),前列腺癌合理的 b值选取为(b值

=0,25,50,100,150,200,400,500,800,1200，1500，3000)。 

关键词 扩散加权成像    

 

 
PU-2474 

Analysis of DTI-derived tensor metrics in 

differential diagnosis between low-grade and high-

grade gliomas  

 
jiang liang 

Nanjing First Hospital 210006 

 

Abstract 

Purpose: It is critical to discriminate accurately between high-grade and low-

grade gliomas preoperatively. This study aimed to ascertain the role of several 

scalar measures in distinguishing high-grade from low-grade gliomas, especially 

the axial diffusivity (AD), radial diffusivity (RD), planar tensor (Cp), spherical 

tensor (Cs) and linear tensor (Cl) derived from diffusion tensor imaging (DTI). 

Materials and Methods: Fifty-three patients with histologically proven brain 

gliomas (21 low-grade and 32 high-grade) were enrolled in the current study. 

Contrast-enhanced T1-weighted images and DTI were performed in all patients. AD, 

RD, Cp, Cs and Cl values in tumor zone, peritumoral edema zone, white matter (WM) 

adjacent to edema and contralateral normal-appearing white matter (NAWM) were 

calculated. DTI parameters and tumor grades were analyzed statistically and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curve analysis was also performed. 

Results: The DTI metrics in affected hemisphere show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from those in NAWM, except AD values in tumor zone and RD values in WM adjacent to 

edema of the low-grade groups, as well as Cp values in WM adjacent to edema of the 

high-grade groups. AD in tumor zone as well as Cs and Cl in WM adjacent to edema 

reveal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low-grade and high-grade gliomas. The 

area under the curve (Az) of all three metrics were greater than 0.5 in 

distinguishing low-grade from high-grade gliomas by ROC curve analysis, and the 

best DTI metrics was Cs in WM adjacent to edema (Az: 0.692). 

Conclusions: From above, AD in tumor zone as well as Cs and Cl in WM adjacent to 

edema will provide additional information to better classify the gilomas, and can 

be used as noninvasive reliable biomarkers in the gliomas gr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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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475 

颅内原发性淋巴瘤的 MR 诊断价值 

 
麦筱莉,范海健,秦国初,常莹,朱斌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210008 

 

目的 分析 MR对免疫功能正常的颅内原发性淋巴瘤的诊断价值，并探讨其组织起源。方法 回

顾性分析经病理证实的 28例颅内原发性淋巴瘤患者的 MR影像特征，所有病例均行术前常规平

扫/增强扫描，并与免疫病理资料进行对照。结果 所有病例均为非霍杰金弥漫大 B细胞淋巴瘤

（DLBCL），单发病例 16例（57%），多发病例 12例（43%）。肿瘤好发于深部脑白质，位于

胼胝体的有 7例，跨越中线生长；肿瘤影像学形态多呈类圆形或结节状（20例），瘤周明显

水肿 11例。MRI平扫 T1WI 多呈等/稍低信号，T2WI多呈等/稍高信号，DWI均呈明显高/等高

信号；增强扫描病灶呈团块状、结节状明显强化，8个病灶可见“开环征”，5个病灶出现

“握拳征”，7个病灶呈“蝴蝶征”。免疫组化示 CD20 (+) 27 例，CD79α (+) 19 例，

CD10(+)3例，Bcl-6 (+) 21 例，Mum1 (+) 25例，Ki-67 ≥ 50% 22 例，GFAP (-) 22 例。28

例中有 25例（89.3%）为生发中心外活化 B细胞起源，3例（10.7%）为生发中心 B细胞起

源。结论 颅内原发性淋巴瘤的 MRI表现具有一定特征性，MR增强及 DWI可提供更多的诊断信

息，有助于提高该病诊断、鉴别诊断的准确率；颅内原发性淋巴瘤的组织起源多为生发中心外

活化 B细胞。  

 

 
PU-2476 

表观扩散系数在乳腺癌肝转移早期疗效评价中的应用 

 
柏根基 

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淮安第一医院） 223300 

 

目的 应用表观扩散系数（ADC）值预测和早期评价乳腺癌肝转移（BCLMs）化疗效果。方法 收

集 40例乳腺癌肝转移患者，共 69个转移灶，均行多西他赛联合卡培他滨(TX)化疗方案，于化

疗前 3-4天和化疗后一个月行普通平扫及扩散加权成像（DWI）并测定 ADC值。采用实体瘤疗

效评价标准（RECIST）划分有效组与无效组。结果 在 69个转移灶中，31个病灶有效，38个

病灶无效，化疗前后 ADC值分别为（1.26±0.35）×10
-3
mm

2
/s和（1.37±0.32）×10

-3
mm

2
/s

（p<0.05）；有效组与无效组化疗前 ADC值分别为（1.16±0.24）×10
-3
mm

2
/s和

（1.35±0.44）×10
-3
mm

2
/s（t=2.142，p<0.001）；有效组与无效组化疗后 ADC值分别为

（1.46±0.30）×10
-3
mm

2
/s 和（1.31±0.34）×10

-3
mm

2
/s（t=1.647,p＞0.05）；有效组化疗

前后 ADC值分别为（1.16±0.24）×10
-3
mm

2
/s和（1.46±0.30）×10

-3
mm

2
/s

（t=9.881,p<0.000）；无效组化疗前后 ADC值分别为（1.35±0.41）×10
-3
mm

2
/s和

（1.30±0.31）×10
-3
mm

2
/s（t=1.341,p＞0.05）；绘制 ROC曲线，约登指数=1.27，b 值为

700时，取 ADC=1.37×10
-3
 mm

2
/s作为判断化疗是否有效的界值,曲线下面积（AUC）：0.678, 

95%可信区间（CI）：55%-83%。结论 表观扩散系数可以早期定量预测 BCLMs化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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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477 

探讨 DWI 体积在评估大动脉闭塞缺血性卒中患者 PWI/DWI 不

匹配中的应用价值 

 
姜亮 

南京市第一医院 210006 

 

目的 回顾性分析大动脉闭塞缺血性卒中患者的影像资料及临床资料，以期发现可评估

PWI/DWI不匹配的因素。方法 选择在本院神经内科住院的颈内动脉或大脑中动脉缺血性卒中

患者 49例，行头颅 DWI及 PWI检查后，记录其临床及影像资料。将病人分为 PWI/DWI不匹配

组及 PWI/DWI匹配组，对两组病人的临床及影像资料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1）共筛选 49例

大动脉闭塞缺血性卒中患者，其中 PWI/DWI不匹配患者为 31例（63.27%），PWI/DWI匹配患

者 18例（36.73%）。PWI/DWI 不匹配组 ASPECTS评分（6.90±1.40）及 FVH评分

（4.87±3.11）均高于 PWI/DWI匹配组（5.44±2.36；3.06±2.71），且差异有统计学差异

（P=0.025;P=0.045）；PWI/DWI不匹配组 DWI体积（18.06±19.69）明显小于 PWI/DWI匹配

组（93.21±102.2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6）。（2）ROC分析结果显示 ASPECTS评

分预测 PWI/DWI不匹配的最佳临界值为 5.5，敏感度为 83.90%，特异度为 50.00%；FVH评分预

测 PWI/DWI不匹配的最佳临界值为 5.5，敏感度为 51.60%，特异度为 88.90%。；DWI体积预测

PWI/DWI不匹配的最佳临界值为 46.87，敏感度为 61.10%，特异度为 93.55%。进一步的逻辑回

归分析显示 DWI体积（OR：1.04；95%CI，1.009-1.072；P=0.029）是 PWI/DWI不匹配的独立

预测因素。结论 DWI体积与 PWI/DWI不匹配具有密切关系，对于因各种原因无法做灌注扫描

的颈内动脉或大脑中动脉缺血性卒中病人，可根据 DWI体积大致判断是否存在 PWI/DWI不匹

配，从而做出合适的临床治疗及准确的评估预后。 

   

 

 
PU-2478 

DWI 联合 MRS 在前列腺癌诊断中的价值 

 
柏根基 

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淮安第一医院） 223300 

 

目的 探讨联合磁共振扩散加权成像（DWI）及磁共振波谱分析（MRS）对前列腺癌（PCa）的诊

断价值。方法 对经过病理证实的 24例 PCa和 30例前列腺增生（BPH）患者进行 DWI和 MRS检

查。测量 PCa区和 BPH外周带、中央腺体的 ADC值，观察枸橼酸盐(Cit)、胆碱(Cho)、肌酸

(Cr)的化学位移并测量(Cho+Cr)/Cit比值。分别将 PCa区 ADC值及 Cho+Cr)/Cit值的 95％可

信区间上界定位为 PCa鉴别的界值。分析 MRI+DWI、MRI+MRS、MRI+DWI+MRS三种检查方法对前

列腺癌诊断灵敏度、特异度、准确率。结果 PCa、BPH外周带、中央腺体的平均 ADC值分别为

（0.83±0.12）x10
-3
mm

2
/s、（1.82±0.26）x10

-3
mm

2
/s、（1.46±0.16）x10

-3
mm

2
/s（F=31.1，

P<0.05），两两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PCa、BPH外周带、中央腺体的平

均(Cho+Cr)/Cit值分别为 1.55±0.11、0.53±0.16、0.64±0.13（F=18.2，P<0.05）。PCa

与 BPH外周带及中央腺体(Cho+Cr)/Cit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BPH外周带与中央腺体

(Cho+Cr)/Cit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DWI诊断 PCa 的敏感度、特异度、准确度分比为

79.17%、80%、79.63%。MRS 诊断 PCa的敏感度、特异度、准确度分比为 87.5%、86.67%、

87.03%. DWI联合 MRS诊断 PCa的敏感度、特异度、准确度分别为 91.67%、93.33%、92.59%。

结论：联合使用 DWI和 MRS 对前列腺 Ca的诊断优于单纯应用 DWI或 M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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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479 

急性脑梗死磁共振弥散加权成像与 TOAST 分型、传统危险因

素的关系的探讨 

 
姜亮 

南京市第一医院 210006 

 

目的 探讨急性脑梗死磁共振弥散加权成像（DWI）与 TOAST 分型、传统危险因素的关系。方法 

选择在本院神经内科住院的急性脑梗死的患者 942例，行头颅 DWI检查后，记录其影像学表

现、临床资料和实验室常规检查，并根据结果行 TOAST分型，对 DWI表现与 TOAST、传统危险

因素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942例急性脑梗死患者，LAA型所占比例最高（49.04%），其次为

SAO（39.49%）、CE（6.16%）、UND（5.20%）、OC（0.11%）。DWI影像学特点与 TOAST 分型

相关（x
2
=397.785，p=0.000）。皮质-皮质下梗死、大的穿通支梗死、单侧前循环梗死、前-

后循环梗死多与 LAA型有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小的穿通支梗死多与 SAO型有

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皮质梗死、双侧前循环梗死及后循环梗死与 TOAST分型

无明显相关性（P＞0.05）。在 942例急性脑梗死 DWI分型中，年龄、NIHSS评分、冠心病、

房颤的组间差异显著（p<0.05），434例单发病灶的平均直径为（20.75±19.81）mm，组间比

较有统计学差异（p=0.000），508例多发病灶的平均最大直径为（33.39±26.92）mm，组间

比较有统计学差异（p=0.000），平均最小直径为（5.20±3.27）mm，组间比较无统计学差异

（p=0.513）。结论 DWI影像学特点与急性脑梗死病人的 TOAST分型有关，年龄、NIHSS 评

分、冠心病、房颤等传统危险因素对 DWI影像学特点具有一定的影响，因此，急性脑梗死患者

早期行 DWI影像学检查，结合临床传统危险因素，可以指导临床诊治，降低致残率和致死率。 

   

 
PU-2480 

磁共振斑块成像在颈动脉狭窄的应用 

 
蒋小锋,刘连锋,刘芳,白江涛,张涛,魏春燕,王少彧,张晓杰 

延安大学咸阳医院 712000 

 

【摘要】：目的 ：研究磁共振血管壁斑块成像技术在颈动脉狭窄患者中的诊断价值。资料与

方法：选 50例患者，男 28 例，女 22例，年龄 40-80岁，平均年龄 60岁，采用 3D SPACE 血

管壁成像及 3D-TOF-MRA序列采集图像，由 2名医学影像医师进行图像后处理、重建，采用盲

法分析，并与超声 、MRA 或 DSA进行对比。结果：磁共振斑块成像与其它 3中影像检查方法

比较，符合率≥85%；磁共振血管壁斑块成像可清晰显示颈动脉管腔狭窄原因、程度；斑块的

形态、信号、管壁增厚正性重构及负性重构，增强显像可用于识别斑块的易损性；结论：磁共

振血管壁斑块成像对颈动脉管腔狭窄原因及颈动脉斑块性质、易损性具有很好的识别作用，可

作为颈动脉狭窄的影像学检查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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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481 

基于 DTI 的轻型脑创伤早期脑结构网络 拓扑特性研究 

 
曾思

1
,刘亚

2
,郑罡

2
,欧阳林

3
 

1.黄石市中心医院 

2.南京总医院 

3.厦门大学附属东南医院 

 

目的：基于弥散张量成像(diffusion tensor imaging, DTI) 研究急性期轻型脑创伤患者 

(mild traumatic brain injury, mTBI)脑网络拓扑结构属性的变化特征。 

材料和方法：纳入 22例在厦门大学附属东南医院就诊的 mTBI患者（男/女：16/6，平均年龄

40.68±12.503 岁）和招募的 14例性别、年龄匹配的正常者（男/女: 9/5，平均年龄

29.79±0.579 岁）。所有受试者在 1周内完成头部 CT、常规头部 MRI以及 DTI序列扫描。基

于部分各向异性分数(fractional anisotropy, FA)矩阵构建 DTI脑白质纤维网络，采用复杂

网络方法对所构建的脑结构网络进行拓扑特性分析。比较两组间脑复杂网络特征参数，包括：

聚类系数 Cp、平均路径长度 Lp、小世界特性σ、局部效率 Eloc、全局效率 Eg，节点度 Ki以及

节点效率 Ei。 

结果：mTBI组和对照组均表现出小世界网络拓扑特性，与对照组相比，mTBI组的小世界特性

参数出现了统计学差别的改变(p<0.05) 其中 Eg在稀疏度阈值 0.05~0.4之间下降，Eloc在稀疏

度阈值 0.1~0.4之间下降，而 Lp在稀疏度:0.05~0.4之间增大。两组之间结构节点局部效应也

有所不同，与正常对照组相比，mTBI组在左侧额下回岛盖部、左内侧额上回、左直回、左尾

状核及右侧颞横回这 5个脑区节点度下降(p<0.05)，在右额上回背外侧、左眶部额上回、双侧

额下回岛盖部、右侧辅助运动区、双内侧额上回、左侧眶内额上回、左侧直回、左侧海马、左

侧距状沟周围皮层、左侧顶上小叶、左尾状核、右丘脑、右颞横回及左侧颞下回这 16个脑区

出现节点效率的降低(p<0.05)。 

结论：mTBI患者早期脑白质纤维网络仍具有小世界属性，但脑网络的全局和局部连接特征发

生了改变，基于 DTI的脑结构网络分析方法为早期诊断 mTBI及评估预后起到一定提示意义。 

  

 

 
PU-2482 

阴道斜隔综合征的ＭＲＩ及三维多普勒超声影像比较 

 
陆小燕,周婷,王洁、程晖、吴卓遥、顾海磊、王莉莉、李宇明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妇产医院（南京市妇幼保健院） 210004 

 

【摘 要】 目的 通过对阴道斜隔综合症的 MR及超声观察，比较 MR及超声各自对阴道斜隔

综合症的诊断中的价值优势。方法 回顾性分析 8例阴道斜隔综合症的患者。6例行常规盆腔

MR平扫，2例行盆腔 MR平扫及增强扫描。结果 8例阴道斜隔综合症，MR主要表现：8 例均为

双子宫、双宫颈，单阴道，显示斜隔走形，并可见斜隔侧囊腔行成伴积血或积脓，6例伴斜隔

侧肾缺如，2例未检查肾脏情况。8例均行多普勒超声检查：7例结果子宫发育畸形，具体何

种畸形不能判断，阴道积血显示一例，均不能显示斜隔结构。结论  阴道斜隔综合征是一种泌

尿生殖系统发育畸形，ＭＲＩ及多普勒超声检查均能直观显示子宫及宫颈发育畸形，而 MRI能

清晰显示阴道畸形（斜隔）的结构，而多普勒超声在子宫的畸形种类及阴道斜隔结构显示上不

具有优势。因此，在阴道斜隔的局部细微解剖上 MRI比多普勒超声具有明显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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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483 

ADC 值鉴别炎性淋巴结和转移淋巴结的实验研究 

 
彭闰梅,张振光,杨亚英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650000 

 

 

目的 评价表观扩散系数（ADC）值在良恶性淋巴结鉴别中的价值。材料与方法 对 20只新西兰

兔 炎性淋巴结增生模型及 20只 VX2转移淋巴结模型进行常规磁共振及扩散加权成像（DWI）

（b值 0，200，400，600，800s/mm
2
）扫描，在常规扫描上观察炎性增生淋巴结及转移淋巴结

的 T2，T1信号和 DWI 信号，由两名医师以三种不同大小的感兴趣区（ROI）测量 ADC值并取

其平均值，所有 ADC结果以 x±s表示。并利用两独立 t 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利用受试者工

作特征（ROC）曲线计算两者诊断的敏感性和特异性。结果 炎性增生淋巴结及转移淋巴结都表

现为长 T2，T1信号，DWI均为高信号，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良恶性淋巴结的 ADC值之间差异

存在统计学意义（P=0.016 < 0.05,t=2.845）。炎性增生组 ADC值 x±s=0.378±0.238，转移

淋巴结组 ADC值 x±s=0.132±0.104；良恶性淋巴结 ADC值曲线下面积为 0.556，诊断阈值为

0.224，敏感性为 80%，但特异性较低。结论： ADC值对鉴别炎性增生淋巴结与转移淋巴结存

在一定价值。   

 

 
PU-2484 

3.0T 前列腺 IVIM-DWI b 值优化探讨 

 
曹梦娇

1
,沈钧康

2
 

1.无锡市人民医院 

2.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目的 通过对不同 b值组合 IVIM-DWI的扫描时间与定量参数在前列腺癌与非癌区间差异的对比

分析，进行前列腺 IVIM-DWI 的 b值组合筛选。 方法 回顾性分析本院 2015年 2月至 11 月间

行前列腺常规 MRI和 IVIM-DWI扫描并经穿刺病理证实的 47例前列腺病例资料，其中前列腺癌

23例,良性前列腺增生 24例。IVIM-DWI检查采用 8个 b 值

（0,10,20,50,100,200,500,1000），设置 4组 b值，b值分别为：第①组 0, 10, 100, 200, 

1000；第②组 0, 10, 50, 100, 200, 1000；第③组 0, 10, 20, 50, 100, 200, 1000；第④

组 0, 10, 20, 50, 100, 200, 500, 1000。在前列腺癌区、移形带非癌区和外周带非癌区分

别设置 ROI，测量各组 b值的 IVIM-DWI定量参数（D值、f值和 D
*
值）。采用方差分析比较各

组 b值的前列腺癌区、移形带非癌区和外周带非癌区测得的各定量参数间的差异，两两间差异

性检验采用 LSD-t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各组 b值癌区的 D值均低于

非癌区，两者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且移形带非癌区 D值低于外周带非癌区 D

值，两者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f值和 D
*
值在前列腺癌区、移形带非癌区和外周

带非癌区间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本研究设置四组 b值行 3.0T 前列腺

IVIM-DWI扫描，在各组 b值测得的 IVIM定量参数中，仅 D值在前列腺癌区与非癌区间的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可用于前列腺癌与非癌区的诊断与鉴别诊断；第①组设置的 b值数最少

（0,10,100,200,1000），扫描时间最短，建议在 3.0T前列腺 IVIM-DWI扫描中推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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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485 

后交通动脉与后循环缺血的相位对比磁共振血管成像 

 
周围 

顺德区第一人民医院 528300 

 

【摘要】 目的：应用相位对比磁共振血管成像（Phase contrast magnetic resonance 

angiography, PC MRA）定量研究（Posterior Circulation ischemia, PCI）患者的后交通动

脉（Posterior Communicating Artery, PCoA），辅助临床诊断。方法：将功能性后交通动脉

（F-PCoA）定义为：管径大于 1mm，两端分别连接前循环与后循环，PC MRA可测量其流量、流

速的完整动脉血管。收集 51例 PC MRA资料，其中研究组为 PCI且有 F-PCoA者 27例，对照组

包括非 PCI 且有 F-PCoA者 11例、非 PCI 且无 F-PCoA 者 13 例。记录基底动脉（Basal artery, 

BA）、双侧椎动脉及颈内动脉、F-PCoA的平均流量、平均流速、最小流量、最大流量、最小

流速、最大流速，计算流量峰高、流速峰高，分析 F-PCoA 的分型，并作统计分析。结果：共

检出 52支 F-PCoA ，平均流量、平均流速、横截面积及管径的中位数分别为 20.31ml/min、

4.01cm/s、0.08cm
2
、0.16cm。F-PCoA的血流曲线呈锯齿样或波浪样改变，一个心动周期内可

以是单向血流或双向血流。F-PCoA可分为 3型：⑴F-PCoA 与解剖性后交通动脉（A-PCoA）一

致，占 83.33%（30/36人），⑵F-PCoA与 A-PCoA不一致，占 13.89%（5/36人），⑶混合

型，占 2.78%（1/36人）。存在 F-PCoA时，BA的管径和横截面积均较小，最大流量、流量峰

高均减小，但与 PCI的发生无必然联系。研究组 BA的多个血流动力学参数可检出异常，而同

时测量的椎动脉血流动力学参数与对照组的差异并不显著。结论：应用 PC MRA可以分析 F-

PCoA的血流动力学特征，PCI时 BA的血流动力学参数变化较椎动脉更为敏感且易于测量，可

辅助临床诊断。 

   

 

 

PU-2486 

浅谈 CMR 对肥厚型心肌病的诊断及临床价值 

 
林青,李永丽 

河南省人民医院 450003 

 

目的 探讨 CMR对肥厚型心肌病的诊断及临床价值 

方法 对三十例经抽血、心电图、超声及临床诊断的肥厚性心肌病患者行 MR心脏电影、心肌灌

注及延迟增强扫描序列成像。 

结果 28例达到诊断要求。共有 28例电影序列测试舒张末期最大室壁厚度≥15mm。13 例延迟

增强弥漫性强化：多发散在点片状强化灶，累及左室壁心肌不同层面。15例延迟增强局限性

强化：团块状强化灶，主要累及左室壁中层。2例因病人无法配合而无法继续进行 MRI扫描。 

结论 在控制好受检者心率及呼吸，掌握好技术要点的情况下，电影序列和延迟增强序列成像

完全可以得到符合诊断要求的图像。心脏电影扫描及延迟增强成像，有效地评估肥厚型心肌病

的严重程度，为肥厚型心肌病的临床诊断及合理治疗提供可靠依据。 

经验交流 肥厚型心肌病是指存在明确左室壁肥厚而无心腔扩大，成人患者舒张末期最大室壁

厚度≥15mm，同时排除能够引起室壁厚度的其他心血管疾病或全身疾病。应用黑血序列的 SE

序列横断位结合多层面电影序列可准确显示心腔大小以及肥厚心肌的位置、范围和程度。应用

MRI电影序列还可直接观察其他异常变化，如肥厚心肌收缩期增厚率减低、舒张期顺应性降

低、左室流出道异常高速血流以及二尖瓣反流等。肥厚型心肌病的组织学表现为心肌细胞异常

肥大，核大而浓染，心肌细胞排列紊乱，常呈旋涡状或缠绕成簇状排列。心肌间质可见不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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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纤维化，这正是 MR对比剂延迟强化的病理基础。延迟增强扫描可显示肥厚节段的心肌延

迟强化。根据形态大致可分为两类 1.弥漫性强化：多发散在点片状强化灶，累及左室壁心肌

不同层面，如心内膜、室壁中层或心外膜等 2. 团块状强化灶，主要累及左室壁中层，最常见

于室间隔与右室游离壁连接处。总之，肥厚型心肌病的电影序列以及延迟增强序列侧面反映患

者心肌纤维化程度，为临床下一步的射频消融治疗或者其他治疗提供有力帮助。 

 

 

 

PU-2487 

失眠障碍患者静息态听觉脑网络研究 

 
王恩锋,李永丽,张红菊,李中林,邹智 

河南省人民医院 450003 

 

目的：探讨失眠障碍患者听觉皮层网络有无异常及其在失眠障碍发病的作用。 

方法：2016年 1月至 2016 年 12月间，共招募符合条件的失眠障碍患者 44例（男性/女性

=7/37例，年龄 41.4±10.8 岁）和健康人 41例（男性/女性=10/31例，年龄 38.1±9.9

岁），失眠障碍与健康人均进行 PSQI、HAMD、HAMA等相关量表评测，失眠障碍患者诊断标准

符合 DSM-5诊断失眠障碍，采用德国 Siemens Prisma 3.0T 磁共振成像仪，西门子 Multiband 

EPI序列，采集受试者结构像和 rest-fMRI图像，然后使用脑功能连接分析方法，以初级、次

级听觉皮层为种子点，探讨失眠障碍与听觉皮层网络变化之间的关系。 

结果：健康对照组以双侧 BA41/42区为种子点，双侧小脑 8区、中脑、双侧丘脑、双侧中央前

后回、补充运动区、岛叶、旁中央小叶、罗兰多壳盖、中间扣带回、楔前叶、左侧颞上回、右

侧壳核、额上回、颞上回颞极与双侧 BA41/42区存在功能连接。失眠障碍组以双侧 BA41/42为

种子点，双侧小脑半球 4、5区，右侧小脑半球 6区、左侧 3区、右侧额中回/额下回、双侧中

央前、后回、楔前叶、岛叶、顶上小叶、中间扣带回、颞上回、颞中回、角回、壳核、缘上

回、罗兰多岛盖、颞上回颞极、左侧旁中央小叶、顶下小叶、右侧额上回存在功能连接。与健

康对照组相比，失眠障碍组双侧 BA41/42与左侧额中回、内侧额上回、前扣带回、双侧中间扣

带回、右侧尾状核、左侧前扣带回功能连接增高，与左侧颞中回、颞下回功能连接减低。 

结论：失眠障碍患者中间扣带回与初级、次级听觉皮层功能连接增高，符合高度警觉状态的预

测模型。左侧中间扣带回、前扣带回与听觉皮层功能连接增强和尾状核功能与初级、次级听觉

皮层连接增强，前者可能与失眠障碍患者常合并的精神症状有关；后者可能与失眠患者耳鸣症

状有关。  

 

 

PU-2488 

MR3D 成像在中国北方视神经脊髓炎谱系 

疾病诊断中的应用研究 

 
潘星辰,佟丹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目的： 利用 MR3D成像扫描获得的颅脑高分辨率的 T1WI及 FLAIR序列，对 AQP4-IgG血清学阳

性、MOG血清学阳性及 AQP4-IgG、MOG血清学双阴性 NMOSD患者的 MRI 特点进行对比分析，探

讨 NMOSD颅内病灶及视神经病灶的分布特点。方法：研究对象取 2015 年 11月 2017 年 7月

本院视神经脊髓炎 60例，总结 NMOSD影像学特点。MRI 特点分 2个部分进行分析：（1）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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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内病变的分布及特点（2）分析视神经病灶特点。使用 SPSS 20.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检

验。本研究中的计量资料不服从正态分布，采用中位数及区间描述。对于计数资料，当 n≥40

且所有的 T≥5 时，用χ
2
检验的基本公式；当 n≥40 但有 1≤T<5 时，用χ

2
检验校正公式；

当 n<40 或 T<1时，用 Fisher 确切法。假设检验均以α=0.05 为检验水准，以 P<0.05视为存

在显著性差异。 

结果：（1）脑部病灶发生率 87%，其中小脑病变发生率为 15.5%、四脑室周围病变发生率为

14%、三脑室周围及间脑病变发生率为 7.3%；侧脑室周围病变发生率 81.0%，皮质脊髓束病变

发生率为 3.1%、基底节病变发生率为 19.0%、大脑半球白质区病变发生率为 37%。（2）视神

经病灶发生率 14%。（3）AQP4-IgG血清学阳性组 31例，8例 MOG抗体阳性，AQP4、MOG血清

学双阴性组 10例。与 AQP4 抗体阳性对比，患者 MOG抗体阳性患者更频繁地出现延髓病变、大

脑半球白质区病变。与 MOG 抗体阳性患者相比，AQP4抗体阳性的患者更频繁地出现视神经病

变。 

结论：MR3D成像扫描可更好的显示并分析 NMOSD颅内病灶、视神经病灶的影像学特点，与临

床生化指标血清 AQP4、MOG 结果的结合，可提高 NMOSD的诊断率，提升诊断效能，为今后

NMOSD的临床诊断和病情监测提供更准确的影像学资料。 

   

 

 

PU-2489 

Dixon 序列扫描出现的 Swap 伪影及解决方法 

 
朱开国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710038 

 

摘要:目的探讨颈部 Dixon序列扫描中出现 Swap伪影的原因及解决方法。方法回顾性分析 947

例 Dixon序列扫描颈部的病人，对 137例(冠状位 4例，轴位 133例）有 Swap伪影的样本进行

区域分类、信噪比测量，并将 133例轴位样本分成 45、45、43三组，分别使用增加 average

为 2、关闭并行采集及改变相位编码的方法重新扫描,结果进行 χ
2
检验，P<0.05有统计学意

义。 结果�鼻窦、下颌骨、甲状软骨、皮表周围易出现伪影。‚信噪比高的序列出现伪影的

几率低于信噪比低的序列。ƒ三个实验组去除 Swap伪影的几率分别为 93.3%（42/45)、91.1%

（41/45)、53.5%（23/43)。第 1、2组，P=0.693，统计学无差异；1、3组和 2、3组，

P<0.001,具有显著统计学差异。结论 Swap伪影的出现概率与磁场均匀性和图像的信噪比相

关，磁场均匀性高，出现伪影的几率低；图像的信噪比高，出现伪影的几率低。实际工作中，

增加信噪比的方法优于提高磁场均匀性的方法。 

   

 

 

PU-2490 

胎儿胼胝体发育不良 

 
彭宁 

广西壮族自治区妇幼保健院 530003 

 

胎儿胼胝体发育不良 

广西区妇幼保健院  

• 胎儿胼胝体发育不良的影像表现及相关实验室检查表现，对胎儿胼胝体发育不良进行

总结如下，以期引起临床高度重视，为临床提供一定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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胼胝体发育不良是常见的闭合型颅脑畸形，包括胼胝体缺如或部分缺如。胎儿感染或缺血是胼

胝体发育不良的重要原因。胚胎早期的宫内感染、缺血等原因导致大脑前部发育失常，致胼胝

体缺失，晚期病变致胼胝体压部发育不良。  

 

 
PU-2491 

慢性下腰痛患者的脑结构和功能成像研究现状和进展 

 
周福庆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30006 

 

目的：总结近年来慢性下腰痛患者的脑结构和功能成像研究现状，和国内同行分析课题组在该

患者脑成像研究的最新进展。 

方法：综述国内外慢性下腰痛患者脑结构和功能成像的研究文献并汇总总结，采集慢性下腰痛

患者多模态 MRI数据，分析其脑改变、及感觉功能对其的调制作用等研究的最新现状。 

结果：较急性疼痛而言，慢性疼痛可激活更大范围的脑区(包括额叶和边缘系统)，并可导致对

侧丘脑活性减低、脑血流量下降和 N-乙酰天门冬氨酸(NAA)浓度下降。这些改变得到脑形态学

(涉及背外侧前额皮质(DLPFC)、丘脑、脑干、后顶叶和感觉皮质)依据的支持。疼痛和压力状

态下神经元树突的长度降低和神经元数目减少是灰质萎缩的最可能原因。同样，慢性疼痛状态

也可导致内环境和内源性镇痛系统的改变，包括神经回路、神经的完整性以及受体功能。导致

脑灰质密度下降可能是慢性疼痛的结果而非原因，且这种下降是可复性 9。脑功能成像使我们

观察到慢性疼痛导致的脑功能、脑化学物质以及脑结构的变化。这些改变连同疼痛导致的认

知、记忆功能改变为“慢性疼痛是一类疾病”的观点提供了可靠依据。大脑为多模态的处理模

式，接收多个平行相关的感觉输入，并触发快速和适当的行为学相应。在多种相互竞争的复杂

环境中，疼痛对其他信息处理的干扰并由此产生的干预过程，被称为”疼痛调制功能”。较早

得到注意的是，疼痛影响注意力并调制认知。疼痛相关的感觉、情绪干扰之间的相互作用在临

床上已经得到证实。有研究认为，侧枕叶复合体(LOC)是腹侧视觉信息流的调节区，其参与疼

痛对工作记忆调制，通过影响视觉信息处理介入工作记忆。这种调制的信号源位于喙前扣带皮

层(rACC)，在 fMRI功能连接的分析中得到印证。 

结果：慢性下腰痛患者存在脑结构和功能的改变，下肢感觉异常同疼痛存在交互作用影响患者

的中枢结构和功能改变。 

   

 

 
PU-2492 

多模式磁共振技术在乳腺疾病检查中应用及-相关技术要点 

 
潘兆春,袁永丰 

江苏省中医院 210029 

 

［摘要］目的：评估核磁共振检查及功能成像(fMRI)及扩散加权（DWI）及波谱分析（MRS）和

VIBE-动态增强、对乳腺病变良恶性的诊断价值。资料与方法：收集有乳腺肿块并有病理结果

的病例 75例患者，均行平扫、DWI及 MRS及 VIBE-动态增强检查，统计曲线分型、DWI 的 ADC

值大小及 MRS有无胆碱峰在乳腺病变良恶性诊断上的差异，并分析评定标准的一致性，计算诊

断的敏感性、特异性和准确性。结果：三者在乳腺肿块良恶性诊断上有明显差异（P<0.05）。

在良恶性的评定标准上，DCE-MRI和 DWI的一致性较好(Kappa值>0.75)；VIBE-动态增强检查

和 MRS、DWI和 MRS的一致性一般(Kappa值>0.4)。VIBE-动态增强检查对乳腺恶性病变诊断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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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性和特异性为 87.5%和 88.9%；、DWI为 87.5%和 88.8%；MRS为 87.5%和 55.6%。三者的诊断

准确度分别为 88.2%、88.2%、70.6%。结论：VIBE-动态增强检查和 DWI及 MRS诊断乳腺癌的

敏感性均较高，MRS的特异性略低。VIBE-动态增强检查和 DWI可作为乳腺病变定性诊断的主

要检查方法。 

  

   

 

 

PU-2493 

Subregional morphological alterations in hippocampus 

and nucleus accumbens correlate the cognition decline 

in patients with Alzheimer’s disease clinical 

spectrum: parallel combining volume and vertex-based 

approach 

 
Zhang Bing

1
,Nie Xiuling

2
,Sun Yu

2
,Wan Suiren

2
,Zhao Hui

1
,Liu Renyuan

1
,Li Xueping

1
,Wu Sichu

1
,Nedelska 

Zuzana
3
,Hort Jakub

3
,Qing Zhao

1
,Xu Yun

1
 

1.Affiliated Drum Tower Hospital of Nanjing University Medical School， Nanjing， China 

2.School of Biological Sciences and Medical Engineering， Southeast University， China， 

3.Charles University， 2nd Faculty of Medicine and Motol University Hospital， Prague， Czech 

Republic 

Deep gray matter strucures are associated with memory and other important 

functions, which were typically impaired inAlzheimer’s disease (AD) and its 

preclinical stage of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MCI). However, systemically 

characterizing thesubregional atrophy and deformations in these structures in AD 

and MCI still need more investigations. In this paper, we combinedcomplex 

volumetry- and vertex-based analysis to investigate the pattern of subregional 

morphological alterations in deep greymatter structures and its association with 

clinical assessment scores in AD (n = 30) and MCI patients (n = 30). Among all 7 

pairs ofstructures, compared with normal controls, the bilateral hippocampi and 

nucleus accumbens (NAc) showed significant atrophy in AD(p < 0.05). But only the 

atrophy in the dorsal-medial part of the left hippocampus, the ventral part of 

right hippocampus and theleft NAc, the posterior part of the right NAc correlated 

with the worse clinical rating scales (p < 0.05). Furthermore, the 

medialventralpart of right thalamus significantly shrank and correlated with 

cognition level without decreasing in its whole volume (p >0.05). In conclusion, 

the degeneration of these four subregions in bilateral hippocampi and NAc resulted 

in severe cognition declineof patients, which might be potential target regions of 

treatment in preclinical AD. The surface analysis could provide 

additionalinformation to volume comparison in finding the early pathological 

progress in deep grey matter struc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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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494 

A Novel Automatic Quantitative Measurement of the 

Metabolites in Hippocampal Subfields by Combining 2D 

1H-MRSI and 3D Volumetric MRI in Patients with AD 

 
Zhang Bing

1
,Sun Yu

2,3
,Zhao Dadi

2,3
,Liu Renyuan

1
,Qing Zhao

1
,Liao Wenqing

3
,Xue Aiguo

3
,Brooks 

Babourina
2
,Peet Andrew

2
 

1.Affiliated Drum Tower Hospital of Nanjing University Medical School， Nanjing， China 

2.Institute of Cancer and Genomic Sciences，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Birmingham， UK 

3.School of Biological Science and Medical Engineering，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China 

 

The hippocampal metabolite concentration is known as a sensitive biomarker for 

Alzheimer’s disease (AD) pathology, however their alterations on the subfields 

level are still unclear. In this study, a novel automatic quantitative method of 

metabolite ratios for hippocampal subfields is proposed, via registration between 

the two-dimensional proton magnetic resonance spectroscopy imaging (1H-MRSI) and 

the three-dimensional T1W volumetric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The 

volumetric MRI of the whole hippocampus was initially segmented into 11 subfields 

using FreeSurfer 6.0, and the 1H-MRSI voxels were automatically selected for each 

hippocampal subfield by co-registration. 17 patients of AD, 24 patients with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MCI), and 21 normal matched controls (NC) were involved for 

group comparison. On average, 113.491±25.187 1H-MRSI voxels were selected for the 

bilateral hippocampus. Cornu ammonis (CA) 1 is the biggest one among 11 subfields, 

which occupied 69.158±13.768 voxels, and the volumetric proportion of CA 1 

occupying voxel was 11.0%±2.1%. After that, the metabolite ratios, N-acetyl 

aspartate(NAA)/creatine(Cr) and Myo-Inositol (Ins)/Cr, were measured 

accumulatively For instance, that from left CA 1 in AD participates were 

automatically measured as 0.8601±0.2117 and 1.2938±0.2892. Compared with MCI and 

NC group, NAA/Cr in the subfield of CA 1 and CA 2/3 in the bilateral hippocampu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Furthermore, compared with MCI and NC group, Ins/Cr in 

the subfield of CA 4, fimbria, granule cell layer of dentate gyrus (GC-DG), 

presubiculum and subiculum in the bilateral hippocampu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p<0.05). Based on this novel automatic quantitative measurement of the 
metabolites, meaningful NAA/Cr reduction and Ins/Cr increase appears in 

hippocampal subfields in patients with AD and MCI, which indicates an optional 

method to investigate the different vulnerability of the hippocampal subfields 

during AD path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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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495 

COMT Val158Met polymorphism affects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in prefrontal cortex and working memory 

through dopamine degradation difference 

 
Wu Sichu

1
,Zhang Bing

1
,Lu Jiaming

1
,Liang Xue

1
,Qing Zhao

1
,Zhang Xin

1
 

1.Affiliated Drum Tower Hospital of Nanjing University Medical School， Nanjing， China. 

2. Nanjing 

3. China. 

 

Purpose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catechol-O-methyltransferase (COMT) Val
158
Met 

polymorphism, resting-state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rs-fMRI) 

signals in prefrontal cortex (PFC) and working memory performance. 

Materials and Methods 

This research was approved by the local medical research ethics committee, and 

written informed consent was obtained. 80 participants were included based on 

exclusion criteria and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is number was different from 

initial recruitment due to the imaging preprocessing. rs4680-A-allele: 28 

participants, age 22.14±1.30, gender 14/14, rs4680-GG: 52 participants, age 

22.82±1.77, gender 16/36). All participants underwent rs-fMRI and 3-back task 

after it. Degree centrality (DC) and resting-state functional connection (rsFC) 

were calculated after preprocessing. The accuracy of 3-back was analyzed by two-

sample T-test, and spearman correlation analysis was proceeded between 3-back 

accuracy and rsFC outside and inside groups. 

Results 

Compared with rs4680-A-allele group, GG group showed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DC 

(p<0.05, AlphaSim corrected) and rsFC (p<0.05, AlphaSim corrected) signals in PFC, 

and had worse performance in 3-back accuracy (p=0.042). Spearman correlation 

between rsFC signals and 3-back accuracy was proceeded but did not show obvious 

difference (r=0.002, p=0.99). However, the group related correlation show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rs4680-A-allele group (r=-0.405, p=0.033), while GG 

group did not (r=0.076, p=0.594). Correlation between two groups was proceeded as 

well and showed evidently difference (p=0.022). 

Conclusion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GG group shows significantly lower the rsFC signals 

in PFC and worse working memory compared with A-allele group. The tendency inside 

groups is diverse and not obviously different, but the divergence between groups 

is significant. These results indicat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COMT genotype, rs-

fMRI activation in PFC and working memory, which may be a helpful supplement for 

this top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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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496 

椎管内孤立性纤维瘤的 MRI 表现及文献回顾 

 
谢晶美 

陕西省榆林市第二医院 719000 

 

【摘要】 目的 探讨椎管内孤立性纤维瘤（solitary fibrous tumor，SFT）的 MRI特征，提

高对该病的认识。方法 回顾性分析 5例经手术病理证实的椎管内孤立性纤维瘤的 MRI 征象。

结果 5例患者中 2例位于颈段，3例位于胸段，其中 1例位于胸段髓外硬膜外，其余均位于髓

外硬膜下。MRI信号平扫 5 例中 3例呈均匀性等 T1、短 T2信号；2例其内信号不均匀，其中 1

例病变内可见片状双低信号，最后病理证实为出血灶，1例病变内可见囊变信号。增强扫描 5

例均强化，其中 2例中度强化，3例明显强化；1例其内囊变区未强化，1例其内出血区未强

化。3例可见“脊膜尾征”。结论 孤立性纤维瘤少见，发生于椎管内更为少见，术前极易误

诊，椎管内出现范围局限的单发肿块、T2低信号，中等或明显强化等特征，有助于提高孤立

性纤维瘤的术前诊断正确率。 

   

 

 
PU-2497 

甲状腺结节 MRI 特点分析 

 
周翔 

上海市普陀区中心医院 200062 

 

目的：分析甲状腺结节 MRI 表现特点及应用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 60例甲状腺结节患者

（86个结节）术前 MRI检查结果，与术后病理结果对照，并行统计学分析。结果：86个甲状

腺结节包括 61个良性结节和 25个恶性结节，良恶性结节的 MRI表现在形态、边界、囊变、纵

长比、实性部分强化方面的差异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5），而在出血、钙化、纵横比及

淋巴结增大方面的差异无显著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边界不清或不连续的瘤周低信号

包膜影是甲状腺恶性结节的特征性表现。 

   

 

 
PU-2498 

MRI 研究 肝铁浓度与脂肪分数相关性分析 

 
王踉碕 

上海市普陀区中心医院 200062 

 

的：采用 3.0T MRI IdealIQ 序列随机检测中国汉族志愿者 45例，测定其肝脏脂肪分数及肝储

铁水平，运用 SPSS统计软件评价其相关性。方法：应用 GE discovery MR750W对 45例志愿者

进行肝脂肪分数及 R2*值的测定。采用 IdealIQ序列对志愿者进行上腹部扫描，应用 AW 

VolumeShare 5工作站软件一次测定 R2*值及肝脂肪分数。运用 SPSS软件内的 spearman 分析

软件对 R2*值及脂肪分数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45例志愿者脂肪分数范围在 1.15%-

10.26%，R2*值范围在 46.45-89.3Hz。脂肪分数与 R2*值呈线性显著相关，r=0.432，P=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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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结论：运用 3.0T MRI IdealIQ序列能够准确测定肝脏脂肪含量及铁浓度，志愿

者脂肪分数与 R2*值呈线性显著相关，证明肝脏脂肪浸润程度与肝铁浓度具有显著的相关性。 

   

 

 
PU-2499 

磁共振 DWI 在鉴别甲状腺良恶性病变中的意义 

 
周翔 

上海市普陀区中心医院 200062 

 

目的 探讨磁共振弥散加权成像（DWI）的表观弥散系数（ADC）值与相对表观弥散系数

（rADC）值在鉴别甲状腺良恶性结节中的价值。 

资料与方法 60例甲状腺结节患者（共 86个结节）术前采用 1.5T磁共振行 DWI成像，扩散敏

感因子（b值）分别取 0、300、400、500s/mm
2
。依据术后病理类型分为良恶性结节组，比较

同一 b值时不同结节间 ADC 值、rADC值的差异，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确定诊断

阈值，评价筛检效能。 

结果 86个甲状腺结节中，病理诊断为良性结节 61个、恶性结节 25个。b值取 300、400、

500s/mm
2
时，良性结节的 ADC值分别为（2.331±0.328）×10

-3
mm

2
/s、（2.085±0.295）×10

-

3
mm

2
/s、（1.896±0.299）×10

-3
mm

2
/s，恶性结节的 ADC 值分别为（1.907±0.234）×10

-

3
mm

2
/s、（1.696±0.247）×10

-3
mm

2
/s、（1.472±0.214）×10

-3
mm

2
/s，良性结节的 rADC值分

别为 1.128±0.122、1.113±0.115、1.105±0.097，恶性结节的 rADC值分别为

0.912±0.111、0.903±0.117、0.879±0.113。随着 b值增高，同一类型病变的 ADC值减低，

同一 b值下恶性结节的 ADC 均值、rADC均值低于良性结节（P<0.05）。b=500s/mm
2
时，选取

1.600×10
-3
mm

2
/s为 ADC阈值，诊断甲状腺恶性结节的敏感度、特异度分别为 85.2%、80.0%；

选取 0.940为 rADC阈值，诊断甲状腺恶性结节的敏感度、特异度分别为 72.7%、98.0%，诊断

效能最佳。 

结论 rADC值比 ADC值对鉴别甲状腺良恶性结节有更高的诊断价值。 

   

 

 

PU-2500 

IDEAL-IQ 定量评价椎旁肌肉脂肪含量的可重复性研究  

 
邢栋,查云飞,刘芳,李亮,胡磊,龚威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430000 

 

目的 研究非对称回波的最小二乘估算法迭代水脂分离序列(iterative decomposition of 

water and fat with echo asymmetry and least-squares estimation quantitation 

sequence，IDEAL-IQ)定量评估椎旁肌肉脂肪含量的可重复性。 

    材料与方法 共招募 7名志愿者，利用 GE 3.0T 磁共振机行间隔 24小时的 2次腰椎旁

肌肉的 MRI检查，扫描序列为 L1-5横轴位 T2WI及 IDEAL-IQ。由一名放射科诊断医师在

IDEAL-IQ脂肪分数图上，分别于腰 1至骶 1椎间隙层面，测量两侧腰椎旁多裂肌及竖脊肌脂

肪含量比值（FF%），重复测量三次，并计算两侧椎旁多裂肌及竖脊肌脂肪含量比值的平均

值。然后用配对 t检验及重复性分析评价前后两次实验的重复性。 

    结果 前后两次测得多裂肌脂肪含量分别为（27.43±8.52、28.98±7.89）%，竖脊肌的

脂肪含量分别为（23.83±12.45、23.43±9.45）%，两次间多裂肌及竖脊肌脂肪含量差异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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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学意义（p均＞0.05），测得的腰椎旁多裂肌及竖脊肌的脂肪含量个体间变异系数 wCV 分别

为 7.42%及 7.58%。 

结论 IDEAL-IQ定量评价椎旁肌肉脂肪含量具有良好的可重复性。 

 

 

 

PU-2501 

DTI 技术在几种脑膜瘤分型中的临床应用 

 
胡万均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730030 

 

DTI 技术在几种脑膜瘤分型中的临床应用 

胡万均 马来阳 张静 甘铁军 

单位：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甘肃省 兰州市 730020  

作者：胡万均 男 本科 医师 研究方向中枢神经系统 E-mail 18153655481@163.com 

【摘要】目的 探讨 DTI技术在几种脑膜瘤分型中的临床应用。 

    方法 对我院 22例符合脑膜瘤影像诊断标准的患者及 6例健康者行常规头颅平扫、增强扫

描及 DTI（弥散张量成像）扫描（T2WI、T1WI、DWI、3D-T1、DTI），对所有受检者进行颅脑

Fiber Trak纤维束示踪成像、各向异性分数(fractional anisotropy FA)值及平均扩散系数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ADC)值测定，通过对 FA值及 ADC值变化确定脑膜瘤分

型。 

    结果 在 22例脑膜瘤患者中 11例过渡型脑膜瘤患者（经病理证实）肿瘤区 FA值较对侧相

同位置减低明显、ADC值减低；Fiber Trak纤维束示踪成像显示病灶周围纤维束呈推挤改变，

FA伪彩图显示肿瘤内无明显 FA伪彩填充；6例血管瘤样型脑膜瘤患者肿瘤区 FA值较对侧相同

位置升高不明显但无明显减低，ADC值减低明显；Fiber Trak纤维束示踪成像显示病灶周围纤

维束推挤改变，肿瘤内部有明显短弓型纤维存在且不属于相应脑区，对应 FA伪彩图肿瘤内部

FA伪彩填充明显与局部脑组织 FA伪彩难以分辨；2列非典型脑膜瘤患者 FA值较对侧位置减

低，Fiber Trak纤维束示踪成像显示病灶周围纤维束推挤且部分纤维束断裂或减少。 

     结论 DTI技术目前可以用于过度型脑膜瘤、血管瘤样脑膜瘤及非典型脑膜瘤鉴别诊

断；余几种分型脑膜瘤尚未进行研究讨论。 

   

 

 
PU-2502 

磁敏感加权成像在颅脑血管性疾病中的应用 

 
张善国 

大庆龙南医院 163453 

 

目的：磁敏感加权成像(SWI)组织内顺磁性物质、出血产物的沉积以及小静脉有独到的显示能

力。本文针对 SWI 技术在颅脑血管性病变的应用进行探讨。 

方法：1.1选取近 1年我院 SWI128例，男 95例，女 33例，年龄 22-82岁。1.2应用飞利浦全

数字 Ingenia3.0T磁共振，所有患者进行常规 MR扫描和 SWI成像。常规扫描：横断位扫描，

层厚 6mm，间距 1.0mm；SWI 参数 Scan mode 3D，TR、TE shortest，Flip angle 

15°256×199，silces 156。 

mailto:18153655481@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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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SWI在颅脑血管疾病诊断准确率高于常规 MR。SWI诊断脑出血 29例, 微出血 33例, 

血管畸形 24例, 脑损伤 30 例, 肿瘤出血 12例；MRI诊断脑出血 29例, 微出血 12例, 血管

畸形 16例, 脑损伤 28例, 肿瘤出血 5例。 

结论：1脑出血性疾病：SWI 可检测出 CT与 MＲI不能检测的直径为 2-5mm的微出血灶，包括

后颅窝、小脑、脑干等部位的少量出血，常规 MＲ图像上易忽略的微少量出血。2颅内缺血性

病变：SWI可以辨别区分缺血性和出血性脑卒中，检测其周围受累的血管及出血灶的存在。

SWI能够早且敏感地检测缺血性脑卒中出血性转化的发生，并能准确发现梗死灶周围小静脉显

示情况
[1]
。3脑肿瘤与血管关系：SWI能显示更多肿瘤内部结构信息， SWI相位图是肿瘤成像

的的补充序列。肿瘤新生血管在 SWI 图像上信号与静脉血管类似，呈低信号。肿瘤卒中难以

区分肿瘤本身及出血，局部未出血部位或肿瘤边缘肿瘤血管的显示可鉴别脑肿瘤出血及单纯性

脑出血
 [2]

。4 脑血管畸形：常规 MＲ可检测出高流量的动静脉畸形等，但难发现血流缓慢的先

天性静脉畸形、毛细血管扩张症和海绵状血管瘤，而 SWI对低流速及小 AVM、静脉畸形、毛细

血管扩张症和海绵状血管瘤较敏感，能清晰显示多发的纤细扩张的髓静脉及引流静脉
[3]
，可以

作为脑血管畸形疾病的诊断和鉴别诊断重要方法。  

 

 
PU-2503 

3D-TOF MRA 评价健康成人椎动脉变异的临床应用价值 

 
张玲,祁鸣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江苏省人民医院） 210029 

 

[摘 要] 目的 阐述健康成人在行三维时间飞跃法磁共振血管成像（three-dimensional time-

of-flight magnetic resonance angiography,3D-TOF MRA）体格检查时椎动脉的变异情况，

并探讨 MRA评价椎动脉变异的临床意义。方法 回顾性分析接受 3D-TOF MRA检查的体检者 442

名，统计椎动脉起源、走行异常的发生率以及两者间的相互关系。结果 442名体检者中，椎

动脉起源异常的发生率为 4.75%(21/442)，均为单侧，其中左侧发生率为 90.48%（19/21），

右侧发生率为 9.52%（2/21），左侧异常者均起自主动脉弓，右侧异常者均起自右侧颈总动

脉；21例椎动脉起源异常均伴有行径异常（入第 4颈椎（C4）或第 5颈椎（C5）横突孔）；

椎动脉入横突孔位置异常的发生率为 9.50%（42/442），大部分为单侧（95.24%，40/42），

其中左侧发生率为 50.00%（20/40），右侧发生率为 50.00%（20/40）。结论 3D-TOF MRA 对

健康成人椎动脉变异的检出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为临床手术及相关疾病治疗提供依据。椎动脉

起源异常主要发生在左侧，起源异常的椎动脉常伴有行径异常。 

 

 

 
PU-2504 

3DVR 及图像融合技术在脑胶质瘤中的临床应用 

 
胡万均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730030 

 

3D VR及图像融合技术在脑胶质瘤中的临床应用 

胡万均 马来阳 张静 甘铁军 

单位：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甘肃省 兰州市 730020  

作者：胡万均 男 本科 医师 研究方向中枢神经系统 E-mail 18153655481@163.com 

【摘要】目的 探讨 3D VR及图像融合技术在脑胶质瘤中的临床应用。 

mailto:18153655481@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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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 对我院符合脑胶质瘤影像诊断标准的患者行常规头颅平扫、增强扫描及 DTI（弥散

张量成像）扫描（T2WI、T1WI、DWI、3D-T1、DTI），对所有受检者进行颅脑 Fiber Trak 纤维

束示踪成像、3D VR成像，利用 philips Extended MR Workspace 工作站对图像进行 3D VR、

Fiber Trak纤维束示踪图像融合、用于临床手术计划制定。 

    结果 对所有进行 3D VR、Fiber Trak纤维束示踪图像融合的患者中，我们可以明确肿瘤

与脑组织、周围血管明确关系，这对于临床手术制定计划有重要意义，DTI Fiber Trak纤维

束示踪成像可以明确肿瘤与周围白质纤维束关系，对于指导术中肿瘤切除范围及患者术后预后

均有重要意义。 

结论 3D VR及图像融合技术对于脑胶质瘤患者的术前手术计划制定及术中肿瘤切除范围均匀

重要意义及指导作用。 

   

 

 
PU-2505 

fMRI 在原发性失眠患者认知功能障碍评价中的应用 

 
窦社伟,李永丽,王恩峰 

河南省人民医院 450003 

 

目的 探讨研究原发性失眠患者空间工作记忆相关神经网络环路异常及其发生的神经机制。 

方法 符合美国 DSM-Ⅳ和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CCMD-3）脑部结构正常的原发性失

眠组（Primary Insomnia，PI）30例，年龄、性别与之一致的正常健康对照组（Health 

control，HC）30例，所有被试者均进行临床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汉密尔顿抑郁量

表（HAMD）、空间工作记忆相关量表测定及 3.0T常规磁共振扫描、空间记忆任务态磁共振脑

功能成像，采用 SPM8和 REST1.8 进行数据处理过程，比较 PI组、HC组临床量表及与空间工

作记忆相关神经网络差异。结果 PI组与 HC组临床量表对比结果：两组 PSQI、HAMD、空间工

作记忆量表有显著统计学差异（p＜0.05）。PI组、HC组空间工作任务态激活脑区对比：PI

组激活增强脑区包括：左颞叶、左侧枕叶、右侧额叶；PI 组激活减弱脑区包括：左侧海马旁

回、右侧海马旁回、双侧颞叶皮层、双侧额叶皮层、双侧顶上小叶。结论：原发性失眠患者存

在空间工作记忆神经网络连接异常， fMRI成像揭示了原发性失眠患者临床认知功能障碍及情

绪调节障碍产生的病理损害机制。  

 

 

PU-2506 

卵巢卵泡膜瘤-纤维瘤的磁共振 T2WI 信号 

特点及强化表现分析 

 
谷红玉

1
,邓小毅

1
,张盛箭

2
 

1.张家港澳洋医院 

2.上海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摘要] 目的:探讨卵巢卵泡膜瘤-纤维瘤的 T2WI信号特点及其诊断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经

手术病理证实的 26例 29个卵巢卵泡膜瘤—纤维瘤的 MRI表现。结果:26例 29个卵泡膜瘤—

纤维瘤中，卵泡膜纤维瘤 19个，纤维卵泡膜细胞瘤 6个，卵泡膜细胞瘤 4个。与肌肉信号对

比，所有肿瘤 T1WI呈等信号，卵泡膜纤维瘤 T2WI呈低信号 9个，等信号 3个，等低信号 2

个，稍高信号 4个，高低混杂信号 1个，3例小囊变，1例大囊变。纤维卵泡膜细胞瘤 T2WI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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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信号 3个，等信号 1个，等低信号 2个，2例大囊变，1例小囊变，1例伴有腹水。卵泡膜

细胞瘤 T2WI呈稍高信号 1个，高信号 3个，2例伴有腹水。所有肿瘤增强后 24例轻度强化，2

例中度强化。结论:T2WI信号特点结合少血供的强化特点对卵泡膜瘤-纤维瘤的诊断具有重要意

义。 

   

 

 
PU-2507 

成年型尼曼匹克病一例 

 
原志娜 

长治医学院附属和平医院 046000 

 

患者，女，66岁，因“双下肢乏力 4年，加重半年”就诊，体格检查：体温 36.7℃；脉搏 

64次/分；呼吸 20次/分；血压 127/67mmHg。查体：皮肤晦暗，营养中等，肝病面容，神志

清楚，轻度贫血貌，颜面部见一蜘蛛痣，心肺正常，腹壁平坦，脾大肋下 2cm。实验室检查：

红细胞计数（RBC）3.45×10
12
/L；血红蛋白（HGB）：97g/L；白细胞计数（WBC）

2.5×10
9
/L；血小板计数：66.3×10

9
/L；中性粒细胞%（NEUT）89.0%。 

影像学检查：超声示肝脏包膜欠光滑，实质回声增粗、增强，门脉宽约 1.2cm；脾脏形态饱

满，肋下及边，肋间厚约 5.6cm，脾脉宽约 1.1cm。脑 MRI示：双侧额、顶叶轻度萎缩，双侧

苍白球及大脑脚对称性短 T1信号。骨髓穿刺图片细胞形态分析：以小为主双相贫血表现，可

见尼曼匹克样细胞。 

讨论：尼曼匹克病史一种少见的遗传性磷脂代谢紊乱疾病，神经鞘磷脂酶异常沉积在身体各部

位形成尼曼-匹克细胞，引起肝、脾肿大和神经系统退行性改变。根据其临床表现可分为 5

型，其中 E型为成年型，极为罕见，成人发病，无明显神经系统症状，肝大、脾大为主，部分

患者以贫血为首发症状，临床上极易误诊。本例患者主要症状为贫血所致乏力，无神经系统症

状，符合成年型尼曼匹克病。 

本病较罕见，患者除脾大及贫血外，几乎无其他典型临床特征，缺乏特异性影像学表现，易误

诊，骨髓细胞学或病理切片找到尼曼-匹克细胞是诊断关键。 

   

 

 
PU-2508 

肺癌髓外硬膜下转移 1 例 

 
原志娜 

长治医学院附属和平医院 046000 

 

患者男，62岁，因“左肺癌术后 9月，脑内多发转移瘤，无明显诱因出现双下肢无力 1周”

入院。入院以来，患者双下肢麻木、憋胀，大小便不能自主控制。查体：双下肢无畸形，肌张

力减弱，肌力均为 4级，深浅感觉减退。脊柱 MRI示：L1-4椎体水平椎管内脊髓外多发等 T1、

等 T2信号结节影，部分融合，短径均未超过 1cm，增强扫描结节呈轻度强化，MRI诊断：L1-4

椎体水平髓外硬膜下多发结节，结合病史首先考虑转移瘤，神经纤维瘤病不除外。10天后患

者双下肢肌张力及肌力进行性减低，双下肢进行性瘫痪，大小便完全不能控制，复查脊柱 MRI

显示：L1-4水平椎管内脊髓外结节较前明显增大，部分融合成块，增强后病变呈轻度均匀强

化，L8-T1水平软脊膜轻度增厚，并伴有线样明显强化，另 T2、6-9椎体水平亦可见多发轻度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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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节影，结合病史及病情发展，考虑肺癌椎管内髓外硬膜下转移。患者曾于 9月前因咳嗽、咳

痰在外院行支气管镜检查，病检示：大细胞神经内分泌癌。 

讨论：肺癌易发生转移，但转移至椎管内髓外硬膜下非常少见。肺癌肿瘤细胞通过血源性播散

（动脉系统或椎静脉系统）、局部扩散等途径进入蛛网膜下腔，在脑和脊髓的蛛网膜下腔内弥

散性转移，脑和脊髓的软脑（脊）膜弥漫性或多灶性、局限性肿瘤细胞浸润，在脊髓表面的软

脊膜或脊神经根浸润，进而引发硬膜下脊髓外转移相应病变及临床症状。增强 MRI检查不仅可

以观察脊柱、椎管、脊髓及脊神经、硬脊膜、蛛网膜下腔及椎旁软组织的受累情况，并可有效

评价椎管内外病变的部位、形态及大小。其影响学表现分为三种类型（1）硬膜下脊髓外结节

样改变，T1WI等信号结节样软组织信号影，T2WI表现为蛛网膜下腔内大小不等的结节样充盈

缺损，增强扫描成强度强化；（2）软脊膜增厚伴有线样增强；（3）硬膜下脊髓外结节合并软

脊膜强化。  

 

 
PU-2509 

疤痕妊娠 MRI 表现及诊断价值 

 
宋亭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510150 

 

摘要 目的 探讨 MRI在子宫下段切口疤痕妊娠的应用价值。资料与方法 收集 25例经手术和病

理证实的子宫下段切口疤痕妊娠患者临床及资料。25例患者均行 MRI平扫检查，其中 18例同

时行增强检查，并对其 MRI 图像进行分析。 结果 25例患者妊娠囊均位于子宫前壁下段宫颈

内口之上，大小约 1.5×1.7×1.8cm-5.4×6.0×6.5cm，随孕周的增大而增大，妊娠囊呈长 T1

长 T2信号，增强扫描 16例不同程度强化，疤痕处厚度约 0-15mm，平均厚度为 3.2mm，其中

12例患者肌层厚度＜2mm，1例子宫浆膜层不完整，1例妊娠囊与膀胱分界欠清晰。结论 疤痕

妊娠 MRI检查具有特征性表现，在观察妊娠囊血供、子宫浆膜层完整性及是否存在胎盘植入时

具有一定优势，对制定合适的治疗方式具有重要意义。  

 

 
PU-2510 

肝门部胆管癌的 MRI 诊断价值及意义 

 
孔鹏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金山分院(上海市金山区中心医院) 201599 

 

【摘要】 目的 探讨肝门部胆管癌的 MRI 诊断价值。方法 对经手术病理证实、有完整临

床资料的的肝门部胆管癌 16 例，采用 MR 平扫、MRCP 及 Gd-DTPA 动态增强扫描,分析其 MRI 

表现及诊断价值。结果 16 例肝门部胆管癌均表现为肝内胆管不同程度扩张,呈软藤样改

变;14 例 MRI 肝门区可见稍长 T1、稍长 T2 的肿块影,2 例未发现明确肿块;15例 MRCP 检查

均显示肝内胆管呈“软藤样”扩张，肝门区胆管狭窄、中断或腔内充盈缺损;14 例增强扫描中

9 例行动态增强扫描及 5 例行常规增强扫描(相当于延迟期扫描) ,10 例可见肿块延迟期缓慢

持续强化,4 例表现为管壁增厚强化,管腔狭窄;6 例淋巴结肿大转移中 3 例也表现为延迟期缓

慢持续强化。结论 MR 平扫及增强扫描可显示肝门部胆管癌的特征性改变, 联合应用 MRCP 

有助于肝门部胆管癌的定位、定性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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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511 

MRS 联合 PSAD 对前列腺癌的诊断价值及 MRS 与 Gleason 评分

相关性的研究 

 
柏根基 

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 223300 

 

目的：探讨核磁共振波普（MRS）联合前列腺特异抗原密度（PSAD）对前列腺癌的诊断价值及

MRS与 Gleason评分的相关性。方法：对经病理证实为前列腺癌（PCa）22例，前列腺增生

（BPH）21例，分别进行常规 MRI扫描及 MRS检查，观察各个病灶的枸橼酸盐(Cit)、胆碱

(Cho)、肌酸(Cr)的化学位移并测量(Cho+Cr)/Cit比值，收集患者的前列腺特异抗原 PSA，前

列腺体积 PV，计算前列腺特异性抗原密度 PSAD，对各组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将 PCa 组的

CC/C值与 Gleason评分相对照。结果：PCa组与 BPH组 PSAD平均值分别为 1.10±0.18，

0.29±0.19；CC/C值分别为 1.38±0.30，0.85±0.18，两组间 PSAD及 CC/C值的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P<0.05）。PSAD，CC/C，PSAD+CC/C值在 ROC 曲线下面积 AUC分别为 0.857，

0.899，0.970。PSAD最佳临界点为 0.31，敏感度及特异度分别为 90.5%，64%；CC/C最佳临界

点为 1.03，敏感度及特异度分别为 85.7%，82%；两者联合诊断 PCa敏感度及特异度分别为

90.5%，91%。CC/C值与 Gleason评分呈正相关(r=0.849，P<0.05)，Gleason评分 6分组，7

分组，>7分组 CC/C值分别为 0.67±0.15，0.85±0.46，2.88±1.50，相邻两组间差异均有统

计学差异（P<0.05）。 

结论：MRS联合 PSAD可以显著提高对前列腺癌的诊断效能，前列腺癌的 MRS中 CC/C值与

Gleason评分呈正相关。 

   

 

 
PU-2512 

3.0T MR 动态增强成像对宫腔良恶性占位病变的鉴别诊断价值 

 
陈丽娟,潘自来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北院 201801 

 

目的:探讨动态增强 MR(DCE-MRI)对宫腔良恶性占位病变的鉴别诊断价值。方法:经病理证实的

子宫内膜癌 32例、宫腔良性占位病变 30例行常规 MRI和 DCE-MRI检查。使用卡方检验比较良

恶性病变的形态学特征、TIC 曲线差别。使用独立样本 t 检验比较 DCE-MRI半定量参数：包括

强化峰值（SImax）、达峰时间（TTP）、最大相对强化度（SIpeak%）及流出分数

（washout），对各参数进行 ROC曲线分析以寻求最佳参数及最佳诊断阈值。结果:子宫内膜癌

与良性病变的形态学特征（结合带除外）没有统计学差异。子宫内膜癌与良性病变的 TIC 曲线

有统计学差异。良性病变多出现 I型曲线，子宫内膜癌多出现 III型曲线。子宫内膜良恶性病

变间各 DCE-MRI参数差异均存在统计学意义。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 TTP与 washout具有较好

的诊断效能。TTP的曲线下面积 AUC=0.827，当阈值设为 154时，敏感度为 81.3%，特异性为

76.7%；washout的曲线下面积 AUC=0.808，当阈值设为 0.0853 时，敏感度为 75.0%，特异性

为 80.0%。结论:3.0T MR 动态增强成像有助于鉴别子宫内膜癌与其他宫腔良性占位病变；在

动态增强 MR四个参数中 TTP 和 washout具有较好的诊断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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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513 

胎儿先天性心脏病ＭＲＩ 影像技术的探讨 

 
林毅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00127 

 

【摘要】 目的 磁共振影像技术在胎儿先天性心脏病的探讨。方法 52例孕妇，孕龄 19-37 

周，产前行心脏超声和磁共振检查。磁共振检查采用平衡稳态梯度回波(B-FFE)序列、单次激

发快速自旋回波(SSTSE)序列和实时 B-FFE序列，行胎儿颅脑胸腹部常规及胸部横断、冠状及

斜矢状面扫描，胎儿心脏四腔及短轴扫描。结果 52例孕妇中 38例产前心脏超声和磁共振检

查诊断均准确，2例产前心脏超声和磁共振检查诊断均不正确，5例产前心脏超声诊断准确而

磁共振诊断不准确，7例产前磁共振诊断准确而心脏超声诊断不准确。结论 磁共振检查对胎

儿先天性心脏病有一定诊断价值，在心脾综合征、多脏器复杂畸形、大血管异常方面具有一定

诊断优势，能发挥心脏超声一定的补充作用。 

  

   

 

 
PU-2514 

重度烧伤病人脑结构改变的磁共振研究 

 
刘加成

1
,邢炯

2
 

1.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2.江苏省无锡市第三人民医院 

 

目的：大量研究显示突发的灾难性事件可引起人脑持久的功能损伤和结构改变。病人常表现为

再度灾难体验，易激惹、注意力难以集中等症状，经过一段时间调整后多数病人都可以恢复正

常。重度烧伤是一类特殊类型的突出灾难事件，病人不仅经历短暂灾难事件，还要经历持续数

月以上的创伤带来的痛楚，引起的精神症状程度较重，时间持久，甚至可伴随终身。有关的脑

结构损伤报道较少，相关的神经机制并没有完全清楚。本项研究拟通过磁共振成像及其相关的

影像处理技术探讨重度烧伤病人的相关脑灰质和白纸结构的改变。方法：我们招募一组经半年

治疗后，病情稳定的重症烧伤病人，采集 T1加权脑解剖结构，通过基于体素的形态学测量技

术计算全脑各区域的灰质含量，同时采集弥散张量图像计算全脑实质的各向异性参数。 并通

过正常被试相关影像的比较，比较分析易感结构灰质含量以及相关白质的微结构改变。结果：

结构显示重症烧伤病人的杏仁体、海马区以及腹侧前额叶的灰质含量降低，钩状束白质以及前

扣带的各向异性参数值也相应减低。结论：杏仁体、腹侧前额叶等相关的情绪处理与情绪控制

有关脑区是重症烧伤脑损伤的易感脑区，这可能和突发事件重度烧伤引起的强烈的恐惧和紧张

的情绪有关。海马是记忆功能有关的重要结构，我们认为海马萎缩有可能是对灾难性记忆的保

护性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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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515 

精神分裂症病人认知功能对情绪处理的影响 

 
刘加成

1
,邢炯

2
 

1.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2.江苏神无锡市第三人民医院 

 

目的：认知缺陷与情绪障碍是精神分裂症病人的核心缺陷。情绪影响认知的相关研究较多，但

认知如何影响认知，研究较少。本文通过比较精神分裂症病人和正常对照在认知任务后情绪处

理的相关功能磁共振影像，探讨精神分裂症病人认知障碍对情绪处理影像的脑机制。方法：收

集精神分裂症病人和 2正常被试在不同情感条件下执行工作记忆任务时磁共振脑功能数据。实

验的范式包含工作记忆和情绪两项内容。被试观看三种伪随机的顺序排列不同情绪刺影图片，

被试被要求定义自己在观看该部短片过程中的情感，并给出情感强度的评分，一半的情绪认处

理任务前加工作记忆任务，及回忆 5预设个数字。应用 SIEMENS 3.0 Tesla磁共振扫描仪采集

脑功能数据与脑结构图像。功能影像序列采用 T2*-weighted echo-planar image (EPI)，参

数为 TR: 1500 毫秒, TE: 30 毫秒, 反转角：60°，64×64 矩阵, 层厚 4.5毫米，25层无间

隔。比较两组被试在不同情绪反应中脑区的差别。结果：病例组和对照组对“高兴”情绪反应

无显著差别(“悲伤”：chi sq = 4.1, df 1, p<.05； “高兴”：chi sq = 2.6, df 1, 

p<.10)。两组被试在不同情绪反应时脑区的存在显著的差异（分组与脑区组合模式的交互作

用：p<0.00001)。结论：该项研究结果表明在不同情绪反应时，精神分裂症病人与正常对照对

情绪处理的影响有差异，并反映在相关脑功能区域。 

   

 

 
PU-2516 

The defect of Cognitive control in ADHD explored by 

linear modeling behavior and fMRI data during Stroop 

tasks 

 
Liu Jiacheng

1
,Xiong Jiong

2
 

1.Zhongda Hospital， Southeast University 

2.The Third People's Hospital of WUXI， JIangsu Prov. 

 

Purpose: We will apply the linear models to establish the quantit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RTs and fMRI signals. By this method, we can make use of more 

behavior information in image analysis and understand the neural mechanism from a 

different angle of view .Methods and Materials: Ten ADHD boys and ten healthy boys 

with matched age and education were enrolled.The tasks used in current study were 

Stroop colour-word tasks of Chinese version. There were two blocks: one was high 

conflict block and the other was high adjustment block. The fMRI data were 

acquired with a SIEMENS TRIO 3-Tesla scanner.Results: The patients had decreased 

activations located in frontal, temporal, and insular lobes. Especially, patients 

had decreased activations in right dorsal 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DLPFC) during 

high-conflict congruent and high-adjust incongruent task, and decreased 

activations in ACC during high-conflict incongruent task.Conclusion: The results 

support the hypothesis that ACC only monitors conflict and present the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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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517 

磁共振血管成像和经颅多普勒在短暂性脑缺血中的诊断 

 
史志浩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210008 

 

目的评价磁共振血管成像技术及经颅多普勒技术在短暂性脑缺血中的诊断价值。方法选取短暂

性脑缺血患者 100例作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磁共振血管成像和经颅多普勒检查。对检测结果

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120例短暂性脑缺血病例中磁共振血管成像方法共检查出 96例有血管狭

窄或闭塞，狭窄或闭塞者 230支动脉，单纯颅外动脉狭窄或闭塞、单纯颅内动脉狭窄或闭塞及

颅内一颅外动脉多发狭窄或闭塞者分别占 31％(31／100)，35％(35／100)和 29％(29／120)。

经颅多普勒共检查出 96例有血管狭窄或闭塞，敏感性与特异性均低于磁共振血管成像。结论

磁共振血管成像技术和经颅多普勒技术对短暂性脑缺血患者血管的狭窄和闭塞情况有较高诊断

价值。  

 

 

PU-2518 

特异性肝细胞 MRI 对比剂对肝硬化局 

灶性病变的临床应用研究 

 
赵瑞 

吉林大学第四医院（原：第一汽车制造厂总医院） 130011 

 

[摘要] 目的：比较肝细胞特异性对比剂普美显与非特异性细胞外间隙对比剂钆喷葡胺（Gd-

DTPA）在原发性肝细胞性肝癌的诊断价值。 

方法：对 30例肝硬化患者分别应用肝细胞特异性对比剂普美显与非特异性细胞外间隙对比剂

钆喷葡胺，得到的影像由两名资深的影像医师进行分析。所有病例均经过病理、随访或综合影

像证实。通过分析两种对比剂的诊断结果，计算各自的灵敏度、特异度，比较两种对比剂的诊

断效能。所得数据均用 SPSS 19.0 软件进行处理。 P＜0.05 认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普美显的肝细胞特异性在对原发性肝细胞性肝癌的敏感性、特异性都优于常规对比剂钆

喷酸葡胺。 

结论: 普美显更有助于提高早期疾病的检出率，为临床的治疗提供更准确的依据。 

   

 

 
PU-2519 

MR 成像评价椎周软组织改变对鉴别脊柱结核 

和化脓性脊柱炎的诊断价值 

 
李强 

河南省人民医院 450000 

 

目的 探讨 MR成像评估椎周软组织的改变，对鉴别脊柱结核和化脓性脊柱炎的诊断价值。方法

65例脊柱感染患者中 29例为脊柱结核，36例为化脓性脊柱炎，所有病例均经病理证实。由 2

名资深放射科专家对椎周脓肿的部位、形态、MRI信号及脓肿与周围组织的关系进行分析，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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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解决差异。结果 椎旁脓肿多数位于椎体两侧或前方，单独位于椎体前方 1例；脊柱结核椎

旁脓肿呈鼓包型 17例，均匀型 3例，流柱型 6例，椎周无脓肿形成 4例、椎管内硬膜外脓肿

20例；椎体形态呈楔形 17 例、双凹型 9例、倒楔形 2例；椎管有狭窄 21例；化脓性脊柱炎

椎旁脓肿呈鼓包型 1例，均匀型 19例，流柱型 1例，椎周无脓肿形成 9例、椎管内硬膜外脓

肿 7例；椎体形态呈楔形 29例、双凹型 7例、倒楔形 0 例；椎管有狭窄 23例。脓肿内 MR信

号表现为等、稍长 T1、稍长或混杂 T2WI信号影，脓肿壁多表现为等 T1稍长 T2信号；脓肿周

围 25例见低信号环；椎旁大血管、气管、食管等组织常可受压或推移，部分大血管可被包

裹。结论 MR成像通多角度多方位直观评价椎周脓肿椎周软组织的改变，寻找具有特征性的

影像学表现，椎旁脓肿呈鼓包型或流柱型改变，椎体破坏严重者对脊柱结核有一定临床价值，

椎旁脓肿呈均匀型改变对化脓性脊柱炎具有一定临床价值。 

 

 

 
PU-2520 

小视野高分辨率 MRI 对直肠癌直肠系膜浸润的评估价值 

 
张茜,朱友志,张禹 

解放军第 105 医院 230031 

 

 

目的 评价高分辨率 MRI（HR-MRI）预测直肠癌是否浸润直肠系膜的评估价值。方法 回顾性

分析 28例直肠癌患者的磁共振成像（MRI）资料，应用 MRI常规序列及 HR-MRI观察直肠系膜

的信号特点，并预测直肠系膜是否受累，判断结果分为：肯定无侵犯、可疑无侵犯、难以确

定、可疑侵犯、肯定侵犯 5个等级，与病理结果进行比较，算出两种方法的 ROC曲线下面积。

结果 经 ROC曲线分析，MRI 常规序列（曲线下面积为 0.693）及 HR-MRI（曲线下面积为

0.826）均可作为判断直肠系膜是否受侵的有效指标，但 HR-MRI曲线下面积更大，诊断效能更

高。结论 HR-MRI比常规序列能够更准确地判断直肠系膜是否受累。   

 

 
PU-2521 

不同场强及不同设备对健康志愿者肝胰脾 

表观扩散系数的影响 

 
高佳音 

北京医院 100730 

 

目的：探讨 1.5T与 3.0T及不同的 1.5T设备之间，健康志愿者肝、脾及胰实质表观扩散系数

（ADC）测量的可重复性。方法：利用 GE 1.5T、Siemens 1.5T及 Philips 3.0T磁共振仪对

33名健康志愿者进行腹部扩散加权成像（DWI），b值为 0及 600s/mm2。测量肝、脾、胰（分

为头、体、尾）的 ADC值。比较各脏器在 2台不同 1.5T设备上所测得 ADC值及 3.0T与 1.5T

所测得 ADC值的差异。数据分析采用配对 t检验，以 p<0.05为有显著性差别。结果：在 GE 

1.5T、Siemens 1.5T与 Philips 3.0T（所有 ADC值都为×10-3 mm2/s表示）设备上，肝的平

均 ADC值分别为 1.56±0.10、1.67±0.15 及 1.35±0.12；脾的平均 ADC值分别为

0.96±0.10、0.98±0.11 及 0.81±0.14；胰头的平均 ADC值分别为 2.09±0.27、2.20±0.21

及 2.05±0.27；胰体的平均 ADC值分别为 2.03±0.27、2.09±0.30 及 1.76±0.25；胰尾的平

均 ADC值分别为 1.88±0.28、1.88±0.27 及 1.56±0.27。不同场强下肝、脾、胰体及胰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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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C值有显著性差别，而胰头的 ADC值无显著差异。在不同的 1.5T设备上，肝的平均 ADC值

有显著性差别；而脾、胰头、胰体、胰尾的平均 ADC值均无显著性差别。结论：不同场强下

肝、脾、胰体及胰尾的 ADC 值有显著性差别，而胰头的 ADC 值无显著差异。在不同的 1.5T设

备上，肝的平均 ADC值有显著性差别；脾、胰头、胰体、胰尾的平均 ADC值均无显著性差别。  

 

 

PU-2522 

应用扩散张量成像和神经电生理评估脊神经纤维完整性与其

所支配肌肉功能临床评价之间的关系 

 
何凡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广州市儿童医院 510120 

 

  【摘要】目的 扩散张量成像(DTI)可以测量周围神经的完整性,但测量方法尚需要优化。本

研究的目的是使用一种优化后的 DTI测量方法，以期获得脊神经根的完整性与应用神经电生理

获得的神经支配肌肉临床肌肉功能评分之间的关联性。方法 10名志愿者接受 3T DTI ，L4节

段神经根为感兴趣区，DTI 指标（平均值，各向异性分数，轴向和径向扩散系数）。通过神经

电生理学检查获得途经 L4神经支配的肌肉的电生理刺激临床评价。结果 DTI所测量参数，显

著差异存在于沿神经走行的不同水平段之间，在同一水平左右两边具有相似性。同时回归分析

显示，DTI各测量参数与 L4 神经支配的肌肉神经电生理学相关参数及临床评价之间存在相关

性。结论 DTI有希望应用于评估脊神经纤维完整性其参数可能用来反映其支配肌肉能力。 

   

 

 
PU-2523 

Diffusion tensor imaging of premature with hypoxic 

ischemic brain damage  

 
Wang Xueyuan,Zhang Xiaoan,Zhao Xin 

The Thir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450052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of diffusion tensor imaging in premature with 

hypoxic ischemic brain damage. Methods 35 cases of premature diagnosed as HIBD by 

neonatology and 10 normal neonates were selected. All subjects underwent MRI and 

Diffusion Tensor Imaging at 3 Tesla. The FA values of ROI in HIBD group and 

normal group were statistically analyzed by t test and one-way anova.The 

correlation of FA value in posterior limb of internal capsule and Apgar score was 

examined. Results In case group, posterior limb of internal capsule, corpus 

callosum, white matter of frontal lobe, occipital lobe and putamen FA valu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in the mild group, moderate group and severe group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P<0.05); parietal white matter, thalamus and 

cerebral peduncle FA value in HIBD moderate group and severe group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 In the group 

comparison, the FA value of the posterior limb of the internal capsule, the corpus 

callosum, the white matter of the occipital lobe, the thalamus and the cereb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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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duncle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in the mild group, moderate group and severe 

group.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FA value of the posterior 

limb of the internal capsule and the Apgar score (1 minutes and 5 minutes) (r=-

0.179, P>0.05; r=-0.201, P>0.05). Conclusions DTI can be used to evaluate early 

HIBD brain injury, and has important application value in prognosis monitoring. 

 

    

 

 
PU-2524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Magnetic Resonance 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 Combing T2-Weighted Imaging in 

Detecting Cervical Invasion of Early Endometrial 

Carcinoma 

 
chen ying 

Dpartment of Radiology ，Fujian Provincial Cancer Hospital，Fuzhou 350014，china 350014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value of magnetic resonance 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 combing T2-Weighted Imaging in cervical invasion of early 

endometrial carcinoma.Methods 36 cases  confirmed with endometrial carcinoma 

cervical infiltration in experiment group(stage Ⅱ), and no cervical 

infiltration in control group(stage Ⅰ).All the cases received preoperative 

conven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scans and magnetic resonance 

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 (MR-DWI, with b=0 s/mm
2
and 800 s/mm

2
). Compared T2WI and 

DWI (high b value sequence) features; refered to sagittal T2WI images to observe 

and analyze the axial DWI images and measured ADC values in the regions of 

interest within the intrauterine and cervical lesions in patients in experiment 

group, while measured ADC values in the regions of interest within the 

intrauterine and cervical endometrium in patients in control group.Results In our 

study, there were 36 cases in the experiment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respectively. 

The 36 patients in experiment group were all in stage Ⅱ, the tumor appeared 

as irregular thickening of the endometrium on T2WI, the signal was higher than 

junctional zone and outer muscular layer but lower than that in normal mucosa; and 

enhanced slightly in comparison to the adjacent myometrium after 

enhancement, showed hyperintense on DWI (high b value sequence).22 cases with 

cervical invasion performed as lesions continuous with endometrial tumor on T2WI; 

the cervical normal form disappeared, and the signal of cervical stromal boundary 

increased and normal low signal blurred, becoming discontinuous. It appeared as 

high signal area of the uterine cavity spreading to the cervix on DWI(high b value 

sequence). There were no obvious abnormal signal in the other 14 patients on T2WI, 

only showed normal low signal of cervical stromal boundary blurring; high signal 

of cervical stromal edge blurred after enhancement; the signal of stromal on DWI 

(high b value sequence) was abnormal increasing. 36 patients in control group were 

all in stage Ⅰa. The tumor also showed irregular thickening of endometrium on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3945 

 

T2WI, the junctional zone were complete and continuous; the lesions showed slight 

enhancement after injection of contrast media and appearedn as local hyperintense 

on DWI (high b value sequence), but it is difficult to distinguish from the 

junctional zone.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re were no obvious abnormal signals in 

cervical endometrium in all sequences.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the 

mean ADC value of the intrauterine cancer between experiment group 

((0.846±0.025)×10
-3 
mm

2 
/s) and control group ((0.867±0.021)×10

-3 
mm

2 

/s),t=0.692,P=0.531>0.05). The mean ADC value of cervical lesions in experiment 

group(0.907±0.044)×10
-3 
mm

2 
/s）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cervical 

endometrium in patients in control group((1.517±0.040)×10
-3 
mm

2 

/s,t=10.255,P=0.000<0.05). ROC of the ADC value used for differentiating the 

normal cervical endometrium from endometrial carcinoma, the AUC is 0.966.When an 

ADC values of 1.195×10
-3 
mm

2 
/s was used for threshold, the sensitiity as a 

diagnostic test was 94.4% and specificity was 100%.Conclusions DWI combined with 

routine T2WI is helpful to determine the extent of invasion of endometrial cancer. 

ADC value mesurement is important to detect cervical invasion of stage Ⅰ-

Ⅱendometrial carcinoma. 

   

 

 

PU-2525 

乳腺癌微钙化 X 线特征与其分子分型的相关性分析 

 
王涛 

陕西省人民医院 710068 

 

目的 探讨乳腺癌微钙化 X线特征与其分子分型间的相关性。方法 回顾性分析 149例术前乳腺

钼靶 X线检查发现微钙化并经手术后病理证实为钙化性乳腺癌患者的钼靶 X线影像及病理资

料，分析微钙化的 X线特征与免疫组化分子分型间的相关性。结果 单纯钙化在乳腺癌不同分

子分型间的分布有统计学差异(X
2
=9.11，P＜0.05)，钙化主要见于 Luminal A型及 HER-2过表

达型。乳腺癌病灶 BI-RADS 分类及微钙化 X线形态在乳腺癌不同分子分型间的分布没有统计学

差异（X
2
值分别为 0.684、2.921、4.282、0.466、3.233、1.004、0.427、0.406，均 P＞

0.05）。簇状和线样及节段样分布的微钙化在乳腺癌不同分子分型间有显著统计学差异（X
2
值

分别为 14.92、19.02，均 P＜0.01），簇状钙化最常见于 HER-2过表达型，线样及节段样钙化

最常见于 Luminal A型。微钙化灶范围在乳腺癌不同分子分型间有统计学差异（X
2
=9.21，P＜

0.05），范围≧2cm 的微钙化灶最常见于 HER-2过表达型。结论 乳腺癌微钙化 X线特征与分

子分型间有一定的相关性，能为判断肿瘤生物学行为及患者预后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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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526 

钼靶 X 线检查在早期乳腺癌患者中的诊断价值 

 
张进荣 

山西省汾阳医院 032200 

 

【摘要】目的: 研究钼靶 X 线摄影在早期乳腺癌患者中的诊断价值。方法: 选取我院从 2015

年 4 月至 2017 年 4 月就诊的 109 例早期乳腺肿瘤患者资料，其中乳腺钼靶 X线检查诊断为

乳腺癌为 96 例，占 92.31%，采用ＲＯＣ曲线分析其诊断效能，进一步分析钼靶 X 线对早期

乳腺癌的诊断价值。结果: 96例早期乳腺癌 患者钼靶 X 线图像显示：肿块型占 53.13%

（51/96），恶性钙化簇状分布占 34.38%（33/96），肿块合并恶性钙化占 22.92（22/96），

结构紊乱 8.33%（8/96），不对称致密 4.16% （4/96）；恶性钙化灶中沙粒样及线样分枝状

钙化率在ＲＯＣ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79、0.86，敏感度分别 85.2％、87.1％，特异度分别为

50.4％、68.9％，（P＜0.01） 。结论:钼靶 X 线摄影能进一步提高乳腺癌诊断效率，有助于

提高乳腺癌的早期检出率，有很大的临床应用价值。 

   

 

 
PU-2527 

MRI 对三阴型乳腺癌检出及新辅助化疗效果估测的作用 

 
周佳丽 

浙江中医药大学 310053 

 

目的： 探究 TNBC在 MRI上的形态学及功能学表现及 MRI在新辅助化疗效果估评作用。方法： 

回顾性分析了 2013年 3月-2015年 12月于浙江省中医院进行穿刺活检证实为三阴型乳腺癌

（TNBC）并接受完整周期新辅助化疗的 40例患者共 44个病灶。其中 34个为浸润性导管癌，3

个为混合癌，1个为导管内癌，1个为髓样癌。所有患者化疗前均接受 MRI检查，化疗结束穿

刺或手术证实病理缓解与否。分析 TNBC的形状、T2WI信号、内部强化情况、强化方式、时间

信号曲线、ADC值。对化疗有效组（病理完全缓解或部分缓解）与化疗无效组（病理无变化或

恶化）进行各自治疗前 MR图像特征的比较。 

并分析这些因素与化疗后病理缓解情况的相关关系。 结果：92.5%(37/40)TNBC患者为单发病

灶。在 44个病灶中，86.3%（38/44）表现为肿块型强化，13.6%(6/44)为非肿块型强化。大多

数肿块为规则型（圆形、卵圆形或分叶状），占 78.9%（30/38），余下为不规则型。增强

后，68.1%为环形强化（30/44），6.8%（3/44）为均匀一致强化，25%（11/44）为不均匀强

化。时间-信号曲线 I型、II型、III型分别占 6%（3/44）、36.3%（16/44）、56.8%

（25/44）。T2WI上信号多数为高信号或极高信号。治疗前 MR病灶的大小、T2WI信号高低、

强化曲线类型在化疗有效组与无效组间并无统计学差异（P>0.05）,而形态规则较形态不规则

病灶病理缓解率高（P=0.025），有效组与无效组治疗前 ADC值比较较低，两组有统计学差异

（p=0.04）。 

结论： 三阴型乳腺癌（TNBC）在 MRI上通常表现为单一的形态规则肿块，环形强化为其相对

特异性征象。治疗前 MRI可以作为预测新辅助化疗是否有效的一种无创检查手段，规则型、

ADC值较低的肿块预示新辅助化疗有效可能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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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528 

乳腺实性乳头状癌 6 例临床及其影像分析 

 
黎家强,胡碧莹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528000 

 

 

目的 探讨乳腺实性乳头状癌的影像及临床特点，提高对该病影像表现的认识。 

方法 回顾性分析 6例经手术病理证实的乳腺实性乳头状癌患者的临床资料及影像表现，进行

分析与综合。 

结果 所有患者均为单侧发病，4例患者出现乳头溢液，3例可触及肿物；6例均行 MR检查，3

例病灶位于乳晕区，4例可见导管扩张，T1WI以等稍低信号为主，T2WI及 DWI呈高信号，增

强扫描 5例为非肿块样强化，主要呈导管样及段样强化，1例呈肿块样环形强化，时间-信号

强度曲线以Ⅱ、Ⅲ型曲线为主,X线检查较难发现病灶。 

结论 对于 SPC，乳腺 X线诊断价值不高，MRI检查有一定特征，结合发病部位、强化方式及动

态增强曲线，有助于该病的诊断及鉴别诊断。  

 

 
PU-2529 

乳腺包被性乳头状癌的影像学特征与病理对照 

 
肖勤,顾雅佳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200032 

 

目的：分析乳腺包被性乳头状癌的乳腺 X线、乳腺磁共振的影像学特征与病理的相关性。 

材料与方法：回顾性分析 2010年 1月-2016年 1月之间接受乳腺 X线与乳腺 MRI检查并经手

术病理证实的 10例 乳腺包被性乳头状癌的临床特点、乳腺 X线与乳腺磁共振的影像学特征，

并与病理结果对比分析。 

结果：患者平均年龄 55.5岁，临床表现为可触及肿块（9/10）及 1例乳头血性溢液。术后病

理肿块平均最大径为 2.9cm。乳腺 X线表现：10例病例共 11个病灶均表现为肿块，其中 8个

肿块边缘清楚，2个肿块边缘示短小毛刺，所有病灶均未伴随钙化与结构扭曲，所有病例均未

见腋窝肿大淋巴结。MRI表现：所有病灶的实性部分在 T1WI上均表现为低信号，T2WI上为高

信号，增强后为明显不均匀强化。 

结论： 乳腺包被性乳头状癌为一种少见类型的原位癌，恶性程度较低。影像上具有一定特

征，表现为边缘清楚的分叶状或卵圆形、圆形肿块，毛刺少见，乳腺 X线上罕见恶性钙化，极

少伴有腋窝肿大淋巴结。乳腺 X线表现不易与良性病变鉴别，联合乳腺 MRI检查能够提高诊断

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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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530 

MRI 乳腺背景实质强化预测新辅助治疗早期疗效的初步研究 

 
尤超,顾雅佳,彭卫军,胡晓欣,贺敏,柳光宇,沈旭霞,杨文涛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200032 

 

目的：探讨进展期乳腺癌对侧腺体乳腺背景实质强化（background parenchymal enhancement, 

BPE）在乳腺癌新辅助治疗（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NAC）前后的变化特征及其能否预测

NAC早期疗效。 

方法：回顾性收集 2014年 8月-2016年 12月经穿刺活检证实为单侧乳腺癌，并于本院行新辅

助治疗及手术治疗共 195例。由 2名放射科医师根据 BI-RADS分别对 MRI上对侧腺体的 BPE行

定性评价（1=极少，2=轻度，3=中度，4=明显），MRI评估包括基线及 2疗程后 MRI随访。评

估 BPE在 NAC前后的变化，并以病理结果为金标准评估 BPE与 NAC早期疗效的关系。 

结果：NAC治疗后，59例达到病理完全缓解（pathological complete response，pCR），102

例非完全缓解。NAC治疗前后，绝经前组 BPE均明显高于绝经后组（Z=7.444, p<0.001；

Z=3.017，p=0.003）。治疗前后，BPE的降低在绝经前组及绝经后组均具有显著统计学差异

（Z=6.958，p<0.001;Z=6.256,p<0.001）。NAC治疗后 BPE的变化、激素受体状态及 HER2 状

态是影响病理组织学评价的疗效是否达到 pCR的独立因素（p<0.05）。 

结论：无论绝经前/后，BPE 在新辅助治疗后大多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降低，并且 BPE降低可作

为 NAC早期疗效评估的独立因素。 

   

 

 
PU-2531 

钙化性 DCIS 的 MRI 表现 

 
姜婷婷,尤超,顾雅佳,彭卫军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200032 

 

目的：探讨钙化性 DCIS的动态增强 MRI 表现并与病理对照。方法：术前经乳腺 X线检查检出

为钙化性 DCIS 100例，并行乳腺 MRI 检查。分析不同病理级别的钙化性 DCIS的乳腺 X线及

乳腺 MRI表现，进一步分析钙化性 DCIS与病理学指标的关系。结果：（1）低级别组 DCIS 共

42例，其中群样粗糙不均质或细小多形性钙化 32例，细线和分枝状段样分布钙化的 DCIS 10

例；高级别组 DCIS共 58例，其中群样粗糙不均质或细小多形性钙化 16例，细线和分枝状段

样分布钙化的 DCIS 42例；（2）MRI上肿块样强化病灶 23例，其中高级别组 7例，低级别组

16例；非肿块样强化病灶 77例，其中高级别组 51例，低级别组 26例。（3）动态增强表现: 

包括Ⅰ型曲线 19例（低级别组 vs高级别组，12例 vs7例），Ⅱ型曲线 48例（低级别组 vs

高级别组，23例 vs25例），Ⅲ型曲线 33例（低级别组 vs高级别组，10例 vs23例）。

（4）与组织病理学关系：高级别组 DCIS 病理免疫组化 CerbB-2(+)41例,低级别组 CerbB-

2(+)11例。高级别组 DCIS 乳腺 X线摄影更易表现为细线和分枝状钙化，而低级别组多表现为

粗糙不均质或细小多形性钙化（P =0.006），而在钙化分布上，低级别组较多表现为群样分布

而高级别组更多表现为段样分布（P =0.01）。MRI上 DCIS 多表现为非肿块段样分布强化，与

病理对比，高级别组非肿块段样强化较多见，低级别组更多为肿块样强化（P＞0.05），高级

别组 DCIS时间信号强度曲线更易出现流出型（P =0.01）。高级别组 DCIS在病理上更多出现

CerbB-2(+)（P＜0.05）。结论：乳腺 X线摄影钙化灶的形态及分布及其 MRI表现在一定程度

上可反映 DCIS的生物学行为和预后，对临床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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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532 

乳腺背景实质强化与浸润性乳腺癌组织学特征相关性研究 

 
李俊,赵卫,莫茵,胡娟,吴迪,罗春燕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650032 

 

 

目的 探讨乳腺背景实质强化与浸润性乳腺癌患者年龄、月经期及肿瘤组织学特征之间的相关

性。材料和方法 收集我院 2014.01~2016.12经手术病理证实为浸润性乳腺癌 163例，术前均

行双乳磁共振检查。参照 BI-RADS 2013版，将乳腺背景实质强化分为四类：极轻度、轻度、

中度、重度。分析乳腺背景实质强化程度与浸润性乳腺癌患者年龄、月经期、肿瘤分期、组织

学分级、淋巴血管浸润、细胞分子表型（ER、PR、HER2）之间的相关性。结果 乳腺背景实

质强化程度与患者年龄呈显著负相关（P<0.0001）。绝经前乳腺背景实质强化较绝经后明显

（P<0.0001）。乳腺背景实质强化程度与淋巴血管浸润率和 ER阳性率呈显著正相关

（P<0.0001），与 T分期和组织学分级呈轻度负相关（P=0.027，P=0.030），与 N分期、PR和

HER2无明显相关性。结论 随着年龄增长以及绝经后，乳腺背景实质强化程度降低。乳腺背

景实质强化程度高的浸润性乳腺癌，ER阳性率高，更容易发生淋巴血管浸润。乳腺背景实质

强化程度较高者 T分期和组织学分级相对较低。   

 

 

PU-2533 

Role of T2 mapping in diagnosis and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of breast cancer 

 
Liu Li,Peng Weijun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Shanghai Cancer Center， Fudan University 200032 

 

Purpose: To investigate 1) use of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T2 relaxation time in 

differentiating malignant from benign breast lesions and therefore increase the 

diagnostic accuracy of breast MRI; 2) change in T2 relaxation time of breast 

cancer before and after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NAC). Materials and methods: Of 

the total 67 patients, 46 have malignant tumors while 21 have benign pathology. 

Twenty-six of the 47 malignant cases underwent NAC. MRI T2mapping was performed in 

all patients. In patients with NAC, T2-mapping was performed before and after NAC. 

T2 relaxation times were obtained by using Funtool software on AW 43 workstation. 

Pathological response to NAC was assessed according to Miller＆Payne response 

score. Statistical analysis was performed on T2 relaxation times of malignant and 

benign lesions, before and after NAC. Results: The mean T2 relaxation time in the 

malignant cases was 82.69 ±15.37ms, whereas the T2 relaxation time in benign 

cases was 95.48±26.51ms. Difference in T2 relaxation time between malignant and 

benign cases i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15 <0.05）．In 26 cases with NAC, 

the mean T2 relaxation time was 81.34±13.68ms and 64.50±8.71ms before and after 

NAC respectively. Difference in T2 relaxation time between the pre— and post— 

NAC is significant（P=0.00<0.05）. Based on the MP response score, the mean post-

NAC T2 relaxation time in 23 responders out of 26 NAC cases (63.18±8.37ms ) was 

significantly shorter than that in non-responders (74.62±2.32ms)(P=0.029＜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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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 T2 relaxation time in benign lesions was found to be significantly 

longer than that in malignant lesions. Quantitative measurement of T2 relaxation 

time might provide new diagnostic parameter to breast MRI. T2 relaxation time in 

breast cancer was reduced after NAC, particularly in the responders. Measurement 

of T2 relaxation time change is a potential new tool to assess the response to NAC. 

   

 

 

PU-2534 

 乳腺癌钼靶表现及诊断分析体会 

 
李华,胡茂能 

合肥市第三人民医院 230022 

 

目的 探讨乳腺癌钼靶摄片常见影像学表现。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0年 10月至 2015年 8月

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50例乳腺癌患者的钼靶影像表现。 结果 50例乳腺癌患者中，表现为肿

块 37例（74%）；钙化 19例（38%）（包括肿块合并钙化 10例）；少见直接征象 6例（12%）

（星芒征 1例、局灶性高密度影 2例以及乳腺导管增宽扩张 2例）；局部组织结构变形、扭曲

16例(32%)；不对称局部腺体密度增高(12%)6例；血管增粗变形 11例(22%)；皮肤增厚 4例

（8%）、乳头回缩变形 5例（11%）；腋窝淋巴结肿大 12例（24%）。结论 乳腺癌钼靶摄片常

见影像学表现为肿块及钙化。 

   

 

 
PU-2535 

Influence of menopause status on fibrograndular 

tissue and background parenchymal enhancement  

 
hu xiaoxin

1
, GU Yajia

1
, Jiang LUAN

2
, Li QIANG

2
,MAO Jian

1
,PENG Weijun

1
 

1.Department of Radiology，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Cancer Center， Shanghai， China 

2.Center for Advanced Medical Imaging Technology， Shanghai Advanced Research Institut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Shanghai，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influence of menopause status on 

fibrograndular tissue, background parenchymal enhancement volume ratio(BPEV) and 

intensity ratio(BPEI）by breast MR image automatic quantitative analysis. 

Methods From 14,033 consecutive patients who underwent breast MRI in our center, 

we randomly selected 101 normal cases (47 cases of premenopausal and 54 cases of 

postmenopausal). Premenopausal status was subclassified into four groups (8 cases 

in the 1
st
 week and 13 cases in the 2

nd
, 3

rd
 and 4

th
 week, respectively) based 

on the menstrual cycle. We evaluated FGT and BPEV, BPEI at early (2 minutes), 

medium (4 minutes) and late (6 minutes) enhanced time phases of breast MRI for 

quantitative assessment. The FGT，BPEV and BPEI in premenopausal and 

postmenopausal women was compared using the Mann–Whitney U test. Comparison of 

each menstrual cycle using the Kruskal–Wallis test. Results The FGT, BPEV and 

middle-late BPEI of postmenopausal women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file:///D:/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Local/Youdao/Dict/6.3.69.8341/resultui/frame/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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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menopausal women（P<0.05）. The maximum BPEI in the 1
st
 week, the minimum in the 

2
nd
 week in premenopausal women（P<0.05）. The FGT and BPEV in the 1

st
 week 

are the highest than the other weeks, bu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Conclusions The FGT, BPEV and BPEI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after menopause. The optimal time of breast MR examination is in the 

2
nd
 week of menstrual cycle. 

  

 

   

 

 
PU-2536 

Comparison between Contrast-enhanced spectral 

mammography and Breast MRI in the assessment of 

Background Parenchymal Enhancement 

 
Jiang Yuan,Mingming Ma,Yufeng Xu,Naishan Qin 

Peking University First Hospital 100034 

 

Purpose: To compare the assessment of background parenchymal enhancement at 

contrast-enhanced spectral mammography and breast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Materials and Methods: After ethical approval, 33 women with suspicious breast 

lesion underwent preoperative CE spectral mammographic and MR examinations in our 

hospital from April 2014 to August 2014. An experienced radiologists reviewed CE 

spectral mammographic and MR images to evaluate background parenchymal enhancement 

(BPE). Based on BI-RADS 5th, BPE levels on CE spectral mammography and MRI images 

were classified with the ordinal scale: minimal, mild, moderate, or marked. To 

assess pairwise agreement between BPE levels on CE spectral mammographic and MR 

images, kappa value was calculated. 
Results: Included patients were all female and aged between 27-65 years (median 

age, 49 years). Most women had minimal BPE at both CE spectral mammography (51.5%) 

and MR imaging (57.6%). Mild, moderate, or marked BPE at CE spectral mammography 

were 39.4%, 6.1% and 3%. And Mild, moderate, or marked BPE at MR imaging were 

30.3%, 9.1% and 3%. Between CE spectral mammography and MR imaging, the overall 

agreement was substantial (k = 0.843; P<001). 

Conclusion: Our initial result shows substantial agreement of CE spectral 

mammography and breast MRI in BPE levels 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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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537 

Cone Beam Breast CT with Multiplanar and Three 

Dimensional Visualization in Differentiating Breast 

Masses Compared with Mammography 

 
Zhao Binghui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Shanghai Tenth People’s Hospital 200072 

 

 

Objective This pilot study was to evaluate cone beam breast computed tomography 

(CBBCT) with multiplanar and three dimensional (3D) visualization in 

differentiating breast masses in comparison with two-view mammograms. Methods 

Sixty-five consecutive female patients (sixty-seven breasts) were scanned by CBBCT 

after conventional two-view mammography (Hologic, Motarget, compression factor 

0.8). For CBBCT imaging, three hundred (1024×768×16bits) two-dimensional 

projection images were acquired by rotating the x-ray tube and a flat panel 

detector (FPD) 360 degree around one breast. Three-dimensional CBBCT images were 

reconstructed from the 2D projections. Visage CS 3.0 and Amira 5.2.2 were used to 

visualize reconstructed CBBCT images. Results Eighty-five breast masses in this 

study were evaluated and categorized under the Breast Imaging Reporting and Data 

System (BI-RADS) according to plain CBBCT images and two-view mammograms 

respectively prior to biopsy. BI-RADS category of each breast was compared with 

biopsy histopatholog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BBCT with multiplanar and 3D 

visualization would be helpful to identify the margi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breast masses. The category variance ratios for CBBCT under the BI-RADS were 23.5% 

for malignant tumors (MTs) and 27.3% for benign lesions in comparison with 

pathology, which were evidently closer to the histopathology results than those of 

two-view mammograms, p value < 0.01. With the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curve analysis, the area under the curve (AUC) of CBBCT was 0.911, larger 

than that (AUC 0.827) of two-view mammograms, p value < 0.01. Conclusion CBBCT 

will be a distinctive noninvasive technology in differentiating and categorizing 

breast masses under BI-RADS. CBBCT may be considerably more effective to identify 

breast masses, especially some small, uncertain or multifocal masses than 

conventional two-view mammography.   

 

 
PU-2538 

乳腺少见肿瘤的 X 线及超声表现 

 
刘丹,罗莉,唐娟,刘裔莎 

四川省人民医院 610071 

 

目的 探讨乳腺少见肿瘤的 X线及超声表现，以提高对乳腺少见肿瘤的影像诊断水平。方

法 回顾分析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17例少见乳腺肿瘤的Ｘ线及超声表现。结果 17例乳腺肿

瘤中，淋巴瘤 3例，大汗腺癌 2例，化生性癌 2例，神经内分泌癌 1例，血管肉瘤 1例，继发

性黑色素瘤 1例，恶性叶状肿瘤伴骨肉瘤及软骨肉瘤 1例，错构瘤 5例，皮脂腺囊肿 1例。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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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表现：10例恶性肿瘤多数呈不规则形或分叶形（7/10），边缘模糊或分叶状、毛刺状

（7/10）,少数为圆形或椭圆形（3/10），边缘清楚（3/10）,1例伴细微钙化。6例良性肿瘤

多数呈圆形或椭圆形（4/6）,边缘清楚（5/6）,少数呈分叶状（2/6）,边缘呈小分叶状

（1/6），1例伴粗颗粒状钙化，1例伴细微钙化。超声表现：10例恶性肿瘤多数呈团块或结

节（9/10）,边缘均模糊或不清楚，少数呈片状（1/10）,均无钙化；6例良性肿瘤:多数呈团

块或结节（5/6）,1例占据整个乳房, 6例均边缘清楚，1例伴有钙化。错构瘤特征性表现：

瘤体密度不均匀，高密度区域呈岛屿状分布, 包膜完整。结论 乳腺部分少见肿瘤Ｘ线及超声

表现具有特征性，大部分少见肿瘤无特征性，需综合分析及病理学检查确诊。 

   

 

 
PU-2539 

Look-Locker 和 B1-corrected variable-flip-angle (VFA) 

技术在正常乳腺组织 T1 值测量中对照研究 

 
蒋辉 

河南省肿瘤医院 450008 

 

【摘要】目的 分析 look-locker和 B1-corrected VFA 成像技术获得的正常乳腺腺体结构及

胸壁肌肉这两种组织 T1弛豫时间特征。 方法 对 77例正常乳房分别行 look-locker和 B1-

corrected VFA序列扫描获得 T1 mapping图像，两名阅片者分别测量乳房腺体、胸壁肌肉

的 T1值，对两名阅片者测量结果进行一致性分析，并分析两种成像方法的变异度，计算两种

成像方法组织 T1值差异。结果 正常乳房结构（腺体组织、胸肌）T1弛豫时间观察者间的一

致性好，组内相关系数（ICC）值分别为：（look-locker：0.883、0.818；B1-

corrected VFA法：0.796、0.757）。look-locker法和 B1-corrected技术所得两种组织 的

T1值存在差异（腺体组织：1424.86±81.09 VS 1687.57±123.30，P<0.05，t=17.52；肌肉

组织：1369.79±65.24 VS 1690.20±109.95，P<0.05，t=27.41）。正常乳房结构 look-

locker 法和 B1-corrected VFA 法 T1 值变异度（n=77）分别为：腺体组织（0.057VS0.074）,

胸肌组织（0.0476 VS 0.065）。结论 采用 look-locker和 B1-corrected VFA获取正常乳房

结构 T1值可行，可重复性较好；两种方法有统计学差异，各组织的变异度较小，能反映正常

乳房的腺体、肌肉组织的组织性特性，有可能为临床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基础。 

   

 

 

PU-2540 

数字乳腺断层融合 X 线摄影与常规影像学 

检查诊断效能对比研究 

 
汤伟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200032 

 

景与目的：对比数字乳腺断层融合 X线摄影（Digital breast tomosynthesis，DBT）与常规

影像学检查诊断乳腺良恶性病变的效能。方法：收集 2015 年 3月至 2015年 12月期间来我院

就诊，经临床或超声检查怀疑乳腺病变的 227位患者。所有患者均行 B超、全屏数字乳腺 X线

摄影（Full-field digital mammography，FFDM）、DBT 和 MRI检查。高年资影像医师双盲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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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参照 2013版 BI-RADS，以病理结果为金标准，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分析各种

检查方法的诊断效能，并利用 Z检验比较 DBT与其他检查方法的统计学差异。 

结果：30例患者因图像不符合诊断要求而排除，剩余 197名病人共发现 205个病灶，其中良

性病灶 73例，恶性病灶 132 例。B超、FFDM、DBT、DBT+FFDM、MRI基于 BI-RADS分类诊断乳

腺良恶性病变的 ROC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ROC curve, AUC）分别为 0.8308、0.8592、

0.9167、0.9198、0.9354；两两比较结果显示，DBT的 AUC 高于 B超和 FFDM，且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vs B超：Z=7.36，P=0.0067；vs FFDM: Z=4.89，P=0.0271)；DBT与 MRI、DBT+FFDM

的 AUC未见明显统计学差异（vs MRI Z=0.02，P=0.9002；vs DBT+FFDM: Z=0.69，

P=0.4048)。结论: DBT较 B超、FFDM能显著提高乳腺良恶性病灶的诊断效能；并与 MRI诊断

效能相当。DBT作为乳腺 X 摄影新技术，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PU-2541 

Contrast-enhanced digital mammography,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plus mammography and mammography 

alone: A comparison of diagnostic performance in 

symptomatic women 

 
Tang Wei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Cancer Center 200032 

 

PURPOSE: 

To compare the diagnostic efficiency of contrast-enhanced digital mammography 

(CEDM) plus digital mammography (DM) an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plus DM 

in symptomatic women. 

MATERIALS AND METHODS: 

The protocol used in our study was accepted by the ethics committee at our 

hospital, and informed consent was obtained from all patients. Between June and 

December 2015, 196 patients with 240 histologically proven lesions all underwent 

DM, CEDM and MRI. Two radiologists were responsible for interpreting all images 

according to the Breast Imaging Reporting and Data System (BI-RADS). The 

diagnostic performance of each method was assessed by receiver-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curve. The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accuracy, 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 (PPV) and negative predictive value (NPV) were compared using 

McNemar's test and Fisher's exact test. A Kappa test was used to assess the 

interobserver agreement. 

RESULTS: 

The area under the ROC curve (AUC) was lower in the group that underwent DM alone 

(Radiologist1 [R1], 0.839; Radiologist2 [R2], 0.852) than in the group that 

underwent CEDM plus DM (R1, 0.917, P = 0.0214; R2, 0.900, P = 0.0229) and MRI plus 

DM (R1, 0.939, P = 0.0006; R2, 0.925, P = 0.0009). However,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group that received CEDM plus DM and the group that received MRI plus DM was 

not significant (R1, P = 0.2262; R2, P = 0.2843). The accuracy (R1, 72.8%; R2, 72.4%) 

and sensitivity (R1, 72.9%; R2, 74.2%) of DM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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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DM (accuracy: R1, 89.3%, P = 0.001; R2, 90.6%, P < 0.001; sensitivity: R1,92.1%, 

P < 0.001; R2, 90.8%, P < 0.001) and MRI combined with DM (accuracy: R1, 91.3%, 

P = 0.001; R2, 92.7%, P < 0.001; sensitivity: R1, 94.7%, P < 0.001; R2, 95.4%, 

P < 0.001). In contrast,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observed between CEDM and 

MRI combined with DM (accuracy: R1, P = 0.744; R2, P = 0.660; sensitivity: R1, 

P = 0.602; R2, P = 0.759). The interobserver agreement of each method was excellent 

(k = 0.894, 0.929 and 0.882 for DM, CEDM and MRI combined with DM,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The diagnostic performance of CEDM and MRI combined with DM is superior to that 

of DM alone in symptomatic women; MRI plus DM is slightly better than that of 

CEDM plus DM, but this difference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U-2542 

男性乳腺发育的 MR 影像学特征 

 
张盛箭,任采月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200032 

 

目的：男性乳腺发育的 MR影像学特征目前尚缺乏相关报告，本文探讨男性乳腺发育的 MR的影

像学特征，以提高其 MR诊断及鉴别诊断的水平 

材料与方法：分析经我院手术或穿刺活检病理证实的 12例男性乳腺发育患者的 MR影像学特

征，观察病灶的大小、信号强度及增强特征。 

结果：12例患者中，双侧乳腺腺体增生发育 10例，单侧乳腺腺体增生发育 2例；其中双侧乳

腺腺体增生不对称 9例；病理结果伴腺瘤 1例、伴腺病 2例、伴炎症 2例；年龄 44-69岁（中

位年龄 58岁）；均表现为乳晕后区肿块，其中呈腺体铸型 3例，圆形 2例，椭圆形 5 例，不

规则形 2例；肿块大小 9-32mm（中位大小 21mm）；平扫 T1WI、T2WI均呈等信号 9例，2例伴

炎症及一例伴腺病肿块 T2WI 呈不规则高信号；增强后 8 例呈轻度均匀强化，伴腺病、腺瘤及

炎症 4枚肿块呈中度不均匀强化，一枚伴炎症肿块呈明显不均匀强化，强化中心可见囊状、导

管样无强化区；11枚肿块强化曲线呈流入型，一枚伴炎症肿块增强曲线呈平台型；除一例伴

炎症患者乳晕区皮肤增厚、乳头略内陷；所有患者均未见腋窝淋巴结肿大。MR报告诊断为 4A

以下者 9例，两例伴炎症及一例伴腺病患者结论为 4B。 

结论：男性乳腺增生症具有较为特异性的 MR影像学特征，一般均能作出正确诊断；但如合并

其他病变者诊断较为困难，确诊需结合穿刺活检。  

 

 

PU-2543 

乳腺钼靶摄影的应用及对其产生电离辐射危害的防护 

 
赵秀梅 

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010020 

 

介绍了钼靶乳腺摄影机在乳腺疾病临床诊断中的意义及其优缺点，进而阐述了钼靶乳腺机对人

体电离辐射的影响，并提出控制辐射的诸多措施。钼靶 X射线摄影对乳腺癌有较高的诊断率，

乳腺 X线普查可以使乳腺癌死亡率降低，可以提早发现肿瘤的存在。乳腺 X线摄影是早期乳腺

癌筛查最有效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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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544 

乳腺 X 线辐射剂量、乳腺密度及体成分三者间的相关性研究 

 
沈茜刚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200032 

 

目的 探讨全数字化乳腺 X线摄影(Full Field Digital Mammography, FFDM)曝光剂量、乳腺

密度及体成分三者之间的相关性。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6 年 1月－2016年 12月期间 104 例在

我院同时进行乳腺 X线摄影检查和骨密度检查的患者，收集乳腺密度、压迫厚度、辐射剂量、

SNR等乳腺影像相关数据，同时记录脊柱与大腿肌肉百分比，分析两种投照体位下各型乳腺密

度的 mAs、kVp、剂量、压迫厚度及 SNR情况。分析各型乳腺密度与体重、BMI、脊柱和大腿肌

肉百分比及主观图像质量情况。进一步分析各项体格指标与辐射剂量的相关性。结果 104例

受检者中，乳腺密度 a型 17例、b型 31例、c型 40例和 d型 16例。各型乳腺腺体密度组内

的 CC位 mAs、kVp及 SNR的结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乳腺密度 c型的 SNR 为

3.75±0.96，明显低于乳腺密度 a型的 5.21±1.36、乳腺密度 b型的 4.81±1.09及乳腺密度

d型的 4.71±1.34。各型乳腺腺体密度组内 MLO位的 kVp及压迫厚度存在统计学差异

（p<0.05），乳腺密度 c型的 SNR同样为各型密度中最低，接近存在统计学差异。各型密度的

体格指标，包括体重、体表面积、BMI、脊柱和大腿肌肉百分比组内均存在统计学差异

（p<0.05）。随乳腺密度增加,体重、体表面积、BMI呈递减趋势，脊柱和大腿肌肉百分比呈

递增趋势。相关分析可见 CC位辐射剂量与腿部肌肉百分比呈中度负相关（r=-0.311），相关

程度最高；MLO位辐射剂量与 BMI相关系数最高为 BMI（r=0.492）、其次为腿部肌肉百分比

（r=-0.418），均为中度相关。讨论 乳腺密度 c型的 SNR 最低，图像质量较低，同时腿部肌

肉百分比与乳腺密度及辐射剂量关系密切，为今后辐射防护开辟新的研究方向。  

 

 
PU-2545 

三阴乳腺癌的磁共振影像学分析 

 
王立学,刘璇 

解放军第 307 医院 100071 

 

【摘要】 目的:探讨并分析三阴性乳腺癌（TNBC）的磁共振（MR）影像学表现。方法:分析有

完整资料的 66例经病理证实的三阴乳腺癌患者。参照美国放射学院修订的 2013版 BI-BADS分

类标准分析主体病灶 MR表现，包括病灶类型（肿块样、非肿块样及点状），肿块样病灶分析

病灶形态、病灶边缘、内部强化特点；非肿块样及点状病灶分析病灶分布特点、强化特点，同

时分析病灶 T2WI信号特点、时间信号强度曲线（time signal intensity，TIC）类型、弥散

加权成像（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DWI）和表观扩散系数（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ADC）。结果： TNBC在 MRI T2WI上多呈等（23/66,34.8%）或明显高信号

（27/66，40.9%），DWI均呈高信号，ADC值约 0.89±0.27 单位，TIC曲线多呈Ⅲ型

（51/66，77.3%）；病灶类型表现为肿块样时，病灶多呈圆形（18/51，35.3%）或不规则形

（27/51，52.9%），边缘清楚（22/51，43.1%）或可见毛刺（19/51，37.2%）、内部多呈不均

匀（27/51，52.9%）或边缘强化（15/51，29.4%）；表现为非肿块样及点状时，病灶呈多区域

分布（6/15，40%），多呈不均匀强化（8/15，53.3%）。结论:三阴乳腺癌 MRI T2WI多呈等或

明显高信号，ADC值较低，TIC呈Ⅲ型，病灶多以肿块样形态出现，边缘多清楚或可见毛刺，

强化多呈不均匀强化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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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546 

Characterization of Breast Lesions with Whole-Lesion 

Histogram Analysis of Intravoxel Incoherent Motion 

model 

 
Sun Kun,Yan Fuhua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Ruijin Hospital，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00025 

 

Objectives: To explore the added value of histogram analysis of Intravoxel 

incoherent motion derived parameters for the differentiation of benign and 

malignant breast lesions. 

Materials and Methods: One hundred and eighty-one patients between April 2014 and 

November 2014 underwent diffusion-weighted magnetic resonance (MR) imaging with 9 

b values (0-1000 sec/mm
2
)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Histogram of diffusion 

coefficient (D), pseudodiffusion coefficient (D*), and perfusion fraction (f) were 

calculated. T test,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s and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were used for statistic analysis. 

Results: Histogram analysis showe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all 

percentile D and D* values in benign and malignant lesions P＜0.01.While only 

10
th
/20

th
/30

th
/40

th
 percentile f values show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benign 

and malignant lesions.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analysis showed 

that 90
th 
percentile D (0.909), 20

th
 percentile D*(0.711) and10

th 
percentile f (0.649) 

had higher areas among other percentile values, and 90
th 
percentile D of the 

overall curve best delineated malignant from benign breast lessons, with a 

sensitivity of 91.87%, and a specificity of 84.48%. 

Conclusion: When whole-lesion histograms analysis was used to derive parameters 

from IVIM model, 90
th
 percentile D showed the highest diagnostic accuracy than 

other parameters, suggesting that 90
th
 percentile D may prove to be optimal for 

differentiating benign and malignant breast lesions. 

   

 

 

PU-2547 

非哺乳期乳腺炎 MRI 表现 

 
李明 

解放军 307 医院 100071 

 

目的：探讨乳腺动态增强 MRI检查在非哺乳期乳腺炎的诊断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 35例经临床病理证实的非哺乳期乳腺炎 MRI影像学表现，分析其特征。 

结果 本组 35例非哺乳期乳腺炎患者中，15例病理类型为肉芽肿性炎，7例病理类型为脓肿，

1例为囊肿伴感染，13例为单纯感染；可累及单个象限或多个象限，多数病例边界不清

（85.71%,30/35）,强化方式亦非肿块为主（62.86%，22/35），TIC曲线以Ⅰ

（48.57%,17/35）、Ⅱ（42.86%，15/35）为主，皮肤及乳头可受累（57.14,20/35）。 

结论 非哺乳期乳腺炎 MRI表现有一定特征性，可有助于提高诊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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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548 

数字乳腺断层摄影对乳腺浸润性小叶癌的诊断价值 

 
文婵娟,徐维敏,秦耿耿,曾辉,何子龙,徐泽园,汪思娜,陈卫国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510515 

 

摘要：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总结乳腺浸润性小叶癌的数字乳腺断层摄影（DBT）影像表现特

征，探讨 DBT对乳腺浸润性小叶癌的诊断价值。收集经病理活检证实的浸润性小叶癌 54 位患

者共 61个病灶，所有病例均同时行数字乳腺摄影（DM）及数字乳腺断层摄影（DBT）检查。由

两位经验丰富的乳腺诊断医师根据 BI-RADS系统对病变进行描述及分类，结合病理分析其影像

表现。结果显示，61个病灶中，DBT结合 DM对病变的检出率为 98%（60/61），单独 DM检出

约 91%（56/61）。其中 81%（50/61）的病灶出现结构扭曲或星芒状改变。DBT可以更清晰的

显示病灶的边缘改变及结构扭曲的显示。其中 1例病灶在常规摄影体位（MLO及 CC）上不能显

示，因此 DBT和 DM均漏诊。DBT可以提高浸润性小叶癌的检出率，因为其可以更清晰的显示

结构扭曲灶及病变的边缘，提高诊断效能。 

 

 

 
PU-2549 

非肿块型乳腺钙化病变 MG 与 MRI 表现的相关性分析 

 
马晓雯,罗娅红 

辽宁省肿瘤医院 110042 

 

目的：探讨非肿块型乳腺钙化病变在乳腺 X线摄影术（MG）与磁共振成像（MRI）上的表现是

否具有相关性。 方法：回顾性收集 2015年 1月-2016年 12月于辽宁省肿瘤医院行 MG 及 DCE-

MRI检查、并显示为非肿块型单纯钙化乳腺病变的患者 94 例（其中，86例为单侧发病，8例

为双侧发病，共 102例病变），均为女性，年龄 30~77岁，中位年龄 50岁。所有病变均经手

术后病理证实。分析这些病变在 MG及 MRI图像上的表现特点，研究其钙化形态及钙化分布与

乳腺病变的病理性质、病变在 DCE-MRI的强化类型及时间信号曲线类型的相关性。结果：在纳

入该研究的 102例乳腺病变中，良性病变 43例，恶性病变 59例。MG图像上，良性病变以单

发点状钙化为主（13/43,30.23%），恶性病变则以成簇分布的点状钙化为主

（22/59,37.29%）。经统计学证实，良恶性病变的钙化形态及分布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01)。DCE-MRI图像上，可疑良性钙化病变表现为无强化及肿块样钙化的比例相同

（13/43,30.23%），对于肿块样强化的病变其 TIC曲线以渐升型为主；可疑恶性钙化病变则以

非肿块样强化多见（32/59,54.24%），TIC曲线以平台型为主（P＜0.001）。 结论：对于非

肿块型单纯钙化的乳腺病变来说，不同钙化形态及分布的病变在 MRI图像上的表现特点也不

同，并且钙化的形态及分布与病变良恶性有关。临床工作中，MG检出的非肿块型乳腺钙化病

变结合其 DCE-MRI可提高诊断的准确性，并能降低良性病变的活检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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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550 

非增强 MR 成像诊断乳腺良恶性病变的价值研究 

 
张雪梅 

上海市青浦区中心医院 201700 

 

目的：探讨非增强扫描序列对乳腺良恶性病变的诊断价值。资料和方法：对临床怀疑乳腺肿瘤

的患者行常规 MR平扫（T1WI、T2WI）、扩散加权成像（DWI）及动态增强检查。选取经病理证

实的 40例乳腺肿块患者共 45个病灶（良性 22个，恶性 23个），分别计算不同扫描序列组合

对乳腺病灶的检出率、乳腺癌诊断的敏感性及特异性，并进行组间统计学分析。结果：常规平

扫、常规平扫+DWI、常规平扫+DWI+动态增强对乳腺病灶的检出率分别为 60%（27/45）、

93.33%（42/45）及 100%（45/45），常规平扫与另外两种扫描序列之间有显著统计学差异

（P=0.000），而常规平扫+DWI与常规平扫+DWI+动态增强之间无统计学差异（P>0.242）。三

种方法诊断乳腺癌的敏感性及特异性分别为 43.48%、77.27%；73.91%、90.91%及 91.3%、

90.91%。常规平扫+DWI与常规平扫+DWI+动态增强诊断乳腺癌的一致性较好

（Kappa=0.8228）。结论：常规 MR平扫结合 DWI对乳腺良恶性病变有较高的诊断价值。  

 

 
PU-2551 

3.0T MR 扩散加权成像不同 b 值的信号强度及 ADC 值 

下降率对乳腺良恶性病变的诊断价值 

 
叶媛媛,刘万花,江静,王瑞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210009 

 

目的 探讨 3.0T MR扩散加权成像不同 b值的信号强度及 ADC值下降率对乳腺良恶性病变的诊

断价值。资料与方法 对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152例 162个乳腺病灶（恶性 85灶，良性 77灶）

行 3.0TMR DWI扫描，分别测量不同 b值下乳腺病灶 DWI 信号强度及 ADC值，计算 DWI 信号强

度下降率（signal intensity decline rate，SIDR，SIDR=（低 b值 DWI病灶信号强度-高 b

值 DWI病灶信号强度）/低 b值 DWI病灶信号强度）及 ADC 值下降率（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decline rate，ADCDR，ADCDR=（低 b值病灶 ADC值-高 b值病灶 ADC值）/低 b

值病灶 ADC值）。对所获得的资料采用两独立样本 t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并采用 ROC曲线评价

SIDR值及 ADCDR值的诊断效能。结果 1.3组 b值间良、恶性病灶 SIDR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1）。 2.三组 b 值间的 SIDR对良恶性病变诊断的敏感性分别为 61.2%、68.2%和

67.1%，特异性分别为 74.0%、85.7%和 67.5%；诊断符合率分别为 67.3%、76.5%和 67.3%；阳

性预测值分别为 72.2%、84.1%和 69.5%；阴性预测值分别为 63.3%、71.0%和 65.0%。3.2组 b

值间良、恶性病灶 ADCDR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4.2组 b值间的 ADCDR对良恶性病

变诊断的敏感性分别为 80.0%、65.9%，特异性分别为 72.7%、65.0%；诊断符合率分别为

76.5%、65.4%；阳性预测值分别为 76.4%、67.5%；阴性预测值分别为 76.7%、63.3%。 结论 

不同 b值的信号强度下降率及 ADC值下降率对乳腺良恶病灶都具有鉴别诊断价值，且诊断效能

以 400s/mm
2
-800s/mm

2
间为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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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552 

乳腺 MRI 定量动态增强参数的重复性与一致性研究 

 
王瑞

1
,刘万花

1
,张艳秋

2
,叶媛媛

1
 

1.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2.南京市鼓楼医院 

 

 

 目的 探讨乳腺 MRI定量动态增强参数的重复性和一致性。资料与方法 两位操作者，记为操

作者 1和操作者 2，分别回顾性测量 250例患者共 256个乳腺病灶，所有病灶均术前行

3.0TMRI定量动态增强扫描，并经穿刺活检或手术病理证实，分别测量容量转移常数（volume 

transfer constant,K
trans

）、速率常数（rate constant,Kep）和血管外细胞外间隙容积比

（volume of extracellular space per unit volumeof tissue,Ve），并进行组间统计分

析。运用配对 t检验评估各定量参数的差异性，运用组内相关系数（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ICC）和 Cronbach’s Alpha 系数评估其重复性，运用 Bland‐Altman 分析参数

的组间一致性。结果 操作者 1和操作者 2测得的乳腺恶性病变各定量参数分别为 K
trans

（1.489±0.636）/min和（1.469±0.632）/min，Kep（3.220±1.651）/min和

（3.256±1.746）/min，Ve（0.504±0.152）/min和（0.517±0.162）/min；操作者 1 和操作

者 2测得的乳腺良性病变各定量参数分别为 K
trans

（0.429±0.236）/min和（0.443±0.251）

/min，Kep（0.769±0.431）/min和（0.794±0.463）/min，Ve（0.564±0.172）/min和

（0.570±0.159）/min。不同操作者间乳腺恶性病变及良性病变的 K
trans

、Kep及 Ve值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乳腺 MRI定量动态增强参数的测量在不同操作者间具有较好的

重复性和一致性。  

 

 

PU-2553 

乳腺癌 X 线钼靶征象 

 
席新丽,杜丽洁,黄梦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030001 

 

摘要：目的 分析乳腺浸润性导管癌钼靶征象。方法 回顾分析我院经手术证实的乳腺浸润性

导管癌患者 65例。所有患者均接受乳腺钼靶 X线检查。观察乳腺浸润性导管癌钼靶 X 线征

象，包括病变形态、大小、钙化、密度、边缘等。结果 发生部位左侧 41例、右侧 23例、双

侧 1例。有钙化者 31例，单纯钙化者 5例，钙化位于肿块内的 6例，钙化位于肿块外者 15

例，肿块内外都可见簇状钙化的 5例，结构扭曲 13例，单纯肿块的 19例。结论 乳腺癌表现

形式多种多样，有单纯钙化、病灶及钙化，病灶内钙化、病灶外钙化、病灶内外钙化，且钙化

的形态及分布为诊断良恶性主要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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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554 

单指数模型不同 b 值组合在乳腺病变的对比研究 

 
陈宝莹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710038 

 

 

摘要  目的：运用单指数模型计算不同 b值配对（ADC0-1000、ADC800_1000）的表观扩散系

数（ADC）值，比较二者对乳腺良恶性病变的诊断效能。  资料与方法：采用回顾性研究，经

病理确诊的 123例乳腺疾病患者共 128个病变的术前磁共振检查结果。测量乳腺良恶性病变的

ADC值，采用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来探讨不同 b值组合对乳腺良恶性疾病的诊断效能。结果：

良性病变与恶性病变的 ADC0-1000值分别(1.602±0.473)×10-3 mm2/s、

(0.906±0.207)×10-3 mm2/s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良性病变与恶性病变的

ADC800_1000值分别为(1.496±0.687)×10-3 mm2/s、(0.682±0.197)×10-3 mm2/s ，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ADC0-1000、ADC800_1000的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943 (95% CI 

0.898~ 0.989)、0.969(95% CI 0.943~ 0.994)；以 ADC0_1000值 1.290×10-3 mm2/s为阈

值鉴别良恶性病变的敏感度、特异度、约登指数分别为 86.1%、95.7%、0.818；以

ADC800_1000值 0.979×10-3 mm2/s为阈值鉴别良恶性病变的敏感度、特异度、约登指数分别

为 88.9%、93.5%、0.824。 结论 ADC0_1000、ADC800_1000值在鉴别乳腺病变良恶性方面均

具有较高的诊断价值，且 ADC800_1000评价良恶性的诊断效能稍优于 ADC0_1000。  

    

 

 
PU-2555 

定量评估乳腺磁共振背景实质强化研究 

 
张睿馨,李琳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150001 

 

目的：对评估乳腺癌患病风险的标志物磁共振背景实质强化（BPE）进行定量研究。由于以前

的 BPE量化研究与 BPE定性评估缺乏相关性。本实验通过标准化 BPE定性评估验证 3D BPE量

化方法。 

方法：选择 125例磁共振成像患者（从 2016年 2月—2017 年 3月），采用严格的入组标准。

选取最具代表性 BPE量化分级（微弱、轻度、中度、显著）的 74例患者。采用盲法进行分

析，在平扫和增强图像上勾画乳腺纤维腺体组织轮廓，并对其内部进行特有的分割运算。本研

究采用的 BPE量化分析方法包括：多阈值水平的%BPE（ BPE体积比与乳腺纤维腺体体积的比

值 X100）；确定和量化与标准化 BPE定性评估有良好相关性的最佳临界点。 

结果：与标准化 BPE定性评估有良好相关性的最佳临界点，在平扫期 1.5倍的平均信号强度阈

值水平(r= 0.80,P <0.001)。在此水平上，BPE定性评价微弱、轻度、中度、显著与均值量化

%BPE相关性分别为 14.2% (95% CI: 10.9-16.8), 28.2% (95% CI: 23.8-29.3), 46.9% (95% 

CI: 40.2-52.7),77.0% (95% CI: 70.6-81.5)。事后分析的单向方差显示，平扫期 1.5 倍的平

均信号强度阈值水平是%BPE 定量区分四个标准化 BPE 定性分级的最好标准(F [3,117] =106.8, 

P <0.001)。 

结论：通过标准化 BPE定性分析验证 3D BPE量化方法，可以使其成为一种能够准确评估乳腺

癌患病风险和预防性检测乳腺癌的宝贵临床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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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556 

磁共振成像、乳腺 X 线摄影和超声对乳腺非肿块 

强化病变诊断的比较研究 

 
张天月

1
,汪登斌

1
,王丽君

1
,罗冉

1
,宋萌萌

1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目的：比较磁共振成像（MRI）、乳腺 X线摄影（MG）、超声三种影像学方法对于乳腺非肿块

强化（NME）病变的诊断效能。 

材料与方法：回顾性研究 2015年 07月至 2016年 12月我院乳腺 MRI检查拟诊为 NME病变，术

前均行 MG及超声检查的病例，共计 76例（良性病灶 32个，恶性病灶 49个）。分析 81 个乳

腺 NME病灶的 MRI、MG、超声的影像学特征，并对照术后病理结果，比较三种影像学检查的诊

断价值。 

结果：对于在 MRI上表现为 NME的病灶，MG和超声的显示率分别为 72.84%（59/81）和

88.89%（72/81）。MG、超声、MRI鉴别乳腺 NME良恶性病变的诊断灵敏度分别为 57.14%

（28/49）、61.22%（30/49）、97.96%（48/49），特异度分别为 93.75%（30/32）、68.75%

（22/32）、62.50%（20/32），准确度分别为 71.60%（58/81）、64.20%（52/81）、83.95%

（68/81），阳性预测值分别为 93.33%（28/30）、75.00%（30/40）、80.00%（48/60），阴

性预测值分别为 58.82%（30/51）、52.50%（22/41）、95.24%（20/21）。MRI、MG、超声三

种检查联用的诊断灵敏度为 97.96%（48/49），特异度为 68.75%（22/32），准确度为 86.42%

（70/81），阳性预测值为 82.76%（48/58），阴性预测值为 95.65%（22/23）。MG上的微钙

化，超声上的微钙化和血流信号对恶性 NME病变具有提示意义。MRI上良恶性 NME病变的形态

分布、TIC类型、ADC值具有统计学差异（P均＜0.05）。 

结论：MRI对于乳腺 NME病变的诊断灵敏度高于 MG及超声检查，联合三者的诊断效能优于单

独使用 MRI检查。结合 MG、超声检查信息有助于 MRI对 NME病灶性质的诊断。 

   

 

 
PU-2557 

乳腺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钼靶影像及文献复习 

 
曹阳,吴焕焕,王晓萌,刘怀贵,赵芳石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放射科 300052 

 

【目的】 

通过呈现经手术病理证实的乳腺弥漫大 B细胞淋巴瘤病例，总结这种少见病例的影像学表现。 

【方法】 

行乳腺钼靶 X线检查，包括双乳 CC位及 MLO位，加照右乳局部加压像。对图像进行分析，遵

循 BI-RADS分类标准，进行分级。 

【结果】 

女性，74岁。发现右乳肿物一月余，触诊右乳内下肿物，质韧，界清，活动欠佳，皮肤无异

常，无乳头溢液。乳腺超声显示：右乳内下大小约 3.0×2.8×1.7cm 大小低回声肿物，形态不

规则，边界不清，内部回声不均匀，其内可见血流信号。乳腺钼靶 X线显示：双乳呈致密型乳

腺。右乳内下局限稍高密度影，边界欠清，范围约 2.9×2.3×2.5cm，其内未见钙化。BI-

RADS 4B。手术病理：（右乳腺）弥漫大 B细胞淋巴瘤；免疫组化染色示：肿瘤细胞呈 CD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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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79α、 PAX-5和 Bcl-2阳性，Bcl-6部分阳性，Mum-1部分弱阳性，CD7、CD3、CD5、 

CyclinD1、CD21、CD23、CD10、CD2和 CK阴性，Ki-67 index ＞95%，考虑 GCB型。 

【结论】 

乳腺恶性淋巴瘤罕见，分原发和继发性。原发性乳腺恶性淋巴瘤大多为 B细胞来源的 NHL。其

发病年龄广泛，多单乳受累，随疾病发展也可累及对侧。临床表现常为单侧或双侧无痛性肿

块，生长迅速，少数呈弥漫性浸润而表现乳腺变硬，皮肤改变，部分伴同侧腋下淋巴结肿大。

X线表现分为结节或肿块型及致密浸润型。结节或肿块型多边缘清楚，周围浸润少，无毛刺、

钙化、漏斗征及皮肤凹陷等典型乳腺癌征象。致密浸润型表现为边界不清，弥漫浸润的致密

影，可伴有皮肤增厚和水肿。同侧腋下淋巴结增大比较常见。由于原发乳腺恶性淋巴瘤症状、

体征不典型，X线表现表现缺乏特征性，常被误诊为特殊类型乳腺癌或良性病变。动态增强

MRI检查成像中，信号特点及 ADC值具有一定的特征性，有助于提示诊断。  

 

 
PU-2558 

小乳腺癌 IVIM 弥散加权成像与超声 BI-RADS 

评分相关性的临床研究 

 
杨智

1
,付兵

1
,李睿

2
,李春平

2
,王文斌

1
,赵志勇

1
 

1.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 

2.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目的：探讨体素内不相干运动（IVIM）弥散加权成像在小乳腺癌诊断中的价值及其与超声 BI-

RADS评分的相关性。方法：前瞻性收集 42例小乳腺癌患者与 35例小纤维瘤患者的多 b值弥

散加权图像资料，使用 IVIM 双指数模型计算乳腺癌区与纤维腺瘤区的 D值与 f值，并分析 D

值与 f值在小乳腺癌组与小纤维腺瘤组之间的差异，比较不同 BI-RADS评分的小乳腺癌的 D值

与 f值的差异并分析其与 BI-RADS评分的相关性。结果：1.小乳腺癌的 D值及 f值显著低于小

纤维腺瘤（P<0.05）。2.不同超声 BI-RADS评分的小乳腺癌的 D值与 f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小乳腺癌的 D值与超声 BI-RADS评分呈负相关（r=-0.687,P<0.05），小乳腺癌

的 f值与超声 BI-RADS评分呈负相关（r=-0.708,P<0.05）。结论： D值与 f值可用于小乳腺

癌的诊断与评估，IVIM模型将有望对小结节性乳腺病灶的良恶性区分有重要的价值。  

 

 

PU-2559 

乳腺转移瘤的 MRI 表现：2 例病例报道并文献复习 

 
罗冉,汪登斌,王丽君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00092 

 

目的：分析乳腺转移瘤（metastasis to breast）的 MRI表现，并复习相关文献。 

方法：收集我院 2例乳腺转移瘤患者的临床、影像及病理资料，并复习相关文献。 

结果：2014.1.1~2017.5.1 期间我院共发现 2例经活检证实的乳腺转移瘤。病例 1：女性，37

岁，肺癌病史，自觉右乳肿大，乳腺 MRI示右乳明显增大、弥漫分布异常强化灶、上部区域连

续成片，内部强化不均匀，TIC呈快速-平台型，DWI呈明显高信号、ADC值：1.65x10
-3
mm

2
/s；

右乳皮肤广泛增厚、不伴异常强化，右乳腺体水肿，MIP示右乳血管明显增粗增多，左乳未见

明显异常信号灶；乳腺超声引导下活检病理诊断：纤维组织内见腺癌浸润，免疫组化示

TTF1+，提示肺癌转移。病例 2：女性，53岁，3年前有胃癌手术史，自觉双乳肿块 1月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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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腺 MRI示双乳多发异常强化肿块，形态及边缘不规则，内部强化不均匀，TIC呈快速-上升

型，DWI呈明显高信号，ADC 值：0.98~1.16 x10
-3
mm

2
/s，活检病理诊断：胃印戒细胞癌转移。

文献报道乳腺转移瘤罕见，仅乳腺恶性肿瘤约 0.3~2.7%，原发肿瘤来源欧美和亚洲报道差别

较大，欧美主要是黑色素瘤、肺癌和卵巢癌，亚洲主要是胃癌和肺癌；乳腺转移瘤多表现为乳

腺单发肿块，累及双侧者仅占 10%；约 18.2%可于乳腺 X 线摄影上表现为伴有钙化。关于乳腺

转移瘤的 MRI表现报道较少。对于有乳腺外恶性肿瘤的患者、诊断时考虑到转移瘤的可能性对

患者的后续治疗很重要，病理诊断时结合原发部位肿瘤特征及免疫组化一般可获得准确诊断。 

结论：乳腺转移瘤可发生于单侧或双侧，强化明显，TIC和 ADC表现多样，病史及病灶分布特

点可对其与原发乳腺肿瘤的鉴别有一定帮助。  

 

 
PU-2560 

良性及交界性叶状肿瘤与纤维腺瘤 MRI 的差异性表现 

 
彭腾飞 

辽宁省肿瘤医院 110042 

 

目的：分析乳腺良性及交界性 PT与纤维腺瘤的磁共振特征，提高良性及交界性 PT与纤维腺瘤

的鉴别诊断水平。方法：回顾性收集我院 2011年至 2016 年有完整术前乳腺 MRI检查资料且经

术后病理证实的的良性及交界性 PT，52例， FA，68例。分析这两种病变在 MRI图像上的表

现特点，研究两者在形态学，MRI表现上的信号强弱、时间-信号强度曲线类型以及 DWI信号

及两者 ADC值之间的相关性。应用 SPSS 19.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比较良性及交界性

PT与纤维腺瘤 MRI表现差异采用 Fisher’s 精确检验；比较良性及交界性 PT与纤维腺瘤 ADC

值有无差异采用 t检验；P<0.05有统计学差异。结果：PT以分叶状或多结节融合状多见

(65.4%),FA 以圆形或类圆形多见(88.2%)，无多结节融合状，统计学存在差异；PT以边缘光

滑多见（81.8%）,FA也以边缘光滑多见（89.7%），没有统计学差异；T1WI上 18个良性及交

界性 PT病灶内见片状高信号影 (34.6%)，病理提示出血，FA只有 5例出现高信号（7.4%），

有显著的统计学差异；T2WI 上 PT 多呈高信号 (73.1%)，FA 多呈低或等低信号(72.1%)；动

态增强 PT多呈明显不均匀强化(57.7%)，可见无强化分隔(42.3%)及囊变(7.7%)，而 FA 多表现

为均匀强化(77.9%)，仅 1例出现囊变（1.5%），可见无强化分隔(19.1%)，在强化方式上有明

显差异；TIC曲线分型，PT 以 II型多见(73.1%),FA以 I型多见(86.8%)，有统计学差异。DWI

信号表现，PT全部表现为高信号；FA有 8例表现为等低或低信号（11.8%），在 DWI高信号上

有统计学差异，但在平均 ADC方面，良性及交界性 PT与 FA无相关统计学差异。结论：乳腺良

性及交界性 PT与 FA在磁共振成像表现上具一定差异，有助于其与纤维腺瘤的鉴别诊断。 

鉴别诊断。  

 

 

PU-2561 

乳腺癌分子分型与乳腺 X 线密度的相关性研究 

 
胡从依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300060 

 

目的 探讨乳腺癌分子分型与乳腺 X线密度是否具有相关性。方法 回顾性收集我院 2015年 8

月至 2016年 8月经病理确诊的乳腺癌患者 714例，均为女性，年龄 21~85 岁，平均

（ 53.6±9.8）岁。纳入标准：①治疗前接受双侧乳腺 X线摄影检查；②单发性乳腺癌；③免

疫组化结果完整。每位患者手术或治疗前均拍摄双侧乳腺头尾位和内外斜位片。原始图像经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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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Hologic公司 CAD系统 Quantra软件进行分析， 自动计算出乳房体积、 乳房腺体体积及

乳腺密度，记录每位患者的乳腺密度数值。乳腺癌分子分型分为 4型：Luminal A 型 （ ER 

和 / 或 PR+、HER2-、Ki-67 <14%）、 Luminal B 型 （ 1：Lumianl B HER2 阳性型：ER 和 

/ 或 PR +、 HER2 过表达;2：Luminal B HER2 阴性型:ER 和 / 或 PR +、 HER2-、 Ki-

67≥14%）、 HER2 阳性型（ HER2 过表达、 ER 和 PR -）及基底样型 / 三阴性型（ ER 和 

PR-、 HER2-）分别用数字 1、2、3、4表示，并统计各类型数值，采用秩和检验分析乳腺癌分

子分型与乳腺 X线密度是否具有相关性，P<0.05有统计学意义。结果 50.56％（361／ 714） 

的 患者乳腺呈高密度。Luminal A 型 103例， Luminal B 型 359例， HER2 阳性型 116

例，基底样型 / 三阴性型 136例，乳腺 X 线 CAD 系统 Quantra 软件测得的乳房体积、 乳

房腺体体积和乳腺密度分别为（535±282）cm
3
、（106±69） cm

3
和（21±9）%，乳腺癌分子

分型与乳腺密度具有相关性（Z=1.774，P<0.05）。 结论 乳腺 X线密度与乳腺癌分子分型具

有相关性，其对乳腺癌分子分型表达情况具有潜在评估作用。  

 

 

PU-2562 

MRI 表观扩散系数与乳腺非特殊型浸润性癌分子分型的相关性 

 
南帅明,黄波,于韬,罗娅红 

辽宁省肿瘤医院 110042 

 

目的：探讨 MRI表观扩散系数(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ADC)与乳腺浸润性导管癌

4种分子亚型(Luminal A、Luminal B、HER2过表达、基底细胞样型)及其生物学因子(ER、

PR、HER2及 Ki-67)的相关性，为鉴别不同分子亚型及评估乳腺癌预后提供理论依据。 资料与

方法： 回顾性分析术前行 MRI检查的 158例乳腺非特殊型浸润性癌患者，术前获得扩散加权

成像并测定平均 ADC值；术后采用免疫组化检查获得 ER、PR、HER2及 Ki-67等生物学因子和

4种分子亚型。比较 ADC值与不同分子亚型间及乳腺癌生物学因子间是否具有相关性。结果：

ER、PR、Ki67阴性者的 ADC 值(1.013±0.099,1.002±0.094,1.003±0.087)高于阳性者

(0.932±0.066,0.940±0.079,0.952±0.08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P<0.01)；HER2 阳

性者 ADC值(1.004±0.088)显著高于阴性者(0.948±0.08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HER2过表达型的 ADC值(1.048±0.073)较管腔 B型及基底细胞样型

(0.923±0.074,0.960±0.095)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P<0.01)。结论：ADC值与乳腺

非特殊型浸润性癌不同分子分型及生物学因子具有一定的相关性。 

   

 

 

PU-2563 

The medial infiltration of breast hydrophilic 

polyacrylamide gel(PAAG) by 3.0T MR 

 
ding ning,Kong Lingyan,Xue Huadan,Jin Zhengyu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100730 

 

 

The hydrophilic polyacrylamide gel (PAAG) injection had been used as breast injection 
material since 1998, and was banned in 2006 in China and in 2008 in the USA due to its 
potential carcinogenic effect and tendency to infiltrate. Surgical material removing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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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mmend for these patients with or without reconstruction. Preoperative MR can 
determine PAAG infiltration areas thus aiding a more thorough removing and better 
reconstruction surgical plan. PAAG infiltration medially within about 30mm to the 
sternum is difficult to remove thoroughly, this area is called medial dissection forbidden 
zone containing internal thoracic artery cutaneous perforators and the pectoralis major. 
As far as we know, few literature focused on the quantitative description of PAAG 
infiltration medially. Our study is to fill this blank with analyzing the very medial margin 
of PAAG its and its relative distance from sternum at the coronal sternum plane.  
Methods: This retrospective study includes 20 patients who received bilateral PAAG 
injection and undertook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from January 2014 to June 
2017. Axial T2WI and post contrast sagittal T1WI were used for measurement of the 
distance from the very medial margin of PAAG to ipsilateral sternum. In total, 40 breast 
PAAGs were measured.  
Results: surprisingly, we found majority of the distance of very medial margin of PAAG 
to ipsilateral sternum is smaller than 3cm(right 95%, 19/20; left 95%, 19/20), which is 
considered to be within the dangerous zone for surgical medial pocket. Among them, 
52.5%( right 55%, 11/20; left 55%, 10/20) of PAAG past the ipsilateral sternum boarder, 
one patient’s bilateral PAAG even linked together anterior to the sternum. 
Conclusions: Surprisingly, we found the medial infiltration of breast PAAG is quite severe 
than we expect, this should raise concern cause infiltration medially is hard to remove 
thoroughly, but important anatomic structure including internal mammary vessels and 
pectoralis major sternal borders lies adjacent, inflammation or cancerous change at this 
region may spread more quickly and extensively, thus long term observation should be 
arranged.    
 

 
PU-2564 

MRI characteristics of triple negative breast cancer 

in young women 

 
张莹莹 

辽宁省肿瘤医院 110042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MRI characteristics of triple negative breast cancer in 

young women(age<35). Methods: 16 patients preoperative MRI data materials in which 

female were pathology and immunohistochemistry cofirmed to have triple negative 

breast cancer. Results: In T2WI plain scanning images, 3 cases showing equal 

signal intensity, 9 cases slightly high signal intensity and 4 cases high signal 

intensity. 16 cases high signal intensity of the DWI images and 5 cases were 

ringlike high intensity. In T2WI images 7 cases showing significantly high 

intensity. Type II 9 cases and type III 7 cases of TIC curve. Conclusion: There 

are cerain MRI characteristics in triple negative breast cancer of young women, 

which is helpful for the diagnosis before the 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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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565 

乳腺钼靶与 MRI 增强检查在乳腺疾病诊断中的价值 

 
阚杨扬 

辽宁省肿瘤医院 110042 

 

摘要：目的:比较乳腺 X线摄影与磁共振增强检查在乳腺病变中的诊断价值比较。方法:回顾分

析 2015年 1月至 2017年 1月 107例乳腺疾病病人的影像学资料,所有病人均进行乳腺 X线摄

影与 MRI动态增强检查,按照美国放射学会推荐的"乳腺影像报告和数据系统"(BI-RADS)进行分

类,以手术病理诊断为金标准,应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评价不同检查方法及联合检测的

价值。结果:156例病人共检出 170个病灶,以 BI-RADS分级 4类以上为检查阳性,结果显示 MRI

增强检查的灵敏度优于乳腺 X线摄影(96.07%比 81.23%,P=0.003),而其特异度不低于乳腺 X线

摄影 (P=0.274)。ROC分析结果显示,MRI增强检查的曲线下面积明显大于乳腺 X线摄影(0.929

比 0.889,P=0.001),而联合 2种检查方法曲线下面积最大,明显大于单独行乳腺 X线摄影

(P=0.001)、MRI增强检查(P=0.008)。结论:MRI增强检查在有症状的乳腺疾病病人中的诊断价

值高于乳腺 X线摄影,联合运用 2种检查方法,诊断价值可进一步提高。 

   

 

 
PU-2566 

A compared study between mammography, sonography an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or tumour measurement in 

primary breast cancer 

 
冯钰晴 

辽宁省肿瘤医院 110042 

 

Background: measure tumour size in breast cancer with mammography, sonography an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 thereby compare the result with histological tumour 

size to assess which imaging method most accurately corresponds with the size of 

the histological result。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provide the most 

accurate information of the breast tumour for further operation .  

 

 
PU-2567 

非典型乳腺非特殊型浸润性癌的影像学诊断 

 
崔雪娥,汪登斌,张玉珍 ,李芳珍 ,王丽君 ,罗冉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00092 

 

 

目的 分析乳腺非典型非特殊型浸润性癌在乳腺 X线摄影及 MRI上的影像学特征，以提高对其

诊断和鉴别诊断能力。 

资料与方法 11例经穿刺或手术病理证实的乳腺非特殊型浸润性癌，其中 I级 6例，II 级 4

例，III级 1例，年龄 35-73岁，平均 57岁，术前均行 MRI检查，8例同时行钼靶 X线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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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病理，回顾性分析病灶的形态、信号特点、ADC 值及增强时间- 信号曲线（TIC）的类

型。 

结果Ⅰ级中 4例行乳腺 X线摄影，表现为多发小肿块，部分周边毛糙 1例，局灶性不对称性致

密伴高密度小肿块 1例，高密度肿块 1例，腺体致密 1例。MRI表现为非肿块区域性强化 3

例，多发强化小肿块 1例，不规则小肿块 1例，边界清晰肿块伴出血 1例。Ⅱ级中 4例行乳腺

X线摄影，表现为不对称致密影伴钙化 1例,不对称致密 2例,节段性、点状无定形钙化 1例。

MRI均表现为肿块样强化，3例呈类圆形、边界清晰肿块，1例伴有腋窝淋巴结转移，1 例 ADC

值偏低，2例 TIC曲线呈流出型。1例表现为环形强化肿块伴大片坏死，误诊为炎症。Ⅲ级中

1例行 MRI检查，表现为类圆形，环形强化，内不均匀强化，病理提示广泛坏死，TIC曲线呈

流出型。 

结论 乳腺非典型非特殊型浸润性癌可以表现为多发强化小肿块，成簇小环形强化伴导管扩

张，易误诊为导管原位癌；也可表现为边界清晰的类圆形肿块，有时还会伴有囊变或出血，易

误诊为炎症或其它少见类型乳腺癌；借助磁共振功能成像，如 ADC值或 TIC曲线将有助于诊断

及鉴别诊断。 

   

 

 
PU-2568 

联合 MRI 定量参数和 ADC 值对乳腺癌新辅助化疗评估的价值 

 
边泽宇,杨晓棠 

山西省肿瘤医院 30001 

 

方法：对 56 例经病理证实为乳腺癌患者进行新辅助化疗（NAC），分别测量患者 NAC 前和

NAC一疗程后病灶直径、肿瘤表观扩散系数（ADC）值变化和容量转移常数(Ktrans)、速率常

数（Kep）、细胞外血管外间隙容积比（Ve）定量参数。应用 ROC曲线分析其最佳诊断界点和

敏感性、特异性。 

结果:NCA一疗程后，反应组（CR+PR）为 42例，无反应组（SD+PD）为 14例。NAC 前后的 ADC 

值[（0.86±0.16）×10
-3
mm

2
/s vs（1.02±0.38）×10

-3
 mm

2
/s]（P＜0.01）；NAC 前后的定量

参数[Ktrans（0.32±0.14）min
-1
vs（0.10±0.09）min

-1
]，Ve[（0.22±0.14）min

-1
vs 

（0.16±0.09）min
-1
]. ADC 敏感性为 79.7%，特异性为 100%；Ktrans敏感性为 89.4%,特异性

为 95%；Ve敏感性为 68.4%,特异性为 98% 

结论： 联合 ADC值和定量参数 Ktrans可以提高对乳腺癌新辅助化疗的评估。 

   

 

 
PU-2569 

组蛋白去甲基化酶 KDM3A 在乳腺浸润性 

导管癌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姚娟,李白艳,郑树涛,李欣欣,马华,刘文亚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830054 

 

目的：分析浸润性乳腺癌中去甲基化组蛋白酶 KDM3A的表达情况，探讨去甲基化组蛋白酶

KDM3A在浸润性乳腺癌中的表达及与相关临床意义及对患者预后的影响，寻找可能影响浸润性

乳腺癌患者预后的新指标。方法：将 150例乳腺癌作为研究对象，应用免疫组织化学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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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蛋白水平检测去甲基化组蛋白酶 KDM3A在浸润性乳腺癌中的表达，统计分析在浸润性乳腺癌

中 KDM3A与临床病理参数、雌激素受体、孕激素受体、原癌基因人类表皮生长因子受体 2的相

关性以及分析 KDM3A对浸润性乳腺癌患者生存率的影响。结果：在 150例乳腺癌中，KDM3A在

乳腺癌组织中的表达与患者的年龄、临床分期、病理分级、淋巴结转移个数、肿瘤大小关系无

统计学意义(P>0．05)。KDM3A 蛋白在乳腺癌中的表达与 HER2的表达成正相关，与 ER、PR蛋

白表达呈负相关。ER同 PR、 HER2成负相关（p<0.05），PR同癌组织 HER成负相关

（p<0.05）。浸润性乳腺癌患者生存与患者的年龄、肿瘤位置、肿瘤的组织分级、淋巴结转

移、肿瘤大小、KDM3A、HER2 蛋白表达差异无关，而与临床分期、 ER、PR有关。综合多因素

分析，临床分期、PR、KDM3A 可以作为乳腺癌生存的综合因素考虑。结论：在浸润性乳腺癌中

KDM3A的表达水平与 ER、PR、HER2表达水平无关，检测其蛋白表达情况对判断患者预后具有

一定意义。为临床提供一个判断预后的新指标。 

  

   

 

 
PU-2570 

乳腺浸润性导管癌 ADC 值与 HER-2 的相关性 

 
张建新,边泽宇,张俊杰,张瑞平,杨晓棠 

山西省肿瘤医院 30013 

 

目的：探讨乳腺浸润性导管癌的扩散系数 ADC值与乳腺癌预后因子 HER-2的相关性。 

方法：回顾性分析 2013年 6月至 2016年 2月在山西省肿瘤医院行 MRI检查，并经手术或细针

穿刺获得病理证实的浸润性导管癌患者，排除病灶小于 1cm者，最终获得研究对象 52例。在

病变区域设置感兴趣区（ROI），分三次测量病灶的 ADC 值，求平均值。利用获取的肿瘤标

本，采用 SP法对 HER-2的表达情况进行染色，根据免疫组化结果分：0、1+、2+、3+；其中

0、1+定义为阴性组，3+定义为阳性组，若为 2+则继续采用原位杂交检验分为阳性组及阴性

组。研究 ADC值与生物学预后因子 HER-2的相关性。采用两独立样本 t检验，计算阳性组与阴

性组之间 ADC有无统计学差异。 

结果：两组之间 ADC值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HER-2阳性组 ADC值（1.18×10
-3
）较 HER-2

阴性组 ADC值（0.94×10
-3
）高（p＜0.05）。同时发现 HER-2过表达者 ADC值更高。 

结论：HER-2可促进肿瘤细胞的有丝分裂，HER-2的高表达与肿瘤的侵袭与转移具有相关性。

利用 MRI通过对 ADC值的测定可间接反映浸润性导管癌的 HER-2表达情况，有助于对浸润性导

管癌的恶性程度及其预后进行评估。 

   

 

 

PU-2571 

磁共振动态增强评估乳腺癌患者胸廓内动脉变化的研究 

 
郭秋,罗娅红 

辽宁省肿瘤医院 110001 

 

摘要：目的 通过磁共振动态增强扫描技术观察单侧乳腺癌病变对双侧胸廓内动脉（internal 

thoracic artery，ITA）的影响。 方法 156例患者首次行乳腺磁共振动态增强检查，选取动

脉期时相的相应图像，测量并计算双侧 ITA的平均内经，对测量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正常对照组人数为 69例，右乳癌患病组人数为 44例，左乳癌患病组人数为 43例。正常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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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左、右 ITA内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乳腺癌患病组左、右 ITA内经均较正常对照组左、右

ITA内径增大，且无论病灶位于哪侧乳腺，右侧 ITA内径增大程度较左侧 ITA明显，且 p值

<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单侧乳腺癌病变会导致双侧 iTA不同程度的扩张，并认为

ITA及其分支可能是乳腺癌病变的主要供血动脉。  

 

 

PU-2572 

X 线钼靶及立体定位活检在诊断乳腺腺病中的应用 

 
王菲菲,赵英杰 

辽宁省肿瘤医院 110042 

 

 

目的:探讨乳腺腺病的 x线表现及在立体定位活检中的应用。 

材料和方法: 收集 2016年 1月至 2017年 4月在我院就诊的 60例乳腺腺病患者的临床资料及

影像学表现。 

所有患者均经 x线钼靶及立体定位活检手术病理证实。60 例患者均为女性，年龄 29～84岁，

平均 45．2岁。右乳 38例，左乳 22例。病变位于外上象限 17例，外下象限 25例，内上象限

9例，内下象限 9例。临床症状主要为临床主诉触及乳腺结节 14例．无不适主诉 17例，乳腺

疼痛 26例，乳头溢液 3例。7例患者有乳腺癌家族史。 

病理结果：本组 60例患者，13例诊断为单纯腺病，20例诊断为腺病瘤，5例为硬化性腺病，

15例腺病伴纤维腺瘤或纤维腺瘤形成趋势，3例腺病伴导管内乳头状瘤，3例腺病伴不典型增

生，1例腺病伴局灶区导管内癌。 

结论：钙化是乳腺腺病最常见的 x线征象。乳腺腺病缺乏特异性影像学特征，全数字化乳腺 x

线立体定位核芯针穿刺活检或立体定位导丝导向切除活检可对病变的良、恶性作出鉴别。 

乳腺腺病是乳腺病变中一种最为常见的疾病，作为一种良性疾病，长期未能引起临床足够的重

视。关于腺病的影像学表现文献报道不多。乳腺腺病特别是硬化性腺病，其临床及影像表现易

与早期乳腺癌及乳腺纤维腺瘤相混淆[1-3]。因此充分认识乳腺腺病的 x线影像学表现及经 x

线立体定位活检病理证实．既可减少误诊，又能避免不必要的手术治疗。总结分析 60例行全

数字化乳腺钼靶 x线摄影检查，并经 x线立体定位活检病理证实为乳腺腺病患者的 x线征象，

以提高对本病的认识，更好地为临床提供诊断依据。    

   

 

 
PU-2573 

钼靶与超声萤火虫技术对乳腺微钙化 

检出的差异性及一致性研究 

 
张珍珍,马彦云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030001 

 

目的：比较钼靶摄影与超声萤火虫技术对乳腺微钙化检出的差异性及一致性，探讨两者在乳腺

微钙化检出中的优势及影响因素。 

 方法：收集本院经手术病理证实的乳腺微钙化病变患者 114 例,均为女性,其中良性病变 37 例,

恶性病变 77例。术前均行钼靶摄影检查及超声萤火虫检查,统计学数据处理应用 SPSS13.0 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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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包,计数资料用 X
2
检验,以 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二者检测的一致性采用 Kappa 检

验，检验水准为 p<0.05。 

 结果：1.超声萤火虫技术对微钙化的检出率为 74%（84/114），其中乳腺恶性病变微钙化的

检出率为 91%（70/77），乳腺良性病变微钙化的检出率为 38%（14/37）。钼靶对微钙化的检

出率为 81%（92/114),其中乳腺恶性病变微钙化的检出率为 92%（71/77），乳腺良性病变微钙

化的检出率为 58%（21/37）。两者的敏感性及特异性分别是 73.0%、81.4%;77.5%、67.4%。

2.114例中，二者均见微钙化者 76例，均未见微钙化者 12例，二者检测一致 88例，占 77%。

Kappa检验表明二者对微钙化的检测具有较高的一致性。3.在乳腺增生及致密型乳腺中超声可

见微钙化 14例，未见 3例。而钼靶可见 9例，未见 8例。小钙化者，超声可见 8例，未见 5

例。钙化分布稀疏者，超声可见 7例，未见 5例。 

 结论：1.超声“萤火虫”技术对乳腺疾病的诊断具有较高的特异性,钼靶摄影具有较高的敏感

性,说明两者均为乳腺疾病影像检查的理想方法，二者联合使用可明显提高乳腺微钙化的检出

率。 

    2.超声与钼靶均能检测乳腺病变的微钙化，二者检出率具有较高的一致性。 

    3.微钙化越小，分布越稀疏越影响超声检测，而乳腺增生及致密型乳腺则影响钼靶对微

钙化的检测。 

   

 

 
PU-2574 

Vibrant 技术在磁共振双侧乳腺动态增强检查中的应用价值 

 
赵丹 

辽宁省肿瘤医院 110042 

 

目的: 探讨 Vibrant软件技术在磁共振双侧乳腺动态增强检查中的应用及优势。方法: 回顾性

分析我院经手术或穿刺病理证实的乳腺疾病患者 70例，均为女性，按照 Vibrant动态增强检

查扫描的时间不同，分为 A、B两组，每组 35例。两组病例均采用 1.5T MR机行动态增强检

查。A组病例行 Vibrant动态增强的扫描时间为 9分 24秒，B组病例行 Vibrant动态增强的扫

描时间为 7分 42秒。结果: A组病例动态增强 MRI诊断的敏感性为 94.74%，特异性为 85%，

准确性为 89.74%；B组病例动态增强 MRI诊断的敏感性为 91.3%，特异性为 89.47%，准确性为

90.48%。两组病例动态增强 MRI对病灶诊断的敏感性、特异性和准确性无显著性差异

（P>0.05）。结论: Vibrant 乳腺动态增强扫描技术在乳腺疾病的诊断中具有较高的诊断敏感

性、特异性和准确性。Vibrant技术在缩短增强扫描时间的情况下不降低其诊断效能。 

   

 

 

PU-2575 

DCE-MRI 定量增强参数与乳腺癌分子分型相关性研究 

 
刘松涛 

山西省肿瘤医院 030013 

 

一、立论依据 

（一）研究意义 

DCE-MRI定量分析，通过监测感兴趣（region of interest ROI)内对比剂的时间－信号强度

变化特点，结合适当的药代动力学模型，计算出具有生理学意义的定量増强参数，在分子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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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反映组织血流灌注、血管分布等病理生理学信息，并且能够通过对肿瘤组织血管内皮渗透性

和血流增加的评估，对病变进行定性诊断。 

国际乳腺癌会议提出根据免疫组化结果将乳腺癌分为以下四种病理分型：Luminal A型、

Luminal B型、Her-2过表达型、三阴型。乳腺癌的分子分型能更好地反映肿瘤的生物学特

征，且不同的分子分型具有不同的生物学行为及不同的治疗敏感性。三阴性乳腺癌和 Her-2过

表达型对化疗相对敏感；Luminal 型对化疗的反应相对较差，可以采用内分泌治疗；可见乳腺

癌分子分型对临床治疗和预后至关重要，同时也对影像学研究提出更高的要求。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Koo等学者研究认为 TNBC的 Ktrans和 Kep值较 Luminal型明显增高，而 Ve值减低，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赵莉芸等人研究表明 DCE-MRI定量参数在某些亚型间存在差异，揭示了这些亚型

的不同生物学特征。Li等学者报道，TNBC较 Luminal型的 Kep值明显增高，Ve值则减低，而

Ktrans值的差异并无统计学意义。 

二、研究方案 

（一）研究目的 

  探究 DCE-MRI定量增强参数对分子分型的预测 。 

（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不同药代动力学模型对 Ktrans 、Kep、Ve等定量参数准确性的影响，对整个实验过程、实验

结果具有决定性作用。因此，在乳腺病变中，合理选取药代动力学模型以及准确获取肿瘤的动

脉输入函数（arterial input function，AIF），是整个数据采集过程中最具技术要求且最重

要的一步。 

（三）预期结果： 

不同分子亚型乳腺癌之间定量参数存在统计学差异，可以对乳腺癌分子亚型进行预测。  

 

 
PU-2576 

自动乳腺超声成像系统与乳腺磁共振检查对乳腺病变检出效

能的对比研究 

 
苏月颖 

天津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300060 

 

研究目的：探讨 ABUS与 MRI 对乳腺总病变检出效能的差异，进一步比较二者对乳腺恶性病变

的检出效能。 

资料方法：前瞻性入组 2016.7~2016.12就诊于我院的 65例女性乳腺病变患者，所有患者均行

ABUS及 MRI检查，并经病理证实，共 67个病变。计算二者对乳腺病变的总检出率，并计算二

者对恶性病变的检出率。 

研究结果： 

本组 67个病变包括恶性病变 51个，良性病变 16个。 

1. ABUS与 MRI对病变检出率的比较及漏诊情况 

ABUS和 MRI分别检出病变 64个和 66个，总检出率分别为 95.5%（64/67），和 98.5%

（66/67），二者无显著统计学差异（P=0.62）。ABUS未检出的 3个病变中有 2个由 MRI检

出，其中 1个在 MRI上表现为非肿块，病变范围约 1.1×0.9cm，另外 1个为肿块，病变大小

约 1.0×0.9cm；二者未检出的病变通过二维超声发现，表现为右乳中上方低回声区，经病理

证实为腺纤维瘤趋向。 

2. ABUS与 MRI对恶性病变检出率的比较及漏诊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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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US和 MRI分别检出恶性病变 45个和 51个，检出率分别为 88.2%（45/51）和 100.0%

（51/51），二者具有显著统计学差异（P=0.00）。ABUS 未检出的 6个恶性病变均由 MRI检

出，其中 2个病变在 ABUS图像上未见明显异常影像学表现；另外 4个病变 ABUS阅片时均被发

现，但将其归为良性病变。上述 4个病变有 3个在 MRI上表现为肿块，大小分别为

3.0×2.7cm、2.6×1.7cm、1.3×1,1cm；1个在 MRI上表现为非肿块，经病理证实为以导管内

癌成分为主的浸润性导管癌。 

结论： 

ABUS作为一种不依赖操作者经验的检查方法，可以使超声检查规范化，可以提供二维超声无

法提供的冠状面；另外 ABUS 与 MRI对乳腺病变的检出无显著统计学差异，因此 ABUS在乳腺病

变的筛查中具有重要价值，而检出后对于病变的诊断则需辅助其他检查。  

 

 
PU-2577 

溢液性乳管扩张症的造影诊断策略 

 
曾利（曾莉）,宫悦 

新疆伊犁州友谊医院 835000 

 

目的：通过对有效溢液乳孔，进行选择性乳腺导管造影并分析其造影影像特征，以提高其认

识。方法：分析 49例乳腺导管扩张症造影 X线征象，与病理结果对照分析。结果：46例造影

X线诊断与手病理相符，其中 3例误诊为导管内乳头状瘤，诊断符合率 93.9%。结论：经选择

性乳腺导管造影，可明确诊断乳腺导管扩张的程度及病变范围；为临床治疗提供诊断依据。 

   

 

 
PU-2578 

磁共振对聚丙烯酰胺水凝胶隆乳术后并发症的诊断价值 

 
戴文静

1
,张伟

2
 

1.吉林市人民医院 

2.盛京医院 

 

目的：探讨聚丙烯酰胺水凝胶注射隆乳术后并发症的 MRI表现，评估 MRI对注射隆乳术后并发

症的诊断价值。方法：收集 2006.1~2016.12接受聚丙烯酰胺水凝胶注射隆乳术后出现不适而

到本院就诊的患者 50例，全部为女性，年 龄 25 ～64岁，平均年龄 48 岁 。全部患者于术

前行 MRI检查，并于检查后 1周内行手术切开水凝胶取出术，清理变性坏死组织并送病理检

查。结果：假体囊壁破裂 45例 89只乳房，MRI表现为假体形态不规整，边缘凸凹不平，内信

号多数不均匀，并多发低信号分隔影，致高信号假体被分隔成单发或多发条块状、结节状；43

例 74只乳房假体出现不同程度移位，呈不规则游离状，表现为类圆形、卵圆形或不规则形多

团块游离分布于乳房各处，大小不一；10例 12只乳房发生变形，表现为一侧乳房明显变大，

或由于移位导致局部突起等；10例患者 15只乳腺存在感染；11例患者 12只乳腺腺体内出现

肿块或结节，其中恶性肿瘤 5例 5只，乳腺腺病 1例 1只，乳腺纤维腺瘤 4例 4只，乳腺囊肿

1例 2只；3例患者 6只乳房已行手术将水凝胶取出，复查 MRI发现有残留，表现为斑片状、

结节状 T2WI 高信号影。结论：MRI可清楚显示聚丙烯酰胺水凝胶的分布情况及其与周围组织

的关系，帮助确定手术指征和手术方式等方面均有明显优势，可作为注射水凝胶患者的诊断、

评价手术效果以及术后随访的首选检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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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579 

乳腺 MRI 对单纯型黏液腺癌与纤维腺瘤的鉴别诊断价值 

 
李娜 

辽宁省肿瘤医院 110042 

 

 

目的 探讨 MR平扫、扩散加权成像（DWI）、动态增强及表观扩散系数（ADC）值对单纯型乳

腺黏液腺癌和乳腺纤维腺瘤的鉴别诊断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20例单纯

型黏液腺癌与 20纤维腺瘤患者的 MRI资料，观察比较两组患者的 MR表现特征。结果 ①TIC

曲线：61.5%的单纯型黏液腺癌延迟期 TIC曲线呈上升型，71.1%混合型黏液腺癌 TIC曲线呈平

台型；②ADC 值：单纯型黏液腺癌平均 ADC值(1.62±0.47)×10 -3 mm 2/s高于纤维腺瘤平均

ADC值(1.34±0.32)×10 -3 mm 2/s，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单纯型黏液腺

癌和纤维腺瘤的 MRI表现上有交叉，但是单纯型黏液腺癌的高 ADC值具有鉴别诊断价值，故

MRI多种成像序列相结合在单纯型黏液腺癌和乳腺纤维腺瘤的诊断及鉴别诊断中具有重要价

值。   

 

 

PU-2580 

动态增强 MR 成像对乳腺癌的诊断价值 

 
贾学军 

阳泉市第一人民医院 45000 

 

【摘要】 目的：探讨 MR动态增强技术在乳腺癌的诊断价值。方法：搜集经病理证实的 30例

乳腺癌患者，25例均行 MRI 平扫、DWI及动态增强成像，扩散系数 b值为 800s/mm²，测量正

常腺体组织、病灶的 ADC值及病灶早期强化率，确定动态增强时间―信号强度曲线类型。结

果：乳腺癌平均 ADC值[（0.92±0.25）×10¯³mm²/s]较正常腺体[（1.73±0.13）

×10¯³mm²/s]明显减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恶性肿瘤灌注曲线表现为廓清型

（22例）或平台型（8例），病灶早期强化率为 1.85±0.58。动态增强图像可整体观察病灶

形态，有利于供血动脉的显示。结论：MRI平扫、DWI结合动态增强图像特征可为乳腺恶性肿

瘤的诊断提供更多信息。 

   

 

 

PU-2581 

乳腺钼靶腺体分型在乳腺癌诊断中的临床价值 

 
赵向乾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分析新版乳腺癌诊治规范对于乳腺钼靶分型在临床乳腺癌诊断中的价值。 

方法:收集我院近两年经手术证实的有乳腺钼靶检查的乳腺癌患者 235例，对该组患者用新版

乳腺癌诊治规范中的乳腺钼靶分型方法分类，分析钼靶不同分型对乳腺癌诊断检出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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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按新版乳腺分型方法对该组病例分析如下,a型脂肪型 41例乳腺钼靶 100%检出病灶，b

型散在腺体型 27例乳腺钼靶检出病灶 25例占 93%，c型不均匀致密型 109例乳腺钼靶检出病

灶 86例占 79%，d型致密型 58例乳腺钼靶检出病变 21例占 36%。因此对于 c、d型腺体乳腺

钼靶漏诊病变的几率较高，临床工作中应更加注意检查方法的选择。 

结论:乳腺钼靶新版分型方法能更好的提示临床医师正确选择乳腺病变术前检查，对于 d型腺

体实施超声结合磁共振有了合理的临床依据。 

   

 

 
PU-2582 

17 例乳腺导管原位癌的 X 线征象分析 

 
陈晓云 

吉林市人民医院 132001 

 

目的 探讨乳腺 X线摄影对导管原位癌（DCIS）的诊断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 17例经病理证

实为 DCIS病灶的 X线表现。结果 6例患者常规体检，触诊阴性，仅表现为细小钙化；8例患

者触诊乳腺肿物为主诉，X 线表现为肿物并微小钙化；3例患者为乳头血性溢液，其中 2例表

现为细小线状/分枝状钙化，1例患者 X线表现阴性；上述病例行手术及病理学检查确诊。结

论 乳腺 X线摄影能为 DCIS 的诊断提供重要依据，尤其对临床触诊阴性的患者，乳腺 X线摄影

检查是诊断早期乳腺癌不可或缺的手段。  

 

 
PU-2583 

母乳喂养对乳腺癌发病率的影响研究 

 
刘丽丽 

北京市石景山医院 100043 

 

目的 通过对乳腺癌患者临床资料的调查分析，了解乳腺癌的临床流行病学特征。探讨母乳喂

养对乳腺癌发病几率的影响，分析母乳喂养与乳腺癌发病之间的关系，评价其临床价值。为乳

腺癌的病因研究高危人群的确定及制定有效的干预措施提供依据。从而有效降低乳腺癌的发病

率。方法 采用回归性病例分析法，选取 2016年 1月至 2016 年 12月，在我院进行钼靶检查的

210名患者，由检查员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完成调查，对 210名乳腺钼靶检查患者，进行分类

研究分析。乳腺—BI—RADS 分级 1级：未见异常；2级：考虑良性病变，建议定期随访；3

级：良性病变可能，但需要缩短随访周期；4级：考虑恶性病变高度可能，需要活检明确；5

级：确定恶性病变。结果 1-3级归为无乳腺癌患者，共计 194人，其中进行过母乳喂养的有

155人，未进行过母乳喂养的有 39，4级病变高度怀疑乳腺癌患者共计 10人，其中进行过母

乳喂养的有 7人，未进行过母乳喂养的有 3人，5级病变确定乳腺癌患者共计 6人，其中进行

过母乳喂养的有 5人，未进行过母乳喂养的有 1人。进行过母乳喂养的患者患乳腺癌疾病的几

率低于非母乳喂养的患者（P＜0.05）。结论 母乳喂养可以降低乳腺癌的发病率。进一步证明

母乳喂养是乳腺癌发病的保护因素，为临床提供相应的理论依据，从而降低乳腺癌的发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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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584 

磁共振多模态成像技术的联合应用对于乳腺癌的诊断价值 

 
李晓凡,罗娅红 

辽宁省肿瘤医院 110042 

 

目的：探讨磁共振动态增强扫描(DCE)、扩散加权成像(DWI)及磁共振波谱成像（MRS）三种成

像方法联合应用对乳腺癌的诊断价值，以提高乳腺癌诊断率，实现乳腺癌的早发现、早诊断、

早治疗。 方法：对 100例于我院乳腺外科就诊的患者行常规 MRI、增强磁共振动态对比成像

(DCE-MRI)、磁共振弥散加权成像(DWI) 以及磁共振波谱(MRS) 检查,并记录结果，计算三种模

态两两联合及三种模态共同联合的诊断敏感性、特异性和准确性，以探讨多种模态联合应用对

乳腺癌的诊断意义。 结果：100例患者中发现病灶 121个，乳腺癌 65例，良性肿瘤 35例。

其中良性病灶 48个，恶性病灶 73个。恶性病灶包括浸润性导管癌、导管原位癌、浸润性小叶

癌、髓样癌等；良性病灶包括纤维腺瘤、导管内乳头状瘤、肉芽肿性结节、增生结节。动态增

强检查联合 DWI检查诊断乳腺癌的敏感性为 88.6%、特异性为 86.4%、准确性为 88.4%，动态

增强检查联合 MRS检查诊断乳腺癌的敏感性为 87.8%、特异性为 85.1%、准确性为 86.4%；MRS

联合 DTI检查诊断乳腺癌的敏感性为 84.2%、特异性为 91.3%、准确性为 89.2%；动态增强检

查、DTI及 DWI三种模态联合检查诊断乳腺癌的敏感性为 96.3%、特异性为 98.2%、准确性为

97.2%。动态增强检查、DWI、MRS两两联合诊断结果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三者

联合诊断结果与两两联合诊断结果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磁共振动态增强

检查、DWI及 MRS三种模态联合能明显提高乳腺癌诊断的敏感性、特异性及准确性。  

 

 
PU-2585 

动态增强 MRI 在乳腺腺病的应用 

 
邹薇薇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200003 

 

 

目的 

探讨肿块型乳腺腺病的动态增强磁共振检查的影像表现特点 

方法 

回顾分析 19例乳腺肿块经病理证实为乳腺腺病的患者术前行动态增强 MRI 检查的影像资料，

从形态学和血流动力学两方面研究病灶，经多种序列、时间- 信号曲线(TIC)等方法进行分析

研究其特点。 

结果 

19例肿块样强化，时间- 信号曲线(TIC):12例(63.2%)表现为早期缓慢流入， 7 例 (36.8%)

表现为早期中度流入。延迟期 12例(63.2%)表现为 I 型曲线(流入型)， 7例(36.8%)表现为 

II 型曲线(平台型)。 

结论 

乳腺腺病是乳腺增生症的一种病理类型，肿块型乳腺腺病临床及影像学表现易与乳腺癌混淆。

乳腺 MRI检查，使用乳腺专用线圈及各种扫描序列，具有很高的软组织分辨率， 检出病变的

敏感性和特异性均高于乳腺 X摄影和超声。乳腺癌多表现为不规则毛刺状肿块， TIC 呈流出

型。肿块型乳腺腺病的 MRI 表现为单侧乳腺肿块样强化， 体积较小，常呈圆形或卵圆形，但

部分形态不规则，MRI强化特点多样，时间- 信号曲线早期缓慢或中度流入， 延迟期流入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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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台型均可出现。肿块型乳腺腺病的诊断仍需与临床相结合，依靠组织病理学检查。本研究

样本数量较少，今后进一步扩大样本量做系统深入研究。   

 

 

PU-2586 

PET/CT 在乳腺癌骨转移中的应用 

 
邹薇薇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200003 

 

 

目的 

分析 18F-FDG PET-CT 对乳腺癌骨转移的诊断价值。 

方法 

对 275例乳腺癌术前及术后随访患者静脉注射 18F-FDG 行全身 P E T - C T 显像。 

结果 

275例中发现骨转移 82例, 阳性率 29.8%, 其中单发转移 14例;多发转移 68例，发现骨转移

灶的部位主要是双侧肋骨( 45 例) 、肩胛骨（12例）、 骨盆(22例) 、 脊柱(53例) 、 四

肢( 6例)及颅骨( 3例) .患者自感痛性骨转移 55例；无骨痛患者发生骨转移 27例。 

结论 

乳腺癌骨转移较多为成骨性转移。文献报道乳腺癌骨转移发生率为 8% ，进展期骨转移率可高

达约 70% 。Nakai 等 认为 18F-FDG PET对溶骨性和髓内转移病灶的检查优势明显， 但对成

骨性病灶的敏感性则较低，在 18F-FDG PET-CT 中部分 FDG 等摄取或稍低摄取，用软组织窗位

显示易漏诊，因此阅片诊断时必须使用骨窗显示。总之， 18F-FDG PET-CT可明确诊断乳腺癌

骨转移情况, 对乳腺癌转移的诊断具有较高的灵敏度和特异性，为患者具体病情评估、术前手

术治疗方案制定及治疗疗效评价有重要指导意义。 

    

 

 
PU-2587 

表观扩散系数、体素内不相干运动和扩散峰度成像参数值在

诊断导管原位癌和浸润性导管癌中的价值初探 

 
夏冰清,柴维敏,孙琨,黎鑫乐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200025 

 

目的探讨表观扩散系数、IVIM 和 DKI相关参数值在乳腺导管原位癌（ductal carcinoma in 

situ，DCIS）和浸润性导管癌（invasive ductal carcinoma, IDC）中的鉴别诊断价值。方法

本研究为前瞻性，纳入标准：①乳腺超声或 X线检查 BI-RADS4类及以上患者②最终手术病理

结果为单纯性 DCIS或 IDC患者；排除标准：①乳腺 MRI 检查前已进行穿刺检查、新辅助化疗

或手术的患者②图像运动伪影较重。所有患者术前均行双侧乳腺 MRI检查，序列包括 TIRM、

多 b值 DWI （RS-EPI）和 T1W动态增强扫描。使用 MATLAB后处理软件，由两位从事乳腺诊断

的放射科医师在不知道组织病理学结果的情况下分别阅片，选择病灶最大层面实性部分选取尽

可能大的 ROI，且避开明显坏死囊变液化区，得到 ADC值、真实扩散系数（Dt）、峰度系数

（K）和扩散系数（Dk）。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分别比较各参数值在 DCIS与 IDC之间的差异。

采用 ROC曲线评价各参数值诊断效能。采用 Z检验比较各参数 AUC差异。结果最终共纳入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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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患者，其中 DCIS组有 9例，IDC组有 20例。DCIS组的 ADC值、Dt值及 Dk值均明显高于

IDC组（0.99±0.11×10
-3
mm

2
/s vs0.88±0.13×10

-3
mm

2
/s；0.95±0.11×10

-3
mm

2
/s 

vs0.85±0.10×10
-3
mm

2
/s；1.24±0.15×10

-3
mm

2
/s vs1.08±0.17×10

-3
mm

2
/s，P均大于

0.05）。而 DCIS组的 K值明显低于 IDC组（0.80±0.03 vs0.89±0.07,P=0.001）。在鉴别诊

断中 K值的 AUC最高，但各参数 AUC之间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ADC 值、

Dt值、K值和 Dk值均有助于鉴别诊断 DCIS和 IDC，但在诊断效能上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U-2588 

乳腺钼靶 X 线摄影和超声在乳腺钙化灶诊治中的联合应用 

 
尉丽君 

辽宁省肿瘤医院 110042 

 

目的 探讨乳腺钼靶 x线摄影和超声联合应用对乳腺钙化灶的诊断和治疗价值。方法 对选定

乳腺钙化灶组同时进行乳腺钼靶 X线片和彩超检查。钼靶摄片方法：常规采用双侧乳腺由内上

向外下照射的侧斜位及轴位。注意观察患者的乳腺类型、钙化灶情况，钙化灶内部是否有引流

血管增粗，同侧腋窝淋巴结是否肿大。乳腺 X线片所见钙化可根据大小、形状和分布分为 3

组：典型良性钙化、中间型钙化和高度恶性钙化。典型良性钙化包括皮肤钙化、血管钙化、粗

糙钙化、巨大的棒状钙化、中央透明的和蛋壳状的钙化、微小囊肿中牛奶状钙质钙化、营养不

良性钙化和球形钙化。无定型的钙化为中间型。恶性钙化包括模糊的、多形的或细小、线状和

分支状的钙化。簇状、线状或节段分布的钙化高度怀疑恶性。超声检查方法：对患乳行二维超

声检查，观察乳腺是否有肿块、大小、形态、部位、边界、内部回声，观察钙化情况。据乳腺

钙化灶回声特点可分为 3型：①微钙化灶：钙化灶针尖状强回声点，后方无声影，单一或多个

散在分布。②簇状钙化灶：钙化点聚集成团，范围不定，声影不定。③斑块状钙化灶：钙化点

>2 mm的粗点状、斑片状钙化。然后用彩色多普勒观察钙化灶内的血流情况，按半定量方法将

血流丰富程度由低到高分为 4级，0级：病灶内未见血流信号；1级：少量血流，可见 1～2处

点状血流；2级：中量血流，可见 1条主要血管；3级：丰富血流，可见 4条以上血管。同时

对钙化灶所在的部位用探头垂直于皮肤扫描，精确定位出钙化灶范围及其距皮肤的深度，并在

皮肤上用美兰标记。利用彩超定位行钙化灶切除，将切除组织重新行钼靶 x线摄片，并与病理

结果进行对比。  

 

 
PU-2589 

非哺乳期乳腺炎钼靶 X 线诊断 

 
徐丽艳,余永强,王海宝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30022 

 

目的：回顾性分析 63例经病理证实的非哺乳期乳腺炎的钼靶 X线片，旨在提高对本病的钼靶

X线诊断正确率，减少误诊及漏诊。材料与方法：对我院 2011年至今经活检或手术病理证实

的 63例非哺乳期乳腺炎的钼靶 X线片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63例非哺乳期乳腺炎病例中，

乳腺钼靶 X线 45例诊断正确；6例诊断为乳腺癌；7乳腺不对称致密影；3例诊断为囊肿；2

例诊断为腺病。结论：通过结合病例结果回顾性分析 63例非哺乳期乳腺炎的钼靶 X线诊断，

提高了对本病的认识，同时密切结合临床病史对于该病的正确诊断有一定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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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590 

DCE-MRI 评价乳腺癌新辅助化疗不同方案的近期疗效 

 
汪洁,徐丽艳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30022 

 

目的 应用动态增强磁共振（DCE-MRI）比较多西他赛联合表柔比星（TE）与多西他赛联合表柔

比星及环磷酰胺（TEC)方案在乳腺癌新辅助化疗（NAC）中的近期疗效，分析有效患者组与无

效患者组的时间-信号强度曲线在化疗前后变化。方法 31例Ⅱ～Ⅲ期乳腺癌患者随机分为两

组，分别接受 TE和 TEC方案化疗，通过 DCE-MRI观察化疗前后肿块形态变化、测量肿块体

积，比较两种方案总有效率。根据化疗结果把 31例患者分为化疗有效组和无效组，观察两组

的时间-信号强度曲线在化疗前后变化。结果 TE组和 TEC组的有效率分别 75.0%（12/16）、

73.3%（11/15），二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NAC前有效组的时间-信号强度曲线以

廓清型、平台型为主（78.3%）；化疗后，强化峰值明显下降，时间-信号强度曲线转为以持续

强化型为主（65.2%）。无效组的时间-信号强度曲线化疗前后变化不大。结论 TE和 TEC方案

在乳腺癌 NAC中的疗效相似，DCE-MRI可以评价、预测乳腺癌 NAC效果。 

   

 

 
PU-2591 

MRI 纹理分析在鉴别乳腺癌肝转移中应用价值研究 

 
孙双燕 

吉林省肿瘤医院 130012 

 

目的: 探讨在磁共振肝脏平扫图像上应用纹理分析技术区分乳腺癌肝转移、肺癌肝转移及原发

性肝癌的可行性。方法：收集 2016年 9月至今在我院行磁共振肝脏检查、经病理或临床证实

属于以上三种类型肝脏恶性肿瘤的病人 103例，其中乳腺癌肝转移病人 36例，肺癌肝转移病

人 44例、原发肝癌病人 23 例。应用纹理分析软件在磁共振轴位 T2压脂图像上沿着肿瘤边界

勾画，得到该病灶区域图像的纹理特征信息，对所有病灶进行纹理分析得到三组患者肿瘤区域

的异质性相关参数:平均值、百分位数、DifVarnc（差异方差）、DifEntrp（差异熵）等。采

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的方法对三组数据进行两两比较，且均值差的显著性水平定为 0.05。结果:

乳腺癌肝转移组的平均值、50%百分位数、90%百分位数和 135度方向灰度不均匀值与肺癌肝转

移组和原发性肝癌组均有显著差异（P值分别为 0.007、0.036、0.004、0.008、0.004、

0.012、<0.001、<0.001），但是该四项特征参数在乳腺癌肝转移组和肺癌肝转移组之间没有

显著差异。求和均值和绝对梯度方差在乳腺癌肝转移组和肺癌肝转移组之间有显著差异

（PSumAverage=0.021、PGrVariance=0.025），但在转移组与原发组之间没有显著差异。结

论：乳腺癌肝转移、肺癌肝转移和原发肝癌在磁共振肝脏轴位 T2压脂图像上的纹理特征显著

不同，纹理特征分析可以作为基于 MRI常规 T2压脂图像鉴别这两种肝转移癌和原发肝癌的工

具。在磁共振肝脏轴位 T2压脂图像上的部分纹理特征信息能够区分乳腺癌肝转移与肺癌肝转

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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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592 

乳腺隆突性纤维肉瘤 3 例的 MRI 特征分析 

 
郭粹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200126 

 

目的：探讨乳腺隆突性皮肤纤维肉瘤（DFSP）MRI特征，并讨论其他易混淆的乳腺肿瘤的诊断

及鉴别诊断特点。 

方法：对 3例经病理证实为 DFSP的患者进行观察，分析其影像学特征，并复习相关文献，总

结其 MRI影像特点。 

结果：乳腺隆突性纤维肉瘤的影像学表现多样，但最基本的组织学特点是肿块在 X线上密度

较实，三例病变肿块直径 ＜5cm，与周围组织分界尚清，一例累及皮肤，伴临近皮肤增厚。MR

扫描 T1WI信号稍低，T2WI 上呈不均匀稍高信号，增强后可见明显不均匀早期强化。2例病灶

内均见小片状低强化区，1 例病灶表现为“子结节外突征”。 

结论：DFSP一般表现为与皮肤关系密切的软组织肿块，呈类圆形或浅分叶状形，临床体检时

常可见突出于体表，触诊边界清楚的中肯肿块，其内出血及钙化较少见。该三例中 2例 DFSP

突出于皮肤的肿块，1例为皮下脂肪组织内的软组织肿块。MRI表现为 T1WI稍低，T2WI 上不

均匀稍高信号，增强后不均匀强化，2例病灶内的低强化区可能为肿瘤间质所含的大量纤维组

织成份所致，肿瘤血供丰富，表现为增强后早期明显强化。此外由于 DFSP单纯切除后复发率

较高，手术当中常需行扩大切除术，MRI对于肿瘤的边界显示较清，对手术扩大切除的范围有

提示作用。 

   

 

 
PU-2593 

磁共振体素内不相干运动对于鉴别乳腺良 

恶性诊断的初步研究 

 
渠静静,王世威,许茂盛,马向征,刘玉凤 

浙江省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10000 

 

【摘要】: 

目的 研究磁共振体素内不相干运动扩散加权成像（IVIM）模型对乳腺良恶性病变鉴别的价

值。 

方法 选取乳腺占位病变患者 50例，患者在 MRI 扫描前均未行手术或穿刺活检，扫描后经手

术或穿刺活检取病灶组织，病理证实恶性病 灶 39个（恶性组），良性病灶 11个（良性

组），对两组病变的 IVIM-DWI参数（ADCstandard、D值、D*值和 f值）进行比较，分析 IVIM

模型 DWI 参数（ADCstandard 、D值、D*值和 f值）诊断乳腺良恶性病变的诊断效能。 

结果 两组病变 IVIM模型 DWI参数比较，恶性组的 ADCstandard 为(0.87±0.16) ×10
-3
s/mm

2
 

明显高于恶性组的 ADCstandard 为(1.33±0.16) ×10
-3
s/mm

2
 ，D值为（0.69±0.23）×10

-

3
s/mm

2
，显著低于良性组的（0.98±0.26）×10

-3
s/mm

2 
（t=5.17，P<0.05）；恶性组的 f值为

（29.03±11）％，显著高于良性组的（19.08 ±5.5）％（t=8.927, P<0.05），两组病变的

D*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IVIM模型 DWI参数鉴别乳腺良恶性病变的诊断效能较

高。 

结论 IVIM模型在乳腺良恶性病变鉴别中的诊断效能较高，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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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594 

 Imaging of Breast Fat-containing Lesions with review 

of literature 

 
Qian Lijuan,Yang Fan 

Union Hospital， Tongji Medical College，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430022 

 

Aim: To describe the radiological appearance of common and uncommon breast fat-

containing lesions. 

Materials and methods: 

From June 2016 to July 2017, 5 cases of hamartomas, 7 cases of galactoceles, 10 

cases of autologo fat graft were analyzed retrospectively, and these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mammography and MR findings were analyzed in detail. 

Result: 

The mammary hamartomas were classified into three kinds of types. The imaging 

appearance of galactoceles depend on the amount of fat and proteinaceous material 

present in the cystic lesion and the viscosity of the fluid contained milk-fat, 10 

autologo fat graft showed liponecrosis in two breasts. Coarse and thick 

calcifications surrounding radiolucent areas of liponecrosis. 

Conclusion: 

Multimodality radiological assessment can rule out most differential diagnoses of 

fat-containing breast lesions. Identification of fat within a breast mass should 

not lead to misdiagnosing a malignancy as benign. 

 

   

 

 
PU-2595 

The evaluation of T2*WI first-pass perfusion imaging 

in the diagnosis of breast lesions 

 
贺帅 

辽宁省肿瘤医院 110042 

 

Abstract:Introduction and objective:MRI has advantages in the diagnosis of breast 

cancinoma with higher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than other imaging 

methods.Dynamic contrast enhancement(DCE) of T1WI is the most commonly used for 

breast lesion currently.The key to routine lesion detection at breast MRI is 

dynamic enhancement with contrast imaging,yielding high diagnostic 

sensitivities(37-86%). However,time-signal intensity curve of DCE has large 

overlap in the breast benign and malignant lesions,especially for platform type 

curve,which leads to lower specificities. Recently,with advances in ultrafast MRI 

techniques,new functional sequences such as perfusion weighted imaging(PWI) offer 

the potential of improving the precision of breast M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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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596 

非肿块型乳腺癌非增强磁共振不同序列联合应用对新辅助化

疗后疗效评价分析 

 
贺帅 

辽宁省肿瘤医院 110042 

 

新辅助化疗作为局部晚期乳腺的主要治疗治疗手段之一，其主要目的是降低肿瘤的临床分期，

增加肿瘤切除率，提高患者生存期，改善患者预后。乳腺癌在 MRI表现可分为肿块型及非肿块

型病变。本文探讨 MRI非肿块型乳腺癌非增强磁共振不同序列联合应用对新辅助化疗后疗效

评价分析的临床诊断价值 。乳腺病变患者均接受 MRI 快速自旋回波（FSE）扫描 、脂肪抑制 

（FS）扫描及扩散加权成像（DWI） ，分析 T 1 WI 、T２ WI 、FS T1 WI 、FS T２ WI 、

DWI 联合应用对于非肿块型乳腺癌新辅助化疗前后疗效评价分析 ，化疗前，行细针穿刺明确

病理结果 。T1 WI 、T２WI 、FS T１WI 、FS T２WI 、DWI 对非肿块型乳腺癌信号 、形态学

及边缘表现分析。扩散加权成像是能够反映活体组织内水分子扩散程度的一种无创性磁共振检

查技术，可反映肿瘤治疗前后的肿瘤组织微环境的变化，可监测肿瘤治疗过程中肿瘤细胞密度

的变化。可通过扩散加权成像的定量参数。表观弥散系数(apparentdiffusioncoefficient，

ADC)分析治疗前后肿瘤组织内水分子扩散程度的变化来反映治疗效应。通过回顾性非肿块型乳

腺癌非增强序列联合应用在新辅助化疗中的应用，评估及预测。  

 

 
PU-2597 

计算机辅助检测系统在乳腺癌 X 线诊断上的应用价值 

 
贺帅 

辽宁省肿瘤医院 110042 

 

 

目的 通过比较乳腺计算机辅助检测（Computer-aided Detection, CAD）系统对不同临床经验

的放射科医生诊断准确率的影响程度，评价 CAD系统在乳腺癌 X线诊断上的应用价值。 

方法 选择在辽宁省肿瘤医院接受全数字化钼铑双靶乳腺 X线摄影的门诊及住院患者 131例，

共计图像 251幅。获得的图像参数如下：灰度分辨率为 12bit/pixel，空间分辨率为

0.094mm/pixel，图像尺寸均为 1914pixel×2294pixel。 

影像诊断采用乳腺影像报告和数据系统（Breast imaging reporting and data system, BI-

RADS）分级[1]：1级，即未发现明显病变；2级，即肯定良性病变；3级，即可能良性病变；

4级，即恶性病变不除外，建议活检；5级，即肯定恶性病变。4、5级确定为阳性诊断，1—3

级为阴性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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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598 

乳腺 MRI 临床应用 

 
贺帅 

辽宁省肿瘤医院 110042 

 

在我国，乳腺癌已成为危害女性生命和健康的最常见的恶性肿瘤，并且发病率仍在逐年增加，

且发病年龄正在年轻化。乳腺癌是病因不甚明确的恶性肿瘤，是机体内外多种危险因素共同作

用的结果。我国一项关于乳腺癌危险因素的研究显示，文化程度高、体重指数大、精神心理压

抑、女性生殖系统疾病史、摄入乳类食品多为主要危险因素。目前，对乳腺癌仍缺乏有效的病

因学预防手段，乳腺癌的防控工作形式十分严峻。大量研究表明，以早诊早治为主的二级预防

是目前最有效的防控措施。 国内外临床实践表明，乳腺癌的早期诊断已不仅依赖于乳腺诊疗

专科医生的触诊经验，更大程度上依赖于乳腺 X线检查、乳腺高频超声检查和乳腺 MRI检查等

影像学手段。其中，乳腺 X线检查被公认为是西方女性最可靠、最有效的乳腺癌早期诊断方

法，依据 BI-RADS系统乳腺 X线检查的诊断符合率高达 90％。但是，对于包括国人在内的亚

洲女性，乳腺 X线检查因其对非钙化型乳腺癌及致密型乳腺内病变诊断的较低敏感度而应用受

限。高频超声作为乳腺 X线检查的重要“组合方法”，的确能提高非钙化型乳腺癌及致密型乳

腺内病变的检出率，但超声诊断结果依赖于超声医生经验、水平的局限，制约了超声在乳腺癌

早期诊断上的规范化应用。  

 

 
PU-2599 

磁共振波谱在预测新辅助化疗非向心性 

退缩模式疗效评估的价值 

 
周娟 

解放军 307 医院 100071 

 

目的：探讨用磁共振波谱评估新辅助化疗非向心性退缩模式的疗效 

方法：收集在我院接受新辅助化疗，蒽环联合紫衫为一线治疗方案，有初诊时的乳腺 MRI 基线

扫描，完成新辅助化疗周期，MRI评价肿瘤为非向心性退缩模式，并在第 2、4周期都有复查

的乳腺 MRI完整资料的患者 25例。4-8个周期新辅助化疗后均行手术治疗，以术后的手术病

理为金标准。观察缓解组和非缓解组的胆碱含量及肿瘤大小的变化，统计采用非参数检验。绘

制 ROC曲线，并进行两两比较。 

结果：第 2周期复查有 6例测不到胆碱含量，第 4周期复查有 14例测不到胆碱含量。基于病

理学(Miller&Payne system)评价标准，新辅助化疗后有 16例缓解，9例未缓解。在第 4周

期，缓解组和非缓解组胆碱含量有显著差异(P = 0.027).在第 2周期复查中，肿瘤大小变化在

缓解组和非缓解组中无差异。ROC曲线显示，第 4周期复查胆碱含量的变化预测疗效的价值最

大，AUC：0.747，敏感性是 93.75%，阳性预测值是 78.9%。 

结论：在新辅助化疗非向心性退缩模式中，肿瘤的大小很难反映化疗疗效，胆碱含量的变化可

作为一个有价值的预测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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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600 

99Tcm-SPECT 与 CT-LG 同机融合显像 VX2 

兔乳腺癌腋窝前哨淋巴结的价值 

 
谭红娜

1
,王攀歌

2
 

1.河南省人民医院 

2.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中文摘要】目的 初步探讨
99
Tc

m
-SPECT与 CT淋巴管造影(CT lymphography, CT-LG)同机融

合显像 VX2兔乳腺癌腋窝前哨淋巴结(sentinel lymph node, SLN)的价值。方法 选取 20只

雌性新西兰大白兔建立 VX2 兔乳腺癌动物模型，并先后分别行 CT-LG和
99
Tc

m
-SPECT与 CT-LG

同机融合检查显像腋窝 SLN，且与常规腋窝 SLN 活检和淋巴结清扫手术结果相对照。结果 (1) 

20只实验兔建模成功率为 95%(19/20)，均依次顺利完成 CT-LG和
99
Tc

m
-SPECT与 CT-LG 同机融

合检查。(2) 19只荷瘤实验兔 CT-LG检查和
99
Tc

m
-SPECT 与 CT-LG同机融合图像上均清楚显示

SLN及其引流淋巴管的百分比分别为 78.9% (15/19)和 73.7% (14/19)，二者并无明显统计学

差异(P＞0.05)。(3) CT-LG 检出腋窝 SLN16枚，非 SLN7 枚，99Tcm-SPECT与 CT-LG同机融合

检查检出 SLN20枚，非 SLN12 枚；SLNB手术共 21枚 SLN，17枚非 SLN。比较这三种方法检出

腋窝淋巴结的差异，却未见明显统计学差异(x2
=1.497, P=0.454)。结论 

99
Tc

m
-SPECT与 CT-LG

同机融合检查可有效检出和准确定位腋窝 SLN，可为临床准确识别及定位 SLN提供一种新的检

查方法。  

 

 

PU-2601 

乳腺癌 X 线表现与 HER-2 过度表达的相关性分析 

 
刘小庆,林青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266100 

 

目的 对比分析人类表皮生长因子受体 2（HER-2）阳性和阴性乳腺癌 X线特征，探讨乳腺癌 X

线征象与 HER-2基因之间的相关性。 

材料和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手术病理确诊的 1153例女性乳腺癌患者的 X线表现,根据免疫组织

化学结果分为 HER-2阳性组（314例）和 HER-2阴性组（839例）。对比分析两组乳腺癌肿块

和钙化的 X线特征，肿块主要分析形态、边界及边缘，钙化主要分析形状及分布形式，并对各

项分析结果进行 c
2
检验，P ＜0.05为差异性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HER-2阳性组乳腺癌较阴性组多表现为钙化（c 
2
 =42.528，P =0.001），HER-2阴性组

乳腺癌 X线表现多为单纯肿块（389/839，c
2
 =16.374，P =0.001）。星芒状肿块在 HER-2阴

性组比例较高（57/514，c
2
 =5.912，P =0.015），两组类圆形（P =0.480）、分叶状（P 

=0.111）、不规则形肿块（P =0.152）分布比例则无明显统计学差异。HER-2阳性组乳腺癌肿

块边界多模糊不清（c
2
 =8.319，P =0.004），阴性组肿块边界多为部分清楚（c

2
=5.818，P 

=0.016）。HER-2阳性组乳腺癌钙化形态多表现为沙砾状（c
2
 =8.955，P =0.001）、多形性和

不定形（c
2
 =7.137，P =0.001），分布形式无明显统计学差异。 

结论 HER-2阳性乳腺癌 X线表现钙化居多，且多为沙砾状、多形性和不定形钙化，肿块边界

多模糊不清；HER-2阴性乳腺癌多表现为单纯肿块，边界多为部分清楚，星芒状肿块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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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602 

超声检查及乳腺 X 线摄影检查对非钙化性乳腺导管原位癌诊

断价值的对比研究 

 
苏晓慧,林青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东院 266200 

 

目的: 比较超声检查（Ultrasonography，US）及数字乳腺 X线摄影（Digital Mammography，

DM）对非钙化性乳腺导管原位癌（Ductal Carcinoma in Situ，DCIS ）的诊断价值。 

方法：回顾性分析 442例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DCIS的 X线资料，将钙化型 DCIS排除，80 例非

钙化性 DCIS患者纳入本组研究中。以乳腺影像报告及数据系统（Breast Imaging Report and 

Data System，2013，BI-RADS 第五版）为诊断标准，比较两种检查方法对非钙化性 DCIS、不

同乳腺致密度中非钙化 DCIS 及不同病理级别非钙化 DCIS的检出率、诊断符合率的差异。 

结果：US及 DM对非钙化 DCIS 的检出率分别为 96.2%、68.8%，诊断符合率分别为 95%、

51.3%，差异均具有明显统计学意义。致密型乳腺中两者的检出率分别为 95.4%、61.5%，诊断

符合率分别为 93.8%、44.7%, 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US 及 DM对非致密型乳腺中的非钙化

DCIS检出率均为 100%。对非致密型乳腺的诊断符合率分别为 100%、66.7%, 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US对低中高级别非钙化 DCIS的检出率为 90%、100%、97.1%，诊断符合率为 95%、92%、 

97.1%。DM对低中高级别非钙化 DCIS的检出率分别为 55%、76% 、71.4%，诊断符合率分别为 

45%、60% 、48.6%。结论： US较 DM对于非钙化 DCIS、致密型乳腺中非钙化 DCIS及不同病理

级别非钙化 DCIS的检出及诊断均占明显优势。对于非致密型乳腺，US较 DM对非钙化 DCIS的

诊断符合率明显增高。 

   

 

 
PU-2603 

乳腺硬化性腺病的钼靶 X 线表现分析 

 
付芳芳,王梅云,朱绍成,李永丽,谭红娜,梅昂 

河南省人民医院 450003 

 

目的 探讨乳腺硬化性腺病患者钼靶Ｘ线表现，提高对该病的认识。 

方法 回顾性分析 38例共 45处病灶经病理证实的乳腺硬化性腺病患者的临床资料及钼靶Ｘ线

表现。结果 45处病灶中 X 线表现为单纯结节 24个(24/45, 53.3%),不对称性片状致密影 4个 

(4/45, 8.9%), 单纯钙化 9个(9/45,20%)，结节边缘或内部伴钙化 5个（5/45，11.1%）,片状

致密影伴钙化 3个(3/45, 6.7%)。 

结论 乳腺硬化性腺病缺乏特征性的影像学表现，钙化是其常见的钼靶Ｘ射线征象之一，最后

确诊尚需依赖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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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604 

X 线钼靶所显示的单纯性微钙化的 MR 鉴别诊断 

 
李相生,祝红线,方红 

空军总医院 100036 

 

研究目的：利用 MR成像来确定乳腺单纯性微钙化的病因，提高乳腺微钙化病因的诊断正确

率。 

研究方法：对 20例 X 线钼靶摄影所发现的 36处单纯性微钙化（没有合并肿块，BI-RADS分级

5）进行磁共振成像，评价指标包括：病变位置、病变形态及增强表现。所有病变经穿刺活检

或手术证实。 

研究结果：在 36 处微钙化中，15处为良性病变，12处为导管原位癌，9处为浸润性导管癌。

磁共振显示病变的敏感度为 78%，特异度为 69%，阳性预测值为 81%，阴性预测值为 75%。 

研究结论：磁共振成像在鉴别诊断 X线钼靶显示的单纯性钙化的价值有一定局限性，是临床应

用受到限制的一个重要原因。 

   

 

 
PU-2605 

浆细胞性乳腺炎的 MR 诊断 

 
王萍,李相生,祝红线,樊红霞 

空军总医院 100142 

 

研究目的：研究浆细胞乳腺炎的 MR表现，提高浆细胞乳腺的正确诊断率。 

研究方法：对我院收集的 25例浆细胞乳腺炎的 MR表现进行回顾性分析，评价指标包括：病变

部位、形态、时间-信号强度曲线。 

研究结果：单区域病变 15例，多区域病变 10例；位于乳头下方区域 8例，位于外上象限 3

例，位于内上象限 2例，多象限分布 5例；弥漫分布 7例。病变形态表现片状强化 5例，表现

为片状强化合并乳腺导管扩张 10例，有脓肿形成 5例，肿块形成 5例。 

研究结论：磁共振成像可以充分显示浆细胞性乳腺炎的 MR征象，片状强化合并乳腺导管扩张

有助于浆细胞性乳腺炎的诊断。 

   

 

 

PU-2606 

男性乳腺癌的磁共振影像学表现及与炎性肉芽肿的鉴别 

 
何翠菊,罗娅红,于韬 

辽宁省肿瘤医院 110042 

 

目的 探讨男性乳腺癌的 MR影像学表现及与乳腺炎性肉芽肿病变的鉴别诊断特征。材料与方

法 经手术和病理证实男性乳腺癌 4例，乳腺炎性肉芽肿 6 例。所有患者均行 MR动态增强和

DWI成像。结果 二组病变发病部位均为乳头后，均表现为肿块性病变。乳腺癌组形态上卵圆

形 2例、不规则形 2例；边缘光整和不规则形各 2例；内部强化不均匀 1例和边缘强化 3例；

2例病变累及皮肤；TIC曲线表现为Ⅲ型 3例，Ⅱ型 1例；ADC值均值 0.897×10
-3
 mm

2
/s。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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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肉芽肿组形态上卵圆形 2例、不规则形 4例；边缘不规则和星芒状各 2例；内部强化不均匀

2例和边缘强化 4例；TIC曲线均为Ⅱ型平台型。ADC值均值 0.901×10
-3
 mm

2
/s。乳腺癌病灶

边缘强化明显，中心强化低于边缘（3例）或不均匀强化（1例）；炎性肉芽肿组病灶内见范

围不等无强化区（4例），此无强化区于 T2WI呈明显高信号和在动态图像上可以观察到离心

性强化和病变边缘逐渐模糊改变（2例）。 

结论 男性乳腺癌与炎性肉芽肿病灶病灶内部强化方式和强化曲线在二组疾病鉴别诊断中发挥

重要作用。乳腺癌病灶内部不均匀强化或边缘强化明显，中心强化低于边缘，曲线以Ⅲ型曲线

为主；炎性肉芽肿组病灶内见范围不等无强化区或者在动态图像上可以观察到离心性强化和病

变边缘逐渐模糊改变，强化曲线为Ⅱ型。 

   

 

 
PU-2607 

乳腺导管内乳头状瘤的 MR 诊断 

 
何翠菊,于韬,罗娅红 

辽宁省肿瘤医院 110042 

 

目的：分析乳腺导管内乳头状瘤的 MR表现。材料和方法：回顾性分析经手术和病理证实的 40

例乳腺导管内乳头状瘤的 MR影像学表现，包括病变形态学、信号强度、肿块内部强化特征及

动态增强曲线类型。并将大体病理所见与 MR表现相对照。结果 导管内乳头状瘤的形态学、

信号强度、内部强化特征及动态增强曲线多样化。既有单发病灶,又有多发病灶；既有肿块性

病变又有非肿块性病变；信号强度表现为稍高信号、高信号和混杂稍高信号；形态圆形或卵圆

形边缘光滑、分叶状或不规则形边缘毛刺、沿导管走行方向分布多发结节及肿块；增强内部特

征为均匀强化、不均匀强化和边缘强化；强化曲线为Ⅱ型和Ⅲ型。结论 圆形和卵圆形边缘光

滑，T2WI内部有明显高信号区并且增强后该区无强化的肿块是 BIDP的典型特征性表现；部分

导管内乳头状瘤病的 MRI 表现与乳腺癌有相似之处；MRI 能较准确地发现与定位病灶对病变

范围的术前评估具有重要意义。 

   

 

 

PU-2608 

弥散加权成像 ADC 值在乳腺非肿块型强化病灶中的初步探讨 

 
沈璐 

上海市东方医院 200135 

 

目的：初步探讨乳腺 DWI(Diffusion-Weighted MRI)成像中 ADC(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ent)值在乳腺非肿块型强化病灶中的良恶性鉴别的价值。 

方法：回顾性分析乳腺 126 例非肿块型病灶，所以病灶经组织病理学最终确定。其中恶性病灶

为 86例，良性病灶为 40例。所以图像均在 1.5TMRI上采集，并行 DWI及 DEC-MRI检查。对病

灶的分布，内部的强化类型，病灶的 ADC值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在 DCE-MRI图像上，当病灶呈段样或导管样分布时，多为恶性，敏感性为 68.8%，特异

性为 63.6%，阳性预测率（PPV）为 73.3%，阴性预测率（NPV）为 58.3%。动态增强曲线分析

并不能准确的区分非肿块样强化病灶的良，恶性。恶性病灶的平均 ADC值 0.968*10(-

3)mm(2)/s，b=1000s/mm(2)与良性病灶的平均 ADC值 1.207*10(-3)mm(2)/s，b=1000s/mm(2)

两者之间无明显统计学差异。ROC曲线分析显示，区分良恶性肿瘤的有效 ADC值为 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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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mm(2)/s。恶性病灶的 ADC 值多较良性病灶来的低。运用这个 ADC值对病灶检查的敏感性为

68.8%，特异性 72.7%，阳性预测率为 78.6%，阴性预测率为 61.5%。ADC值与 DEC-MRI两者结

合，可提高敏感性至 93.8%，阴性预测率至 85.7%。但是特异性降低至 54.5%。 

结论：ADC值并不能充分提高 DCE-MRI对非肿块样强化病灶鉴别诊断的敏感性，但能提高病灶

检出的敏感性及阴性预测率。 

   

 

 

PU-2609 

MRI Features and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Phyllodes 

Tumor and Pure Mucinous Breast Carcinoma 

 
曲宁,罗娅红 

中国医科大学肿瘤医院，辽宁省肿瘤医院 110042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MRI features and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phyllodes 

tumor(PT) and pure mucinous breast carcinoma（PMBC）. Methods MR images of 16 

patients with PT and 23 patients with PMBC confirmed by pathology were analyzed 

retrospectively.The features were compared with SPSS software. Results The 

patients of PT were younger than that of PMBC（P<0.05）.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signal features of T1 and T2,enhancement pattern,time-signal 

intensity curve(TIC) between the two groups（P<0.05）. The features including 

size,shape,margin of mass and the incidence of dark internal septation and 

adjacent vessel sign(AVS) we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between the two 

groups（P>0.05）. Conclusion MRI signs of PT and PMBC may overlap,but to analyze 

these MRI findings comprehensively will contribute to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these two diseases. 

  

   

 

 
PU-2610 

乳腺癌腋窝淋巴结转移与其病理分子亚型的相关性分析 

 
谭红娜

1
,王攀歌

2
 

1.河南省人民医院 

2.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摘要】目的：探讨乳腺癌腋窝淋巴结转移与其病理分子亚型的相关性。材料与方法：回顾性

分析病理证实的 145例乳腺癌患者的临床及病理学资料。根据雌激素受体(ER)、孕激素受体

(PR)、人类表皮生长因子受体 2(Her-2)及 Ki-67的表达情况，将其分为 Luminal A型、

Luminal B型、HER-2过表达型及 Basal-like型，比较不同分子亚型腋窝淋巴结转移率的差

异，并分析影响腋窝淋巴结转移的相关因素。结果：(1)在本组 145例患者中，共 87例(60%)

患者证实伴有腋窝淋巴结转移；免疫组化结果提示 ER、PR 及 HER-2的阳性率依次为 63.4% 

(92/145)、53.8%(78/145)和 32.4% (47/145)，且 13.1%(19/145)的患者 Ki-67＜14%。⑵研究

表明浸润性癌、ER及 PR阴性、以及 Ki-67高表达的乳腺癌患者较易发生腋窝淋巴结转移，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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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而患者年龄>50岁、HER-2的表达与否对腋窝淋巴结转移关

系不大(P＞0.05)。(3)145 例乳腺癌患者中，Luminal A型 12例(8.3%)，Luminal B型 84例

(57.9%)，Basal-like型 24 例(16.6%)，HER-2过表达型 25例(17.2%)，腋窝淋巴结转移在各

分子亚型中的比例分别为 25.0%、54.8%、70.8%和 84.0%；HER-2过表达型乳腺癌腋窝淋巴结

转移率最高，Basal-like型次之，Luminal A型最低，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4.259, 

P<0.05)。结论：病理类型为浸润性癌、ER及 PR阴性、Ki-67高表达及 HER-2过表达型乳腺癌

患者较易发生腋窝淋巴结转移。 

   

 

 

PU-2611 

乳腺粘液癌影像学特征与病理分型相关性分析 

 
谭红娜,付芳芳 

河南省人民医院 450003 

 

【中文摘要】目的 探讨乳腺粘液癌(breast mucinous carcinoma, BMC)的影像学表现与病理

学分型的相关性。材料和方法 回顾性分析 35例病理证实为乳腺 BMC的 X线及 MRI资料(包括

34例 X线和 17例 MRI)，并与病理学结果相对照。结果 ⑴ 35例 BMC患者中，病理分型为

单纯型 28例(80%)，混合型 7例(20%)；Luminal A型 30例(85.7%)，Luminal B型及 HER-2过

表达型各 2例(5.7%)，Basal-like型 1例(2.9%)。⑵在 34例 BMC患者的 X线图像上，29例

(85.3%)表现为肿块样病灶，3例为非对称性致密，2例无异常发现；且 55.2%(16/29)的肿块

样病灶边缘可见小分叶，34.5%(10/29)的肿块样病灶边缘显示不清。分析 32例 MBC患者 X线

阳性表现与病理类型及分子亚型相关性，二者在病灶形态学特征(包括密度、形状及边缘)、钙

化方面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⑶在 17例患者 MR图像上，94.1%(16/17)的病灶在 T2W

图像上呈明显高信号，11例病灶边缘可见小分叶，5例边界不清；增强后 17例患者均发现肿

块样病灶， 8例患者表现为边缘环状强化，2例无强化。分析其与病理分型的相关性，在病灶

形状、T2信号、病灶边界、内部增强形式、时间信号曲线及淋巴结转移与否方面均无统计学

意义。⑷BI-RADS 分类为 5类 (41.2%, 14/34)在乳腺 X 线摄影及 MRI检查(35.3%, 6/17) 中

所占的比例最大；若 BI-RADS 4b 认为是可疑恶性病灶，乳腺 X线摄影及 MRI诊断 BMC 的误诊

率分别为 35.3%(12/34)和 29.4%(5/17)。结论 BMC病理分型以单纯型及 Luminal A型多见，

且不同病理分型的 BMC影像学表现有所不同，但二者却没有明显的相关性。X检查可作为 BMC

首选的检查，但最终诊断仍需结合临床病理。 

   

 

 
PU-2612 

PET/CT 对三阴乳腺癌的应用价值 

 
刘杰,王唱 

辽宁省肿瘤医院 110042 

 

乳腺癌是危害女性健康的发病率最高的恶性肿瘤，其发病率近年呈逐步上升趋势；三阴性乳腺

癌(TNBC)占所有类型乳腺癌的 10%-20.8%。该亚型乳腺癌组织学级别较高,侵袭性强, 对内分

泌治疗和靶向治疗效果差,尤其易发生远处转移,预后较其他类型乳腺癌差。若能通过影像学检

查筛选可疑的 TNBC，并通过组织及细胞学检测，确定其病理和受体表达类型，将对治疗方案

的确定有着重要的意义；另外监测复发和评价治疗反应是乳腺癌治疗的重要方面。PET/CT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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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身性的检查技术，对乳腺癌患者检测复发和评价治疗反应具有重要价值。本文综述了

PET/CT与其它影像学检查技术如 PET/MR、CT及 BS、US等在三阴乳癌转移复发方面的对比及

优势；评价了乳腺癌相关肿瘤标志物升高与 PET/CT显像评价复发转移的作用；以及利用

PET/CT评价新辅助化疗治疗的价值。  

 

 

PU-2613 

非特异性肉芽肿性小叶性乳腺炎的 MR 影像特点分析 

 
陶娟,扬帆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430022 

 

  

目的：探讨非特异性肉芽肿性乳腺炎(IGLM)的磁共振成像(MRI)表现特征，提高对

该病的诊断正确率。 

方法：收集本院 2013.1—2017.7 期间经病理证实的 15 例 IGLM 患者回顾性分析其

临床特征及影像表现（包括临床资料和病变形态、信号、动态增 强方式、时间信

号强度曲线(Tic)、ADC 值等 MRI 影像学特征进行回顾性分析 ）。 

结果：DCE-MRI：病灶动态增强显示较正常乳腺组织明显，病灶强化后。分布形态

表现为肿块样强化分布/非肿块样强化分布。肿块样强化（6 例）；区域性/节段强

化（8 例），条索状强化（1 例），环形强化（3 例），部分患乳有多种强化形

态。病灶内部强化表现：均匀强 12 化例，厚壁环形强化 2 例，薄壁环形强化 1

例。TIC： Ⅰ 型（1 例），Ⅱ型（14 例），III 型（0 例）。其中 5 例病灶与炎性乳

腺癌鉴别困难。 

结论：年轻经产女性，因乳腺肿块就诊，发生部位无特异性；病变处于炎症不同的

进展时期，病理及对应的影像表现不同；MRI 形态学改变（片状或类肿块样强化、

其内可伴有小环形囊性病灶，临近皮下脂肪间隙或乳后间隙半水肿）有一定诊断提

示作用。   

 

 

PU-2614 

动态增强 MRI 时间-信号曲线最大线性斜率值及扩散加权成像

ADC 值对鉴别乳腺良恶性病变的价值 

 
胡利平,刘岚 

江西省肿瘤医院/江西省第二人民医院 330029 

 

【摘要】 目的 探讨联合应用动态增强 MRI时间-信号曲线（TIC）最大线性斜率值与扩散加权

成像 ADC值对乳腺良恶性病变的诊断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 MRI平扫及动态增强检查的

40例乳腺病变患者，对 TIC 进行后处理得出最大线性斜率（Slope），同时以 b值﹦

1000 mm2/s进行扫描测量计算 ADC值，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并绘制 ROC曲线检验诊断效能，

计算单独诊断及两者联合应用在诊断中敏感性、特异性、准确性的差异。 结果 经手术病理

证实，其中良性 16例、恶性 24例，良性病变与恶性病变的 Slope值分别为 5.42±2.53 和

18.2±8.11，恶性病变组 Slope值明显大于良性病变组，两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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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良性肿瘤平均 ADC值（1.395±0.318）×10-3mm2/s，而恶性肿瘤平均 ADC值

（0.824±0.201）×10-3mm2/s，二者比较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应用 Slope值或 ADC

值单独诊断，其敏感性、特异性及准确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Slope值联合 ADC值具有最优

诊断效能，ROC曲线下面积为 0.947。 结论 联合 MRI动态增强时间-信号曲线最大线性斜率

Slope值与扩散加权成像 ADC 值对乳腺良恶性病变的鉴别有价值。 

   

 

 

PU-2615 

导管原位癌微浸润的影像学改变及病理分型的关系 

 
于湛,张慧宇,刘丹青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00 

 

目的：分析乳腺导管原位癌微浸润的影像学改变与其病理分型的相关性。 

方法：收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015年 5月至 2016年 12月期间接受手术且经病理证实的

的所有乳腺导管原位癌及乳腺微浸润癌病例，对其影像学改变及病理资料进行统计分析,并对

乳腺微小浸润癌患者进行随访,分析其临床病理特点与局部复发或转移的相关性。 

结果：DCIS患者中多发病灶的存在与肿瘤间质微浸润的发生有关，X线测量肿瘤最大直径<2.0 

cm的 DCIS患者生存率高于直径≥2.0cm患者。 

结论：具有多发可疑病灶的 DCIS伴或不伴可疑浸润的患者存在微浸润的可能性大。肿瘤最大

直径<2.0 cm的患者可能有更高的生存率,但未发现其与 DCIS局部复发或转移有关。  

 

 
PU-2616 

乳腺对比能谱增强摄影技术在致密型乳腺中的应用体会 

 
于湛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00 

 

 

乳腺癌在我国乃至全球的发病率均逐年上升,在女性恶性肿瘤中已居首位。乳腺 X线摄影是筛

查乳腺癌最常用、最有效的检查方法。由于东方女性腺体组织多，脂肪组织少，大多是致密型

乳腺，常影响病变的检出与诊断。数字对比能谱增强摄影技术则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陷。   

 

 
PU-2617 

乳腺ＤＢＴ摄影与ＦＦＤＭ的辐射剂量和图像质量对比分析 

 
张雪琴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610041 

 

目的 ：探讨数字化乳腺断层融合 X线摄影（ＤＢＴ)与全视野 X线数字化乳腺摄影(ＦＦＤ

Ｍ) 两种不同摄影方法，比较两种摄影受检者所受辐射剂量-平均腺体剂量（ＡＧＤ）差异和

图像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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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2016年 2月至 2016 年 5月来本院就诊的乳腺病患者 100例，多在体检或自扪中发现乳

腺肿块。本研究符合 HIPAA,获机构伦理委员会批准,入组研究的受试者将提供自愿签署的书面

知情同意书。在乳腺 X机为美国 GE全数字化钼铑双靶乳腺机进行,首先双侧乳腺三维融合 DBT 

检查,并且在同一压迫模式下进行 MG图像采集。得到 MG和 DBT的正斜位图像。均选择自动曝

光模式，得到的图像质量符合临床诊断要求，并依次记录下每个受检者的皮肤所受辐射剂量、

平均腺体剂量。所测得的平均腺体剂量结果，采用随机区组设计的方差分析进行统计学分析，

并且对两组图像的灵敏度、特异度进行对比分析。 

结果 ：DBT所受辐射剂量的平均腺体剂量的均值为士 1.35mGy，MG所受辐射剂量平均腺体剂

量的均值为士 1.12mGy ，DBT+MG所受辐射剂量的平均腺体剂量的均值为士 2.37mGy。当影像

质量达到临床诊断的要求时，在同一患者同一压迫状态下拍摄的 DBT剂量稍大于 FFDM剂量，

同时进行 DBT+MG检查会导致所需辐射剂量会有所增加，但是辐射剂量符合国际放射协会规定

的 3mGy范围内，是可以接受的. 两组图像的灵敏度、特异度,采用 t 检验分析比较, DBT+MG

组明显高于 MG组，P＜ 0 .05, 具有显著性差异，提高了乳腺肿块性病变的发现率。 

结论 ：由于 DBT对乳腺病筛查和诊断的高灵敏度和高特异度，可提高乳腺肿块性病变的发现

率，未来将有可能成为评估乳腺病筛查的选择之首。  

 

 
PU-2618 

3.0T MR 双源射频发射技术在乳腺成像中的应用价值 

 
高佳音 

北京医院 100730 

 

目的：研究单源与双源射频发射技术对临床乳腺 MR成像的影响 

材料和方法：22名受试者进行 3.0 T MR乳腺成像，检查序列包括轴位脂肪抑制快速自旋回波

T2WI（TSE-T2WI）、非脂肪抑制快速自旋回波 T1WI（TSE-T1W）、 THRIVE (3D快速场回波) 

和 DWI(自旋回波-回波平面成像)序列。每一序列均在单源和双源的激发模式下进行双重采

集，采用成对 t检验、Wilcoxon秩和检验比较单、双源图像的均匀性、对比度及病灶的显著

程度。2名放射科医师独立进行阅片，采用 Kappa检验比较读片者之间的诊断一致性。 

结果：单源和双源发射技术均检测到了 24个病灶。对于 SE序列，与单源发射技术比较，双源

发射技术的图像均匀性得到提高(P = 0.00)，扫描时间缩短。DWI 序列双源发射技术的伪影显

著减轻(P = 0.00)，从而提高病灶的显著程度（P = 0.00），但图像对比度并没有提高。SE

序列病灶的显著程度二者没有明显差异(P = 0.00)。对于 THRIVE序列，图像均匀性、对比

度、采集时间和病灶显著程度方面二者均没有明显差异。 

结论：双源发射技术的应用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乳腺 MR图像质量，但在提高病灶的检出率和

判断病灶特征方面的价值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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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619 

Intravoxel Incoherent Motion 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 (IVIM) versus Dynamic Contrast-enhanced MRI 

(DCE): Comparison of the Diagnostic Performance of 

Perfusion-related Parameters in Breast 

 
jiang lei 

Beijing Hospital 100730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diagnostic performance of the perfusion-related 

parameters of IVIM for breast lesions, compared with DCE. 

Methods—Fifty-nine patients with both IVIM and subsequent DCE were enrolled. 

Perfusion-related parameters of IVIM (perfusion fraction, f; pseudo-diffusion 

coefficient, D*) as well as model-based and model-free parameters of DCE were 

measured. Receiver operating curve (ROC) analysis and correlations between the 

IVIM and DCE parameters were performed. 

Results—Thirty-one malignant and thirty-five benign lesions were pathologically 

proved. The area under the ROC curves of D* plus f (AUCf+D*) was 0.834. The combined 

AUC of all model-based DCE paramaters (AUCmodel-based) was 0.904. The combined AUC of 

all model-free DCE parameters ( AUCmodel-free) was 0.876. AUCf+D* ha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ith either AUCmodel-based or AUCmodel-free.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was 

found between f or D* and DCE-derived parameters. 

Conclusion—IVIM has the same value in differentiating malignant and benign breast 

lesions, compared with DCE, in terms of perfusion-related parameters. 

   

 

 
PU-2620 

扩散峰度成像模型与传统扩散加权成像单指数模型 

鉴别乳腺肿块良恶性的对比分析 

 
周卫平,陈宏伟,方向明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市人民医院 214000 

 

目的 对比扩散峰度成像（DKI）模型与传统 DWI单指数模型对乳腺良恶性肿块的鉴别诊断价

值。方法 对 78例乳腺肿块患者于术前行 MR检查，包括常规平扫、传统 DWI、DKI及动态对比

增强（DCE）扫描。通过传统 DWI单指数模型获得病灶的 ADC值，通过 DKI模型获得病灶的平

均扩散峰度（MK）及平均扩散系数（MD）值。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比较乳腺良恶性肿块间

ADC、MK、MD值的差异。以 ROC曲线评价 ADC、MK和 MD值对乳腺恶性病灶的诊断效能。并采

用 X2
检验比较 MK、MD、MK联合 MD值的曲线下面积（AUC）与 ADC值的 AUC间的差异。 结果 

78例共 87个病灶，其中良性病灶 29个，恶性病灶 58个。恶性病灶的 ADC和 MD值明显低于

良性病灶（P均<0.001），MK值明显高于良性病灶（P<0.001）。良性及恶性病灶的 MD值均高

于其 ADC值(P<均 0.001）。以 ADC值诊断乳腺恶性肿块的敏感度、特异度、准确率分别为

86.21%、89.66%、准确率 87.36%；MK值的敏感度、特异度、准确率分别为 84.48%、96.55%、

准确率 88.51%；MD值的敏感度、特异度、准确率分别为 82.76%、93.10%、准确率 89.66%。M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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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 AUC及 MK联合 MD值的 AUC均为 0.94，且均高于 ADC值的 AUC（χ2
=5.90，P=0.02；

χ2
=5.90，P=0.02），而 MD 与 ADC值的 AUC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

=0.15，P=0.70）。结论 

相对于传统 DWI单指数模型，DKI模型更有利于乳腺肿块良恶性的鉴别。 

   

 

 

PU-2621 

乳腺叶状囊肉瘤钼靶 X 线诊断（附 11 例分析） 

 
吉华明 

泰州市人民医院 225300 

 

目的探讨乳腺叶状囊肉瘤的 X线特征及诊断价值 【方法】 回顾分析 2004年 5月至 2008 年

12月 11例经手术病理的乳腺叶状囊肉瘤的钼靶检查及相关资料 【结果】 11例乳腺叶状囊肉

瘤，其中 2-5cm4例，边缘光滑呈圆形致密影，密度均匀，5cm以上 7例，呈分叶状外形，边

缘光滑，周围血管影增粗 【结论】 肿块巨大，呈分叶状或多囊状，境界清楚锐利，血管影粗

大迂曲，是诊断乳腺叶状囊肉瘤的重要依据。 

   

 

 

PU-2622 

乳腺癌毛刺征与免疫组化 ER、PR、C-erbB-2 

表达的相关性研究 

 
张宝荣 

宝鸡市中心医院 721008 

 

 

  

目的 研究毛刺征与分子生物学指标 ER、PR、C-erbB-2表达间的相关性。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

院自 2013年 7月至 2015年 3月经病理证实的原发性乳腺癌 158例，术前均行乳腺 X线摄影，

以 BI-RADS为标准，记录乳腺癌肿块的边缘情况及乳腺癌术后免疫组化 ER、PR、C-erbB-2表

达情况。经纳入及排除标准后，符合研究对象者共计 102例，将其分为有毛刺组和无毛刺组，

与 ER、PR、C-erbB-2表达情况进行卡方检验，应用 SPSS17.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果 102例乳腺癌包括浸润性导管癌 90例，导管内癌 9例，浸润性小

叶癌 3例。X线摄影病灶边缘有毛刺 55例，无毛刺 47例。免疫组化结果：ER阳性表达 66

例，PR阳性表达 50例， C-erbB-2阳性表达 45例。乳腺癌毛刺征与 ER、PR阳性表达有统计

学意义，乳腺癌毛刺征与 ER阳性表达的 X
2
=15.305，P<0.0001，乳腺癌毛刺征与 PR阳性表达

的 X
2
=5.759，P<0.016，而与 C-erbB-2阳性表达无统计学意义，乳腺癌毛刺征与 C-erbB-2阳

性表达的 X
2
=0.821，P<0.365。结论 乳腺癌毛刺征与 ER、PR阳性表达存在相关性，提示乳腺

癌毛刺征与部分分子生物学指标的表达存在相关性，对预测乳腺癌的生物学行为、判断预后、

指导临床治疗方案的选择有一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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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623 

乳腺叶状肿瘤的 MR 诊断价值 

 
闵庆华,吕良靓,杨静 

上海市同仁医院 200336 

 

摘要： 目的：乳腺叶状肿瘤极易误诊，本文主要探讨乳腺 MR在叶状肿瘤中的诊断价值。材料

与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 2007－2014年手术病理证实为乳腺叶状肿瘤 MRI影像学表现共 5

例，从形态学、血流动力学和 DWI分子学进行归纳总结。结果：5例乳腺叶状肿瘤中，1例为

恶性叶状肿瘤（22岁）， 2例为良性乳腺叶状肿瘤（46岁，61岁），2例为交界性叶状肿瘤

（57、64岁）。肿块最大径为 2－22cm，其中 1例恶性和 1例良性肿块呈短期内进行性增大。

影像学表现，1例乳腺 X线表现边缘光整锐利无分叶高密度肿块，可见“晕征”。5例 MRI均

表现为圆形、分叶状肿块，2例边缘光整锐利（分别为交界性和良性），2例边缘毛糙（分别

为交界性和恶性叶状瘤），1例为多发病灶（良性叶状瘤）；增强扫描：1例良性和 2交界性

例呈均匀强化，1例良性呈不均匀强化，内见低信号强化分隔，1例恶性为不均匀强化；时间

－信号强度曲线 1例良性和 1例恶性为平台型，2例交界性为持续上升型，1例良性为速升速

降型。1例恶性 b＝1000 s/mm
2
测得 ADC值 0.761 mm

2
／s。结论：乳腺叶状肿瘤在 MR表现上为

多样性，需临床病史、MR形态学、动态增强曲线以及 ADC值综合分析才有助于良恶性病变的

判断。 

   

 

 

PU-2624 

乳腺癌在应用钼靶诊断分析 

 
于洪波,高岩峰 

内蒙古自治区肿瘤医院 010020 

 

目的：分析乳腺钼靶 X线摄影诊断乳腺癌的应用优势及不足。材料与方法：回顾性分析 33例

经手术病理证实乳腺癌钼靶 X线影像资料，进行 BI-RADS分类，后于病理结果对比分析。结

果：33例乳腺癌资料 BI-RADS 分类：0类 3例，I类 1例，II类 0例 III类 0例，IV类 13

例，V类 16例，恶性诊断符合率 84%。BI-RADS分类与术后病理结果比较，0类~III类符合率

较差，本次结果没有诊断正确病例，IV~V类诊断符合率较高，均为 100%。结论：乳腺钼靶 X

线对钙化显示敏感，对退化型腺体病变显示好，而对于腺体致密的乳腺，病灶诊断正确率低，

对于病灶的位置及大小显示不准确。  

 

 

PU-2625 

钼靶及超声对乳腺癌诊断价值的比较 

 
阎辉,高岩峰 

内蒙古自治区肿瘤医院 010020 

 

目的 分析乳腺肿块的恶性征象，比较钼靶和超声对乳腺癌的诊断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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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整理 2012年 9月至 2016年 3月我院确诊并手术的乳腺癌患者 46例，术前均行钼靶和超

声检查，术后取得病理，钼靶主要观察肿块形态和钙化，超声的指标包括肿块形态、钙化和血

流，采用 BI-RAD分级系统，以 4、5级为阳性统计恶性征象的检出率和诊断灵敏度。 

结果 术后病理包括浸润型导管癌 26例、浸润型小叶癌 5 例、原位癌 6例、腺癌 8例，混合癌

1例；钼靶检出恶性形态 29 例（63.0%）、微钙化 19例（40.8%），诊断灵敏度为 82.6%

（38/46）；超声检出恶性形态 30例（65.2%），微钙化 10例（21.1%），RI≥0.7 者 31例

（67.4%），灵敏度为 87.1%（40/46），钼靶和超声对恶性形态检出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X2
=0.05，p>0.05），对微钙化和异常血流检出率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

=4.18，p<0.05；
X2
=46.76，p<0.05），诊断灵敏度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X2

=0.36，p>0.05）。 

结论 钼靶和超声对乳腺恶性肿块的检出率较高，已成为首选检查方法；钼靶对微钙化的检出

高于超声，而后者在血流方面有明显优势，二者长短互补，应作为乳腺肿块检查的“黄金组

合”在临床上推广。 

   

 

 
PU-2626 

乳腺组成致密类型的乳腺 X 线摄影平均腺体剂量研究  

 
高燕 

上海市同济医院 200065 

 

目的：探讨 ACR新分型 c、d乳腺类型的数字化 X线摄影中平均腺体剂量与压迫力、乳腺厚度

相关性。方法：回顾分析荷兰飞利浦公司 mammo乳腺 X线摄影系统检查的 c、d乳腺类型患者

各 50例。管电压、管电流为机器根据组织压迫厚度自动选择。管电压范围 26-28KVp。根据腺

体厚度分为 5组，≤30mm，30-40 mm，40-50 mm，50-60 mm，≥60 mm 以上。记录曝光时腺体

厚度（mm）、压力（N）、平均腺体剂量（mGy）。结果：c、d型两种类型乳腺在实际检查中

接受压迫板压力差别没有显著性（c型：133.50±30.06, d 型：123.89±34.33，p=0.18），

两者之间腺体厚度差异具有显著性（c型：45.31±8.11,d 型：28.03±8.52，p=0.008），c

型平均腺体剂量稍小于 d型，没有统计学差异（c型：1.67±0.48, d 型：1.79±0.64，

p=0.34）。对于不同摄片体位，MLO位腺体厚度大于 CC位（MLO: 45.6±12.10,CC: 

39.02±11.70; P=0.02），且接受压迫板的压力更大(MLO: 145.80±28.05,CC: 

113.50±26.80; p=0.000)，有统计学差异。但两者间平均腺体剂量无显著差异

（CC:1.75±0.5，MLO:1.70±0.50,p=0.71）。对于不同腺体厚度，CC位压力与腺体厚度呈明

显负相关，平均腺体剂量与厚度呈正相关。对于不同腺体厚度，1~5各组间压力差别不具有显

著性（p=0.554），平均腺体剂量具有明显统计学差异。结论：平均腺体剂量在 c、d两种类型

乳腺构成、不同摄片体位中均没有明显区别，纤维腺体构成致密的乳腺腺体厚度相对较小，通

过增加压力，降低腺体厚度，自动调节管电流，减少辐射剂量。不同腺体厚度的乳腺接受的平

均腺体剂量具有明显差异性，提示实际检查中应注意技术操作与辐射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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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627 

病理性乳头溢液的影像学诊断研究 

 
高燕 

上海市同济医院 200065 

 

 

目的：探讨病理性乳头溢液的影像学检查诊断模式及磁共振潜在性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

48例病理性乳头溢液患者的临床、影像学资料。均为女性，年龄 23-68岁，平均

（41.3±2.1）岁。单侧乳头溢液 29例（60.4%），自发性溢液 37例（77.1%），血性溢液 23

例（47.9%），清亮或浆液性溢液 19例（39.6%）。MR检查序列包括常规 T1WI、T2WI脂肪抑

制、DWI、动态增强 T1加权容积内插序列（VIBE），其中 6例接受 T2加权三维稳态进动结构

相干序列 3D-CISS、三维质子加权快速自旋回波 3D-SPACE 及 2D薄层 HASTE检查。图像后处理

包括肿块强化、非肿块强化病灶的增强时间信号强度曲线及 ADC值测量，最大信号投影。结

果：接受临床非手术处理并随访观察 27人，接受穿刺活检或手术病理者 21人。经手术病理证

实、临床随访发现大导管内乳头状瘤 8例，多发性导管内乳头状瘤 1例，导管内乳头状癌伴

DCIS1例，导管内癌 1例，浸润性导管癌 1例，炎症性疾病 3例，乳管扩张症 6例，纤维囊性

改变 27例。超声阳性者 32/38例，X线摄影阳性者 11/34例，乳导管造影阳性者 15/18例。

MRI阳性发现者 17/23例（肿块 8例，非肿块强化 6例，其中乳导管扩张 15例）。T1WI 包括

VIBE增强前序列异常 9例，T2WI异常 5例，DWI异常 14例，动态增强 VIBE异常 20例（时间

信号强度曲线Ⅰ型 6例，Ⅱ型 7例，Ⅲ型 7例），磁共振乳管成像序列 3D-CISS阳性 6/6 例，

3D-SPACE阳性 5/6例，2D-HASTE阳性 4/6例。磁共振及磁共振乳管成像检查与超声、乳导管

造影符合率达 100%。结论：病理性乳头溢液患者超声结合乳导管造影为最优方案。部分患者

常规磁共振序列结合磁共振乳管成像是必要的补充，能够提示更多的导管内外有价值的信息，

有助于临床全面评估、诊治。   

 

 
PU-2628 

不同分子亚型乳腺癌的磁共振影像诊断研究 

 
高燕 

上海市同济医院 200065 

 

目的：探讨不同免疫组化分子亚型乳腺浸润性导管癌磁共振影像表现特点。方法：回顾性分析

30例经手术病理证实为乳腺浸润性导管癌患者 3.0T磁共振影像特点。包括形态学、动态增强

时间信号强度曲线（TIC）特征、ADC值。根据手术标本免疫组织化学检测雌激素受体

（ER）、孕激素受体（PR）、人类表皮生长因子受体 2（HER-2）表达水平分为 4种亚型：

Luminal A型、Luminal B型、HER-2过表达型、基底样型。结果：Luminal A型 2例、

Luminal B型 12例、HER-2过表达型 14例、基底样型 2 例。单发 21例，多发 9例，不同分子

亚型乳腺癌形态学不具特征性。四种不同分子亚型病灶平均 ADC值分别为（0.807±0.02）

×10-3mm2/s,（0.953±0.118）×10-3mm2/s,（1.183±0.191）×10-3mm2/s,

（0.961±0.103）×10-3mm2/s（F=1.915,p=0.216）。最小 ADC值分别为（0.630±0.013）

×10-3mm2/s,（0.825±0.089）×10-3mm2/s,（0.987±0.139）×10-3mm2/s,

（0.704±0.015）×10-3mm2/s，具有统计学差异（F=4.745,p=0.014）。HER-2过度表达型与

其余三组 Luminal A型、Luminal B型、基底样型最小 ADC值差异均有显著性（p=0.024、

0.044、0.010）。Luminal A 型与 Luminal B型的 TIC曲线可呈速升平台或速升速降

型。 HER-2过表达型的 TIC 曲线呈缓升持续型 3/12、速升平台型 5/12、速升速降型 4/12。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3998 

 

基底样型的 TIC曲线呈速升速降型。结论：不同分子亚型乳腺癌因病理基础不同，表现出不同

MRI影像特征，HER-2过表达型 TIC曲线表现多样，但其扩散受限特点及最小 ADC值有一定鉴

别价值。 

   

 

 

PU-2629 

改良切线位 X 线摄片在乳腺可触及肿物诊断中的应用 

 
杨光,谷铁树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050000 

 

目的 探讨改良切线位在临床可触诊肿物的乳腺 X线影像诊断中的作用。方法 对 82例临床可

触诊到乳腺肿物的患者行常规体位（CC+MLO）投照，并对肿物行改良切线位（）投照，将

（CC+MLO）图像作为常规组，将加照改良切线位组（CC+MLO +MTNA）设为试验组。由 2位高年

资副主任乳腺影像诊断医师对两组图像进行分析，记录数据及结论进行对比研究。探讨两组肿

物显示率、肿物边缘细节及周围征象显示情况，肿物边缘及周围征象显示对报告 BI-RADS 分类

即良恶性可能性评估的影响及临床诊断结果与病理结果符合率。结果 加照改良切线位组与对

照组比较，肿物细节征象显示率、BI-RADS分类准确率以及病理诊断符合率都有明显差异。结

论 乳腺改良切线位是一种便捷有效的补充 X乳腺摄影体位，对乳腺触诊阳性肿物的良恶性分

类诊断具有重要价值。 

   

 

 
PU-2630 

Multiple b-valueDWI in differentiating benign from 

malignant breast lesions: comparison of conventional 

mono-, bi- and stretched exponential model 

 
Chen baoying

1
,Xie Zhuo

1,2
,Hu Yuchuan

1
,Zhang Bei

1
,Yang Di

1
,Nie Pin

1
,Bao Guoqiang

1
,Cui Guangbin

1
 

1.Tangdu Hospital， Fourth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2.Bai qiuen Medical University 

 

Aim: To prospectively evaluate multiple b-value DWI in differentiating malignant 

from benign breast lesions. 

Materials and methods: The study cohort included 103 patients who underwent 12 b-
value DWI using a 3.0-T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The following parameters 

were calculated: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ADC), tissue diffusivity (D), 

perfusion fraction (f), pseudo-diffusion coefficient (D*), distributed diffusion 

coefficient (DDC) and alpha (α).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analyses 

were conducted to determine the optimal thresholds, as well as th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for differential diagnosis. Results: There was good inter/intra 
observer agreement for each of the parameters. The D, D*, f, DDC and α values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mong malignant tumours, benign lesions and normal 

breast tissue (p<0.05). D, f, DDC, α and ADC values demonstrated good sensitivity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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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specificity, respectively. Also, the combined use of D and f or DDC and α 

showed good diagnostic performance.  

Conclusion: The diagnostic performance of the new multi-b DWI variables or 
combined variables is promising. 

   

 

 
PU-2631 

隆乳术后并发症的 MRI 表现 

 
崔文静 

江苏省中医院 210029 

 

BACKGROUND AND PURPOSE：女性乳房是哺乳器官，也是女性特有美的象征，随着人们生活水平

的提高及社会文明的进步，希望通过隆乳术来恢复形体美的女性越来越多，隆乳术不仅应用于

由于乳腺疾病导致乳腺切除的患者，更被广泛应用于一众对于自身形体美追求较高的女性。与

此同时，隆乳术后并发症，尤其是植入假体破裂、内容物外漏所带来的一系列严重不良后果正

逐渐引起患者及临床医生的重视。MRI检查由于其无创性及对隆乳术后并发症显示的高特异性

及敏感性，被越来越多的应用到隆乳术后及长期评估当中。 

MATERIALS AND METHODS：回顾性分析 63名患者，共计 132例假体的 MRI图像。其中植入型假

体 76例，注入型假体 54例，自体脂肪移植型假体 2例。MRI扫描包括 T1加权像、T2压脂像,

弥散像及 T1加权动脉增强像。观察各序列图像中假体边缘、形态、信号及对周围组织的影

响，分析其有无术后并发症，及其并发症的类别及程度。 

RESULT：所有植入型假体中：双腔假体（内囊为硅胶囊，外囊为盐水囊）13例，盐水假体 2

例，硅胶假体 61例。注入型假体中：整体注入型假体 30例，多点注入型假体 24例。另自体

脂肪移植型假体 2例。选取应用最为广泛的 61例植入型硅胶假体及 30例整体注入型假体按照

假体植入年限进行分析，发现隆乳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与假体植入年限呈正相关，并发症的类

别与植入年限也具有一定的相关性。 

CONCLUSIONS：对于各类假体植入术后并发症的 MRI表现进行归纳总结，有助于在临床工作中

及时发现及诊断并发症，达到早诊断、早治疗的目的  

 

 
PU-2632 

能谱对比增强乳腺摄影（CESM）对 BI-RADS 4 类 

微钙化的诊断价值 

 
曹崑,曲玉虹,张晓萌,孙应实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100142 

 

目的：能谱对比增强乳腺摄影（CESM）通过静脉注射对比剂获得增强图像，从而显示乳腺内可

疑病变，比常规乳腺 X线摄影（FFDM）有更高的敏感性，比 MRI有更高的特异性。本研究通过

对一组在 FFDM上诊断为 BI-RADS 4类的微钙化进行 CESM检查，判断 CESM对此类病变的诊断

价值。材料与方法：因常规乳腺 X 线摄影判断 BI-RADS 4的微钙化准备行导丝定位的患者，排

除检查禁忌后接受 CESM检查并成功进行导丝定位获得病理，共计 10位患者 11处病灶。对比

阅片 FFDM及 CESM图像。 结果：9处病灶为腺病或纤维腺瘤，1处为低级别导管原位癌，1处

为浸润性导管癌。CESM良好检出 2例癌，呈剪影图像的不规则强化灶，其余 9处病灶区均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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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异常强化病变。 结论：对 BI-RADS 4 类的微钙化病人，CESM能够帮助有效鉴别钙化的良恶

性，可以帮助临床减少不必要的导丝定位创伤性诊断。  

 

 

PU-2633 

乳腺磁共振筛查技术进展 

 
周丽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30006 

 

摘要   乳腺癌的发病率呈逐年上升和年轻化的趋势，已经居于女性恶性肿瘤之首。乳腺癌是

少数可以通过筛查达到预防及早发现、早治疗从而降低死亡率的肿瘤之一。MRI成像因其具有

良好的软组织分辨率，且是一种无创伤、可重复实施的检查方法，现已广泛应用，在乳腺方面

的应用也趋于成熟。动态对比增强技术（DCE-MRI）是目前最常用的乳腺 MRI技术，它可以从

形态学及血液动力学方面对病变进行准确定位并进一步分析，且具有很高的敏感度和特异度。

DCE-MRI被认为是乳腺癌检测、分期及后期治疗随访的金标准。但是常规乳腺 MRI扫描技术费

用昂贵且耗时长，且 MRI检查存在一些禁忌症，限制了其广泛应用。近年来国外学者首次提出

了 MRI快速检查法，它通过仅仅读取非对比横断位 T1、首次增强减影及最大密度投影重建图

像，对高危乳腺癌患者进行筛查诊断。本文就国内外学者关于乳腺 MR筛查技术应用的研究现

状进行综述。 

结果  MRI快速检查法因其成像时间短及成本效益值高，笔者认为存在很大的应用空间，目

前国内外学者就乳腺 MR筛查技术应用价值研究上还处于探索阶段，其存在的应用价值值得深

入研究。 

   

 

 

PU-2634 

18F-FDG PET/CT 结合 Her-2 基因在乳腺癌 

术后复发转移中的价值 

 
原凌,杨晓棠 

山西省肿瘤医院 030013 

 

目的：探讨
18
F-FDG PET/CT 显像结合 Her-2基因在乳腺癌术后复发转移中的诊断价值以及

SUVmax与 Her-2基因的关系。方法：对 2010年 6月—2017 年 2月在山西省肿瘤医院行

PET/CT显像的 63例乳腺癌术后患者的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女 60例，男 3例，平均年龄

51.25±2.37（28-76）岁，所有患者在行
18
F-FDG PET/CT显像前 3月未行化疗及放疗。计算

18
F-FDG PET/CT诊断乳腺 Ca 术后复发转移的灵敏度、特异度及准确性。根据 Her-2基因是否

扩增分为 Her-2基因阳性组及 Her-2基因阴性组，比较两组
18
F-FDG PET/CT复发转移的检出率

及 SUVmax。P＜0.05有统计学意义。结果：63例乳腺癌患者
18
F-FDG PET/CT显像发现阳性 34

例，阴性 29例，经病理或临床随访证实复发转移的 32例，其中 2例为假阳性。
18
F-FDG 

PET/CT诊断乳腺癌术后复发转移的灵敏度为 100%（32/32），特异度 93.55%（29/31），准确

性为 96.83%（61/63）。32 例中发生胸壁复发 4例，淋巴结转移 25例，骨转移 12例，肺转移

8例，胸膜转移 5例，脾脏、肝脏、肾上腺、卵巢及腰大肌转移各 1例。Her-2基因阳性组 25

例，20例复发转移，检出率为 80%，SUVmax为 8.15±2.21；Her-2基因阴性组 38例，13例复

发转移，检出率为 34.21%，SUVmax为 7.31±2.63。Her-2基因阳性组的复发转移检出率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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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于 Her-2基因阴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
=5. 268，P＜0.05)。但两组的 SUVmax相比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t=0.527，P＞0.05)。结论：
18
F-FDG PET/CT在乳腺癌术后寻找复发转移灶有

很高的灵敏度、特异性及准确性，Her-2基因阳性患者术后更容易发生复发转移。  

 

 
PU-2635 

DCE-MRI 定量增强参数与乳腺癌分子分型相关研究 

 
刘松涛 

山西省肿瘤医院 030013 

 

一：立论依据 

（一）研究意义 

DCE-MRI定量分析，通过监测感兴趣（region of interest ROI)内对比剂的时间－信号强度

变化特点，结合适当的药代动力学模型，计算出具有生理学意义的定量増强参数，在分子水平

上反映组织血流灌注、血管分布等病理生理学信息，并且能够通过对肿瘤组织血管内皮渗透性

和血流增加的评估，对病变进行定性诊断。 

国际乳腺癌会议提出根据免疫组化结果将乳腺癌分为以下四种病理分型：Luminal A型、

Luminal B型、Her-2过表达型、三阴型。乳腺癌的分子分型能更好地反映肿瘤的生物学特

征，且不同的分子分型具有不同的生物学行为及不同的治疗敏感性。三阴性乳腺癌和 Her-2过

表达型对化疗相对敏感；Luminal 型对化疗的反应相对较差，可以采用内分泌治疗；可见乳腺

癌分子分型对临床治疗和预后至关重要，同时也对影像学研究提出更高的要求。 

二：研究方案 

 研究目的 

  探究 DCE-MRI定量增强参数对乳腺癌分子分型预测的准确性，选取最佳的预测参数,从而提

供相应的治疗方案。 

三：创新之处： 

本课题采用定量动态磁共振增强扫描（DCE-MRI）技术，合理引入药代动力学模型，将 DCE-

MRI的数据进行定量分析，获得反应肿瘤血管通透性（K
trans

 、Kep）和对比剂在血管外细胞外

间隙的分布常数（Ve、Vp）的定量信息，同时经过统计学分析探究最佳的预测参数。 

四：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不同药代动力学模型对 Ktrans 、Kep、Ve等定量参数准确性的影响，对整个实验过程、实验

结果具有决定性作用。因此，在乳腺病变中，合理选取药代动力学模型以及准确获取肿瘤的动

脉输入函数（arterial input function，AIF），是整个数据采集过程中最具技术要求且最重

要的一步。 

五：预期结果： 

不同分子亚型乳腺癌之间定量参数存在统计学差异，可以对乳腺癌分子亚型进行预测。 

   

 

 
PU-2636 

三阴性乳腺癌与非三阴性乳腺癌在 MRI 中的鉴别诊断 

 
郑冰洁 

河南省肿瘤医院 450003 

 

目的：探讨三阴性乳腺癌与非三阴性乳腺癌在动态增强 MRI中特征性影像表现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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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分析有完整资料的 110例乳腺癌，所有病例术前均行乳腺 MRI检查并经手术或病理证

实，其中三阴性乳腺癌 35例，非三阴性乳腺癌 75例。纳入分析的病灶 MRI表现包括病灶形

状、边界、大小、数目、内部强化、时间信号强度曲线(TIC)类型和表观扩散系数(ADC)，并将

MRI表现与病理结果作对照。 

结果：与非三阴性乳腺癌相比，TNBC在 MRI上太多表现为边缘光整、环状强化及更低的 ADC

值。而在患者年龄。病灶形状、大小、数目及 TIC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在 MRI表现中病灶边界光整、增强时环状强化、较低的 ADC值对诊断三阴性乳腺癌具有

一定参考价值。 

   

 

 
PU-2637 

RGD 修饰 Fe3O4 纳米颗粒在乳腺癌荷瘤鼠的 MRI 诊断 

的实验研究 

 
蔡伶伶,赵江民,王博成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201999 

 

目的：制备具有主动肿瘤靶向性的新型 MRI造影剂，研究该纳米粒的对人乳腺癌细胞（MCF-

7）增殖的影响及对活体组织的安全性影响，探讨该造影剂对乳腺癌早期的靶向示踪作用。 

方法：本研究将采用可被整合素 αⅤβ3特异性识别的精氨酸-甘氨酸-天冬氨酸(Arg-GLT-Asp, 

RGD)序列多肽与磁性纳米粒共价结合（即 Fe@Fe3O4@PEG@RGD），制备具有主动肿瘤靶向性的新

型 MRI造影剂。人乳腺癌细胞（MCF-7）分别与 Fe@Fe3O4@PEG&RGD、Fe@Fe3O4@PEG纳米粒子共培

养，MTT法检测 MCF-7细胞增殖。两种不同纳米粒注入裸鼠体内，分别于 1天、10天、20天

及 30天后取心、肝、脾、肺、肾行病理学 HE染色检查及血液生化检查（肝肾功能、血常

规）。建造不同时间点的人乳腺癌荷瘤鼠动物模型（接种 1天、2天、3天、5天、7天），用

T2 FSE序列行 MRI检测。经尾静脉途径注射 PBS、纳米粒入荷瘤鼠体内（0、12h）行 MRI 检

测，观察肿瘤区信号的改变。 

结果：与正常对照组（PBS）比较，150μg/mL 浓度的 2种纳米粒分别与 MCF-7细胞共培养，

细胞增殖度、血液生化指标等均未见明显统计学差异、病理学上心、肝、脾、肺、肾未见明显

异常、2种纳米粒组间比较无明显统计学差异；对不同时间点的荷瘤鼠行 MRI T2WI检测，

Fe@Fe3O4@PEG&RGD粒子在荷瘤第 3天发生 T2WI信号减低，而第 5及第 7天两种纳米粒均可在

T2WI序列示踪肿瘤，但 Fe@Fe3O4@PEG&RGD纳米粒信号强度改变较 e@Fe3O4@PEG更明显，比较具

有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两种不同纳米粒具有较好的活体组织安全性，对细胞活力无影响。Fe@Fe3O4@PEG&RGD 纳

米粒可以靶向定位早期乳腺癌，为肿瘤分子影像诊断提供新思路和新的技术手段。 

 

 

PU-2638 

生理盐水冲洗对 MDCT 主动脉及冠状动脉增强效果的影响 

 
樊晓宇 

随州市中心医院 441300 

 

目的：评价不同生理盐水冲洗流率对 MDCT主动脉和冠状动脉增强效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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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60例病人冠脉造影病人随机分为 A、B、C组。A、B、C组均以 4ml/s注射 60ml碘海醇

( 350 mgI/ml)后，分别以 3.0ml/s、5.0ml/s及 7.0ml/s 的流率注射 40ml生理盐水。在各组

主动脉根部、右冠状动脉、左前降支、左回旋支，选择横断位和 MPR中的斜冠状部分图像，进

行 CT值的测量，不同生理盐水注射流率组间主动脉根部、右冠状动脉、左前降支及左回旋支

强化程度的差异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 

结果：不同生理盐水注射流率组间主动脉根部、右冠状动脉、左前降支、左回旋支 CT值三组

间差异均有显著性统计学意义；其中，5ml/s组的 CT值高于 3ml/s组，差异有显著性

（P<0.01），7ml/s组与 5ml/s组之间差异无显著性（P>0.05）。 

结论：在 MDCT冠状动脉造影用 60ml对比剂时，40ml生理盐水按 5ml/s的流率冲洗，可以实

现主动脉或冠状动脉的最大 CT增强值。  

 

 
PU-2639 

Study on 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MSCs labeled 

with SPIO and Fth1 reporter gene and in vitro MRI 

 
Lingling Cai,Zhao Jiangmin,Liu Jia,Wang Bocheng 

Shanghai Ninth People's Hospital，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al School of Medicine 201999 

 

Purpose: By observing biological characterization of MSCs labelled with SPIO and 

Fth1 gene, explores the optimal concentration range of labeling mesenchymal stem 

cells with Superparamagnetic iron oxide. Thus we can estimate feasibility, 

effectiveness and security of this method that establishing transgenic rat 

mesenchymal stem cells carring Rattus norvegicus ferritin heavy chain 1 (Fth1) by 

lentivirus. Investigation on stability and diversity of the two tracing methods 

should be performed, usually using MSCs labelled with SPIO and Fth1 gene reporter 

were detected by MRI in different periods. To provide tracing method for research 

on stem cell therapy for clinical study in vivo. 

Methods: MSCs were isolated and cultured primarily by whole bone marrow plastic 

adherence method. The MSCs were incubated with SPIO-PLL complexes at the range of 

concentrations (25, 50, 75,100μg/ml SPIO, and 0.75μg/ml PLL) for 48 hours; 

constructed Fth1 gene expression vector by Lentivirus and infected MSCs for 48h. 

The labeling efficiency was tested by Prussian blue staining in SPIO groups; in 

group of Lentivirus carring Fth1 gene infected MSCs, to investigate efficiency of 

infection by detecting GFP through flow cytometry, detect expression of Fth1 by 

Real-time quantitative PCR and Western blot, and judge the ability of Fth1 storage 

iron through Prussian blue staining. The specific surface antigens CD34, CD4 and 

CD90 of MSCs labelled by the two tracing methods were detected by flow cytometry; 

cell viability was tested through Trypan blue staining; cell proliferation was 

evaluated by MTT growth test. MSCs, labelled with SPIO and trans-gene Fth1 as a 

report gene by Lentivirus, were scanned by MRI in different periods to investigate 

signals of cells. Results: In experimental groups of MSCs labelled with SPIO-PLL 

at the concentrations (25, 50 μg/ml SPIO, and 0.75μg/ml PLL) and Fth1 gene,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statistical difference on cell proliferative activity and 

on cell viability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led group (unlabelled MSCs). While at 

the concentration of SPIO (75, 100 μg/ml), cell viability rate was 92.7% and c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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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liferation was significantly inhibited (P< 0.05). After culturing for 28 days, 

there was no SPIO in MSCs labelled with 50μg/ml SPIO. On MRI imaging, signal 

intensity of MSCs suspension labelled with SPIO was strongly dependent on the 

concentration of SPIO. With the concentration of SPIO increasing, signal intensity 

decreased gradually. Signal intensity of MSCs labelled with 50μg/ml SPIO 

increased gradually with the culturing time longer; until 28 days, there were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s with unlabelled cells. Fth1-MSCs cultured with conditional 

cultured medium (contain 0.05mmol/ml ferric citrate) for 48 hours and 28 days, 

cell suspension showed T2 low signal intensity on MRI imaging, signal intensity of 

the two periods had no significant statistical difference. Compared with MSCs 

labelled with 50μg/ml SPIO, signal intensity of Fth1-MSCs had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in the period of 48 hours; there was significant statistical difference 

in the period of 28 days(P=0.0012). 

Conclusions: SPIO at the concentration range of 25~50μg/ml and FTH1 gene can 

label and transfect MSCs safely and effectively, does not affect cell 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phenotype, viability and proliferation. Fth1-MSCs had genetic 

stability, showed T2 low signal by MRI. 

   

 

 

PU-2640 

碘对比剂外渗的局部处理 

 
任春香 

天津市泰达医院 300450 

 

随着高压注射器在放射科的广泛使用,碘对比剂在临床上的使用越来越广泛,碘对比剂的使用为

临床医生对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提供了较大帮助,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但是,碘对

比剂在使用过程中或使用后有时会产生不良反应或并发症。 碘对比剂浓度高、用量大、推注

速度快,并有一定的物理和化学刺激性,一旦造成外渗,不仅给检查带来麻烦,也增加了病人的痛

苦。因此,对比剂外渗的皮肤护理己引起护理人员的高度重视。新鲜土豆片局部贴敷是一项简

便易行的新方法。在进行 CT增强检查中发生碘对比剂外渗的患者,如果注射部位发生疼痛、肿

胀的现象,即刻采用新鲜土豆，清洗干净, 不用削皮,切成薄片, 用刀将土豆从中间切开两块,

再从两块的直径最大的地方切成 0.2cm-0.3cm的薄片,在注射部位肿胀处敷盖土豆薄片,让薄片

能够紧贴在皮肤上。薄片覆盖范围应超出肿胀部位 6cm以上的位置,用手掌轻轻按压,让土豆薄

片更好地贴在皮肤上,并用保鲜膜包裹土豆薄片,对碘对比剂外渗肿胀部位进行敷贴。待土豆薄

片干透后再更换新鲜的土豆片进行敷贴，如此反复进行敷贴，直到注射部位肿胀完全消肿,才

停止敷贴。一般用新鲜土豆片敷贴 6-8小时后肿胀部位便会完全消肿,患者疼痛消失，局部不

适症状明显缓解。新鲜土豆价格低廉、含有大量淀粉和维生素,用于治疗碘对比剂外渗,具有高

渗作用,能够缓解局部肿胀,消炎止痛,效果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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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641 

造影剂肾病 CT 表现一例 

 
吕晓波 

临汾市第四人民医院（原:临汾铁路医院) 041000 

 

患者 男，65岁。主因发作性胸痛一天入院。疼痛位于胸骨后，无肩部及咽部不适，无胸闷、

气短、恶心、呕吐，无头晕、黑矇、晕厥，口服速效救心丸不能缓解。入我院急诊，心电图示

Ⅱ、Ⅲ、aVF，V4-9导联 ST 段压低 0.05-0.4mv，考虑急性冠脉综合征。入导管室行急诊 PCI

术。右侧桡动脉入路行冠脉造影，提示：冠心病，前降支中段 50%狭窄，旋支中段 95%重度狭

窄，远端 TIMI血流Ⅲ级。后因桡动脉痉挛严重，改为股动脉穿刺，选用 Excel4.0×24mm 药物

支架置入回旋支重度狭窄处。术中患者一过性左下腹疼痛，肾动脉造影未见异常，保留动脉

鞘，送返病房。患者术后 1小时出现左下腹疼痛，触痛明显，疼痛进行性加重，伴出汗，之后

血压进行性下降，最低为 64/50mmHg，给予多巴胺维持血压，考虑术中血管损伤，行床旁彩超

提示：左肾中下极被膜下高回声，考虑出血。术后 2小时行选择性肾动脉造影，造影提示：左

肾下段动脉有造影剂外溢，考虑出血，超选择至肾下动脉，给予明胶海绵颗粒栓塞，复查无造

影剂外溢，局部加压包扎，安返病房。 

   

 

 

PU-2642 

不同对比剂浓度对能谱 CT 冠脉成像的影响观察 

 
郑晓明 

山西省心血管病医院 030024 

 

目的：CT冠状动脉成像（CTCA）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冠状动脉血流和壁形的状况，分析冠状动

脉斑块的特征，为我们提供动脉粥样硬化和心脏功能变化的信息，从而快速成为心血管疾病，

非侵入性技术的有效评价.CTCA检查和选择造影剂浓度各不相同，因为血管内腔密度值是确定

冠状动脉造影质量的主要因素，因此选择正确造影剂的浓度不仅有利于冠状动脉显示，而且在

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对比剂对患者健康的损害。与常规 CT混合能量成像相比，能谱 CT的显着特

征之一是成像单能量特征，可以通过计算得到最佳 CNR和相应的能量值，获得最佳单能心脏图

像。 

结果：39 例患者共 507 个冠脉节段纳入图像质量评分,其中满足诊断要求者 503 段（99.2％）,

共检出不同斑块成分 39处（A组 15处,B组 11处,C组 13处）,其中钙化 17处（A组 5 处,B

组 4处,C组 8处）,非钙化 15处（A组 6处,B组 5处,C组 5处）;与 B、C组相比,A组的对比

剂浓度分别降低了 7％、11％;三组间最佳单能量点、最佳 CNR、管腔 CT值、SD、SNR、图像质

量评分、斑块局部显示质量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本研究通过冠状动脉能谱成像发现，采用 320 mg / ml的对比剂与其他两类对比剂

所体现的动脉管腔增强作用，冠状动脉图像质量差异无明显差异，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满足诊断

要求。与 B组和 C组比较，A组对比剂浓度分别降低了 7％和 11％，另外由于目前使用的

320mgI／ml浓度的对比剂属于等渗非离子型对比剂，因此增加了使用安全，减少对身体的伤

害。因此，在进行能谱 CT冠状动脉最佳单能量像时，选用 320mgI／ml的相对低浓度等渗对比

剂，不仅减少了对比物质对患者健康的影响，而且相对于冠状动脉 CT图像成像令人满意，应

用 320 mg / ml对比剂浓度较低，不会降低冠状动脉血管腔增强作用和冠状动脉图像质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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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643 

以目标血管对比剂浓度和峰值时间计算的低剂量对 

比剂在头颈部 CTA 中的应用 

 
赖宇林 

宜宾市第三人民医院 644000 

 

目的：探讨在头颈部 CTA中降低对比剂使用量的可行性方案。材料和方法：配制不同浓度对比

剂并观察对应的 CT值。根据既往学者研究结果，确定最佳头颈部 CTA血管显示相对应的对比

剂浓度。依据心输出量、CT 机扫描时间、静脉注射点至腋静脉的血容量估算造影剂使用总

量。将本院 68例头颈部 CTA 患者按随机量表分为两组，低剂量组根据病人心率范围分别给予

相应的造影剂量，对照组按常规剂量行 CTA扫描。测量颈动脉分叉处 CT值达到 360Hu 为合

格，达到 460Hu为最佳，分别进行统计学比较。结果：头颈部 CTA中，低剂量组对比剂剂量减

少约 50%。头颈部血管 CT值合格率和良好率与对照组无统计学差异。结论：在头颈部 CTA检

查中根据心率范围个体化的降低对比剂的使用量，可以在保证成像质量的前提下保护病人的健

康。 

   

 

 

PU-2644 

护理干预在预防碘对比剂外渗中的效果观察 

 
赵莹 

医大四院 110032 

 

目的探讨放射科碘对比剂外渗预防中临床护理干预的作用。方法选取我院 2016年 7月至 2017

年 6月 200例采用碘对比剂注射剂行 CT增强扫描检查患者，随机分成干预组和非干预组，护

理干预组注重患者检查前的健康宣教，血管的评估选择，穿刺技术的提高，穿刺针的选择以及

对比剂流速的选择，非干预组实施常规护理，观察两组注射碘对比剂后不良事件的发生率。结

果干预组实施护理干预后碘对比剂外渗发生 1例，发生率为 1％。另组发生碘对比剂外渗 10

例，发生率 10％。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在 CT增强扫描过程中，对

患者进行全面的护理干预，可以有效降低和预防对比剂外渗的发生率，效果显著，还能提高患

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对提高护理质量，建立和谐护患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PU-2645 

CT 及 MR 增强检查中对不同功能高压注射器的需求与分析 

 
窦瑞欣,田淼,王琳琳,黄鹏,白永明 

天津南开医院 300100 

 

目的：研究并分析 CT和 MR 增强检查中不同品牌及功能的高压注射器的技术参数及临床需求；

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自 2017.4-2017.5 期间 CT及 MR增强检查 100例，再结合市场广泛使

用的高压注射器品牌、结构及功能等方面对相关设备和参数进行技术研究与需求分析。结果：

患者的安全性是 CT和 MR增强检查中最重要的因素；其次，注射速率、注射时机、高压注射器

的品牌及结构等都会对增强检查的结果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讨论：不同的高压注射器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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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以及保养维护的成本适应不同的 CT和 MR甚至不同医院的需求，易于使用、复杂度低且集

成了相关安全功能的高压注射器有益于患者增强检查的安全。  

 

 

PU-2646 

依据患者体重个体化选择造影剂用量在 

胰腺动态增强中的应用研究 

 
张丁哲 

江苏省中医院 210029 

 

【目的】对比胰腺 CT动态增强扫描中，固定造影剂用量与根据患者体重个体化选择造影剂用

量，对胰腺强化程度的影响。 

【方法】将 120例临床怀疑胰腺占位的患者随机分为两组，使用 300mgI/ml的非离子型的优维

显造影剂，分别利用两种方案进行胰腺动态增强扫描：方案一，60例，检查中均以 4ml/s 的

速率注射 120mL造影剂；方案二，60例，造影剂用量为 2mgI/Kg体重，造影剂注射时间固定

为 30秒。两组中，胰腺实质期（pancreatic parenchymal phase, PPP）扫描时间为造影剂注

射后 45s，胰腺静脉期（portal venous phase, PVP）扫描时间为造影剂注射后 70s。由一位

对扫描方案不知情的高年资影像医师测量各器官感兴趣区的 CT值（HU）。采用独立样本 t检

验比较每组中体重小于 60kg（A组）与大于 60kg（B组）的患者各期强化程度。 

【结果】方案一中，A组胰腺实质期的平均强化值为 94.1 HU，B组的平均强化值为 76.1 HU，

两组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2）。方案二中，A组胰腺实质期的平均强化值为 89.5HU，

B组为 84.7 HU，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45）。方案一中，A组肝脏 PVP的平均强化程度

59.6HU，B组为 48.5HU，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方案二中，A组肝脏 PVP的平均强化

程度 55.4HU，B组为 58.3HU，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34）。 

【结论】依据患者体重个体化选择造影剂用量，可不受患者体重的影响，获得满意的胰腺及肝

脏增强图像。 

【关键词】胰腺；体层摄影术；增强；造影剂 

   

 

 
PU-2647 

全球首发于中国的人禽流感流行病学与临床影像学特点 

 
陆普选

1,2
,郑秋婷

1,2
 

1.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 

2.深圳市慢性病防治中心 

 

禽流感是禽流行性感冒的简称，是由禽流感病毒感染引起禽类的一种传染性疾病，俗称真性鸡

瘟或欧洲鸡瘟。感染禽类的流感病毒称为禽流感病毒，属正黏病毒科甲型（A型）流感病毒

属。依据其外膜血凝素（HA）和神经氨酸酶（NA）的抗原性不同，禽流感病毒目前可分为 16

个 H亚型（H1~H16）和 9个 N亚型（N1~N9）。也就是说有共有 144个亚型。 

人感染 H7N9禽流感病毒性肺炎是由 H7N9亚型禽流感病毒引起的一种新型呼吸道传染病，于

2013年春在上海、浙江等地首次发现, 这是全球首发人感染 H7N9禽流感病例。 

人感染 H5N1禽流感是由 H5N1 病毒所引起的一种急性呼吸道传染性疾病。病情重，病死率高，

称之为高致病性禽流感。1997 年 5月 5日香港出现第 1例 H5N1人禽流感患者，为 3岁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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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感冒发热住院，久治不愈，起病 10天后因死于 Reye综合征、多脏器功能衰竭。1997 年 5

月 9日经美国 CDC和 WHO荷兰鹿特丹国家流感中心实验室从该 3岁男童的气管分泌物中分离出

一株 H5N1 AIV，所分离的毒株命名为 A/Hongkong/157/97，从病原学确诊为 H5N1禽流感病毒

感染，该儿童为世界首例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 H5N1型病毒患者。 

  人感染 H5N6 禽流感是由 H5N6亚型禽流感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感染性疾病。2014年５月

６日 中国四川省通过监测在１例重症肺炎病例咽拭子标本中，检测出Ｈ５Ｎ６禽流感病毒核

酸阳性，经中国 CDC进一步检测确定为Ｈ５Ｎ６禽流感病毒。该患者有病死家禽接触史，临床

诊断为急性重症肺炎，经专家组全力抢救无效死亡。该病例为全球首例。 

人感染 H10N8 禽流感是由 H10N8亚型禽流感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感染性疾病。2013 年 12 

月 6日，江西省南昌市报告了 1 例人感染 H10N8 禽流感重症肺炎死亡病例，该病例为全球首

例。 

   

 

 

PU-2648 

纤维组织在肝脏炎性疾病 MR 诊断中的价值 

 
于德新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50012 

 

肝脏炎性疾病多见，包括弥漫性和局灶性病变。前者包括：病毒性肝炎、自身免疫性肝炎、药

物性肝炎等，后者包括肝脓肿、肝结核、孤立性坏死结节、胆管感染、门静脉周围炎等。在上

述的炎性疾病中，水肿、坏死、肉芽组织及纤维化等是其重要的病理学特征，分别表现出为相

应的影像学特点，为炎性病变的诊断提供重要的信息。在炎性病变的病理学构成中，纤维组织

对影像学的贡献一直未收到足够重视。在平扫图像上，纤维组织在 T2WI图像上表现为低信

号，但受到炎性病变周围水肿、渗出、腹水、液化坏死及胆汁等长 T2信号的影响，在实际临

床工作中其信号变化很大，因此需结合实际的病情进行解读，从而提高其利用的水平，促进影

像诊断水平的提高；纤维组织另外一个重要的影像学特点为对比剂增强延迟强化，因此可以据

此对炎性病变进行分析和解读。我们近期发表于 European Radiology的一项研究利用纤维组

织的该特点对孤立性坏死结节进行诊断，证实边缘长延迟强化为孤立性坏死结节的重要特征。

但也要注意，许多良、恶性肿瘤的边缘也存在纤维包膜，也表现为类似的强化特征，因此在利

用此点对肝脏炎性病变进行鉴别时也应注意与肿瘤的鉴别。 

   

 

 

PU-2649 

钆塞酸二钠多期动态增强扫描和磁共振弥散成像 

对乙肝早期肝纤维化评估价值的对比研究 

 
翟亚楠,郭顺林,雷军强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730000 

 

目的 对比钆塞酸二钠（Gd-EOB-DTPA）MR特异性增强和弥散加权成像（DWI）对早期肝纤维化

的评估价值。方法 收集 2011 年到 2016年 8月在我院同时行特异性增强和 DWI的病毒性肝炎

住院患者临床及实验室信息。在 PACS终端测量肝脏 8段感兴趣区域（region of 

interest,ROI）的 ADC值均值，用肝脏特异性期（延迟 20min）相同 ROI和脾脏、竖脊肌和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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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空气指定位置的平均信号值计算评价指标：肝脾信号比值（SI 肝/脾）、平均肝肌信号比值

（SI 肝/肌）、平均肝空气信号比值（SI 肝/气）。用独立样本 T检验对照早期肝纤维化

（APRI≤2）和明显肝纤维化（APRI>2）的评价指标、对评价指标和 APRI行 Spearman 相关性

分析，对有相关性评价指标行 ROC分析。结果 共纳入 84例同时行 DWI和 Gd-EOB-DTPA的肝病

患者。肝脏平均 ADC值和 SI 肝/气与 APRI值之间没有相关性（相关系数分别为-0.043，-

0.044，P值均>0.05）；SI 肝/脾、SI 肝/肌与 APRI值之间具有相关性，相关系数及 P值分别为：

（-0.431，<0.001），（-0.420, <0.001）。SI 肝/脾、SI 肝/肌诊断早期肝纤维化的 ROC曲线下面

积分别为 0.739（95%CI 0.630-0.831）、0.786（95%CI 0.681-0.870）。结论 肝脏 Gd-EOB-

DTPA特异性增强较 DWI对评估肝纤维化的参考意义更大，在临床上具有一定的应用前景。 

  

   

 

 
PU-2650 

ＨＩＶ 感染者认知功能正常时静息态脑功能连接的研究 

 
张倩倩

1
,陆普选

2
 

1.周口市中心医院 

2.深圳市慢性病防治中心 

 

目的：探讨认知功能正常时ＨＩＶ 感染者与正常人的静息态脑功能连接情况。方法：按照入

选标准搜集２５例ＨＩＶ 感染者和２７例健康志愿者作为正常对照组，比较蒙特利尔认知评

估量表评分、年龄、性别、教育水平的差异。应用静息态脑功能技术以双侧大脑各区为种子

点，分析两组各种子点与全脑功能连接的差异，体素Ｐ取０．００５，团簇Ｐ 取０．０５。

结果：ＨＩＶ 感染组与正常对照组各种子点均有统计学差异，经多重校正后有１９个种子点

８个脑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ＨＩＶ 感染组在以左侧额极内侧、双侧海马、双侧前扣带

回、左侧顶叶、左侧丘脑、左侧梭状回的种子点与全脑的功能连接高于正常组；ＨＩＶ 感染

组在以双侧视觉皮层枕叶、左侧岛叶区域的种子点与全脑的功能连接低于正常组；ＨＩＶ 感

染组在以右侧运动皮层、左侧顶下叶的种子点与全脑的功能连接与正常组比较既有升高又有降

低。结论：ＨＩＶ 感染者认知功能正常时的静息态脑功能连接与正常人有显著差异，提示Ｈ

ＩＶ 感染者在认知功能正常时脑功能连接可能已经出现异常，ＨＩＶ 病毒可能影响脑功能的

连接。  

 

 
PU-2651 

侵袭性肺曲菌感染的影像诊断 

 
鲁植艳,屈艳娟,李航,丁勋,汪明月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430071 

 

  侵袭性肺部曲菌感染（IPA） 主要累及免疫抑制患者，以多发结节、实变为最常见

的 CT 表现，结节常分布于肺外周带，实变常位于下肺，晕征很常见,典型空气新月征并不

常见到。不同免疫状态下的 CT 表现存在差异， AIDS 患者结节灶中易形成空洞，非

AIDS免疫抑制者的结节周围易出现晕征；实变在免疫抑制患者中以多发病灶多见，在免疫正

常者以单发病灶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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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肺部细菌与菌感染表现相似，对两种疾病的诊断和鉴别诊断有一点困难，但只要认真分

析，还是可以发现其中的表现不同点。细菌感染表现：单一形态病灶、肺叶或肺段分布、腺泡

结节、坏死病灶内可见液气平面、病灶收缩、空气支气管征。 

   

 

 

PU-2652 

基于人工智能和影像组学的肺结核自动影像筛查系统 

 
刘远明

1,4
,Stefan Jaeger

2
,Sameer Antani

2
,权申文

1
,刘旋

1
,陆普选

3
 

1.深圳市智影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2.U.S. National Library of Medicin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Bethesda， Maryland， 

USA； 

3.深圳市慢性病防治中心 

4.College of Engineering， University of Texas， El Paso 500 West University Avenue El Paso， 

Texas， USA； 

 

  目的：胸部 X线检查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在医疗资源落后地区筛查肺结核的快速、低成本和

有效的检查方法。由于放射科医生不足，无法提供精准的影像诊断。智影开发的基于人工智能

的胸片自动检测系统，可以从常规后前位胸片中筛选出阴性和阳性结核病。 

  方法：我们利用人工智能和影像组学，将再融合去骨技术和对比剪影技术，进行胸片结核病

灶的精准随访检查，实现完整的人工智能胸片检测系统 (IAIS)。现有的自动检测，先自动检

测肺区，再使用人工智能将病例分为正常或异常。由于胸片中结核病灶被肋骨或锁骨等覆盖，

我们进一步通过去骨技术去除骨组织，以清晰肺组织。去骨技术采用肺区分 割、肋骨和锁骨

结构检测、边缘检测、轮廓估量，根据估量的轮廓进行骨抑制。原始数据库先采用骨抑制法处

理，然后训练自动检测技术。我们还应用对比减影技术，随访观察不同时期病人的胸片变化。

对比减影技术包括胸腔边缘检测、不同时期同一患者的胸片重叠校准、图像变形最大相关准

则，以及新、旧胸片之间的减法。肺结核人工智能胸片检测系统（IAIS）正在美国国家医学图

书馆、肯尼亚的医疗组织和中国深圳的医院进行测试。同时将筛查检测出阳性患者，通过全自

动显微镜病理检测系统对结核抗酸杆菌进一步确认和分类。 

  结果：采用这种方法，检测精度可达到 92%～95%之间,神经网络分类器整体精度可达到

99.3%，假阳性率低于 7%。 

  结论：基于人工智能的胸片自动检测系统，可以从常规后前位胸片中筛选出阴性和阳性结核

病，可以大幅度提高工作效率。 

 

   

 

 
PU-2653 

腹腔脏器炎性肌纤维母细胞瘤的影像表现 

及其病理学基础分析 

 
罗佳文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16027 

 

目的 分析腹腔脏器炎性肌纤维母细胞瘤（Inflammatory myofibroblastic tumor IMT）的

CT、MRI影像学表现及其与组织病理的相关性，以期提高对该疾病诊断水平。方法 回顾性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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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并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10例腹腔脏器 IMT患者的临床影像资料，10例均行腹部 CT平扫及增

强扫描，其中 5例行腹部 MRI平扫及增强扫描。记录病人临床资料，总结病灶部位、大小、形

态、边缘、密度、信号及强化方式等影像表现，并分析其相应的病理学基础，进行病理分类。

结果 10例腹腔脏器 IMT患者中，男性 6例，女性 4例。平均年龄 59.5岁，发生于肝脏 1

例、胃 1例、脾脏 3例、小肠 3例、盲肠 1例、腹膜后 1例、多部位累及 1例，共 11个病

灶。在 11个病灶中，2个富血管粘液型 IMT影像表现为不规则囊实性肿块，囊性部分多为黏

液、坏死成分，边缘模糊范围与炎性渗出程度相关，增强扫描呈轻度环形延迟强化；4个致密

梭形细胞型 IMT影像表现为实性肿块，镜下为排列紧密梭形细胞增生，细胞间可见大量炎性细

胞浸润，根据梭形细胞与炎性细胞比例不同，病灶的边缘清楚或模糊，增强扫描呈环形轻、中

度延迟强化；3个少细胞纤维型 IMT影像表现为类圆形实性肿块，边界清楚，镜下见纤维组织

增生伴变性，散在淋巴细胞、浆细胞浸润，增强扫描较均匀轻中度强化，其内可见条状延迟强

化；2个富血管粘液与致密梭形细胞 IMT混合存在，影像表现为不规则囊实性密度肿块，边缘

模糊，并侵犯右肾下极及右侧腰大肌，增强扫描呈不均匀环形、分隔样强化，镜下为黏液内梭

形细胞不规则排列，大量组织细胞聚集，并见多量炎性细胞浸润，局部小脓肿形成。结论 腹

腔脏器 IMT影像表现具有一定的特征性，且与相应组织病理学密切相关，最终确诊需依靠病理

学检查。 

   

 

 
PU-2654 

肺外结核 18F-FDG PET/CT 的诊断与鉴别诊断 

 
李向东,柳伟坤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 510010 

 

 肺外结核包括多系统、多脏器、多部位、多种类型的结核病变，诊断较肺结核相对困难，但

及时、正确的诊断是患者得以正规及有效治疗的前提，影像学检查在病变发现、诊断、鉴别诊

断和观察病变动态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常规影像学（超声、X线、CT、MR及骨扫描）对肺外结

核病变的诊断及鉴别诊断具有一定的价值，同时亦有局限性。随着影像学技术的迅猛发展，除

外病变形态学研究外，分子影像和功能成像等技术已成为国内外的研究热点和发展趋势。PET 

作为功能代谢影像学检查方法，通过 18F-脱氧葡萄糖（FDG）在病变组织与正常组织的代谢差

异来进行诊断，并且 PET显像为全身断层显像，能够在整体水平上显示病变的分布范围，

PET/CT融合图像在获取病变丰富的分子代谢的功能信息的同时，又能对病变进行精确定位、

明确周围组织的情况，实现了分子影像与解剖影像的同机融合，有助于病变的准确定位，两者

信息互补，彼此印证。因此，相对于常规影像学检查，PET/CT 检查在肺外结核的诊断与鉴别

诊断中更具有重要意义。  

    

 

 

PU-2655 

脑膜血管型神经梅毒的临床及 MRI 表现分析 

 
李勇刚,朱静芬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15000 

 

目的：分析脑膜血管型神经梅毒的 MRI影像特征，提高对其认识，并结合临床表现及实验室检

查结果以早期诊断神经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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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回顾性研究经临床及实验室确诊的脑膜血管性神经梅毒患者 9例（脑膜血管性梅毒 8

例，其亚型脊膜血管型梅毒 1例），抗艾滋病病毒抗体（HIV）阴性，采用 3.0T MRI进行常规

序列扫描，其中头颅 MRI平扫+MRA6例，头颅 MRI平扫 2例，胸髓增强 MRI1例，对影像学资

料及临床资料进行分析总结。 

结果：9例患者中男性 8例，年龄 55±6y（42-64y）；主要以急性或亚急性起病，8例脑血管

型神经梅毒首发症状分别表现四肢乏力（8例）、肢体麻木（1例）、头晕（4例）、头痛 

（2例）、言语不利（5例），腱反射阳性(4例)等，1例脊膜血管型梅毒以腰部束带感，伴双

下肢乏力，痛温觉减退,不知冷热，伴大小便失禁。颅脑 MRI 表现脑萎缩(2例)，正常(1

例)；余表现为散在梗塞灶，大小不一，不对称并可累及皮层；多发腔梗病灶位于半卵圆中心

（5例)，基底节区 (4例)，岛叶 (2例)，放射冠区(3例)，额叶 (2例)，颞枕叶广泛脑梗

（1例)，T1WI呈低或等信号、T2WI呈稍高或高信号，DWI急性、亚急性期高信号，无明显出

血与占位效应；6例 MRA中 3例表现为大脑中动脉不同程度狭窄或闭塞，其中 1例伴大脑前、

后动脉的重度狭窄，3例均主要累及血管近段。2例患者类似大范围的动脉粥样硬化性改变，1

例正常。1例脊膜血管型梅毒 T2WI表现为 T5-8脊髓内长条状稍高信号，T1WI病灶信号改变不

明显，增强病灶无明显强化。 

结论：神经性梅毒的临床及 MRI表现缺乏特异性，与急性脑卒中及脊髓炎性病变鉴别困难； 

MRA可评估中小动脉受累情况。诊断需结合临床表现、实验室及影像学检查综合诊断。对临床

中青年患者，特别无脑卒中高危因素者，发现颅内多发、散在梗死灶，需尽早行血清及脑脊液

梅毒抗体检查，争取早期诊断、治疗，以改善预后。  

 

 
PU-2656 

肺曲霉菌病的分类和影像学表现 

 
王勇胜 

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256603 

 

  曲霉菌是一类普遍存在的真菌，根据病人免疫状态及潜在肺部疾病的不同， 可以造成肺部

多种形式的损害及影像学表现，包括曲霉菌球(发生在肺内原有空洞/空腔内)、慢性坏死性曲

霉病(见于部分性免疫损害或慢性肺部疾病病人)、侵袭性肺曲霉菌病(见于免疫缺陷病人)以及

过敏性支气管肺曲霉菌病(见于哮喘病人，是对曲霉菌抗原的超敏反应)。基于导致侵袭性肺曲

霉菌病增加的危险因素，如器官移植和免疫抑制疗法等，熟悉各类肺曲霉菌病的临床和影像学

表现是十分必要的。 

 

 

PU-2657 

《艾滋病合并肺部感染的临床表现，影像学特征与机体免疫

力水平密切相关》 

 
刘玲

1
,褚丽娟

1
 

1.吉林市第二中心医院（原：吉林铁路中心医院） 

 

摘要 目的  探讨 HIV主要侵犯破坏辅助性 T淋巴结（CD4+T），当淋巴细胞导致机体细胞免疫

功能受损乃至缺陷，最终合并各种眼中的机会性感染和肿瘤。当（CD4+T）淋巴细胞少于

200cells/ul 时，最容易合并肺部感染，合并肺部感染的患者的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及影像

学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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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历史收治的 12例确诊艾滋病合并肺部感染患者的临床表现、实验室检

查及影像学表现。 

结果   其中有 11例患者（CD4+T）淋巴细胞少于 200cells/ul，急性期和无症状感染期，细

胞免疫功能轻度受抑制，其临床表现为比较典型以干咳、低热和消瘦最多见；艾滋病期，细胞

免疫功能有明显减退，临床表现为长期发热，持续性咳嗽无明显原因的消瘦、乏力全身淋巴结

肿大，并有触痛。实验室检查血沉明显增快，中性粒细胞升高。影像学表现主要表现在病变部

位与形态上非典型表现明显增多，血行播散，支气管播散较为常见，以双肺弥漫散在网格状、

小片状浸润，容易出现空洞，并累及中下肺野间质改变，肺内实变，肺门部位为主的毛玻璃样

改变，一个或者多个肿大的肺门或者纵隔淋巴结。当（CD4+T）淋巴细胞少于 200cells/ul

时，肺结核发病率高达 50-60%，以颈部与腹部淋巴结结核多见。 

结论  肺结核是艾滋病最为常见的感染，尤其是（CD4+T）淋巴细胞少于 200cells/ul 时，艾

滋病患者都会合并肺结核感染，通过 X线胸片的检查，化验室检查以及临床表现可以诊断。肺

部感染是艾滋病患者晚期的主要机会性感染，（CD4+T）淋巴细胞少于 200cells/ul时更容易

获得，并了解艾滋病合并肺部感染的临床特点，化验室检查以及影像学特征，对艾滋病患者的

早期诊断有着重要意义。 

   

 

 

PU-2658 

AIDS 合并恶性肿瘤的临床及影像分析 

 
刘晋新 

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 510045 

 

艾滋病即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 AIDS)，因艾滋病

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HIV)攻击其免疫系统，免疫功能降低，使其患各种恶

性肿瘤的风险明显增加。艾滋病恶性肿瘤（HIV-related malignancies）分为两部分，包括：

艾滋病诱发的肿瘤（ AIDS-defining cancers; ADCs） ，即艾滋病相关肿瘤（AIDS-related 

cancers） ；和非艾滋病诱发的肿瘤（non-AIDS-defining cancers; NADCs） ，即非艾滋病

相关的肿瘤（non-AIDS-related cancers）。艾滋病诱发的肿瘤（ADCs）包括：卡波氏肉瘤

（Kaposi's sarcoma）、非何杰金氏淋巴瘤（non Hodgkin's lymphoma）及浸润性宫颈癌

（ invasive cervical cancer），在亚洲以外的地区的艾滋病患者中发病率明显增高，美国

疾病控制预防中心已将其命名为艾滋病相关肿瘤
［1,2］

。非艾滋病诱发的肿瘤（non-AIDS-

defining cancers; NADCs）包括：肺癌（lung cancer）、肝癌（hepatocarcinoma）、肛门

癌（anal cancer）、皮肤癌（skin cancers）、结肠直肠癌（colorectal cancer）、何杰金

氏淋巴瘤（Hodgkin's lymphoma）等。 

   

 

 

PU-2659 

神经梅毒的影像学诊断及鉴别 

 
龚良庚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30006 

 

梅毒（TP）是苍白密螺旋体感染引起的性传播疾病，近年由于艾滋病的患者增多，TP发病率

和发病数量也大大增。梅毒螺旋体可侵犯身体任何一个器官，当侵犯中枢神经系统时，称为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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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梅毒。神经梅毒可发生于梅毒感染的任何阶段，在未经治疗的患者中，发病率高达 40%。神

经梅毒的临床表型也比较复杂，可以分为 5种亚型，即无症状神经梅毒、脑脊膜梅毒、脑膜血

管梅毒、脑实质梅毒(麻痹性痴呆和脊髓痨)和树胶肿神经梅毒。因此，其影像学表现随着临床

表型的不一样，出现多种影像学表现，而且缺乏特征性的影像学表现，这使得其误诊率增加。

因此，影像学诊断的显得很重要，它可以早期监控患者的神经系统累及状况，也可以为临床提

前干预提供足够的影像学依据。本专题阐述神经梅毒的临床、影像学诊断，影像学鉴别诊断的

要点，同时，就影像学在神经梅毒诊断和评估方面的技术进展进行学术交流。 

我们医院是一个综合性大型医院，与省胸科医院合作关系密切，胸科医院的患者 MRI都在我院

完成，每年接受胸科医院的 AIDS、HIV等相关病例约 400例。有较丰富的病例资料。 

   

 

 
PU-2660 

炎症还是肿瘤？容易混淆的肾脏病变影像特征 

 
张劲松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总结肾脏炎性病变与肿瘤性病变容易相互混淆的影像表现，提高相应疾病的影像诊断水

平。方法：本组病例共 27例，包括肾脏炎性病变 13例，肿瘤性病变 12例。其中，类似肿瘤

的炎性病变包括非特异性炎性肉芽肿(脓肿)4例，黄色肉芽肿 2例，软斑病（肉芽肿）1例，

结核性肉芽肿 2例，wegner 肉芽肿 1例，脓肿引流术后残留肉芽肿形成 1例，血肿机化 1

例，炎性淋巴结肿大 1例。类似炎症的肿瘤性病变包括肾透明细胞癌侵犯肾盂 2例，肾盂乳头

状尿路上皮癌 2例，肾髓样癌 2例，肾乳头状癌 1例，肾淋巴瘤 2例，肾集合管癌 1例，囊性

肾癌 1例，炎性肌纤维母细胞瘤 1例。结果：炎性病变容易误诊为肿瘤的影像表现主要有：局

限性肿块形成，弥漫性侵润性病变，不均匀强化，病灶周围广泛渗出性表现，周围肿大淋巴

结。肿瘤性病变容易误诊为炎性病变的主要征象包括：弥漫性侵润性病变，肿瘤界限不清，周

围广泛渗出性表现，伴有钙化等。结论：仔细鉴别肾脏病变的影像学特征，充分结合临床，可

以提高肾脏炎性病变和肿瘤性病变的鉴别诊断水平。 

   

 

 
PU-2661 

HIV 垂直感染青少年的 fMRI 脑成像研究 

 
徐海波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430071 

 

 随着公共认知和医疗的进步，艾滋病已成为慢性可控的疾病状态，围产期 HIV感染婴幼儿存

活者数量逐年增加。这些垂直传播的青少年儿童从出生时即携带病毒，暴露在 HIV和高效抗逆

转录病毒治疗的影响之下，认知行为和脑发育遭受独特而显著的影响。HIV感染影响包括注

意、执行、视觉加工等在内的认知功能和脑萎缩及发育延迟，但关于对脑结构和功能架构发育

影响的证据基本上非常缺乏。我们知道，儿童和青少年大脑处于快速发育、易受病理攻击，又

与成人显著不同的阶段。MRI 神经影像学已经成为无创研究脑发育的主力工具，并且揭示了一

系列正常发育脑结构和功能架构的演变，例如短连接的弱化和长连接的增强、拓扑架构上局部

弱化和全局整合增强、网络社区结构的成熟等，及其潜在的治疗干预生物靶标。本汇报以 HIV

垂直感染、暴露未感染及同龄正常发育青少年样本为研究对象，使用多模态 MRI脑影像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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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 HIV青少年的脑皮层形态学、功能连接、结构连接、磁敏感量化等的分析，研究 HIV 暴露

感染、暴露未感染及正常发育青少年多模态脑参数的改变，为理解病毒免疫对少年儿童脑发育

及其潜在的干预提供一些新的结果。  

 

 
PU-2662 

儿童麻疹合并重症肺炎的 X 线与 CT 表现分析 

 
赵凯宇 

杭州市儿童医院 310014 

 

麻疹是一种传染性很强的呼吸道传染病，一般多见于儿童，麻疹肺炎是儿童麻疹患者常见的并

发症， 重症者可发展为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也是麻疹患者最常见的死因。本文就

38例麻疹合并重症肺炎患儿的临床资料及胸部 X线和 CT影像表现加以分析讨论，探讨其临床

特征、影像学表现及相关病理变化，以提高对这一疾病的认识。 

   

 

 
PU-2663 

重大新发呼吸道传染病的影像检查与诊断新思路 

 
陆普选 

深圳市慢性病防治中心 518020 

 

新发传染病是指人群中新出现的传染病，或过去存在但在发病率或地理分布上在增加的传染性

疾病。人类历史上许多重大传染病给人类造成了巨大灾难。最近 30多年来全球约出现新发传

染病 40余种，已成为全球公共卫生中的重点和热点问题。SARS、MERS和人感染 H7N9禽流感

是对人类影响最大的重大新发传染病。流行病学特点是病原体种类繁杂，但以病毒最多，以人

兽共患为显著特点，传播速度快，流行范围广、流行趋势预测难度大，对公共卫生安全危害大

等。发热病人胸部 DR和 CT 检查是常规，但技术人员自身防护非常重要。带口罩和洗手、紫外

线机房消毒原则。影像表现特点（1）病变以大、小片状阴影为多见，以两中下肺野为甚。 

（2）病灶变化快。（3）磨玻璃影+实变。（4）部分病人病灶呈游走性。（5）病灶吸收慢。

（6）症状和影像表现不相符合。流行病学史、肺部有 GGO+实变和实验室检查，如 WBC，CD4

等对确诊新发传染病有很大帮助。或许放射科医生的一点点提示将挽救病人的生命。最终确诊

依靠病原学检测。 

 

   

 

 

PU-2664 

肝脏感染性疾病影像学分类诊断 

 
李宏军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100069 

 

目的：分析不同病原体所致肝脏感染性疾病的影像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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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对肝脏感染性疾病的影像表现进行综合分析。 

结果：（1）细菌性肝脓肿 CT平扫典型表现为多发低密度病灶，增强后脓肿壁呈环形强化，

“环靶”征和脓腔内出现小气泡或气-液平面是肝脓肿的特征性表现；多房脓肿病灶内可见多

发线样分隔，增强后分隔在门脉期呈蜂窝状改变，即“簇状”征或“蜂窝”征。MRI平扫 T1WI

脓腔呈低或稍高信号，脓肿壁及分隔呈低信号，T2WI脓肿壁呈低信号，其内囊性成分呈较高信

号，增强后脓肿壁呈花环状或环状强化，中心呈低信号，门脉期及延迟期持续肿块较平扫明显

缩小。（2）病毒性感染多表现为肝大、肝密度减低。（3）真菌感染 CT平扫常表现为多发圆

形或类圆形低密度灶，直径多＜2cm，增强后动脉期病灶呈环形强化，周围有异常灌注，门脉

期病灶缩小、数目减少；MRI 病灶呈长 T1长 T2信号，周边有低密度纤维环影。（4）寄生虫感

染 CT平扫病灶呈不均匀低密度，增强后门脉期病灶呈轻~中等度强化，可见蜂窝样或分隔样强

化；肝包虫感染的“水中百合”征、“飘带”征，肝血吸虫感染的“蟹足状钙化”改变，肝片

吸虫感染的“隧道样”结构等特征性表现有助于诊断。 

结论：肝脏感染性疾病的影像表现各有其特点，CT及 MRI在疾病早期发现、定性和定量诊断

上起着重要的作用，对于不典型的病灶，结合临床及实验室检查不难鉴别。  

 

 
PU-2665 

胆囊结核 CT、MRI 表现 

 
刘衡

1
,柏永华

1
,鲁宏

2
 

1.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2.重庆市第七人民医院 

 

目的 分析胆囊结核(gallbladder tuberculosis，GT)的 CT、MRI表现，提高对本病的认识和

影像诊断水平。资料与方法 收集、分析经临床病理证实的 5例 GT的 CT、MRI表现。CT平扫 4

例，其中增强扫描 2例；1 例同时进行 CT和 MRI扫描。结果 CT平扫：胆囊壁增厚，囊内密

度均匀或不均匀，与肝脏边界清晰或模糊；增强扫描胆囊壁轻度强化，囊内可见分隔状强化

影。MRI平扫：胆囊区见卵圆形异常信号，病灶中央呈稍短 T1、长 T2信号，周围环绕带状短

T1、短 T2信号，其外层见半环状稍短 T1、常 T2信号。胆囊结核的平扫表现（病变形态、大

小、边缘、密度及信号）、增强（强化程度、方式）等特征有助于其诊断与鉴别诊断。结论 

部分 GT具有一定特征性的 CT、MRI表现，结合相关临床资料，可在术前做出正确诊断，为临

床诊断、治疗及预后判断提供理论依据。  

 

 
PU-2666 

急性胃扭转的 CT 表现 

 
罗佳文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16027 

 

目的探讨急性胃扭转的 CT影像特点。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手术证实的 12例急性胃扭转患者资

料，术前均行 CT扫描，观察急性胃扭转的 CT征象，总结其影像特点。结果 12例急性胃扭转

患者的 CT图像均显示胃窦与幽门移行区存在，且移行区均无占位或其他梗阻因素；12例急性

胃扭转患者胃窦位置高于或等于胃底，其中 7例胃窦位置高于胃底，5例胃窦位置与胃底等

高。结论 急性胃扭转在 CT 图像上有一定特点，CT检查是诊断急性胃扭转的重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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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667 

关于肝硬化结节 DWI 信号误区的几点体会 

 
罗佳文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16027 

 

1、DWI简要原理 

何为扩散：热能驱动分子随机的平移运动 

扩散加权成像（DWI）:探测水分子的扩散运动，是无创性探测活体组织水分子扩散运动的唯一

方法。 

DWI像素中信号主要包含两种成分，一种是原始基础信号强度（T2、含水量），另一种是衰减

掉的信号（b值、组织扩散特性） 

DWI成像所得的信号强度符合以下公式： 

A=[1-exp
(-TR/T1)

]exp
(-TE/T2)

exp
(-bD)

   公式 1 

TR为 T1的 4～5倍时，就可以去除信号中 T1的成分 

SE-EPI 序列，TR值通常为 2000～3000ms 

因此公式 1可简化为： 

A=exp
(-TE/T2)

exp
(-bD)            

公式 2 

从公式 2可以得知，DWI信号强 2度与 T2呈正比、与 b 及 D成反比。 

2、DWI的 T2效应误区及对策(3个) 

T2 shine through 

T2 black out 

T2 wash out 

3、肝脏 DWI成像中常见伪影误区及解决策略 

心脏波动伪影-肝左叶部分病灶漏诊 

肝肺、肝肠交界面伪影-肝右叶上、下段病灶漏诊可能。 

   

 

 
PU-2668 

肝血吸虫病影像学表现及研究进展 

 
鲁植艳,李航,汪明月,张在鹏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430071 

 

  血吸虫病在我国广泛流行，至 2014年我国仍有 3万余晚期肝纤维化的血吸虫病人。本文从

肝血吸虫病的病理变化、临床表现、影像学表现及影像诊断价值四个方面展开论述，重点综述

了肝血吸虫病的典型影像学表现及影像新技术对肝纤维化程度的评估。  

   急性肝血吸虫病影像表现一般无特异性，常表现为肝脾肿大。肝实质可无明显改变，或可

出现局部炎性病灶；少数患者也可出现肝脓肿，病灶边缘强化，周围胆管扩张。大量血吸虫堵

塞肝内胆管时，也可表现为化脓性胆管炎。 

   慢性血吸虫表现：血吸虫肝病的常见 CT征象有肝内钙化、肝汇管区低密度灶及中心血管

影、门静脉系统血管壁钙化及门脉高压等。钙化是肝血吸虫病最常见且最具特异的 CT表现，

慢性血吸虫病患者几乎均有肝内钙化，以地图样、线状、分隔状、弧形和包膜样钙化及门脉区

钙化为主，肝内地图样钙化最具特征，大部分患者出现多种形态的混合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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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669 

肺错构瘤 

 
刘棠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16027 

 

肺错构瘤 PPT 

肺错构瘤 PPT目录： 

1、肺错构瘤的定义 

2、错构瘤的病理及分型 

3、肺错构瘤的发病率和临床表现 

4、肺错构瘤的影像学表现（X线表现和 CT表现） 

5、肺错构瘤的鉴别诊断 

6、肺错构瘤的治疗方法 

7、小结 

   

 

 
PU-2670 

糖尿病相关性肺真菌感染影像学研究 

 
张笑春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400038 

 

通过糖尿病相关性肺部真菌感染的影像学特征分析，鉴别不同病原体类型感染，指导抗生素使

用。分析糖尿病相关性肺部真菌感染发病原因、发生机制及相应的影像学特征，从而获得临床

提供查找病原体及给药方式及抗生素选择依据。高血糖破坏机体防御系统、降低机体免疫力，

增加感染机会。具体机制包括血液、体液或痰液内糖含量升高降低中性粒细胞趋化、吞噬和杀

菌能力，免疫球蛋白和补体生成能力减弱和淋巴细胞转化率降低，胰岛素缺乏降低免疫力，血

管结构和功能异常、血流缓慢和血液循环障碍降低局部真菌的清除率，广谱抗生素的应用导致

菌群失调。这些原因都导致真菌（霉菌、白色念珠菌、隐球菌和球孢子菌）感染。主要病理改

变表现为渗出性、化脓性、坏死性和肉芽肿性炎症。影像学特点：急性期双肺多发磨玻璃密度

结节、树芽征、空腔空洞、腔内空气新月征、霉菌球征。启示：少用广谱抗生素、尽量用敏感

药联合、加用抗真菌药）;多次多种真菌培养,必要时 CT引导穿刺病变;尽可能局部用药（坏死

组织抽吸、引流或腔道冲洗）。 

   

 

 
PU-2671 

副神经节瘤的影像诊断 

 
罗宁,边杰 

大连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116000 

 

患者男性，72岁。患者 1天前无明显诱因出现上腹部、脐周疼痛，为持续性胀痛，隐痛，向

腰背放散，疼痛 11小时后出现右下腹疼痛，伴发热、寒战，体温最高 38.4℃，无恶心、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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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无腹胀、腹泻。有排气排便，无腹部绞窄样疼痛.，无呕血、黑便。尿量正常，无尿痛、

无尿急、尿频及血尿。入院后行全腹部增强 CT扫描。 

副神经节瘤起源于胚胎发育时期的神经嵴细胞，具有神经内分泌功能。神经嵴细胞在胚胎发育

过程中向全身各处迁徙，聚集成群则形成副神经节。 副神经节瘤主要起自副神经节。副神经

节瘤分交感性副节瘤和副交感性副节瘤两类。 副交感性副节瘤多发生在颅底与颈部，常见颈

动脉体瘤和颈静脉球瘤。对于交感性副节瘤，发生在肾上腺髓质的称为嗜铬细胞瘤，而把其他

交感来源的称为肾上腺外副神经节瘤。 

   

 

 

PU-2672 

肺透明细胞瘤一例 

 
原媛,孙传恕 

医大二院 116000 

 

 

肺透明细胞瘤 (Clear cell tumor of the lung)是原发于肺部的罕见肿瘤，因其胞浆内富

含糖原亦名“糖瘤”(Sugar tumor)。其影像学表现文献报道较少，大部分均为个案

报道，下面结合文献复习讨论，以提高对该病的认识。 

肺透明细胞瘤好发于 40-60 岁，男女发病率无明显区别。患者通常无症状，影像检

查时偶然发现病变，少数病例可有咳嗽、胸闷、胸痛，偶有咯血症状。目前对肺透

明细胞瘤的起源尚不明确，有平滑肌细胞、血管外皮细胞、神经内分泌细胞、黑色

素细胞、Clara 细胞等来源学说，患者可伴发结节性硬化、肺淋巴管肌瘤病、肝肾

血管平滑肌瘤。 

病理学表现：肺透明细胞瘤常位于肺外带．呈结节状，可有或无包膜，周围边界

清，富血管。质中等，实性，瘤组织内可见大小不等的薄壁血窦，一般无出血和坏

死。镜下可见肿瘤组织由大透明细胞成分组成，细胞大小较一致，圆形、多角形或

梭形 胞浆大多透亮，有嗜酸性颗粒。特征性表现为胞浆内含有丰富的糖元。核居

中，圆形或卵圆形，深染，核分裂像罕见．无异型性。瘤细胞多围绕薄壁血管呈片

状分布．血管周围间质可有透明变性或钙化灶。 

    
 

 
PU-2673 

纵隔原始神经外胚层肿瘤一例 

 
原媛,孙传恕 

医大二院 116044 

 

 

纵隔病变，特别是前纵隔巨大的肿块多缺乏影像特征性，对于原始神经外胚层肿瘤

(primitive neuroectodermaltumors PNETs）PNET 因其罕见且缺乏特征多需在排除常

见的或具有明确影像特征的疾病才考虑此病。位于前纵隔的实性肿物多数是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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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6%）。其恶性特征表现为：肿块形态为分叶状或不规则形，边缘模糊，密度

不均，及不均匀中等度强化；纵隔血管的包绕以及破坏；肿块侵犯心包以及胸膜

等。由于可以发生于纵隔的恶性肿瘤很多，更为棘手的问题是如何进一步鉴别诊

断，包括肿块的起源（定位）以及肿块的定性等。 

发生于前纵隔的巨大肿瘤（多为直径 10cm 以上）临床上常见胸腺瘤、纵隔型肺

癌、淋巴瘤，生殖细胞肿瘤等；少见肿瘤如 PNET 以及胸骨后甲状腺肿等。以下几

点有助于前纵隔巨大肿块的鉴别：  

肿块的位置：肿瘤基本居中并向两侧对称分布多见于淋巴瘤、精原细胞瘤、小圆细

胞瘤、胸腺癌以及 PNET，其中淋巴瘤最常见。肿瘤偏向一侧则多见于胸腺瘤、胸

腺癌、纵隔型肺癌以及间皮瘤等。最常见胸腺瘤 B3 型和纵隔型肺癌。胸腺瘤的

B3 型和胸腺癌影像鉴别困难。 

肿块的密度：密度相对均匀的见于淋巴瘤、小细胞癌、精原细胞瘤等；密度非常均

匀且不强化的病灶要考虑胸腺囊肿可能。密度不均，多见坏死或囊变的肿瘤多为胸

腺瘤 B3 型、胸腺癌、纵隔型肺癌（腺癌或鳞癌）等。密度低于等于 40HU 的病变

多见于小细胞肺癌，而其他肿瘤密度多超过 40HU。 

肿瘤内钙化：纵隔内肿瘤钙化少见，多见钙化的肿瘤为生殖细胞肿瘤、胸腺瘤和胸

腺癌，其他少见肿瘤为淋巴瘤及 PNET 等。 

肿瘤内脂肪：最常见含有脂肪的肿瘤为畸胎瘤、脂肪瘤以及脂肪肉瘤等。 

    
 

 
PU-2674 

肺肉瘤样癌一例 

 
原媛,孙传恕 

医大二院 116044 

 

 

004 年 WH0 肺肿瘤分类中，用“肉瘤样癌”取代之前的“伴有多形性、肉瘤样或

肉瘤成分的癌”， 肉瘤样癌（pulmonary sacrcomatoid carcinoma，PSC）列为肺癌

8 个主要类型（鳞状细胞癌、小细胞癌、腺癌、大细胞癌、腺鳞癌、肉瘤样癌、类

癌、唾液腺肿瘤）之一，其定义为一类含有肉瘤形态细胞或肉瘤样分化的非小细胞

肺癌，包括多形性癌、巨细胞癌和梭形细胞癌、癌肉瘤和肺母细胞瘤五中亚型。此

类肿瘤主要发生于老年，平均年龄 60 岁，男多于女，主要表现为咳嗽、咳血，生

长较大时常侵犯胸膜或胸壁导致胸痛。 

影像特征：：①部位：周围型或中央型软组织肿块，以周围型为多见，且肿瘤多位

于肺上叶。②大小及形态：由于本病恶性程度高，早期症状不明显，发现时肿块均

较大，平均直径约 5.4cm，肿块边界多较清楚、呈圆形或类圆形、且由于肿块生长

速度不均匀，可见分叶，毛刺相对少见。③密度：肿块平扫为软组织密度，由于体

积较大，内部常有坏死，强化不均匀。可见小空洞，增强后肿块多数呈轻－中度边

缘环形强化或不均匀小斑片状强化，有文献认为肿块边缘厚薄不均的环形强化及肿

块内斑片状强化有一定的特征性，可能与肿瘤周边血供丰富、中心坏死囊变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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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学者对照病理发现肿瘤细胞或胶原组织增强扫描时强化，无强化的低密度区代

表了黏液样变性区和出血坏死区。④胸膜受侵：周围型肿块好发于胸膜下，且易发

生胸膜、胸壁受侵，肋骨破坏，伴胸腔积液。另外还有一些肺门纵隔淋巴结肿大、

远处转移的征象，类似于一般肺癌，均提示恶性病变。 

    
 

 

PU-2675 

肺滑膜肉瘤一例 

 
原媛,杨超 

医大二院 116044 

 

滑膜肉瘤为一较常见的软组织恶性肿瘤, 占所有软组织肉瘤的 7%～10%。病变多起源于关节滑

膜、滑囊或腱鞘、 膝、足、踝、腕、肘、髋及骶髂等关节及其周围为其好发部位。偶尔, 它

亦可发生在其他部位, 包括如头、颈、胸壁、胸膜、肺、心脏、纵隔、腹壁、肾脏等。 

关于滑膜肉瘤的组织起源有多种观点, 目前多数学者认为滑膜肉瘤既不起源于滑膜, 也不向滑

膜分化, 而是起源于原始间叶细胞, 可向上皮和间叶组织双相分化, 故滑膜肉瘤可发生于无滑

膜的全身各部位, 如肺，约占所有肺原发性恶性肿瘤的 0. 5%。它可以起源于肺实质、支气管

树或肺动脉。由于肿瘤常位于肺外周, 病灶较大并以胸膜为基底, 判定其来源比较困难, 故有

学者以胸膜-肺滑膜肉瘤或胸腔滑膜肉瘤（primary pleuropulmonary synovial sarcoma, 

PPSS）命名。 

临床表现: 患者典型的症状是胸痛、咳嗽、咳血; 也可以无症状, 于体检时偶然发现; 吞咽困

难、胸膜炎的疼痛、胸闷、肩痛和发热是偶发的伴随症状。 

影像诊断: PPSS 影像学表现分为中央型和周围型。中央型少见, 位于肺门或叶支气管; 周围

型多见，位于肺周边, 起源于肺周边的肿瘤靠近胸膜。PPSS 典型的 CT表现为境界清晰、不均

匀强化的肿块。平扫显示肿块密度不均, 内含液化区域,提示坏死或出血。肿瘤可位于肺内或

主要位于胸膜, 但其确切起源常不易判定, 肿块很少出现钙化, 很少伴有肺门或纵隔淋巴结肿

大, 往往伴有同侧胸腔积液代表急性或复发性胸腔积血。围绕肿块可有“磨玻璃”样硬化缘。

本例肿瘤发生于肺外周、肿瘤体积较大、肿瘤内部密度不均，肿瘤周围包膜出现且延迟强化明

显，纵膈内无肿大淋巴结等表现，均与文献报道一致。 

  

   

 

 
PU-2676 

肺腺癌一例 

 
原媛,杨超 

医大二院 116044 

 

肺炎型肺癌与肺内炎性病变的影像鉴别 

1、 病灶边缘：肺炎型肺癌的病灶边缘多较为清晰，这是由于肺炎型肺癌是粘液型细支气管肺

泡癌的常见形式，癌细胞沿肺泡壁生长。肺小叶间隔可以阻隔癌细胞的扩散形成病灶较为清晰

的边缘。而肺炎则可以肺泡内为液体可以流动，很容易通过肺泡间孔向邻近肺泡扩散，从而形

成病灶模糊的边缘。如何确定边缘是否模糊，可从 2点判断：一是 HRCT扫描，尽管边缘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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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低，可比照 GGO。二是随诊观察，既然炎症的机理是渗出，那么经过一段时间随诊后，不管

治疗与否，炎症的渗出都将发生变化。建议随诊时间 3~4周后复查。 

2、 支气管充气征：如果实变区内的充气支气管延伸、扭曲、走行僵硬，支气管管壁不整，

管腔粗细不均，支气管分支夹角开大，均提示为肺炎型肺癌。 

3、 病灶内空泡或囊腔：肺炎型肺癌的发生空泡或囊腔的发生率为 40%。其影像表现与结核

的空洞很类似。空泡多为残存的支气管断面，囊腔则可能是病变侵犯末梢细支气管形成单向阀

门导致的气肿性囊肿。肺癌囊腔周围常见相对正常的肺组织结构，而肺结核的空洞则是位于实

变区内。 

4、 肺内多发结节：肺炎型肺癌的晚期，肿瘤细胞可以向气道或淋巴道播散。沿气道播散表

现为小叶中心结节；如为淋巴道播散则表现为沿中轴间质或小叶间质分布的结节影。结节大小

可以不一致，但形态和密度基本一致；而肺结核的播散灶多表现为明显的多种形态多种密度并

存。 

5、 病灶密度：肺炎型肺癌常见于粘液性腺癌，肿瘤分泌的粘液可以不断填充气腔，导致平

扫片状低密度，从而可以表现为“血管造影征”，低密度区域可见稍高密度的血管穿过；而增

强扫描低密度区亦无明显强化。炎症的实变区其内如无坏死表现为均匀的强化，而炎症或结核

的坏死多表现为中心区类圆形的低密度区，无强化且无血管穿过。 

6、 病变分布位置：肺炎型肺癌可以累及多个肺叶，且多累及下叶。如本病例同时累及右肺上

中下三叶。结核则特征性的多见于上叶及下叶背段。 

  

   

 

 
PU-2677 

甲旁亢骨病一例 

 
原媛,杨超 

医大二院 116044 

 

PHPT骨病主要是由于甲状旁腺素过多分泌，破骨细胞活性增加，骨小梁、哈氏管和骨陷窝表

面骨质吸收，形成囊样骨缺损，其内的纤维肉芽组织增生，并继发粘液变性和出血，称为纤维

囊性骨炎，因其组织中的多核巨细胞胞浆罕有红细胞、含铁血黄素而成棕褐色，故又称“褐色

瘤”。主要临床表现为全身骨关节疼痛和多发性骨折，以长管骨多见，少数位于干骺端，还可

见于椎体、髂骨和肋骨等。少数有驼背、鸡胸、肢体弯曲和贫血症状。 

纤维囊性骨炎的 CT表现：1.全身骨骼广泛性骨质疏松，由于 PTH分泌过多，导致破骨细胞活

性增加，大量骨钙外移进入体液，从而出现高血钙、高尿钙；骨骼则由于骨吸收而出现密度减

低、骨纤维稀疏，以脊柱、扁骨、掌指骨及肋骨较明显。2.骨膜下骨皮质吸收，表现为骨干或

其他部位的皮质失去光滑而完整的边缘，呈花边状骨质缺损，常发于骨突和肌腱韧带附着处，

多见于中节指骨内侧缘，可累及单个或多个指骨，也可发生于长骨、肋骨和颌骨牙槽硬板。3.

局限性囊性骨破坏，骨骼受侵呈良性征象，表现为单发或多发大小不等囊状透明区，可有高密

度薄层硬化缘围绕，部分病灶可见囊内出血及液平面。周围无骨膜反应及软组织改变；以下颌

骨、骨盆、股骨多见，常位于皮质下，发生于长骨时可沿骨干长轴发展。4. 颅骨的“胡椒

盐”样改变,表现为颅骨内外板分界不清，板障增厚呈磨玻璃样，穹窿顶颗粒状骨吸收伴斑点

状硬化，颅缝及血管沟消失。5.骨质硬化，多见于继发性甲旁亢，最常见于脊柱，其次为骨盆

和肋骨。脊椎椎体常呈现分层状密度增高。6.尿路结石，高血钙高尿钙引起，常为双侧多发，

少数有肾实质钙化。7.关节软骨钙化，主要见于原发性甲旁亢，好发于膝关节、肩关节及腕部

三角软骨等处。8.软组织钙化，多见于继发性甲旁亢，好发于关节周围和血管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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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678 

肺平滑肌瘤病一例 

 
原媛,杨超 

医大二院 116044 

 

 

肺平滑肌瘤病(Pulmonary Leiomyomatosis)又称肺多发性平滑肌瘤病或良性转移性平

滑肌瘤。是一种极少见的肺内良性肿瘤，文献报道不足百例。该病常发生于育龄期

妇女，平均年龄 47 岁(30～74 岁)，几乎均伴有子宫平滑肌瘤病史，多发生于切除

术后 3-20 年。肿瘤生长缓慢，患者多无明显症状，于常规体检发现。 

肺平滑肌瘤病的组织学起源至今尚存争议，有学者考虑为肺部良性转移性平滑肌瘤

病，并认为该病是一种低毒恶性潜能或交界性肿瘤，理由是患者几乎均有子宫平滑

肌瘤病史，二者形态学相似。也有学者认为它是因对雌激素反应而导致的肺泡壁广

泛平滑肌原位增生而将邻近的肺泡包裹在瘤结节内形成。目前大多数文献报道支持

前者，理由是①子宫原发性平滑肌瘤与肺的转移瘤肿瘤细胞免疫组化标记雌激素、

孕激素均表达提示两者都是激素依赖型肿瘤；②有相似的分子遗传学改变，包括雄

激素等位基因和 X 染色体失活模式；③染色体 19q、22q 和 IP 的缺失和 6q21 位点

的重排；④肿瘤对抗雌激素治疗有效。 

肺平滑肌瘤病典型的影像学表现为双肺内的多发性结节影．多位于下叶，边缘光滑

清晰，可有分叶，无毛刺，无肺门或纵隔淋巴结转移征象。肿瘤可伴有胸膜及腹腔

多发性瘤结节；少数病例结节呈粟粒状或出现空洞，与粟粒性肺结核、转移性恶性

肿瘤等疾病不易鉴别。 

    
 

 
PU-2679 

腹膜后孤立性纤维瘤一例 

 
罗佳文,原媛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16027 

 

 

孤立性纤维瘤(solitary fibrous tumor，SFT )是一种少见的梭形细胞软组织肿

瘤。 多起源于胸腔的脏层胸膜，少见发生于腹膜后。目前认为起源于树突状间充

质细胞。 

SFT缺乏明显的年龄和性别差异。腹膜后 SFT肿瘤生长缓慢，多无明显临床症状，

或因为肿瘤增大导致的压迫症状。肿瘤的病理特点是病变区有大量的纤维梭形细胞

组成，细胞形态温和，病灶内常可见细胞密集区与细胞疏松区共存，被纤维性间质

分隔；肿瘤中血管较丰富。免疫组化显示瘤细胞 CD34几乎 100% 阳性，具有高度

特异性。CD99及 bcl-2 表达亦可见阳性表现，S-1O0表达为阴性。 

腹膜后 SFT的 CT表现：CT对于诊断 SFT具有很高的价值。腹膜后 SFT多为圆形或

类圆形，肿块往往很大，呈膨胀性生长，压迫推移周围组织，对周围脏器形成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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挤压，器官变形。肿瘤的包膜大多完整，可见包膜强化。CT 平扫肿块密度均匀或

不均匀，与肿瘤大小有关。肿瘤密度与肿瘤成分有关，如果病变区胶原纤维含量较

少，而细胞含量较多，则密度相对较高；如果含有大量胶原纤维而细胞成分较少，

则密度较高。本例平扫病灶密度相对较低，低于周围肌肉组织，与肾脏密度类似，

提示病灶内含有大量的细胞成分。平扫所见的病变区岛屿样或环礁样低密度区，可

能是细胞密集区，亦可能是病灶出现囊变、坏死或黏液样变，需通过增强予以鉴

别。如平扫低密度区未见明显强化，提示坏死区；如明显强化则提示为细胞密集

区。 

    
 

 
PU-2680 

肺腺癌伴 MALT 淋巴瘤一例 

 
罗佳文,原媛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16027 

 

 

讨论：该患者 2010 年行右下肺癌切除术，术后病理为腺癌。3 年后再次左肺发现

多发病灶，常规应考虑右肺癌左肺转移的可能。在右肺癌术前 CT 资料缺失的情况

下，分析左肺病灶的形态成为判断左肺病灶是否为转移灶的关键。肺腺癌的肺内转

移多表现为实性结节。左肺的病灶表现为实变影和 GGO，这两种影像表现均罕见

于转移灶，因此转移灶的可能性较小。左肺下叶的 2 枚 GGO 均具有恶性特征，应

首先考虑早期肺癌。多有文献报道，以 GGO 为特征的早期肺癌可以多中心发生，

这为以 GGO 为特征的多发早期肺癌同时或分批手术提供依据。 

本病例为罕见的肺内双重恶性肿瘤病例。手术证实左肺上叶下舌段为 MALT 淋巴

瘤。肺 MALT 淋巴瘤属于惰性淋巴瘤，预后良好。肺内发病率低于 1%。MALT 淋

巴瘤的肺内可表现为实变、团块、片状影、磨玻璃影、结节等，可伴有支气管气相

等，纵隔淋巴结多不肿大。MALT 淋巴瘤常以片状影为主要表现，其内可见支气

管气相。多需与炎症、大灶炎性肺癌相鉴别。炎症性病变临床可有发热、咳嗽、白

细胞升高等改变，影像上其密度多不均匀。大灶炎性肺癌是肺腺癌的一种特殊类

型。其内密度多不均匀，支气管气相呈“枯枝征”，多见肺门或纵隔淋巴结转移。

MALT 淋巴瘤因其少见的发病率及酷似肺炎样的 CT 表现常常被误诊。尽管术前抗

炎治疗未见吸收，术前仍未考虑到 MALT 淋巴瘤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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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681 

胃神经鞘瘤一例 

 
罗佳文,原媛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16027 

 

 

胃神经鞘瘤（Gastric Schwannomas，GS）是一种少见的间叶源性肿瘤，它起源于

胃肠道壁肌间 Auerbachs 神经丛神经鞘 Schwann 细胞。胃肠道神经鞘瘤多起源于

胃，占 60%~70%。发病率约占胃肠道间叶源性肿瘤的 2.9%；发病年龄多在 50 岁

左右，以女性多见。 

病理改变：镜下可见肿瘤主要由梭形细胞构成，肿瘤细胞周围可见淋巴细胞套状浸

润；免疫组织化学梭形细胞胞浆 S-100 蛋白和神经特异性烯醇化酶(NSE)呈强阳性

反应，而 CD117、CD34、肌源性标记物结合蛋白和肌动蛋白阴性；电镜下可见神

经元样特征。 

影像表现： 

1、GS 多表现圆形、卵圆形或扁圆形均质肿块，边缘光滑锐利。 

2、由于神经鞘瘤起源于胃壁肌间神经丛，可以向腔外、腔内以及腔内外生长方

式，与消化道外神经鞘瘤表现不同，胃神经鞘瘤密度均匀，未见明确出血、坏死、

囊变及钙化征象。 

3、GS 平扫密度略低于肌肉；增强扫描缓慢持续强化，多数呈中等强化，略高于肌

肉密度。 

4、GS 绝大多数是良性肿瘤，极少发生恶变。 

有人将 GS 分为：巨块型、胃壁结节型和胃壁局限增厚型。 

    
 

 

PU-2682 

侵袭性肺部真菌感染一例 

 
罗佳文,原媛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16027 

 

 

侵袭性肺部真菌感染(Invasive Pulmonary Fungal Infections，IPFI)多是一种继

发性感染性疾病，多见于使用广谱抗生素、糖皮质激素、免疫抑制剂的患者，接受

放、化疗的肿瘤患者及患有慢性消耗性疾病的老年患者（如糖尿病、支气管扩张、

肺结核等）。原发性肺真菌感染临床少见。 

IPFI的 CT 表现形态多样，可呈现单发或多发的结节或肿块影；也可以斑片影为主

要征象，常多肺叶或多肺段发生，呈弥漫性分布。早期结节或肿块周围可见“晕

征”，为真菌破坏病灶周围小血管，导致肺内出血所致。部分文献认为“晕征”是

肺真菌感染早期特征性征象，但部分肿瘤性病变早期也可出现“晕征”，与本病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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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故笔者认为此观点有异议。中期可形成脓肿和空洞等，其中肺曲霉菌感染可出

现典型的可随体位变化的“洞中球征”或称“滚珠征”，表现为肺内空腔或空洞病

变内球形内容物影（即曲霉菌球）；霉菌球和壁之间可见新月形间隙，称为“空气

新月征”。其它真菌感染也可出现类似“空气新月征”的征象。IPFI中胸腔积液

及淋巴结肿大较少见，为非特异的不典型表现。   

 

 
PU-2683 

股骨软骨肉瘤一例 

 
罗佳文,原媛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16027 

 

 

软骨肉瘤是起源于软骨或成软骨结缔组织的一种较常见的骨恶性肿瘤，可原发于骨髓的间叶组

织或骨膜，称之为原发性软骨肉瘤；亦可由骨软骨瘤恶变而来，称之为继发性骨肉瘤。软骨肉

瘤主要通过骨髓腔或骨膜播散，远距离转移并不常见，主要见于肺及硬膜外间隙转移。 

软骨肉瘤仅次于骨肉瘤，占所有骨肿瘤的 20％；总体发病率男性高于女性；发病部位多在髋

关节周围(股骨近端、髂骨、耻骨)和肩关节区(肱骨近端、肩胛骨)，最多见于股骨，约占 50

％。 

软骨肉瘤按发病部位分为中央型和周围型。 中央型又称骨髓内软骨肉瘤或骨内软骨肉瘤，占

85％～9O％，起源于自骨髓腔和软骨瘤恶变者，是软骨类恶性肿瘤中常见类型。常发生于髓

腔，呈中心性生长。发病高峰期在 4O岁～5O岁。但有 10%发生于儿童，其表现多发展迅速。

周围型又称外生性软骨肉瘤，占 lO％～ l5％，起源于骨膜或骨表面，多由先前存在的骨软骨

瘤恶变而来。发病年龄多在 2O岁～3O岁。 

其按分化程度分 高、中、低分化三型。高分化型恶性程度较低，肿块边界清楚，钙化较多，

但透明细胞型软骨肉瘤除外，其钙化少见；低分化型恶性程度较高，肿块边界模糊，钙化较少

或无钙化。 

故本病例应为高分化中央型软骨肉瘤。 

软骨肉瘤的典型影像学表现为溶骨性骨质破坏、瘤软骨钙化及软组织肿块。病变边缘锐利或毛

糙，骨质破坏多表现为斑块状、虫蚀状、大片状溶骨性骨质破坏。发生于长骨骨干髓腔者可表

现为大囊状破坏区，骨皮质和骨内膜呈反应性扇形增厚是肿瘤侵蚀哈佛氏管系统所致，少数病

例可轻度膨胀，有轻度骨膜反应，Codman三角少见。早期骨皮质突破、虫蚀状、环状、弧状

钙化是软骨肉瘤的重要诊断依据。 

  

    

 

 
PU-2684 

肾脏血管平滑肌脂肪瘤一例 

 
边杰,原媛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16027 

 

肾脏血管平滑肌脂肪瘤(Angiomyolipoma，AML)是一种由厚壁血管、脂肪和平滑肌细胞混合组

成的具有血管周上皮样细胞特征的间叶性肿瘤。2004年 WHO肿瘤分类将肾 AML分为经典型 A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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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上皮样 AML（EAML），并认为前者为良性。后者作为一个亚型，临床罕见，其特征是在经典

型肾 AML结构基础上以上皮样细胞增生为主，具有恶性潜能，呈浸润性破坏性生长。 

肾 AML分为单纯型和伴结节性硬化症（tuberous sclerosis complex，TSC）型，而肾 EAML伴

有 TSC的比例高于肾经典型 AML。肾 EAML多见于中年女性，平均年龄（44±16）岁，男女比

例 1：3。临床表现无特异性，肿瘤较小时可无明显症状，体检偶然发现；肿瘤超过 4cm时，

可表现为腰部酸痛、隐痛、腹部肿块，严重时可自发破裂大出血。约 1/3的 EAML病例为恶

性，表现为术后复发或远端转移，发生概率与肿瘤瘤体大小呈正比。 

肾 EAML的影像学表现既可以有经典 AML的表现，也具有一定自身特征性表现。病灶易多发，

体积偏大，多向肾轮廓外突出，轮廓光整，分叶少见，大部分与肾实质分界清楚，较大病灶可

出现囊变、坏死及出血，但钙化少见。大多数肾 EAML为乏脂性的实性肿块，CT平扫呈稍高密

度，这与病灶内上皮细胞或多核细胞分布密集，厚壁血管成分丰富有关。部分病灶可出现“楔

征”（病灶肾内部分与肾脏交界平直或呈楔形尖端指向肾门）、“皮质掀起征”（肿瘤突出肾

外处瘤旁肾实质呈拱状高于肾轮廓线外）等良性肿瘤征象，其病理基础可能是肿瘤生物学行为

偏向良性，对组织的浸润能力低，易向肾外间隙或肾小叶间等相对阻力低的组织方向生长相

关。CT增强扫描表现表现为“快进快出”和“快进慢出”两种方式，后者多见，瘤体内含粗

大、扭曲血管影对于明确诊断有重要价值。 

  

   

 

 

PU-2685 

气管套细胞淋巴瘤一例 

 
边杰,原媛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16027 

 

 

套细胞淋巴瘤(mantle cell lymphoma，MCL)是一组预后差的侵袭性非霍奇金淋巴

瘤(NHL)，约占所有 NHL 的 6％ 。是 B细胞非霍奇金淋巴瘤的一个亚型，曾命名为

中心细胞性淋巴瘤、中间淋巴细胞性淋巴瘤、弥漫性或结节性小裂细胞淋巴瘤。该

肿瘤起源于滤泡套内层中未受抗原刺激的 CD5
+、CD23

-周围性 B细胞，特点为以淋巴

结发生中心周围套区的肿瘤性扩大，故命名为 MCL。WHO将套细胞淋巴瘤分成四个

亚型：母细胞或母细胞样亚型．多形性亚型，小细胞亚型和单核样亚型。  

套细胞淋巴瘤常见于中老年人，平均发病年龄为 60岁(18 ～86岁)，男性发病明

显多于女性(男：女=3：1)，大部分套细胞淋巴瘤的患者一经诊断多已呈弥散性病

变(80％的病人处在Ⅲ期或Ⅳ期)。主要表现为全身浅表淋巴结肿大，脾脏及骨髓受

侵，外周血易受侵，常累及多个区域淋巴结，少有单一区域淋巴结受累，且受累淋

巴结分布无一定规律。其特征表现为结外病变发生率较高，既往文献报道结外受侵

表现为骨髓受侵(60％～70％)、脾受侵(33％～75％)及胃肠道受侵(15％～40％)，

另有文献报道有 35％的患者出现肝受侵。咽淋巴环、肺及胸膜、腮腺、眼眶等部

位受侵少见，其他如乳腺、腹膜及皮肤受侵罕见。早期患者的中枢神经系统受侵罕

见，但晚期患者 20％ 左右有中枢神经系统的侵犯。胃肠道受侵多为弥漫性的肠粘

膜侵犯，称为多发性淋巴瘤息肉病。临床常表现为腹痛、腹泻、肠梗阻及肠道出

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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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686 

支气管囊肿一例 

 
边杰,原媛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16027 

 

 

典型的支气管囊肿诊断并不困难，常见于右侧气管旁和隆突下沿主支气管分布，约

占 80%~90%，其余 10~20 可以发生于纵隔的任何部位。在非典型发生部位，容易误

诊为其他病变。 

支气管囊肿多为体检发现，少数患者表现为胸痛，巨大的囊肿可能会引起呼吸困

难。 

支气管囊肿是一种先天性疾病，由胚胎期前肠腹侧肺芽或气管支气管树分支发育异

常所致。病灶多为单发，极少与支气管相通。囊肿大小不一，小则 2厘米，大者可

达 15厘米以上，多为 4~5厘米。囊肿边缘光整，较大囊肿常可见纵隔间隙铸型。

囊肿密度均匀，少数囊壁或囊内可见点状钙化，CT值 50%表现为典型的水样密度

影；50%呈软组织密度，最高可达 60~70HU，囊肿内含有浓稠的胶冻样物质。增强

扫描囊肿内容物不强化，这是鉴别囊肿与实性病变的重要鉴别点，特别是软组织密

度肿物，未见强化要考虑支气管囊肿的可能性。约有 1/3的患者囊壁可见强化，更

有利于诊断囊肿。   

 

 

PU-2687 

肺内硬纤维瘤病一例 

 
边杰,原媛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16027 

 

 

硬纤维瘤病（desmoid type fibromatosis DTF）是一组少见的组织学良性但具有侵袭性的软

组织肿瘤，是纤维瘤病的一个亚型。临床诊断和治疗常常比较困难。肺部的硬纤维瘤相关报导

极少，早期诊断及明确病变范围对于制定手术计划，减少复发的可能性具有重要意义。 

DTF肿块通常 5－10cm直径，但超过 20cm的肿瘤并不少见。腹外 DTF好发于肩部、胸壁、及

四肢。腹壁 DTF好发于腹壁。腹腔内 DTF好发于肠系膜。CT在 DTF诊断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作

用。其主要目的是通过确定其位置、数量（如果多发）、边界、与邻近组织的相关性（骨或神

经血管）以及增强模式来评估及分期。其表现与发病部位有关，位于腹外以及腹壁的 DTF 主要

累及肌肉或筋膜。病变累及肌肉可见肌肉内沿肌束分布的略低密度肿块影，增强扫描呈不均匀

强化，病灶边缘不清。病变累及筋膜可以表现为边缘较为清晰。位于腹腔内肠系膜来源 DTF多

表现为边缘模糊的密度不均的肿块影，与周围脏器分界不清，可以将器官组织包绕其中，可以

跨越后腹膜累及腹膜后器官。病变的占位征像相对较轻。 

CT密度的表现亦与 DTF的不同病理阶段有关。密度的差别主要与胶原纤维含量有关，胶原纤

维含量越多，密度越高。阴阳征被认为是 DTF较特征性 CT和 MR表现。阴阳征在肺部极少见，

需与肺内慢性炎症鉴别，慢性炎症可能导致临近胸膜的局限性增厚从而形成类似阴阳征的改

变，其增厚的胸膜范围多大于肺内病变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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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目前认为是评价 DTF的最佳的影像检查技术。MRI多平面成像能清晰地显示出病灶的部位、

范围和形态，以及病灶边缘的爪状浸润，以及是否有包膜。MRI表现具有特征性，通常病灶在

T1WI上呈低信号或等信号，T2WI病灶均呈高信号，部分病灶呈不均匀低信号。MR信号的改变

与瘤内胶原组织含量有关。病灶内无明显坏死、钙化及脂肪组织。增强后病灶含有细胞成分较

多的部分明显强化。 

  

 

 

PU-2688 

不典型淋巴结结核一例 

 
边杰,原媛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16027 

 

 

针对多发淋巴结肿大，影像学多见于淋巴瘤、结核、结节病以及淋巴结转移瘤等。 

淋巴瘤：非连续性播散的淋巴结肿大，是 NHL 的典型表现，在检查过程中需要关

注颈部、胸部、腹部以及盆腔的淋巴结是否肿大。胸部淋巴结侵犯多累及前纵隔、

肺门、隆突下、腋下、食管周围等。而单纯侵犯前纵隔（75%）则多见于 HD 的结

节硬化型，且女性多见。腹部淋巴结肿大以肠系膜淋巴结为主，占到 51%。亦可

见多发腹膜后淋巴结肿大。肿大的淋巴结可见融合成团，平扫密度较均匀，增强扫

描可见片状低强化区。 

结核病：纵隔淋巴结结核淋巴结肿大的部位多为 2R、4、6、7 以及 10 区淋巴结，

多以单侧为主。可多发或单发，多个淋巴结融合可呈不规则形状肿块。CT 平扫大

多数肿大淋巴结密度比较均匀，部分不均匀，中心区低密度；较小的淋巴结多为均

匀增强，少数较大淋巴结为环形增强。 

腹部结核累及腹膜多以结核性腹膜炎为主要表现，其病理表现分为粘连型、腹水型

和混合型，以混合型为多见，其共同表现为腹膜上密布粟粒样结节，可以融合为较

大结节。CT 可以表现为腹膜均匀或污秽样增厚以及肠系膜淋巴结肿大。 

结节病：又称伯克结节病。是一种病因不清的免疫介导的多系统肉芽肿性疾病，临

床表现、进展以及预后多样。发病年龄 20-40 岁。男：女=1:3。胸部影像学分期：

0 期：胸片正常 5%；Ⅰ期：肺门+仅纵隔淋巴结病 50%；Ⅱ期：淋巴结病+肺实质

病 30%；Ⅲ期：仅肺实质疾病 15%；Ⅳ期：肺纤维化 20%。淋巴结肿大多以双侧

肺门淋巴结为主。结节病累及腹部未累及肝脏和脾脏等实质性器官。淋巴结肿大约

占 10%~31%。常并发胸部淋巴结肿大，淋巴结平均大小约为 2.6 厘米。 

淋巴结转移性肿瘤：多见于年长患者。多源于胃、结肠以及卵巢恶性肿瘤，其次为

胰腺、子宫以及胆道恶性肿瘤。恶性肿瘤可以弥漫种植腹膜、肠系膜表面，形成大

小不等结节。可以出现腹腔及腹膜后淋巴结肿大。亦可见肺部肿瘤转移至腹腔及腹

膜后淋巴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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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膜瘤 

 
于洋,孙传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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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膜瘤（Meningioma）是最常见的颅内肿瘤（13%~20%），它起源于蛛网膜帽细胞的肿瘤，少

数起源于硬膜的纤维母细胞或附于脑神经、脉络膜的蛛网膜组织，属脑外肿瘤，多有完整包

膜，病灶一般为单发，多发者常见于神经纤维瘤病 II型。WHO根据肿瘤增殖活跃程度、侵袭

性等生物学行为，将脑膜瘤分为三型：良性脑膜瘤、非典型脑膜瘤及恶性脑膜瘤，好发于幕上

（85%），矢状窦旁、大脑凸面最为常见，此外亦见于蝶骨嵴、嗅沟、颅前窝、鞍结节，幕下

相对少见，常见部位为桥小脑角区、斜坡和小脑幕。其病理类型多样，分为上皮型、纤维型、

移行型、砂砾型、淋巴浆细胞型等。临床表现与病灶发生的位置相关，矢状窦旁脑膜瘤多引起

癫痫、半身瘫痪等症状。良性脑膜瘤生长相对缓慢，CT及 MRI检查是临床诊断脑膜瘤最主要

的方法，绝大多数患者采取手术切除，非典型和恶性者需要放疗。 

影像学表现： 

1.CT表现为边界清晰的圆形、半圆形肿块，绝大多数与硬脑膜相连，70~75%呈稍高或高密

度，25%呈等或稍低密度，坏死、囊变、出血（8~23%），60%病灶可见瘤周水肿；3%~18%脑膜

瘤可见点状、片状钙化灶，明显者呈雪团状、颇具特征；可伴有邻近颅骨反应性增生、肥厚，

恶性者可伴有颅骨内板骨质破坏，甚至侵犯颅外板而形成缺损、形成肿块；增强扫描病灶呈明

显强化，CTA可显示供血动脉。 

2.MRI平扫中，脑膜瘤呈等 T1、等 T2信号影，T1WI可显示灰白质界面受压内移，即“白质塌

陷征”；T2WI显示病灶与脑实质之间的 CSF裂隙及血管流空征象；增强扫描病灶呈明显强

化，可见脑膜尾征，但不具有特异性；MRP扫描，病灶 DBV 明显升高；MRS显示 Ala峰值升

高；MRV可显示静脉窦受累情况。 

3.DSA检查中可见脑膜瘤由脑膜血管供血，呈明显的肿瘤染色，可行术前栓塞以避免或减少术

中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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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血管瘤 

 
边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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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血管瘤（hemangioma）是一种先天性血管畸形，由胚芽错构而成，是最常见的肝脏良性肿

瘤。女性多见，以单发居多，一般无包膜，切面呈囊状或筛孔状，故又称海绵状血管瘤。临床

常无任何症状，瘤体较大时可对周围脏器产生压迫症状。 

典型血管瘤影像学表现：多为圆形或类圆形肿物，界清，有时可见浅分叶。平扫多呈均匀的稍

低密度影，直径 4cm以上者内部密度可不均匀，中心可见更低密度瘢痕组织，呈裂隙状、星芒

状或不规则形，应为血窦内血栓机化与血窦间过度增生的显微组织共同形成。大血管瘤可出现

中央瘢痕内囊变坏死，而钙化少见，仅占约 2%。增强扫描动脉期病灶边缘呈结节样或片状强

化，静脉期及延迟期逐渐相互融合并向内部验身、填充，呈“早出晚归”的强化特点。瘢痕不

强化。较小病灶可见动脉期完全强化。肝血管瘤在 MR平扫 T2WI上可呈特征性的“灯泡征”。 

肝脏多发囊性病灶的鉴别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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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囊肿：肝囊肿多见于女性，右叶较多，多发为主，大小 1-10cm不等。本病例术前 CT及超声

均诊断为肝脏多发囊肿，二者难以鉴别。肝囊肿合并出血常见，但合并出血破裂者少见。且肝

囊肿虽可有囊壁钙化，但罕有本病例中的片条样钙化。 

囊性肝转移瘤：伴有原发肿瘤病史。常多发，大小不一，弥漫分布。囊性肝转移瘤密度低，常

伴有间隔及壁结节。需要注意的是囊性肝转移瘤在 MRI平扫 TW2I亦可呈“灯泡征”表现。其

增强后病灶呈轻度强化，有中心坏死者呈周边强化，与本病例不符。 

肝内胆管囊腺瘤：好发于中年妇女，多为单发，体积大，表现为多房的低密度肿物，有分隔，

可有壁结节，增强后分隔及壁结节强化，囊腔不强化。本病例为多发病灶，分隔不明显，未见

壁结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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腺样囊性癌 

 
边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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腺样囊性癌(adenoid cystic carcinoma，ACC)是起源于腺导管的肌上皮或腺上皮细胞的一类

肿瘤，多发生于唾液腺，少数可发生在颌骨、皮肤、乳腺及泪腺。发生于气管/支气管者少

见。气管/支气管 ACC是起源于气管、支气管黏膜下腺体的唾液腺型肿瘤，约占肺部肿瘤的

0．04％～0．2％，占气管肿瘤的 30%-40%。WHO在 2004 年的肺及胸膜肿瘤病理分类中将唾液

腺型癌分为腺样囊性癌(ACC)、黏液表皮样癌、上皮一肌上皮癌三类，均为低度恶性肿瘤．其

中 ACC发病率最高。本病男女发病比例基本相等，可发生于任何年龄，40-50岁为发病高峰

期。 

气管/支气管 ACC多发生于主气管及主支气管，约占 85.9%；在气管侧壁及后壁等腺体丰富的

区域发病率较高。本病形态学及影像学表现多样，根据发病部位分为中央型和周围型；根据生

长方式分为腔内肿块型、腔内外肿块型和管壁浸润型。即肿瘤可表现为沿管壁梭状走行的软组

织肿块突入腔内或腔内外同时生长，亦可表现为环形浸润气管壁生长致管壁不均匀增厚，亦可

穿透气管/支气管软骨壁侵犯周围组织及肺实质，少数可侵犯胸膜或纵隔形成巨大肿块。CT上

肿瘤密度较低且均匀，增强后强化程度多不明显，这是因为瘤体内含有导管上皮、肌上皮双层

细胞构成的腺体，呈小管状或筛状结构，其中常可见扩张的假囊肿，内含黏液或嗜酸性基底膜

样物质，间质内少有血管，易发生黏液样或透明变性。而瘤组织坏死不常见。 

气管/支气管 ACC主要与气管、支气管来源的其它肿瘤鉴别，如黏液表皮样癌、类癌等。其中

黏液表皮样癌多发生于段或段以下支气管，多局限于支气管腔内生长，管壁不增厚，病变内可

见钙化，CT增强多表现为明显强化；类癌常合并神经内分泌症状，CT增强表现为明显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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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性肝癌 

 
边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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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细胞癌具有一定的常见影像表现，如：包膜征，病灶内出血，液化坏死，实性成分速升速降

强化方式，同时具有不常见影像表现，如：病灶内呈多房分隔样改变，囊性成分明显。肝脏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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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变的原因，主要有 3个方面：一是肿瘤自身分泌液体；二是肿瘤内部广泛出血；三是肿瘤自

发液化坏死或栓塞化疗后液化坏死。本例病灶囊性变明显，因此需与下述疾病鉴别： 

肝脓肿；脓肿壁 CT增强表现为典型内低、中高、外低 3 层不同密度特征，肝脓肿亦可表现肿

块缩小征、周围充血征、簇状征、花瓣征，延迟强化征，不具备肝癌实性成分速升速降的强化

方式。另 T2上表现为高信号的部分，在 DWI上未见明显高信号，也不支持肝脓肿的诊断。 

肝脏囊性转移瘤；肝脏囊性转移瘤囊壁边缘常不规则、伴结节状或乳头状增厚、增粗的房隔有

强化，此例为单发巨大肿块，转移瘤几率相对较低，但单从影像表现上难以完全鉴别。 

肝囊性腺癌；来源于胆管上皮细胞的少见肿瘤，因而又称为胆管性囊腺癌，本病多见于中年女

性，恶性程度低，病史较长，以多房囊性病变为其特点，可有壁结节，壁上可有钙化及有卫星

灶、胆管扩张等特征；囊腺癌房隔为纤维组织，可表现延迟强化，与本例易混淆，但本例不具

备典型的壁结节及胆管扩张征象。 

肝脏肉瘤、肝平滑肌肉瘤、恶性纤维组织细胞瘤和未分化肉瘤均可表现为巨大囊性肿块，其主

要病理基础为肿块内广泛彻底的液化坏死，囊内伴纤维分隔、分泌液及乳头状突起，最容易表

现为囊性肿块型的是未分化肝肉瘤。这类肝肉瘤的影像表现与肝癌十分相似，常难以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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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腺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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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2004年 WHO组织学分型标准，胸腺肿瘤分为低危组胸腺瘤(A，AB，B1型)，高危组胸腺

瘤（B2，B3型)和胸腺癌(C 型)。胸腺癌是一种具有恶性细胞结构特征的高侵袭性的临床少见

的胸腺上皮肿瘤，在所有纵膈肿瘤中约占 2．7％，约占原发性纵膈肿瘤 6％。多发于成年男

性，男女比例约 4：1。原发性胸腺癌的病理类型以鳞状细胞癌较为多见，约占 26.0-42.4%。 

胸腺癌的 CT表现为形态不规则的前纵隔肿块，体积常较大，分叶明显，密度均匀，瘤体可出

现囊变、坏死及钙化，可向一侧或双侧胸腔突出，常侵犯上腔静脉、左无名静脉、心包、胸膜

和肺，并可出现广泛转移。增强扫描具有恶性肿瘤的普遍强化特点，无特异性。 

胸腺癌主要与侵袭性胸腺瘤鉴别，两者大小、形态近似，均表现为不规则，边界不清的肿物，

内可见囊变、坏死、钙化等。但胸腺癌更易侵犯胸膜及血管，更易出现淋巴结转移及远处转

移。胸腺癌还需与纵隔旁肺癌鉴别，后者生长多为横径大于长径，瘤体跨度不如胸腺癌，且多

伴有气管狭窄及阻塞性炎症、肺不张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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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巨细胞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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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巨细胞瘤(giant cell tumor of bone，GCT) 是一种起源于非成骨性间叶组织的具有低度

恶性潜能的常见骨肿瘤，以 20-40岁常见，男女发病比例相近，好发于骨骺已闭合的四肢长骨

骨端，以股骨下端、胫骨上端和桡骨下端多见，呈侵袭性生长，大部分病变血运丰富。GCT发

生于脊椎者少见，据外文报道约占骨巨细胞瘤的 6.5%。发生于脊柱的 GCT多见于女性，以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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椎最多见，胸椎次之，且以浸润性或恶性为主；累及椎体的数目，骶椎以多椎体受累为主，骶

椎以上椎体以单椎体受累为主。临床表现主要为疼痛，常呈放射状分布，无力以及感觉缺失。 

脊柱 GCT的典型影像学表现为膨胀性骨破坏及溶骨性骨破坏。椎体皮质变薄形成骨壳，外缘基

本光滑，无硬化边缘和骨膜反应；内缘多呈波浪状，为骨壳内面的骨嵴；骨破坏区内为软组织

肿块形成，无钙化及骨化影，可见坏死区，常可见软组织肿块突破骨壳，向后可突入椎管压迫

神经。MRI信号在 T1WI主要为等、低信号，T2WI则多为等、高信号，少数也可呈低信号，混

有坏死、囊变、出血时信号混杂，信号本身缺乏特征性。增强扫描病灶中实性部分明显强化，

反映了其富血供的组织学特点。 

鉴别诊断： 

脊柱转移瘤多发生于中老年患者，有原发病史，其影像学特点为累及多椎体及附件的溶骨性或

成骨性骨质破坏，并常见椎旁软组织肿块。其中溶骨型转移瘤需与脊柱 GCT重点鉴别，溶骨型

转移瘤破坏广泛，椎体因承重而压扁，椎间隙多正常，椎弓根受侵破坏明显。多椎体受累且有

原发病灶的特点使其与脊柱 GCT不难鉴别。 

脊柱结核好发于青少年，发生于成人多见于边缘型，表现为骨质破坏，内见砂粒样死骨，脊柱

结核易侵犯椎间盘及软骨终板，造成椎间隙变窄，相邻椎体融合。结核周围软组织内可见形成

冷脓肿。与脊柱 GCT不难鉴别。 

动脉瘤样骨囊肿影像学表现亦呈膨胀性改变，但好发于附件，内部因出血时间不一，密度混

杂，常见液液平面，且多见于青少年，与脊柱 GCT不难鉴别。 

  

 

 
PU-2695 

肝脏炎性假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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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脏炎性假瘤(inflammatory pseudotumor of liver，IPL)是一种以肝脏局部非肝实质性细

胞成分炎性增生形成瘤样结节为主要病理特征的良性肿瘤样病变，又称为浆细胞性肉芽肿、纤

维组织细胞瘤、纤维黄色瘤等。它的发病机制尚不明确，有感染、免疫反应、阻塞性门静脉炎

等多种学说。其病理基础是炎性增生性肿块，主要由成纤维母细胞和浆细胞、淋巴细胞为主的

各种慢性炎性细胞浸润构成。IPL组织学形态变化多样，但常以某一种变化为主。 

IPL的影像学表现：病灶形态多样，可呈类圆形、三角形或不规则形，边界不清。CT平扫无特

征性表现，病灶呈低密度，均匀或不均匀。MRI平扫信号特点与其病理发展阶段及组织学有密

切关系。当病变处于进展期，以炎性浸润为主而纤维成分较少是，由于含水多，可呈长 T1长

T2信号，若出现液化坏死，T2WI信号更高。当病变处于静止期，炎性组织凝固坏死吸收时，出

现大量纤维基质成分，T1WI、T2WI均可表现为低信号，当病变处于过渡期时，还可呈等信号

影。IPL的增强扫描强化特点亦多样，由于其无肝动脉血供，所以动脉期强化不明显。最常见

的强化方式是门脉期病灶边缘厚度不均、强化程度不均的环状或棘样强化带，中央区强化不明

显，强化区与未强化区分界不清，可相互夹杂；病灶边缘包裹的纤维组织强化后使得病灶边界

更清晰；到延迟期病灶强化由边缘向中央弥散，边缘强化程度与肝实质可近似，形成病灶缩小

的感觉，但病灶强化区域始终未完全填充。在门脉期可见门静脉分支穿行于病灶中也是 IPL的

一个特征性表现。部分病灶可出现偏侧性或中心性结节样强化，持续不消退。当出现纤维血管

样组织包绕时，病灶可出现分隔样强化；当出现大片凝固性坏死时，病灶可无明显强化；当病

灶以炎性细胞浸润或肉芽肿为主时，亦可出现整体强化的表现。IPL的 MRI增强扫描强化特点

与 CT增强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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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696 

膈肌结核 

 
罗佳文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16027 

 

膈肌结核属少见疾病，且一般多表现为结核瘤的形式。膈肌可经膈动脉或通过淋巴径路遭受结

核菌感染,位于膈肌周围的结核病灶也可直接侵犯膈肌。从传染途径来看,膈肌结核的发病机理

有以下四种可能: ①原发综合征早期血行播散; ②原发阶段早期血行播散灶的再度活动; ③后

期血行播散;④局部结核病灶的直接感染。该例患者有右侧胸膜结核的病史，符合第 4 条感染

途径。Hamper 氏认为全身粟粒型结核时,肌肉很少被侵犯。因为横纹肌在活动时产生大量的乳

酸,实验证明肌浆或乳酸可阻碍结核菌生长,肌肉中的乳酸为一种抗结核物质,所以膈肌结核罕

见。病变初始为渗出性变化,继而发生干酪样坏死,坏死灶周围有结核性肉芽组织形成,干酪样

物质坏死液化形成脓肿。膈肌结核以结核瘤相对较多,且多发生于右侧,可能与右侧膈肌较左侧

相对固定有关。在腹膜后近膈肌处肿块性病变的鉴别诊断中，应考虑到此病的可能。 

  

 

 
PU-2697 

肺间质纤维化 

 
罗佳文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16027 

 

肺间质纤维化多为肺内弥漫性分布或区域性分布，极少以单发 GGO的形式表现。临床上极易误

诊为早期肺癌。由于单发小片状分布的局限性肺间质纤维化少见，未见与以 GGO为特征的早期

肺癌鉴别的文献报道。本文结合本例影像学及病理学改变，就其影像特征探讨与以 GGO为特征

的早期肺癌的鉴别诊断。 

二者就其病理而言，均存在肺间质的纤维化。肺间质纤维化的间质增生比较均匀的存在于肺小

叶间隔及肺泡间隔中，增粗的小叶间隔以及肺泡间隔粗细较为一致，交织成网格状，进一步可

发展为“蜂窝征”。病变区域的均一病理改变使得网格间扩大的肺泡腔边界清晰，弥漫分布，

病变区少见实变区域，使得整个病灶密度较为均匀。HRCT 主要表现均匀分布较粗大的网格状

影，网格线粗细基本均匀。以 GGO为特征早期肺癌，则于肺癌发展的不同时期，其病理改变有

所不同。不典型腺瘤样增生（AAH）属于癌前病变，其轻中度异型增生的肺泡上皮均匀分布于

肺泡腔内。病灶内间质略存在轻微的纤维化，因此 AAH的病灶多较均匀，或某一区域密度减

低，未见明显的小叶以及肺泡间隔增生的征象。原位腺癌（AIS）的病灶内纤维化征象开始明

显，但由于病灶内肿瘤细胞生长的不均匀性，导致病灶密度较 AAH不均，其小叶间隔及肺泡间

隔的纤维化生成速度不一致导致网格线粗细不均；进而对其临近组织的牵拉也不同，导致了网

格线的扭曲，散乱，其网格间的扩张肺泡腔（小泡征）大小不一，分布杂乱，可见血管集束

征、胸膜凹陷症等恶性征象。与 AIS相比，微浸润腺癌（MIA）的纤维化更加明显，且出现病

灶内实性结节。病灶内实性区域小于 5mm考虑为 MIA，大于 5mm考虑为浸润性腺癌（CA）。 

就其影像表现而言，局限性肺间质纤维化多需与 AIS及 MIA 鉴别。单一较均匀的 GGO应考虑局

灶性间质纤维化的可能性，建议仔细辨析其 GGO征象，并 3~6个月连续随诊，复查 HR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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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698 

肺结节病 

 
罗佳文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16027 

 

结节病(sarcoidosis)是一种多系统多器官受累的由非干酪样坏死性上皮细胞构成的肉芽肿性

疾病，肺是最易受累的器官之一。肺结节病以中青年（20-40岁）为主，女性居多。该病发病

较缓慢，绝大多数病例会累及肺和胸内淋巴结，所以在体检时容易发现。临床多采用在病理检

查的基础上结合影像学、血清血管紧张素转化酶(SACE)水平、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ALF)中淋巴

细胞比例和 T淋巴细胞亚群等综合分析进行诊断。 

影像学表现是胸内淋巴结的改变，通常也是最早出现的特征，可累及纵隔内的全部淋巴结，往

往多区同时发生，其中最常见的组合为双侧肺门淋巴结对称性肿大、右气管旁及主肺动脉窗淋

巴结肿大，即所谓的 1—2—3征,又称“花环样三联征”，约占 75%-95%。亦可出现单侧肺门

或无肺门淋巴结肿大的情况。少数结节病患者肺门及纵隔淋巴结还可出现蛋壳样钙化，有外文

报道此情况多见于矽肺患者。肺结节病肺内改变以结节为主，呈多发性分布，单发少见，多发

生于中上肺，多沿支气管血管束、胸膜下及小叶间隔分布，大小不等，形状多不规则，呈边缘

不清的结节或融合结节影。当结节沿支气管黏膜下分布时，形成黏膜充血水肿、黏膜下结节或

局限隆起，CT上表现为相应病灶区域内与肺血管伴行的支气管或叶间胸膜下分布的支气管扩

张，病变管壁呈结节样增厚。肺内改变亦可表现为纤维索条及纤维化，多呈线状影、不规则

影，少数呈蜂窝状，肺容积缩小，肺大疱形成。部分病例可见毛玻璃样影，表现为淡的密度增

高影，呈斑片状具多，少数呈小叶分布。肺结节病出现空洞少见，一旦发现空洞，要考虑合并

化脓性细菌、分枝杆菌或真菌感染的可能，有时空洞易与肺大疱和囊状支气管扩张症相混淆，

后两者更为常见。肺结节病出现胸腔积液和胸膜增厚者少见。 

 

 

 
PU-2699 

前列腺恶性孤立性纤维瘤 

 
罗佳文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16027 

 

前列腺 SFT的影像学表现主要是占位效应明显的肿块，多数较大，对周围脏器形成明显挤压变

形。肿瘤密度与肿瘤成分有关，病变区细胞含量较多，则密度相对较低；胶原纤维含量多，则

密度较高。SFT的强化方式与肿瘤血管、瘤内细胞密集度和致密胶原的分布密切相关。 

前列腺 MSFT与前列腺其它肉瘤（平滑肌肉瘤、横纹肌肉瘤、纤维肉瘤等）的鉴别：前列腺肉

瘤发病率低，影像学表现多为外形不规则、体积大的肿块，常占据整个盆腔，腺体结构多不能

分辨，中央带和外周带分界不清。由于生长速度过快，出现不同程度的坏死，增强扫描呈不均

匀强化。其各分化类型间的影像学表现差别不大，较难鉴别。但根据前列腺 SFT国外病例汇

总，仅见盆腔压迫和侵犯直肠的病例，未见其发生远端器官转移，这与前列腺肉瘤较早发生

肺、骨、肝等远端转移及常广泛侵犯闭孔内肌、肛提肌、精囊腺和神经血管束等盆腔结构的情

况不符，考虑其恶性程度相对其它肉瘤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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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700 

肺内相邻两枚病变 

 
孙传恕,于洋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无 

 

类癌属于分化较好的、低度恶性神经内分泌癌。类癌好发于消化道，肺部类癌占全部类癌的

25%左右，其中 80%-90%为典型类癌（TC），不典型类癌（AC）约占 10%-20%。发病年龄多在

40岁以上。TC病因与吸烟无明显关联，患者发病年龄可较低，可见于无明显吸烟史的年轻女

性。影像表现以中央型多见，常见支气管内或肺门肿块，易阻塞气道导致早期出现临床症状及

CT继发征象，所以多数病灶发现时体积较小，也与其生长速度缓慢有关。TC恶性程度低，淋

巴结转移较少见，远处转移发生率更低。AC多发生于段及以下支气管，故周围型多见，起病

隐匿，发现时病灶可较大，达到 5cm以上。影像学表现多为类圆形单一病灶，不规则形罕见，

提示其生长速度较慢。病灶边界清楚，较大病灶可见浅分叶，少见长毛刺及胸膜凹陷。密度均

匀，较大病灶可有液化、坏死，部分病例可见点片状钙化，发生率约 30%，有一定特征性。增

强扫描多呈明显均匀或不均匀强化。有文献提出 AC的较特异性表现“冰山征”，即支气管内

肿块向外生长侵犯邻近的肺实质，表现为支气管腔外部分病灶大于腔内部分，此表现其它类型

肺癌少见，有助于鉴别诊断。 

肺炎性假瘤是肺内非特异性炎性细胞聚集导致的肺内肿瘤样病变，可发生在两肺任何部位，以

胸膜下居多，直径多为 2-4cm，边缘可见长毛刺或呈锯齿状，内可有空泡征及支气管充气征。

周围肺叶常出现小片状渗出灶。典型征象为以胸膜为基底两侧缘垂直于胸膜呈“刀削样”边

缘。另外病灶肺门侧可见多条扭曲增粗的动脉，也对诊断有重要意义。炎性假瘤邻近胸膜可出

现广泛胸膜增厚、渗出等炎性反应，胸腔积液量少，少见胸膜钙化。炎性假瘤增强扫描可见强

化，多为边缘性，强化程度低于肺癌。 

本病例给我们的提示在于当肺门出现两枚形态完全不同的病变时，应注意抓住各自的影像特

点，灵活思考，不能死守“一元论”，这样才有助于提高诊断水平。 

  

 

 
PU-2701 

肝脏上皮样血管内皮瘤影像表现- 

 
齐石,董坤,李宏军,赵大伟,陈枫,赵海燕,员达,张瑞池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100069 

 

目的：回顾我院病理真实的肝脏上皮样血管内皮瘤（EHE），分析其 CT，MRI表现。方法：经

病理证实的肝脏 EHE5例，2例多排螺旋 CT扫描；4例行 MR检查（其中 1例同期行 CT 检

查），均包括平扫和动态增强成像；其中 3例行选择性肝动脉造影。将影像学结果与病理结果

作对照分析。结果：年龄 34-79岁，中位年龄 55岁，男性 4例。共 73个病灶（其中 1 例有

54个病灶，2例为单发病灶），最大径 6mm-68mm。病灶分布与各段，尾叶最少（1个）。41

个病灶位于包膜下，其中 19个病灶可见包膜凹陷。2例患者（55个病灶）平扫 CT呈低密度

灶。4例 MRI平扫呈 T1均低信号，T2均呈高信号，其中 12个病灶在 T2WI上中心可见更高信

号。73个病灶增强后主要表现两种强化方式。37个病灶表现为动脉期无明显强化，静脉期或

延迟期持续环形强化，中心无强化。33个病灶表现为动脉期环形强化，部分病灶可见“晕

征”，静脉期季延迟期持续环形强化，中心无明显强化（部分病灶内可见所条状强化）。病理

免疫组化 5例均表现 CD34(+)和 CD31（+）。结论: 肝脏上皮样血管内皮瘤可表现为单发结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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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多发结节，多位于肝包膜下，可见包膜回缩征。增强后主要表现两种强化方式，部分可见晕

征，MRI显示病灶内细节较 CT好。 

   

 

 
PU-2702 

艾滋病合并肺部真菌感染的 CT 诊断研究 

 
张志俊,杨豫新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六人民医院 830013 

 

分析艾滋病合并肺部真菌感染的 CT表现，研究分析其 CT影像学特点，提高诊断水平及早期诊

断率。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 年 1月至 2016年 9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六人民医院收治的

128例艾滋病合并肺部真菌感染患者的 CT图像，观察病变的形态、范围、边界、密度和病灶

大小特点，归纳总结 CT影像诊断的表现特点。结果 128 例艾滋病合并肺部真菌感染患者的 CT

表现为：空洞为主型 55例（43.0%），肺炎样实变或支气管肺炎样变 46例（36.0%），结节或

肿块为主型 21例（16.4%），曲菌球形成 6例（4.7%）。结论 艾滋病合并肺部真菌感染的 CT

主要表现为空洞、毛玻璃状、结节、肿块及曲菌球形成等。CT检查可以对艾滋病合并肺部真

菌感染做出正确诊断，尤其是对于典型表现者，应用 CT检查可以及早发现真菌的感染。 

 

 

 

PU-2703 

AIDS 合并肝脏机会性感染的 CT 表现 

 
李莉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100069 

 

目的：分析 AIDS合并肝脏机会性感染的 CT表现，探讨其 CT影像特征。 

方法：回顾性分析 28例经实验室检查和临床确诊的 AIDS患者合并肝脏机会性感染病例的 CT

表现。 

结果：28例患者中细菌感染 19例（67.9%），真菌感染 7例（25.0%），病毒感染和混合性感

染各 1例（3.6%）。细菌感染多表现为多发环形强化的脓肿或弥漫的低密度病灶，其中，结核

分枝杆菌多表现为粟粒状结节或肝脓肿，非结核分枝杆菌多表现为细小低密度灶；真菌感染多

为环形强化的多发小脓肿、弥漫性微脓肿或脓肿样改变，马尔尼菲青霉菌感染可见肝脾呈“筛

孔状”改变；病毒感染可见弥漫分布的无明显强化的细小低密度灶；混合性感染兼有以上细菌

和真菌感染的表现。 

结论：AIDS合并肝脏机会性感染 CT表现无明显特异性，确诊有赖于临床和影像检查的结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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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704 

骶骨低度恶性外周神经鞘瘤 

 
罗佳文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16027 

 

恶性神经鞘瘤又称神经纤维肉瘤，是由畸变显性基因引起的神经外胚叶异常，导致周围神经的

多发性肿瘤样增生和神经鞘、神经纤维中的结缔组织增生。约 25﹪~30﹪有家族史。来源于周

围神经的低分化梭形细胞肉瘤，多发生在成人和老人。肢体躯干为其好发部位，其次为深部软

组织、腹膜后及纵隔等。肿瘤突然迅速长大，常有假性 5cm以上包膜。  

 

 

PU-2705 

蝶鞍旁神经鞘瘤 

 
罗佳文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16027 

 

神经鞘瘤(neurilemmoma)又称神经膜纤维瘤(schwann cell tumor)或雪旺瘤(Schwannoma)，通

常为单发性神经鞘瘤，是由周围神经雪旺鞘(神经鞘)所形成的一种良性肿瘤。临床以坚实的结

节伴压痛为主要表现，瘤体生长缓慢，病程较长。  

 

 
PU-2706 

化脓性骨髓炎 

 
罗佳文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16027 

 

化脓性骨髓炎是指因各种感染因素造成的骨髓炎症。以病程长短分为急性和慢性两种。急性骨

髓炎以骨质吸收、破坏为主。慢性骨髓炎以死骨形成和新生骨形成为主。病因包括血源性、外

伤性及骨骼附近软组织感染扩散引起。应尽早诊断血源性骨髓炎，以便及时治疗。  

 

 

PU-2707 

肝内黏液样脂肪肉瘤 

 
罗佳文, 计丁心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16027 

 

脂肪肉瘤是众多组织学来源的腹膜后肿瘤一种较为常见的组织学分型，而黏液型脂肪肉瘤又是

脂肪肉瘤中的一个组织学亚型。通常情况下，根据对周围组织的推挤，内部含有大量脂肪成

分，沿脏器间隙蔓延生长，增强扫描可见不均匀强化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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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708 

腮腺上皮肌上皮癌 

 
罗佳文,计丁心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16027 

 

腮腺上皮肌上皮癌（Epithelial-myoepithelial carcinoma，EMC） 是一种十分罕见的涎腺恶

性肿瘤，发病率不到 1%。上皮肌上皮癌是一种典型的低度恶性肿瘤，可以发生术后局部复发

（约 30%），但是很少发生远处转移。在涎腺的上皮肌上皮癌当中，腮腺发病率占首位，明显

高于其他小唾液腺。  

   

 

 
PU-2709 

肺不典型类癌 1 例 

 
白婷婷,孙传恕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16011 

 

肺不典型类癌类属于肺神经内分泌肿瘤。是由支气管黏膜上皮及黏膜下腺体中的神经内分泌细

胞发生的肿瘤。肺神经内分泌肿瘤分 4种类型: 典型类癌、不典型类癌、大细胞神经内分泌

癌、小细胞肺癌。小细胞肺癌最常见，恶性程度最高，而类癌（包括典型类癌和不典型类癌）

属分化较好的低度恶性的神经内分泌肿瘤，仅占肺部肿瘤的 1%~2%，其中不典型类癌占类癌的

11%~24%。类癌多以圆形、类圆形为主，少见毛刺征、分叶征、空洞及坏死，密度均匀，边缘

光滑，强化多较明显。有文献报道类癌钙化率较高，约占 30%，为特征性影像表现。相比典型

类癌，不典型类癌的恶性程度高于类癌，部分不典型类癌还可以表现为较大的边缘不规整的团

块状影像，如本例，或者出现类似炎症实变的改变。不典型类癌病灶可以出现肺癌的基本恶性

征象，如分叶征，毛刺征等，可以直接侵袭破坏肋骨或淋巴结转移。 

   

 

 
PU-2710 

乙状结肠平滑肌肉瘤 1 例 

 
白婷婷,孙传恕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16011 

 

胃肠道平滑肌肉瘤好发于胃及空肠，临床较少见，约占胃肠肿瘤的 1%-3%。胃肠道平滑肌肉体

积较大，直径常大于 5cm。胃肠道平滑肌肉瘤来自胃肠道壁内平滑肌组织，亦可由良性平滑肌

瘤恶变而来。胃肠道平滑肌肉瘤按生长方式可以分为腔内、腔外及腔内外三型，胃平滑肌肉瘤

以腔内型居多，小肠平滑肌肉瘤以腔外型居多。平滑肌肉瘤表现为由胃肠道壁向胃肠腔内或胃

肠腔外突出的类圆形软组织密度肿块，其边缘多呈分叶状，内部密度可不均匀，其内可有囊

变、坏死区、钙化，有时可并有出血，据文献报道, 肿块内的囊性区域是由于肿瘤周边血供丰

富, 而中央血供较差, 引起中心坏死或出血所致。位于腔内者，部分肿块可有窦道形成。肿块

周围组织受推压、变形、移位。平滑肌肉瘤可直接侵犯周围组织并易血行转移。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4040 

 

 
PU-2711 

低颅压综合症 1 例 

 
白婷婷,孙传恕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16011 

 

低颅压综合征常出现于腰部蛛网膜下腔穿刺后，脑室、或蛛网膜下腔引流、颅脑术后、头部脊

柱外伤,少数见于糖尿病、尿毒症、脱水等，原因未明者称为 SIH.SIH于 1938年由德国神经内

科医生 Schaltenbrand第一次提出，其病因目前尚未明确，体位性头痛为该病的最重要临床表

现。该病的可能发病机制为：①脑脊液生成减少（脉络膜血管舒缩功能紊乱导致 CSF分泌障碍

等原因）；②蛛网膜颗粒对脑脊液吸收过度；③脑脊液外漏（CSF从脑/脊膜小的撕漏出）。

目前认为脑脊液容量减少在 SIH的病理生理中起重要作用，根据 Monro-Kellie定律，颅内腔

容积恒定不能扩张，颅内容物（脑组织、脑血流量及脑脊液）的总和保持恒定不变。SIH 患者

脑脊液容量减少，必然导致另外 2种成分增加。SIH的临床表现及影像改变均可用 Monro-

Kellie定律来解释。近年来该病的报道逐渐增多，对该病的临床及影像改变也逐渐深入。 

   

 

 
PU-2712 

股骨软骨粘液样纤维瘤 1 例 

 
白婷婷,孙传恕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16011 

 

软骨粘液样纤维瘤（chondromyxoid fibroma CMF）是一种少见起源于成人软骨结缔组织的良

性局限性肿瘤。发病率占原发骨肿瘤的 1.04%。最常见于膝关节附近（50%），少见于盆骨及

肋骨。本病发病男女比例基本相等。好发年龄多在 10-30岁。临床症状轻微，主要表现为局部

间歇性疼痛肿胀和肿块。一般无全身症状, 如果肿块过大可压迫邻近器官或组织而产生相应症

状。 

   

 

 
PU-2713 

胸椎浆细胞骨髓瘤 1 例 

 
白婷婷,孙传恕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16011 

 

多发性骨髓瘤是浆细胞骨髓瘤的一个亚型。浆细胞骨髓瘤又称浆细胞瘤，是以浆细胞异常增生

为特征的恶性肿瘤。通常分为髓外浆细胞瘤( extramedullary plasmacytoma, EMP)、骨孤立

性浆细胞瘤(solitary plasmacytoma of bone, SPB)、多发性骨髓瘤( multipie 

plasmacytoma ,MM ) 和浆母细胞瘤 (plasma tumor PT)。髓外浆细胞瘤和骨孤立性浆细胞瘤

统称孤立性浆细胞瘤，临床上较为少见，发病率仅占浆细胞骨髓瘤的 5～10%， 70%的患者于 2

～4年进展为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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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多见于侵犯含有红骨髓的骨骼，90%见于脊柱、肋骨、颅骨及胸骨等。骨质破坏位于上述部

位具有一定的特征性，本病例病变累及了 MM最常见的脊柱、肋骨和胸骨。其影像学早期表现

为骨质疏松，虽有文献报道表现为骨质硬化的 MM，但极少见；进而出现骨质破坏，破坏始于

骨髓，早期骨皮质常保持完整，破坏的边缘多无硬化。病变有时与转移瘤鉴别较难：病灶多

发，局限性破坏，破坏区形成肿块。比较而言，转移瘤更快的出现彻底破坏，病灶内骨小梁完

全消失；病灶较为局限、偏侧且规整；而 MM更易出现病灶融合，且边缘多毛糙而不光整，特

别是瘤骨界面；病灶可见沿髓腔延伸的趋势，这一点本例 MRI表现的很明显。MRI对于 MM影

像诊断比 X线和 CT更具优势，不仅可以显示髓腔的受侵范围，其不同的 MRI表现亦与 MM的临

床分期相关。“胡椒盐”征为 MM在 MRI上早期较为特征性的表现，本例未出现。病理基础是

骨髓瘤细胞浸润程度较低，部分正常骨髓组织保留。T1WI 上呈高低混杂信号；在 T2压脂像

上，脂肪信号被抑制呈低信号，病变组织呈多发斑点状高信号影，称为“胡椒盐”征。 

   

 

 

PU-2714 

脾种植 1 例 

 
白婷婷,杨超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16011 

 

脾组织植入是一种异位自体脾组织的种植 , 通常发生在脾外伤、脾破裂后行脾切除的患者。

在此过程中组织碎片播散于腹腔，继而生长为脾组织结节，常为多发性，数量可以从数个到数

百个或更多，结节形状常不规则，小者仅米粒大小，大者直径可达数厘米，植入位置依次为小

肠浆膜、大网膜、壁层腹膜、结肠表面和横隔等，也可发生于肝内，偶见于胸腔心包及皮下组

织等，植入脾组织与正常脾基本相同，但无脾门，多有完整的包膜，组织结构以红髓为主，白

髓发育欠佳，血窦结构不正常，或见含铁血黄素。Gruen等做出的流行性统计，在脾破裂、脾

切除的患者中,发生脾植入的可能性可能高达 67%，但是由于脾组织植入多数情况下是偶然发

现，因此，确切的统计学概率尚不清楚。尚有学者认为，所有的脾破裂、脾切除时,脾髓都可

能种植在潜在的腔隙内。脾静脉栓子、脾髓血行播散也可能是脾种植的另一种方式。临床上,

脾组织植入的患者大多无任何症状,偶尔可有腹部疼痛,也有植入的脾组织位于特殊部位引起临

床症状的报道, 如肠道脾植入引起的消化道出血 。  

 

 

PU-2715 

腮腺多型性腺瘤 1 例 

 
白婷婷,杨超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16011 

 

 

多形性腺瘤：又称混合瘤，是腮腺最常见的良性肿瘤，约占腮腺良性肿瘤的 60%-80%，好发于

中年女性。该肿瘤来源于唾液腺上皮，单发多见。病理学特点是除含有肿瘤性上皮组织外，还

含有粘液样物质、角化物、软骨及钙化等成分，当肿瘤体积较大时肿瘤坏死囊变较明显。CT

表现：平扫多表现为腮腺区圆形、类圆形或分叶状软组织肿块影，边界清晰，常有完整包膜；

增强扫描肿瘤体积较小时强化较均匀，肿瘤体积较大时强化多不均匀，呈“慢进慢出”延迟渐

进性强化的特点。本病例 CT表现符合多形性腺瘤的影像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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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716 

静脉窦血栓导致颅内出血 1 例 

 
白婷婷,杨超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16011 

 

 脑出血是指脑血管破裂导致血液积聚在颅脑组织内，脑出血是脑卒中的第二大类型，其死亡

率和致残率高。按照破裂血管分为动脉性脑出血和静脉性脑出血，高血压与淀粉样脑血管病是

导致动脉性脑出血的主要原因。此外，颅内动脉瘤、脑动静脉畸形、动脉硬化等也是导致动脉

性脑出血的原因之一。而静脉性脑出血是指由于各种原因导致静脉血管破裂而导致的脑内出

血。本病例中，我们发现左额叶出血，MRV显示矢状窦血栓形成，说明此例出血与静脉窦血栓

有关，静脉窦血栓形成是如何导致脑出血的呢？综合分析文献，目前比较统一的解释是：由于

静脉窦血栓形成, 脑静脉回流缓慢, 血液粘滞性增加，导致较广泛的血流动力学的梗塞, 局部

血液淤滞，使脑皮层小静脉压升高, 继而造成脑静脉破裂而出血。另外，静脉窦内血栓生长可

以开放局部硬膜内的病理性血管通道, 形成脑膜动静脉瘘, 直接造成脑及脑膜的动脉血液经瘘

口向皮层静脉内转流, 局部的静脉内压力升高和存在的病态畸形血管都可能引起蛛网膜下腔和

脑实质内的出血。也有学者认为, 静脉窦血栓形成后, 血管腔狭窄可以导致静脉血流速度加快, 

这也是颅内出血的诱因之一。文献报道，静脉窦血栓合并发生颅内出血的约为 10 % 左右。  

 

 
PU-2717 

食管神经鞘瘤 1 例 

 
白婷婷,杨超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16011 

 

消化道神经鞘瘤非常少见，本平台曾报道过一例胃神经鞘瘤。而食管神经鞘瘤极为罕见，约占

食管良性肿瘤的 0%-3.4%，其中约 2%-3%发生恶变。肿瘤起源于食管神经丛细胞，多发于胸中

上段食管。男性多于女性。年龄<40岁者少见。肿瘤多缓慢生长。其临床症状与肿瘤突向食管

腔内或腔外生长方式有关，一般超过 5cm会出现压迫周围组织相关症状，最常见表现为渐进性

吞咽困难，可伴有咳嗽、胸闷、气短。组织学上，消化道神经鞘瘤与其他部位发生的神经鞘瘤

形态相同，一般具有完整的包膜，有富于细胞的 antoni A 区和结构疏松的 antoni B区，多数

A、B两区共存或相互移行。肿瘤中常见散在的淋巴细胞和结节状淋巴套，有文献认为是消化

道神经鞘瘤的特征形态。 

食管神经鞘瘤的影像学表现无特异性，多为圆形、卵圆形或扁圆形均质肿块，边缘光滑锐利。

有包膜。由于其起源于食管壁肌间神经丛，可呈向腔外、腔内以及腔内外生长方式，从而对食

管形成不同程度的压迫推挤改变。肿瘤密度多均匀，罕见出血、坏死、囊变及钙化征象。增强

扫描多呈轻中度缓慢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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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718 

下颌骨骨化纤维瘤 1 例 

 
白婷婷,杨超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16011 

 

骨化性纤维瘤，又称骨性纤维结构不良，2013年 WHO骨肿瘤分类将其划入未明确性质、的肿

瘤，肿瘤具有向骨质和纤维组织双向分化的特点；临床上较少见，约占良性骨肿瘤的 4.38%；

以青少年或儿童多见，男女发病无明显差异；根据其密度的不同，将其分为硬化型(或致密

型)、囊型和混合型，硬化型以骨组织为主，在 X线、CT上表现为团块状骨化或钙化影，边缘

清晰整齐；囊型以纤维组织为主，表现为圆形、椭圆形或不规则膨胀性透亮区，多伴有清楚的

硬化缘，但无骨膜反应，部分内可见粗细不一的骨嵴，伴有骨化者表现为透亮区内见斑点状或

絮状骨化或钙化影；混合型密度高低不一，硬化区呈形态不一的骨化或钙化影，而囊变区呈透

亮影，边缘清楚，典型者表现为膨胀性骨质破坏区内见大量形态不一的骨嵴或钙化。在 MRI

上，骨化性纤维瘤实性部分 T1WI 多呈等信号, T 2WI 多为低信号, 继发囊变区的信号一般呈

等长 T1 长 T 2 信号；增强后, 病变实性部分呈中等程度强化, 囊变部分不强化, 而囊壁及间

隔明显强化 。 

   

 

 

PU-2719 

胸腺粘膜相关淋巴组织淋巴瘤 1 例 

 
边杰,白婷婷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16027 

 

黏膜相关淋巴组织淋巴瘤(mucosa—associated lymphoid tissue lymphoma，MALT淋巴瘤)是

结外低度恶性非霍奇金淋巴瘤(non—Hodgkin lymphoma，NHL)的一种，发病率低，仅占 B细胞

淋巴瘤的 7.0%-8.0%，多发于胃肠道部位，还可见于咽淋巴环、皮肤、肺、甲状腺等。发生于

胸腺的 MALT淋巴瘤极为罕见。国内仅有一例报道。MALT 淋巴瘤的发病机理与抗原的 B 淋巴细

胞系统的持续刺激有关，如自身免疫性疾病或慢性炎症性疾病如胃幽门螺杆菌等，导致病变部

位获得黏膜相关淋巴组织，后者异常增生可作为 MALT淋巴瘤病理生理基础。 

国外文献研究表明，胸腺 MALT淋巴瘤好发于 40-60岁女性，远东地区发病率较高。推测亚洲

人种对该病存在易感性，与亚洲女性好发某些类型的自身免疫性疾病如类风湿关节炎、桥本氏

甲状腺炎、干燥综合征等可能有关，其中胸腺 MALT淋巴瘤患者合并干燥综合征的概率超过

70%。但亦有文献称多器官 MALT淋巴瘤可以发生于无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患者。本病临床症状轻

微，多无发热症状，全身淋巴结受累少，这与普通淋巴瘤的临床表现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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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720 

先天性支气管闭锁 1 例 

 
边杰,白婷婷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16027 

 

气管闭锁（congenital bronchial atresia，CBA）患者发病年龄较轻，平均年龄 17岁。多为

体检发现，或合并感染后因炎症的临床表现而就诊发现。本病多见于左上叶尖后段，其次为左

下叶、右中叶，偶见于下叶。其叶段分布的机理不明。 

CBA的发病机制可能有两种，第一种认为可能在胚胎发育 15周后支气管动脉灌注局部中断；

第二种认为可能存在在胚胎发育过程中的原始支气管芽尖端脱落并且继续生长。其最终的的病

理改变为段或亚段支气管近端管腔局部狭窄或闭塞，而远端的支气管以及肺组织发育正常。远

端发育正常的支气管被粘液填充扩张形成支气管囊肿，早期表现为柱状或分支状病灶，其内因

充满粘液而不强化。粘液不断增多导致囊肿不断增大，最终可能呈球形病灶（如本例）。因为

远端肺组织发育良好，肺组织可以通过肺泡间孔（Kohn孔）、支气管与肺泡间的 Lanbert 管

以及呼吸性细支气管间的通道进行侧枝通气，由于活瓣现象形成肺气肿；同时该肺段通气不足

使含氧量低，致血管收缩，加之可能伴发肺段动脉发育不良，表现为局部血流灌注不足及肺气

肿。气肿的肺组织由于通气不畅，容易合并感染，反复感染可形成慢性炎症。 

CBA的 CT表现为圆形、柱形或分支状病变，其内密度均匀，病变远端的肺组织呈肺气肿征

象。MPR在显示分叉状结构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MPR重建有时可显示局部支气管开口缺如。

病变内密度较均匀，增强扫描无强化。对于显示病灶远端的肺气肿，CT具有相当大的优势，

多角度 CT重建对于肿块形态以及肺气肿的判定具有重要价值。  

 

 
PU-2721 

胸椎粒细胞肉瘤 1 例 

 
边杰,白婷婷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16027 

 

  髓系肉瘤（myeloid sarcoma，MS）是一种罕见的、发生于髓外血液系统、由原始粒细胞或

未成熟粒细胞构成的实体肿瘤。因肿瘤内含有髓过氧化物酶，大体标本于空气中被氧化还原而

成绿色，以前也称为绿色瘤。根据“WHO(2008)造血与淋巴组织肿瘤分类”，MS分为粒细胞肉

瘤（GS）和单核细胞肉瘤,以 GS常见。GS又分为孤立性 GS（原发性 GS）和白血病髓外浸润性

GS。 

  GS可发生于任何年龄组人群，多见于中青年，60%患者为 15岁以下，男女比例为 1.24-

3.4:1。常见发病部位包括淋巴结、皮下组织、胃肠道、骨和肌肉能，其它少见部位有脑、

肺、膀胱、卵巢、睾丸、外耳道等。本病可先于急性髓系白血病（AML）等造血系统疾病发

生，此时患者骨髓及血常规检查可无异常，临床常表现为肿瘤浸润或破坏相应器官所引起的症

状，一般数周至数月后转化为白血病，也可与之同时发生，成为 AML的全身表现之一，或为

CML进入加速期或其它慢性骨髓增生性疾病发生母细胞转化的一个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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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722 

肺肉芽肿性多血管炎 1 例 

 
边杰,白婷婷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16027 

 

抗中性粒细胞胞浆抗体(ant-neutrophil cytoplasmic antibody，ANCA)相关性小血管炎

(ANCA-associated systemic vasculitis，AASV)是一种严重的累及小和中等血管引起严重的

全身多系统器官功能衰竭、血清中存在针对靶抗原蛋白酶 3(PR3)或髓过氧化物（MPO）的阳性

的自身免疫性疾病，它以小血管壁的炎症和纤维素样坏死为主要特征。主要包括肉芽肿性血管

炎(GPA)、显微镜下多血管炎（MPA）、和变应性肉芽肿性血管炎(又称 Churg-Strauss 综合

征,CSS)。 

GPA既往称之为韦格纳肉芽肿（WG），发病率低，白种人居多，男女无显著差异，可见于从儿

童到老年人的任何年龄段，但通常以中年人多发，85%的患者大于 15岁，40 ~ 50岁是本病的

发病高峰。 

典型的 GPA病理改变包括组织坏死、肉芽肿形成以及血管炎。镜下可见小动脉、小静脉血管

炎，动脉壁或动脉周围或血管 (动脉或微动脉 )外区有中性粒细胞浸润，在炎性血管的周围伴

有细胞浸润形成的肉芽肿。典型的临床表现为上呼吸道及肺间质和肾小球三者受累，称三联

征。无肾脏受累者被称为局限性韦格纳肉芽肿。鼻腔、鼻窦是 GPA最常侵犯的部位，且常作为

首发症状出现。肺部损害是 GPA的基本特征之一，超过 50%患者起病时出现。肾脏病变的特点

是局灶性坏死和不伴免疫球蛋白及补体沉积的新月体形成，亦称为微量免疫复合物的肾小球肾

炎。GPA亦可累及眼部、皮肤、关节及中枢神经系统。 

   

 

 
PU-2723 

门静脉海绵样变 1 例 

 
罗佳文,白婷婷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16027 

 

门静脉海绵样变（cavemous transformation of the portal vein，CTPV），是指肝门部或肝

内门静脉分支慢性部分性或完全性阻塞后，门静脉血流受阻，引起门静脉压力增高。为减轻门

静脉高压，在门静脉周围代偿性形成侧支循环或阻塞后的再通。本病是肝前性门静脉高压的原

因之一，约占门静脉高压症的 3.5%。 

病因 一般认为引起门静脉阻塞的各种原因都可能引起 CTPV，主要包括炎症、肿瘤转移及局部

压迫、慢性肝病、手术、血液系统疾病、寄生虫病、先天发育畸形等，迄今仍有部分病因未

明。 

CTPV的侧支循环特点 门静脉胆支与胃支是构成 CTPV的主要侧支循环血管。门静脉胆支包括

平行于胆管而与胆总管分离的 Petren胆囊周围静脉和胆总管外表面的 Saint网状静脉丛。门

静脉胃支包括胃左静脉、胃右静脉以及相应的细小属支，如食管静脉、胃短静脉、幽门前静脉

和幽门十二指肠静脉。门静脉胆支引流门静脉血经胆囊、胆总管后汇入肝内门静脉右支。门静

脉阻塞，可导致 CTPV时胆支开放，形成门-门分流，对于早期缓解门静脉压力起着代偿作用，

其内血流为向肝性的（即经由中央静脉流入肝静脉）。而门静脉胃支在门静脉高压状态下开

放，以使正常情况下应该流向肝脏的血液逆向进人体循环，形成门-体分流，降低门静脉系的

压力，其内血流为离肝性的。因此如果门-门侧支静脉不能完全引流脾脏和肠系膜的回流静脉

血，常会并发肝外门静脉高压，继而引起门-体侧支血管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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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724 

伤寒性脊柱炎 1 例 

 
罗佳文,白婷婷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16027 

 

伤寒是由伤寒沙门菌引起的一种急性肠道传染病。是我国《传染病防治法》中规定应予“严格

管理”的乙类传染病。伤寒沙门菌属沙门菌属 D组，革兰染色阴性，通过粪-口传播。1990年

以后，我国伤寒发病率得到明显控制。近年来，伤寒多高发于我国浙江、云贵、广西等南方地

区。本病全年可见，夏秋季为多，儿童、青少年发病率高，无性别差异。 

伤寒临床表现：初期多为发热，可伴畏寒，寒战少见，可伴全身乏力、头痛、食欲不振、恶心

呕吐等症状。发病 2-3周时表现为持续发热，相对缓脉，表情淡漠、反应迟钝等神经系统中毒

症状，肝脾肿大，腹痛腹泻，玫瑰疹等。其最常见及最严重的并发症为肠出血和肠穿孔，其它

并发症包括中毒性肝炎、中毒性心肌炎、肺炎、溶血性尿毒综合征、骨髓炎、肾盂肾炎、脑膜

炎等。 

  伤寒性骨髓炎罕见，据统计发生率不到 1%，好发于长骨干骺端和脊柱，外文有报道不常见

的发生部位包括头骨、胸骨和肋骨。发生于脊柱者最常见为腰椎，颈椎次之，胸椎少见。多以

腰痛、发热为主要病史。诊断需结合病史及肥达氏反应、细菌培养等实验室检查。有关伤寒性

脊柱炎影像学表现的中外文献报道很少，笔者结合部分文献，归纳如下：①病变可很广泛，累

及多个椎体，椎体和椎间盘同时受累；②受累椎体呈虫蚀状、溶骨性骨质破坏，以椎体边缘较

显著，骨质破坏区周围无硬化边缘，内可见死骨；③受累的椎间盘间隙变窄、消失，邻近椎体

终板破坏明显，椎体可互相融合；④椎旁软组织受累而呈不规则增厚，肉芽组织多包绕椎体前

方和侧方，椎旁脓肿发生率约 40%；⑤MRI 检查对显示病灶范围有明显优势，可显示椎体及间

盘早期的异常改变。病变多表现为 T1WI呈低信号、T2WI呈高信号为主的混杂信号。 

   

 

 
PU-2725 

CT and MRI features of simple intrahepatic bile duct 

dilatation of chronic clonorchiasis 

 
Liao Jinyuan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uangxi medical University 530021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imaging features of simple intrahepatic 

bile duct dilatation in the chronic phase of clonorchiasis infection. 

Materials and Methods: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491 cases of clinical and 

laboratory confirmed patients with clonorchiasis, CT,MRI and endoscopic exclusion 

of hepatobiliary system and extrahepatic bile duct stones, observed the 

distribution of bile duct, the degree of expansion and CT, MRI features. 

Result: Intrahepatic bile duct segmental expansion in 54 cases, manifested as one 

or several liver or liver segmental bile duct dilatation; bile duct dilatation 

only involving the left lobe of the liver in 16 cases, 38 cases involving only in 

right lobe; diffuse bile duct dilatation in 437 cases, Including mild dilatation 

in 398 cases, 28 cases of moderate dilatation, severe dilatation in 11 cases; 

diffuse bile duct dilatation showed a general expansion of the liver intrahepa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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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le duct, the peripheral 1/3 of liver bile duct was significantly expanded, hilar 

bile duct dilatation slightly, intrahepatic bile duct from the hilar to the near 

of the liver capsule was similar, showing a uniform expansion. 

Conclusion: Chronic Clonorchis sinensis infection simple bile duct dilatation has 

a certain CT, MRI features, can be used as a basis for diagnosis and differential 

diagnosis. 

   

 

 
PU-2726 

Can Dynamic Contrast-Enhanced MRI (DCE-MRI) and 

Diffusion-Weighted MRI (DW-MRI) Evaluate Inflammation 

Disease: A Preliminary Study of Crohn’s Disease 

 
zhu jianguo,Li Haige,Zhang Faming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210011 

 

Purpose: To investigate diagnosis efficacy of dynamic contrast-enhanced MRI (DCE-

MRI) and diffusion-weighted MRI (DW-MRI) in Crohn’s Disease (CD). To find out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functional MRI parameters including Ktrans
, Kep, Ve, Vp, and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ADC) with serologic biomarker.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pharmacokinetic parameters and ADC were also studied. 

Material and Methods: Thirty two patients with CD (22 males, 10 females; mean age: 

30.5 years) and eighteen healthy volunteers without any inflammatory disease (10 

males, 8 females; mean age, 34.11 years) were enrolled into this approved 

prospective study. Pearson analysis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Ktrans, Kep, Ve, Vp, and C-reactive protein (CRP), ADC and CRP respectively. The 

diagnostic efficacy of the functional MRI parameters in terms of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were analyzed by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curve 

analyses. Optimal cut-off values of each functional MRI parameters for 

differentiation of inflammatory from normal bowel were determined according to the 

Youden criterion. 

Results: Mean value of Ktrans in CD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normal control group. Similar results were observed for Kep and Ve. On the contrary, 

ADC value was lower in CD group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 Ktrans
 and Ve were shown 

to be correlated with CRP (r=0.725, p＜0.001；r=0.533, p=0.002), meanwhile ADC 
showed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CRP (r=﹣0.630, p＜0.001). There were negative 

correlations between the pharmacokinetic parameters and ADC, such as Ktrans
 to ADC 

(r=﹣0.856, p＜0.001), and Ve to ADC (r=﹣0.451, p=0.01). The area under the curve 
(AUC) was 0.994 for Ktrans

 (p＜0.001), 0.905 for ADC (p＜0.001), 0.806 for Ve (p＜
0.001), and 0.764 for Kep (p=0.002). The cut-off point of the K

trans
 was found to be 

0.931 min
-1
. This value provided the best trade-off between sensitivity (93.8%) and 

specificity (100%). The best cut-off point of ADC was 1.11×10
-3
mm

2
/s. At this 

level, sensitivity was 100% and specificity was 68.8%. 

Conclusions: DCE-MRI and DW-MRI were helpful in the diagnosis of CD. Quantitative 

MRI parameters could be used to assess the severity of inflammati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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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s between pharmacokinetic parameters (Ktrans
 and Ve) and ADC reflected 

microstructure and microcirculation of CD to some extent.  

 

 

PU-2727 

肺隐球菌病的 CT 诊断 

 
张文斌 

忻州市人民医院 034000 

 

肺隐球菌病(pulmonary cryptococcosis，PC)是新型隐球菌感染引起的慢性或亚急性内脏真菌

病。是目前比较少见的肺部感染性疾病，患者发病后临床表现没有明显特异性，与肺部结核、

炎症及肿瘤等疾病比较容易混淆，肺隐球菌病患者可有广泛性或局限性肉芽肿，少见空洞和坏

死。 

   

 

 
PU-2728 

肺隐球菌病的临床表现和影像学诊断 

 
李鹏飞,张文斌 

忻州市人民医院（原忻州地区医院） 034000 

 

肺隐球菌病（pulmonary cryptococcosis ,PC）是一种少见的由新型隐球菌感染引起的肺部真

菌病，报道较少，其影像学表现缺乏特异性，易误诊为普通肺炎或肺部肿瘤等。肺隐球菌病并

不多见，但Ｉ临床及影像学表现均无 

明显特异性，易误诊。诊断主要依靠穿刺或病理检查，血清中隐球菌抗原滴度的测定对免疫功

能正常者来说帮助不大。影像学无创性检查对本病的确诊能提供很大的帮助。 

 

   

 

 

PU-2729 

椎体血管瘤 

 
边杰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16027 

 

血管瘤是一种常见的良性肿瘤,可发生于任何年龄,但多在中年以后出现症状,女性多于男性.椎

体血管瘤是一种比较常见的椎体良性肿瘤,组织发生为错构瘤,多发生于青壮年,以胸椎下段和

腰椎上段多见.病理学表现为大量增生的毛细血管及扩张的血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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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730 

血管平滑肌脂肪瘤 

 
边杰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16027 

 

血管平滑肌脂肪瘤（angiomyolipoma，AML）是一种间叶源性肿瘤，由畸形血管、分化不同阶

段的平滑肌细胞和脂肪组织构成，多见于肾脏，肝脏少见。WHO将 AML分为经典型 AML(CAML)

和上皮样 AML（Epi-AML）,其中后者主要是在 CAML的基础上以上皮细胞增生为主，具有一定

恶性潜能。 

   

 

 

PU-2731 

粒细胞肉瘤 

 
边杰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16027 

 

粒细胞肉瘤又称髓细胞肉瘤，是幼稚粒细胞形成的实体性恶性肿瘤，常常继发于 AML或者

CML，好发于儿童和青少年。常常累及扁骨和长骨、肝、脾、淋巴结、乳腺、胃肠道、皮肤等

处。肿瘤由不同分化程度的幼稚粒细胞组成。  

 

 
PU-2732 

子宫内膜异位囊肿 1 例 

 
边杰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16027 

 

子宫内膜异位囊肿即巧克力囊肿, 由于囊内含暗褐色黏糊性陈旧血, 状似巧克力, 故称巧克力

囊肿。子宫内膜异位症（endometriosis, EM）可发生于多种器官, 以卵巢多见, 约 80 %, 其

中 50 %发生于双侧, 除卵巢表面及皮层出现紫色斑点或小泡外,在卵巢内的异位组织中还可见

因反复出血而形成单个或多个囊肿, 故称子宫内膜异位囊肿。 

   

 

 
PU-2733 

腹膜后纤维化 

 
边杰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16027 

 

腹膜后纤维化（retroperitoneal fibrosis,RPF） 由法国泌尿外科医生 Albrran在 1905 年首

先报道并使用了腹膜后纤维化这一概念，直到 1948年 Ormond报道了 2例腹膜后纤维化后，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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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本病的个案报道才逐渐增多并被临床医生所认知。RPF可发生于任何年龄，40-60岁多见，

男性好发。约 2/3腹膜后纤维化发病原因不明，另 1/3可能与某些药物、肿瘤、外伤、感染、

炎症、动脉瘤及自身免疫系统疾病有关。 

   

 

 

PU-2734 

肺母细胞瘤 

 
计丁心,孙传恕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16027 

 

肺母细胞瘤（pulmonary blastoma,PB）是一种极罕见的肺部恶性肿瘤。其临床表现、实验室

检查、影像学检查均缺乏特异性。WH02004年版肺肿瘤组织学分类将其归入肉瘤样癌。PB依年

龄不同，分为成人型和儿童型两种。 

 

   

 

 
PU-2735 

肋骨成骨型骨肉瘤 

 
计丁心,孙传恕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16027 

 

骨肉瘤(Osteosarcoma，OS):是原发于骨骼系统、起源于髓内骨间叶组织的的恶性肿瘤，其特

征在于由肿瘤细胞直接形成不成熟的骨或骨样组织。骨肉瘤(OS)是最常见的原发性恶性骨肿

瘤，约占全部恶性骨肿瘤的 44.6%，占原发性骨肿瘤的 15.5%, OS最好发于儿童及青少年，尤

其是 10-25岁之间，其次是 60-80岁的老年人，男性多于女性 

   

 

 

PU-2736 

尿路上皮癌 

 
计丁心,孙传恕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16027 

 

整个泌尿系统（肾盏、肾盂、输尿管、膀胱及前列腺尿道）均为移行性上皮所覆盖，移行性上

皮细胞发生的肿瘤称为尿路上皮肿瘤。尿路上皮肿瘤以膀胱癌最多见，其次为肾盂及输尿管肿

瘤。上尿路尿路上皮癌(upper tract urothelial carcinoma，UTUC)指发生于肾盂及输尿管的

尿路上皮恶性肿瘤，约占全部尿路上皮癌的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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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737 

Multiple Intracranial opportunistic Infection in 

patient with 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 

(AIDS): case report and literature review 

 
Zhang Yanli,Wang Tianhong,Lei Junqiang,Wang Gang,Guo Shunlin,Zhang Jing 

The first hospital of lanzhou university 730000 

 

A 30-year-old man was admitted to the 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with 

abdominal pain, diarrhea, and palpable mass on the neck. During the workup he was 

revealed a definite diagnosis of AIDS and lymphatic tuberculosis, and he received 

the treatment of highly active antiretroviral therapy(HAART) and anti-tuberculosis. 

8 weeks later, as a result of drug withdrawal, he was readmission for 

hyperspasmia , based on the examination of crani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 

and Cerebrospinal fluid(CSF), he received a possibility diagnosis of tuberculous 

meningocephalitis(TBMC), the treatment of anti-tuberculosis was added to again. 

After 5 months, there was a radiologic improvement of original lesion, but the bad 

news that ,with right extremities weakness occured, a new infarction in the 

distribution of left middle cerebral artery appeared on 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 

(DWI).meanwhile, with the postive of T. gondii immunoglobulin (Ig) G 

antibodies ,two new annular enhancement mass with “eccentric target sign” 

emerged in the left parietal lobe and cerebellum, which were supported for the 

diagnosis of toxoplasmosis encephalopathy(TE), therefore, the treatment of 

toxoplasmosis began immediately. We report here a case of multiple intracranial 

opportunistic infections which combined TBMC with TE in an AIDS patient . 

   

 

 
PU-2738 

AIDS 合并马尔尼菲青霉菌感染的胸部 CT 表现特征初探 

 
施裕新,石秀东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201508 

 

 目的：探讨艾滋病合并马尔尼菲青霉菌感染的胸部 CT表现特征。 方法：回顾性分析 52例

艾滋病合并马尔尼菲青霉菌感染患者的临床及胸部 CT表现。 结果：艾滋病合并马尔尼菲青霉

菌感染患者的胸部影像学表现多样，52例中磨玻璃或斑片样密度影伴粟粒或结节影 19例

（36.5%），实变 7例（13.5%），粟粒结节（≤5mm）25例（48.1%），结节（>5mm）16 例

（30.8%），肿块（＞3cm）1例（1.92%），空洞 7例（13.5%），支气管扩张 7例

（13.5%），肺间质病变 31 例（59.6%），心包积液 5例（9.62%），胸腔积液 11例

（21.2%），胸膜增厚 23例（44.2%），纵隔淋巴结肿大 32例（61.5%）；病变累及双肺 46例

（82.6%）、二段以上 42例（80.8%）。6例双肺无病变，但临床表现均异常。结论：艾滋病

合并马尔尼菲青霉菌感染胸部病变的常见征象为磨玻璃或斑片样影、随机分布粟粒结节或结

节、间质病变、胸腔积液及纵隔淋巴结肿大，其中磨玻璃影中粟粒或结节、散在多发随机分布

的粟粒结节或结节，肺间质病变，病变多为双肺、多叶段分布较具特点，结合发热、特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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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脐凹”样皮疹、CD4
+
T淋巴细胞计数小于 20个/UL等较具特点的临床表现，可高度提示诊

断。 

   

 

 
PU-2739 

脑淋巴瘤 

 
罗宁,边杰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16044 

 

  患者男，57岁。2天前无明显诱因突发右侧肢体活动不灵伴言语不利症状，伴有问答不合

理，记忆力下降，无头痛、头晕、恶心、呕吐、肢体抽搐症状，偶有小便失禁。于外院行颅脑

CT示右颞叶及左额叶占位。入院行核磁增强检查。 

  原发性脑淋巴瘤 (primary brain lymphoma)是指颅脑之外体内各处均无淋巴瘤而只发生

于脑内的淋巴瘤，否则属继发性淋巴瘤，是颅内罕见的一种恶性肿瘤性疾病，占颅内肿瘤的

1%～3%。好发于免疫功能缺陷的患者中，但近年来在免疫功能正常和免疫功能缺陷患者中其发

病率均逐渐增高，有学者报告其发病率可高达 l5％。原发于脑内和（或）脊髓的淋巴瘤，病

理组织学 92%～98%为非霍奇金 B细胞淋巴瘤，而 B细胞淋巴瘤中绝大多数为高度恶性的大 B

细胞淋巴瘤，少数为边缘带 B细胞淋巴瘤、浆细胞瘤、血管内 B细胞淋巴瘤等，T细胞性淋巴

瘤在颅内非常罕见。以原始网状细胞及许多同类型的小神经胶质细胞、淋巴细胞和浆细胞浸润

为特征。在其起源上，目前较公认的是起源于血管周围间隙的多能干细胞或单核巨噬细胞系

统，可发生于脑内任何部位，因脑内靠近表面或靠近中线的部位血管周围间隙较明显，故肿瘤

多位于上述部位，发生在幕上最为常见, 最好发的部位为大脑半球和脑室周围, 尤以额、顶叶

及基底节区好发, 而幕下小脑、 脑干、脊髓等较少受累。肿瘤可局限性或弥漫性生长。 

 

   

 

 
PU-2740 

征象相同性质不同的两例盆腔病变—卵泡膜细胞瘤 

 
罗宁,边杰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16044 

 

患者 A，女，58岁，20年前曾因“子宫肌瘤，左侧卵巢囊肿”行“子宫次全切除术+左侧附件

切除术”。以“超声体检发现盆腔内包块 10天”入院。妇科检查：外阴正常，阴道畅，阴道

粘膜正常，阴道内见中等量黄色脓性分泌物，无异味，宫颈光，宫颈断端未见异常，右附件区

可扪及一包块，大小约 5.0*4.0*4.0cm，质韧，界清，活动度可，无压痛。CA125检查正常。

行盆腔 CT增强检查示盆腔右侧肿物，最大层面约 5.0*4.1cm，增强扫描可见轻度强化。 

患者 B，女，25岁，以“体检发现盆腔包块 2个月”为主诉入院。无不适症状。行肿瘤标志物

检查 CEA、AFP、CA125、CA199均未见异常。行盆腔 CT增强检查示左侧附件区囊实性肿物，最

大层面约 9.5*5.1cm（平扫见图 10-13，囊性部分 CT均值 23HU，实性部分 CT均值 34HU；动脉

期见图 14-18，囊性部分 CT 均值 24HU，实性部分 CT均值 39HU；静脉期见图 19-23，囊性部分

CT均值 27HU，实性部分 CT 均值 44HU；延迟期见图 24-27，囊性部分 CT均值 29HU，实性部分

CT均值 41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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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巢卵泡膜细胞瘤（Ovarian Thecoma）来源于卵巢性索间质的间胚叶组织，卵巢性索间质肿

瘤主要包括纤维瘤、纤维卵泡膜瘤、卵泡膜细胞瘤、颗粒细胞瘤。OT仅占卵巢实性肿瘤的 0.5

％ ～1.0％，可发生于任何年龄，多发生于绝经后妇女，平均年龄约 50-55岁。患者临床可

无症状，较大者可有腹痛、腹胀、腹部包块等症状，部分肿瘤可分泌雌激素，出现相应的内分

泌症状，如经期紊乱或闭经后不规则引导出血、子宫肌瘤、卵巢囊腺瘤、子宫内膜增生甚至发

生子宫内膜癌等。肿瘤也可分泌雄激素，患者出现男性化体征。 

   

 

 
PU-2741 

主动脉周围多发病变—未分化多形性肉瘤 

 
罗宁,边杰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16044 

 

  患者男性，58岁，以“反复上腹痛 2个月，加重 1周”为主诉入院。患者反复出现上腹痛

并向背部扩散，夜间疼痛明显，无恶心、呕吐、腹胀。入院后行上腹部 MRI检查示胸主动脉及

腹主动脉周围多发软组织肿物影，行腹主动脉 CTA检查，行 PET-CT检查，行肿瘤标志物检

查，CA125、153、199、242 及 CEA、NSE、PSA、AFP各项指标均在正常范围内。 

  恶性纤维组织细胞瘤(Malignant fibrous histiocytoma，简称 MFH)，亦称未分化多形性

肉瘤。原因不明。男性多于女性。中老年人多见，61～70岁为发病高峰。可发生于身体的任

何器官，常侵犯四肢深部软组织，发生于腹膜后者少见，后者主要为炎症型。肿瘤生长迅速，

易发生远处转移，尤其是肺和区域淋巴结。预后因素与肿瘤的大小和发生部位的深浅有关。 

  腹膜后 MFH可位于胰腺、肾脏周围，腰大肌旁、回盲部等位置。有研究表明，腹膜后 MFH有

以下特点：肿瘤体积较大，尤其>10cm时，有助于诊断。形态多呈类圆形或浅分叶，多数边界

清楚。少数肿瘤呈浸润生长，与周围组织分界不清，临近脏器或淋巴结受累常见，可以推压包

埋腹主动脉或髂血管。肿瘤密度或信号不均匀，多可见坏死囊变或出血灶，少数边缘见壳状或

结节状钙化。增强扫描肿瘤实质部分动脉期轻度强化，静脉期呈中度强化。肿瘤实质强化由周

边向中心延伸或小部分呈伪足样、间隔样强化深入肿瘤坏死灶内，其间为不规则无明显强化

区。相比较而言，增强后分隔样强化和渐进性强化更有特点，对鉴别诊断有一定帮助。本例主

动脉旁 2个肿块的形态学及增强后表现，还是符合腹膜后 MFH特点。胸腹肿块之间间隔有正常

结构，并非一个病灶。是双原发肿瘤还是分别有原发、转移很难判断，就腹主动脉旁肿瘤引起

血管破溃形成假性动脉瘤推测，腹部肿瘤可能先于胸部肿瘤发生。  

 

 

PU-2742 

骨外粘液性软骨肉瘤 

 
罗宁,边杰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16044 

 

  患者男，49岁。3天前偶然发现右大腿远端后内侧包块，无疼痛，无后动受限。无外伤史。

入院后专科检查，右大腿中下部至小腿上方内侧一大小约 15.0×7.0cm 肿块，皮温无增高，质

韧，无压痛，肿块固定，无滑动，右下肢肌力Ⅴ级，右膝关节屈伸活动好，右足各趾末梢血运

感觉良好。行股骨 X线检查。行 MRI平扫检查示右膝关节滑膜及腘窝区多发异常信号。行肿瘤

标志物检查 CEA、PSA、NSE、CA125、CA153、CA199、CA242、AFP均未见异常。 

javascript:linkredwin('%E7%BB%84%E7%BB%87%E7%BB%86%E8%83%9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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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外粘液性软骨肉瘤（extraskeletal myxoid chondrosarcoma,EMC）是一种罕见低度恶性

软组织肿瘤，约占软组织肿瘤的 3%。具有多向分化潜能。 Stout等 1953年首次描述，新版

WHO软组织肿瘤分类仍将其归类为分化不确定的肿瘤。EMC 是发生于软组织的软骨肉瘤，可分

为黏液型、间叶型及分化型。分化型少见。黏液型好发于 50岁左右的中年男性，大腿和膝关

节多发，在肌肉深层多发。本型生长缓慢，行肿瘤根治性切除，预后良好。间叶型好发于 15

～35岁的年轻女性，可发生于头颈部、四肢、后腹膜。本型肺转移发生率高。 

  骨外软骨肉瘤的病因目前尚不明确，可能与骨骺软骨游离至骨表面生长而成、起源于鼓膜细

胞层、起源于肌腱附着的前软骨纤维组织、染色体结构异常等因素有关。 

临床主要表现为缓慢生长的孤立性肿块，部分患者可表现为疼痛，发生于近关节处亦可导致活

动受限。 

大体病理：病变多较大，大多数病变大于 4cm，50%以上的病例大于 10cm，病变呈不规则圆形

或卵圆形，切面呈灰白色、淡蓝色，具有光泽，无钙化区呈透明状，钙化较少区可呈毛玻璃样

透明状，钙化显著区域呈灰白色、质硬、呈颗粒样或砂砾样，肿瘤内钙化的多少和肿瘤的分化

程度有关，分化差的钙化少，病变内可以出现多少不一的粘液样变或囊变，可有出血和坏死。  

 

 
PU-2743 

神经母细胞瘤 

 
罗宁,边杰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16044 

 

  患者男，10岁。反复发热近 9个月，最高 39.5℃，无咳嗽、咳痰，无咯血。期间曾行抗感

染治疗，未见好转。8个月前左胸壁间断性针刺样疼痛，无放射痛，于外院 CT发现后纵隔占

位。入本院后行肿瘤标志物检查 CEA、AFP、CA199、SCCA、CYFRA21-1、CA724、β－HCG 各项

均未见异常，NSE >370.0 ng/ml ↑0.00～16.30。行增强 CT检查示后纵隔及腹膜后区占位病

变，实性成分 CT均值：平扫 40HU，动脉期 60HU，门脉期 78HU，平衡期 75HU。行胸椎 MRI平

扫示胸 8椎体变扁，8、9椎异常信号。 

  神经母细胞瘤（neuroblastoma，NB）又称成神经细胞瘤，起源于胚胎期神经嵴，由未分化

的神经母细胞增殖形成。病理表现上根据成神经细胞在肿瘤中所占的比例诊断为神经节细胞瘤

(GN)、GNB和 NB。NB具有高度恶性，GNB次之，两者均以儿童及青少年多见，GN则为良性肿

瘤，多见于青年及成年人。 

  NB形态可呈椭圆形或不规则形，边界不清，无明显包膜，呈浸润生长，易出血、坏死或囊

变。位于后纵隔的肿瘤常紧贴椎旁和后胸壁，可伴相邻胸膜增厚，少数可出现胸腔积腋。当肿

瘤较大时可使周围结构受压，包括气管、食管、心脏等。腹膜后 NB常可推挤或包绕邻近血

管。肿瘤还可以越过中线向对侧生长，也可向邻近椎管内生长或侵犯肝脏。肿瘤内据文献报道

约 85%的瘤体内可见钙化，为 NB的特征性表现，钙化常呈散在分布的沙粒状、斑点状或团块

状。肿瘤大小与钙化无关。增强 CT扫描肿瘤呈轻至中度均匀或不均匀强化，坏死区无强化，

其强化程度与肿瘤分化程度有关。如有肾脏受浸润可发生肾积水，并常伴腹膜后淋巴结肿大。

MRI扫描多呈混杂信号，主要取决于肿瘤内是否有出血、坏死、囊变及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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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744 

钙化性纤维性假瘤 

 
罗宁,孙传恕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16044 

 

  患者男性，67岁，以上腹部疼痛 1天为主诉入院。无明显诱因出现上腹部疼痛，呈持续性

绞痛。患者自感下腹肿物存在 10余年，且逐渐增大。偶有小便失禁。腹部 CT增强扫描：腹腔

及盆腔内见多发大小不等结节或肿块样高密度影，其中 3枚较大，分别位于脾胃间，胰头前方

和盆腔内。位于脾胃间病灶呈椭圆形，4.0cm*6.2cm，主要以软组织为主 CT值 50HU，未见强

化征象；病灶核心可见片条状钙化，外周不完整弧形钙化。位于胰头前方病灶呈圆形，直径约

3.5cm，其表现与脾胃间病灶类似，钙化成分更多。盆腔内病变呈椭圆形，6.2cm*7.5cm，呈现

为典型的“鹅卵样”改变，中心为条形钙化，外周环以均匀的钙化的壳，其厚度为

11mm~15mm；壳与核心的低密度区 CT50~70HU，未见强化征象。另可见腹腔及盆腔内散在分布

小结节样钙化灶，CT值 600~800HU。 

  钙化性纤维性肿瘤(calcifying fibrous tumor，CFT) 又称“钙化性纤维性假瘤”，2002 

年版 WHO 软组织和骨肿瘤病理学和遗传学分类中将其正式命名为 CFT。本病罕见。迄今报道仅

30余例。最常见于四肢、躯干、腹股沟、阴囊区、头颈部等处，临床表现为局部包块，生长

缓慢，多较规整．质硬，如压迫周围组织器官则表现为相应的压迫症状。治疗主要以手术完整

切除为主。 

该病属良性病变，愈后好，极少复发。本病例广泛发生于腹腔及盆腔内并于盆腔内游离钙化性

纤维性假瘤，更是罕见，考虑肿瘤来源于肠系膜或腹膜可能性大，在生长过程中，从肠系膜、

腹膜上脱落，从腹水中获取营养，逐渐钙化形成。 

   

 

 

PU-2745 

胫骨交界性骨纤维组织细胞瘤 

 
罗宁,孙传恕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16044 

 

  患者男，22岁。近日搬重物突发左胫骨上端疼痛，局部肿胀，负重行走时疼痛加重，按压

疼痛不明显。于本院门诊查体示左胫骨近端局部表面软组织隆起，皮温不高，局部皮肤无破

损。左胫骨上端局部压痛（±），左下肢运动及感觉功能未见异常，左足背动脉搏动可触及。

行左膝关节 X线检查示左胫骨近端内侧密度减低区。后入院行左膝关节 CT检查，病灶 CT均值

约 39HU。行左膝关节 MRI检查示示病灶大小约 3.3×2.8×1.4cm，呈长 T1长 T2信号。 

  骨纤维组织细胞瘤是一种非常少见的骨肿瘤，根据其病理组织学不同，可分为良性纤维组织

细胞瘤（benign fibrous histio-cytoma,BFH）、不典型良性纤维组织细胞瘤、恶性纤维组织

细胞瘤（bone malignant fibrous histiocytoma，BMFH）。骨良性纤维组织细胞瘤病理改变

以梭形纤维母细胞和组织细胞样细胞增生为主，呈编织状排列，伴有泡沫细胞和多核巨细胞形

成，可见淋巴细胞浸润、间质出血和含铁血黄素沉积，类似非骨化纤维瘤。不典型良性纤维组

织细胞瘤则是在良性纤维组织细胞瘤基础上另具备“不典型侵袭性”特征，可见有丝核分裂

像。 

  本病好发于长骨，多位于干骺端或骨端，可单发也可多发，表现为类圆形、椭圆形的溶骨性

膨胀性骨质破坏，边界清楚，呈单房或多房囊状，破坏区内可见骨嵴，膨胀明显者可致骨皮质

断裂，部分病灶见硬化边，可并发病理骨折。良性纤维组织细胞瘤一般边界清楚，无骨膜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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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而不典型良性纤维组织细胞瘤则可呈现边界不规则的溶骨性病变。增强扫描后病灶呈轻中

度强化，囊变部分不强化。MRI可以更好的显示病变范围以及病灶与周围组织的关系，此外，

当病灶内组织细胞所占比例较高时，病变在 T1WI上呈低信号，在 T2WI呈高信号，当纤维细胞

所占比例较高时，病变在 T1WI及 T2WI上均呈低信号。  

 

 

PU-2746 

阴道韧带样纤维瘤 

 
罗宁,孙传恕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16044 

 

  患者女，20岁。5个月前因早孕行人工流产于外院发现阴道肿物，无压痛，大小不详，未进

一步诊治。4个月前无诱因出现右下腹阵发性刺痛感，无放散，同时出现排尿次数增多、尿不

尽感及夜尿增多，持续至今，程度渐加重。1个半月前出现肛门坠胀感及排便困难，便形变

细，排便后右下腹绞痛，可自行缓解，无便秘及稀便，便中无脓血混着。入本院后行妇科检查

示外阴正常，阴道粘膜无异常，阴道右侧壁下段可见一实性肿物，大小约 10×6cm，质硬，活

动性差，与右侧耻骨降支联系紧密，无空隙。双合诊肿物与宫颈无粘连。子宫体前位，正常大

小，无压痛，双附件区未及异常。查 CT平扫示阴道右侧壁肿物，CT值约 30HU。后行手术切除

病变。出院 8个月后，病变复发入院，行增强 CT示阴道右侧壁肿物，平扫及增强 CT均值约

26、56HU。 

  韧带样型纤维瘤病是一种呈局部浸润性和破坏性生长，但不发生远处转移及极少恶变的良性

软组织肿瘤性病变，占软组织肿瘤发生率的 3%，常见发病年龄 10-40岁，高峰年龄 25-35

岁，女性略多见。本病可发生全身各处，多见于腹壁，根据解剖位置可分为三型，其发生率分

别为：腹壁外型（50-60%），腹壁型（约 25%），腹壁型（约 15%）。 

  本病典型影像表现为发生深部软组织内，具有侵袭性软组织肿块，形态不规则，病灶长轴与

肌纤维走行方向一致，多呈梭形或椭圆形，平扫与周围肌肉呈等或稍低密度，无明显坏死及钙

化，瘤周肌肉不出现水肿表现。即使肿瘤较大，亦表现为密度均匀，无坏死、囊变、出血及钙

化，增强后，多以中等较均匀强化多见，CT值一般平均增高 30HU，有渐进性强化特点。  

 

 

PU-2747 

子宫内膜异位征 

 
边杰,罗宁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16027 

 

  子宫内膜异位症（Endometriosis EMs）是指子宫内膜组织生长存在于子宫腔以外的部位，

是雌激素依赖的妇科常见病和多发病。15%～ 20%的育龄妇女患有子宫内膜异位症，病变多位

于卵巢、子宫骶韧带等部位，病变侵犯输尿管者较少见。输尿管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常无典型

临床症状，给诊断及治疗带来一定难度。子宫内膜异位症发生于泌尿系统者占 1%-2%，累及输

尿管者则占 0.01%-1%。该病发生原因有种植学说、血行和淋巴播散学说、免疫学说、胚胎学

说、炎症学说、遗传学说等，但以种植学说为主，认为为经血逆流所致。月经期子宫内膜碎片

也可进入破损的子宫内膜血管,经血行或淋巴播散至输尿管。化生学说认为原始的体腔细胞在

胚胎早期发育过程中滞留或伸入泌尿系统后，在激素或其他特殊刺激下，使输尿管组织发生特

殊的分化,转化为子宫内膜细胞和间质。Vercellini 认为输尿管子宫内膜异位症左侧明显高于

右侧，他认为乙状结肠在左侧附件周围形成一个微环境，当子宫内膜返流至输尿管时，与盆腔

http://lib.cqvip.com/ZK/search.aspx?Query=Endometriosis+%ef%bc%88EMs%ef%bc%89+&Typ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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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液中巨噬细胞系统接触较少，避免被吞噬吸收。右侧因盲肠位置过高而无法提供类似环境。

输尿管子宫内膜异位症早期可没有任何症状，仅表现为月经紊乱、痛经、腰背部酸痛等。随着

病变缓慢进展,腔外型逐渐出现输尿管受压迫，尿液引流受阻，肾积水，甚至肾功能衰竭。 

   

 

 

PU-2748 

实性假乳头状瘤 

 
边杰,罗宁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16027 

 

  患者女，26岁。1年前体检时发现腹腔肿物大小约 4×4cm，无临床症状，未予诊治。半年

前外院复查示肿物增大，无不适。1个月前患者于站立位触及左上腹部肿物，无疼痛。入院后

专科检查站立位左上腹可触及一大小约 8×8cm 肿物，质韧，活动度欠佳，无压痛。查相关肿

瘤标志物均未见异常。查腹部增强 MRI示胰腺体尾部及脾脏各见一异常信号影。 

  本例患者胰腺占位，首先考虑胰腺实性假乳头状瘤；从影像表现来看，该患者胰腺体尾部见

较大囊实性肿块，包膜完整，外生性生长，胰腺导管未见扩张；肿块内见较大面积出血灶；增

强扫描肿块实性部分呈轻度延迟强化特点，以上几点符合胰腺实性假乳头状瘤影像表现，另该

患者为年轻女性，临床症状轻，符合 SPNP发病年龄及临床表现，所以首先考虑胰腺实性假乳

头状瘤，与文献相关报道表现一致。 

  脾脏病灶为淋巴管瘤；因胰腺实性假乳头状瘤为低度恶性肿瘤，可发生转移，所以本病例脾

脏病灶不能除外转移瘤。现回顾性分析，脾脏淋巴管瘤影像表现如下： 

脾脏淋巴管瘤有囊性扩张的淋巴管构成，为良性病变，可单发或多发。较典型的淋巴管瘤影像

表现为：病灶形态不规则，可呈分叶改变，灶内可见分房、分隔；病灶边缘多模糊；病灶内为

囊性，可出现液-液平面，为出血征象；囊壁及间隔增强后动脉及门脉期轻中度强化，延迟期

持续强化。本例脾脏淋巴管瘤为类圆形单发病灶，未见分隔，表现不典型，因转移瘤形态表现

多样，如无病史及临床资料，两者不易鉴别。 

   

 

 

PU-2749 

脑血管收缩综合征 

 
边杰,罗宁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16027 

 

可逆性脑血管收缩综合征（RCVS），又称 Call-Fleming综合征，是以较长时间的可逆性脑动

脉收缩为病理基础，以反复急骤发作的剧烈头痛为特征性临床表现，可伴有局灶性神经功能缺

损或癫痫发作的临床综合征。         

RCVS的确切病因尚不明确，其典型的血管改变为颅内中等程度血管呈节段性、多灶性收缩，

推测其与自身或外界诱因导致的血管张力短暂性失调有关。这些因素可引起脑血管受体活性和

敏感性的变化，从而可能引起脑动脉张力和管径的改变，并可能解释其可逆性的变化特征。 

本病典型影像学表现为 CTA 和 MRA图像中脑动脉弥漫性分布的节段性狭窄，呈现“串珠样”改

变，以 Willis动脉环周围 1、2级动脉的节段性狭窄为主，可累及远端颈内动脉、基底动脉，

并且随访发现动脉狭窄可在 1～3个月内完全恢复，证实上述改变为可逆性。脑 CT、MR平扫检

查多正常，部分有局灶性神经功能缺损的患者可在 CT上出现低密度影，多位于分水岭区或大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4058 

 

动脉供血边缘区；MRI上可出现上述区域的长 T1、长 T2异常信号。但 Flair高信号更为常

见，外文报道 22%的患者可出现 Flair序列高信号血管征(HVS)，提示可能出现缺血性脑卒

中，当改变集中于脑后部组织时，提示可发生可逆性后部脑病综合征。伴发脑出血及蛛网膜下

腔出血的患者可出现相应影像学改变。 

   

 

 
PU-2750 

肝脏神经内分泌癌 

 
边杰,罗宁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16027 

 

  患者行增强 MRI检查示肝 S3段一类圆形肿物影，界清，大小约 2.6*1.8cm，呈长 T1长 T2

信号，内部可见小片状稍短 T1稍短 T2信号。增强后动脉期明显强化，门脉期强化消退，与肝

实质强化程度基本一致，平衡期与肝实质强化程度一致，而内部短 T1短 T2信号区域始终未见

明显强化；另可见跨肝 S6-S7段一类圆形囊实性肿物影，界清，大小约 6.8*4.7cm，呈长 T1

混杂 T2信号，其中 T2WI序列病灶实性部分呈稍高信号，囊性部分内可见液液平面。增强后动

脉期病灶实性部分及囊壁强化明显，门脉期实性部分与肝实质强化程度近似，平衡期低于肝实

质强化程度，囊壁持续强化，其内部则始终不强化。 

  人体除了各大内分泌腺体外，还广泛存在着弥散于各组织器官的神经内分泌细胞，称为弥散

神经内分泌系统（diffuse neuroendocrine system DNES），神经内分泌肿瘤

（neuroend ocrine tumor NET）是起源于此系统的肿瘤，临床少见，生长缓慢，有恶变倾

向，可发生在身体的各个部位，其中消化系统约占总数的 74%，又以胰腺最常见，其次是胃肠

道。该肿瘤发病高峰在 50-70岁。2010年 WHO消化系统 NET分类为:G1(类癌)、G2、G3（神经

内分泌癌）、混合腺神经内分泌癌、增生性和瘤前病变。  

 

 
PU-2751 

胸壁神经鞘瘤 

 
罗佳文,罗宁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16027 

 

  发生于周围神经的神经鞘瘤多见于四肢屈侧神经干，发生于胸壁的十分少见。胸壁神经鞘瘤

是起源于脊神经的胸神经后支和前支（肋间神经和肋下神经）的良性肿瘤，仅占胸壁肿瘤的

5.4%。肿瘤多为单发，生长缓慢，常有完整包膜，较大病灶可见出现囊变、坏死及出血。早期

多无症状，常因体检时发现，累及或压迫肋间神经时，可出现肋间神经痛。组织学上肿瘤分为

Antoni A（即高分化细胞成分）及 Antoni B（疏散的黏液成分）两部分。肿瘤实质区的 CT密

度可表现为不均匀软组织密度，目前认为其密度差与组织学密切相关，Antoni A区肿瘤细胞

丰富密集，CT平扫密度较高，Antoni B区肿瘤细胞相对稀疏，基质含水量高，CT密度偏低。

由于发生神经鞘瘤的肋间神经核肋下神经均位于深层胸壁紧邻壁层胸膜，肿瘤易于向胸腔内生

长，并与胸壁形成钝角。肿瘤常与邻近肋骨紧贴，导致临近肋骨压迫性骨质吸收形成凹陷切

迹。较大肿瘤可因肿瘤占位显示肋间隙增宽，此为肋间神经鞘瘤的特有征象。最典型表现是肿

瘤导致椎间孔扩大并延伸至椎管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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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752 

阑尾粘液性囊腺瘤 

 
罗佳文,罗宁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16027 

 

  患者女，53岁，以“下腹胀痛，持续不缓解 10天”为主诉入院。平卧时自触右下腹有一包

块，质硬，无压痛、活动。入院后行肿瘤标志物检查，CEA 7.83 ng/ml↑0.00～4.70，AFP、

CA125、CA199等指标正常。行 CT增强检查，肿物大小约 3.5*2.6cm。 

  阑尾粘液性囊腺瘤较罕见,相关文献报道中称，仅占阑尾切除手术标本的 0.3%。阑尾黏液性

囊腺瘤的腺上皮呈不典型增生或腺瘤性息肉，腺瘤阻塞阑尾，使胶冻样黏液潴留阑尾腔内，导

致压力增高，阑尾腔呈囊状扩张，腺体组成常成乳头状结构突入腺腔内，因此囊壁有时可表现

厚薄不均，但不显示明显壁结节。黏液可穿透浆膜层，表现为阑尾周围和腹膜后黏液性肿块。

黏液性囊腺瘤的特点是阑尾壁有不典型腺体浸润，并穿越黏膜肌层，或有腹膜种植形成腹膜假

黏液瘤， 不发生血性和淋巴转移。恶性阑尾粘液性囊腺瘤破裂后可能会引起腹腔假黏液瘤，

会显著降低病人的生存率。其临床表现无特异性，部分病例表现为腹部肿块，扩散至腹膜腔可

产生大量粘液，形成腹膜假粘液瘤，而表现为腹部膨胀，极少数病例形成外部瘘管，另外还有

部分患者无明显症状，仅在体检时偶然发现。严重者可出现肠套叠、消化道出血、急性阑尾炎

及肿瘤扭转等并发症。 

   

 

 

PU-2753 

松果体绒毛膜癌 

 
罗佳文,罗宁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16027 

 

  绒毛膜上皮癌（choriocarcinoma）是一种起源于胚胎性绒毛膜的高度恶性肿瘤。其分两种

类型：(1)妊娠性绒毛膜上皮癌：发生在生育年龄的妇女，可为葡萄胎，出现自发性流产，异

位妊娠或正常分娩。(2)非妊娠性绒毛膜上皮癌：又称为原发性绒毛膜上皮癌，极少见，不仅

见于女性，也可见于男性。非妊娠性绒毛膜上皮癌一般发生于性腺器官，如女性的子宫、卵

巢，男性的睾丸等。原发于性腺外的绒毛膜上皮癌则常见于中线部位如腹膜后腔、纵隔或颅内

尤其是松果体区。其中睾丸为最常见原发部位，占总数约 33．O％。其继发转移也很常见，常

见转移部位为肺，其次为肝脏和大脑。 

  影像学特点：原发性绒毛膜上皮癌多位于中线结构，约占 95%。肿瘤形态常不规则，呈分叶

状或团块状，边界清晰。肿瘤几乎均伴有出血坏死，故 CT表现为混杂密度的软组织影，高密

度为出血灶，常可见小颗粒状、斑片状或结节状钙化。MRI 多呈不均匀混杂信号，坏死区表现

为长 T1长 T2信号，亚急性出血灶呈短 T1信号，慢性出血所致的含铁血黄素沉积及钙化呈短

T2信号，表现为肿瘤边缘的低信号环。增强后肿瘤呈不均匀明显强化，出血灶及瘤周水肿区

无强化。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4060 

 

PU-2754 

星形细胞瘤 

 
罗佳文,罗宁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16027 

 

星形细胞瘤影像学改变概述，I级 毛细胞型星形细胞瘤 以囊结型最多见，绝大多数位于小

脑半球，平扫呈低密度、等密度或混杂密度．视囊内容物而定，如为单纯液体，则呈均匀低密

度，如有较新鲜出血或蛋白含量高，则呈较高密度，边界清楚，一般无水肿。增强扫描，呈环

状强化，有壁结节。实体型者多呈低密度，约 10％有钙化。多为斑片或小点状钙化，增强扫

描见不均匀强化。II级 低度星形细胞瘤 平扫呈等或低密度，局灶性或弥漫涅润性生长，

15％—20％可见钙化灶，出血、坏死少见，周围多无水肿。增强扫描，病灶多强化不明显或见

轻发不均匀强化。III级 间变性星形细胞瘤 平扫多呈以低密度为主的混杂密度，少数呈等

或稍高密度，常有出血、坏死及囊变，钙化少。病灶边缘不清，可见不同程度水肿，有占位效

应。增强扫描见肿瘤明显不均匀强化，也可呈环状强化，难与多形性胶质母细胞瘤区分。IV

级 多形性胶质母细胞瘤 平扫呈混杂密度，95％以上病灶中央因坏死囊变而呈低密度。出血

常见，钙化罕见。边缘不清，周围水肿明显，占位效应显著。肿瘤常跨越中线生长浸润对侧大

脑半球，典型者呈蝴蝶状，一般为单发，少数也可为多发，增强扫描示肿瘤实质部分明显强

化，可呈此环状，壁厚而不规则，可见壁结节。 

   

 

 

PU-2755 

胰腺导管内粘液性乳头状瘤 

 
罗佳文,罗宁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16027 

 

  胰腺导管内黏液性乳头状肿瘤（ Intraductal papillary mucinous neoplasm，IPMN）是一

种好发于老年男性的胰腺囊性肿瘤，其发病率约占胰腺囊性肿瘤的 10%。因肿瘤分泌的黏液过

多阻塞正常胰液的分泌，患者临床症状类似慢性胰腺炎或复发性急性胰腺炎。肿瘤早期或较小

时，症状可不明显。 

  病理：外分泌胰腺导管的正常上皮被肿瘤性上皮所取代，肿瘤上皮为黏液性，肿瘤在胰腺导

管内呈多个乳头状生长，使胰腺主导管或次级导管局限性或弥漫性扩张。目前有两种分类方

法，一种是按照病变累及的胰腺导管级别划分为主胰管型、分支胰管型及混合型；另一种是按

照肿瘤分泌黏液的多少及肿瘤乳头的大小划分为（1）黏液分泌型，扩张的胰管内充满凝结的

粘液，肿瘤细胞呈扁平或微小乳头状，往往不可显示。（2）乳头型，扩张的胰管内见黏液及

乳头绒毛状生长的肿瘤，影像学检查可见到乳头状肿瘤。 

  影像表现：分支胰管型，显示病变呈现分叶状多囊性肿块，肿块不呈类圆形，而犹如一串葡

萄（提示分支胰管扩张），囊壁薄，增强可见强化。主胰管型，显示主胰管显著扩张及迂曲，

内可见充盈缺损，代表肿瘤结节或凝结的黏液。增强扫描见肿瘤乳头可轻到中度强化。另外，

主导管内乳头状肿瘤可侵犯泛特壶腹，形成胰管—胆管瘘或胰管—十二指肠瘘，甚至可形成腹

膜假黏液瘤，肿瘤上游的胰腺实质可萎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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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756 

肺真菌病 MSCT 伴随征象与基础疾病关系的分析 

 
仲丹,梁银强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221002 

 

目的：分析总结不同基础疾病患者肺真菌病的常见 MSCT征象，探讨二者之间的相关性以提高

对本病的诊断水平。方法：回顾性分析 38例肺真菌病患者（穿刺/手术/纤支镜病理证实 32

例，多次痰培养及临床证实 6例）的临床资料及 MSCT表现。分析患者的基础疾病及其相应肺

部 CT伴随征象，二者之间的差异比较采用 Fisher确切概率法。结果：肺真菌感染患者中合并

肿瘤的几率最大，其次还有慢性阻塞性肺疾病、陈旧性肺结核以及支气管扩张。炎症样改变、

洞内球形征及树芽征与患者基础疾病具有相关性（统计值分别为 19.581、22.228/9.544，P值

均＜0.05）。表现为炎症样改变合并糖尿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陈旧性肺结核、支气管扩

张、肿瘤及其它基础疾病分别为 2、0、0、0、10、2；洞内球形征分别为 0、4、0、4、0、0；

树芽征分别为 0、0、3、1、0、2。炎症样改变常出现于合并肿瘤的真菌病患者；合并 COPD、

支气管扩张的患者易形成洞内球征；树芽征较常见于合并陈旧性肺结核的肺真菌病患者。结

论：肺真菌病的 MSCT伴随征象表现多样，但其部分征象与基础疾病相关，通过对不同基础疾

病肺真菌病患者相应常见征象的了解，增强临床及影像工作者对肺真菌病易感人群的警惕性，

提高对肺真菌病的认识和诊断水平。  

 

 
PU-2757 

肺部侵袭性真菌感染的 CT 动态变化与预后相关性研究 

 
张正华,韩丹,何波,黄益龙,王春龙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650032 

 

目的：探讨 IPFI的 CT动态变化与临床预后的相关性。 

材料和方法：回顾性收集 2015年 12月一 2017年 3月间确诊或是临床诊断为 IPFI患者，选取

连续 3周以上，每周至少行一次 CT检查的患者影像资料，治愈好转组 22例，恶化死亡组 15

例。治愈好转组:①临床症状、体征减轻或消失;②至出院前肺部 CT征象表现为病灶减少或吸

收缩小提示病变吸收好转。恶化死亡组:①临床症状、体征未改善或恶化，死亡;②至出院前肺

部 CT征象表现为病灶增多、增大或病变较前无明显变化。分析主要病变的性质、大小、形

态、分布、数量、内部结构、外周表现。 

结果：治愈好转组和恶化死亡组的渗出性病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48)，治愈好转组

(18/22, ,81.82%)、恶化死亡组(6/15、40.00% )。两组结节/肿块性病变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治愈好转组以微小结节及小结节多见(33.33%, 33.33%);恶化死亡组以大结节多见

(63.64%）。结节个数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第 1周、第 3周治愈好转组渗出性

病变较恶化死亡组多，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提示渗出性病变预示良好的预后。两组

病变数量、大小均于第 2周达高峰，治愈好转组肺部病变在第 3周多表现为吸收或趋于稳定，

在第 4周病变数目减少，范围减小;恶化死亡组肺部病变在第 3周多表现为吸收不明显或是范

围较前增大，在第 4周病变较前无明显变化。 

结论：CT表现为渗出性病变、微小结节提示预后良好。第 3周病变演变为渗出性病变提示预

后良好。在第 4周及以后影像学好转提示预后较好，若进展则预后不良。IPFI患者出现症状

后应尽早行 CT检查和动态随访。第 2周病灶进展最快，建议在出现症状 7天至 14天内复查

CT。第 3周 CT检查主要用于评估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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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758 

腮腺淋巴瘤 

 
计丁心,孙传恕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16027 

 

恶性淋巴瘤是原发于淋巴网状系统的恶性肿瘤，可发生于任何淋巴组织，可侵犯淋巴结及结外

器官。原发性腮腺淋巴瘤中老年多见，一般>５０岁。腮腺淋巴瘤常以耳前肿块为首发症状。

临床较为少见，仅占腮腺肿块的 0.6~5.0%，占头颈部结外型淋巴瘤的 8.0%。 

   

 

 

PU-2759 

小肠脂肪瘤 

 
计丁心,孙传恕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16027 

 

小肠脂肪瘤是一种少见的消化道良性肿瘤，多发于 50-70岁老年人，发生部位以空回肠居

多，尤其是末端回肠。临床上早期无症状一般不易发现，往往在瘤体较大时才被发现，当肿瘤

直径大于 2cm时可出现腹痛、腹胀、便秘、肠梗阻及腹部包块等症状。 

   

 

 

PU-2760 

肺部真菌感染 CT 影像及鉴别诊断 

 
赵建洪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730030 

 

目的：探讨肺部真菌感染的 CT影像特征。 方法：收集在本院经临床确诊的 45例真菌感染的

患者，回顾性分析其影像学特征。 

结果：肺部真菌感染的 CT影像多种多样，其中对称性的磨玻璃影患者 25例（55.6%），多发

结节伴晕征的患者 12例（26.7%）， 

其它（片状、空洞等）8例（17.7%）。较为特征性的 CT征象对称性的磨玻璃影和多发结节伴

晕征，且患者为高危患者，如肾移 

植患者、肿瘤化疗患者（尤其是血液病）、慢性肾病、糖尿病等。结论：肺部真菌感染的 CT

表现具有一定的影像特征，结合临床 

高危因素，CT检查对肺部真菌感染的诊断及及早指导临床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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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761 

儿童 CT 造影剂外渗的预防 

 
时思琪 

徐州市儿童医院 221006 

 

目的：探讨 CT造影剂的外渗在儿科病人中的预防 

方法：2016年我科行 CT增强扫描的患儿 2000例，有 18例发生造影剂血管外渗，其中严重的

有 3例，现将我院的预防造影剂外渗的措施及经验报告如下 

1、一般选用粗、直、有弹性的表浅静脉，且穿刺部位易于固定，如肘正中静脉、踝静脉等，

根据患儿和体重选择 20-24G 留置针，另外，在穿刺时力争“一针见血”，避免在同一部位反

复穿刺。在穿刺成功后，快速推注生理盐水 5ml，如果患儿注射部位无疼痛，表明血管无损

伤，这时才接高压注射器。 

2、慎用病房带来的留置针，若周围有渗血或快速推注 5ml生理有阻力以及回抽无回血则需重

新穿刺。 

3、扫描前以高于造影剂流速 0.2ml/s高压泵注射 20ml生理盐水，观察穿刺周围无肿胀，将食

指放在穿刺部位听到水流声，则可继续注入造影剂。 

结果：经过改良后 2017年上半年我院 CT增强检查患儿外渗例数降至 3例，无严重水肿 

结论：CT高压泵注药速度快，对血管冲击力大是造成外渗的主要原因，对高危人群如长期化

疗的患儿、婴幼儿、肥胖患儿等加压注射，造影剂外渗几率高，应引起重视。因造影剂外渗危

险性大，所以要求护理人员有高度责任心，不断提高自身专业水平，使外渗发生率降到最低限

度。 

   

 

 

PU-2762 

Neptune Pad 止血贴在股动脉穿刺点止血中的 

应用效果的 Meta 分析 

 
宋萍伟 

烟台毓璜顶医院 264000 

 

【摘要】 目的 系统评价 Neptune Pad止血贴在股动脉穿刺点止血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利用

计算机检索国内相关文献，对符合纳入标准的随机对照试验或非随机对照试验文献采用

RevMan5．3软件进行数据合并分析。分别对术后患者的止血效果和并发症发生的情况进行

Meta分析。结果 共纳入 4 篇文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纳入研究对象为 660例，实验组

325例，对照组 335例。文献分析结果显示，更换统计效应模型进行敏感性分析结果显示，研

究结果稳定性高，结论可靠。结论 Neptune止血贴片使介入诊疗术后股动脉穿刺点止血快、

缩短卧床时间，安全有效，患者舒适，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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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763 

危急重症患者 CT 增强扫描的安全护理 

 
农茂莹,韦红星 

崇左市天等县人民医院 532800 

 

目的：提高危急重症患者 CT增强扫描的及时性、安全性和有效性，获取高质量的影像资料，

为临床提供正确的诊断依据。方法：2015年 10月至 2017 年 2月期间在我院 CT增强扫描的 67

例危急重症患者，护士运用护理程序，进行全面综合的分析与判断，针对可能发生的护理风险

及时采取有效的护理措施，包括 1）检查前准备：检查前预约，排除碘对比剂禁忌症；使用静

脉留置针；镇静；清理呼吸道等。2）检查中护理：患者身上各种管道的安全护理；碘对比剂

的安全应用；与清醒的患者进行有效沟通；检查中密切观察，若患者出现病情变化立即采取及

时有效的抢救措施。3）检查后护理：保留静脉留置针；出现对比剂过敏反应或药液外渗时及

时处理。结果：在 67例患者当中，1例脑肿瘤患者，扫描中移动了头部，致使图像出现伪

影，安抚患者后重新进行扫描。1例患者增强扫描结束后诉面部皮肤瘙痒并出现轻度荨麻疹，

按医嘱给于地塞米松注射液 10mg静脉注射后，患者症状逐渐消失。2例患者增强扫描结束后

发生恶心、呕吐，未经处理症状逐渐缓解。其余患者均能顺利完成增强扫描，并且扫描图像质

量能满足临床诊断的需要。结论：护士运用护理程序，做好危急重症患者在 CT增强扫描过程

中每个环节的护理，能促进患者安全、高效、顺利地完成 CT增强扫描，预防医患纠纷，从而

提高放射科护理质量和患者满意度。 

   

 

 
PU-2764 

腹部增强扫描中造影剂过敏反应的抢救及护理体会 

 
刘文静 

上海市普陀区中心医院 200062 

 

目的：随着 CT的普及应用，腹部增强扫描的病人也逐年增多，虽然目前采用的是非离子型的

碘造影剂，过敏反应的发生率明显减低，但过敏反应也时常会发生。对于过敏反应发生的原因

主要是：1、造影剂的高渗性，2、造影剂所致的低血钙，3、造影剂分子的化学毒性。而对于

受检者来说，也存在较明显的高危人群，如 1、肾功能不佳，2、糖尿病，3、哮喘等。造影剂

过敏反应分级为轻度、中度和重度，对于轻度过敏反应无须处理，中度过敏反应较为短暂，需

处理，但不需住院治疗，对于重度则因为有生命危险，必须及时处理。材料及方法：2014年

12月至 2017年 3月，发生过敏反应的受检者约 50例，其中男性 27例，女性 23例，年龄 32-

78岁，采用的是碘海醇注射液，检查前均无明显过敏史。检查中出现过敏反应表现为：单纯

皮肤症状（皮疹）30例、循环系统症状心慌、心悸 10例、血压下降 3例、消化系统症状（恶

性、呕吐）20例、呼吸系统症状（胸闷、气急、喉头阻塞感）27例。结果：单纯出现皮疹症

状时，通过停止注射、吩咐病人休息等措施，如发生较明显的呼吸或循环系统症状时，则立即

停止注射，并迅速启动抗过敏治疗程序，并嘱患者平卧、吸氧，心率或脉搏恢复后立即转运。

结论：腹部 CT增强中过敏反应的发生具有随机及偶然性，这跟病人的年龄、体质都密切相

关。抢救的关键是及时、就地抢救，因此密切观察的及时处理是重点。医护人员的素质对于预

防过敏反应起到重要作用，我科的医护人员均能较熟练掌握临床抢救操作，尽管如此，每年一

次的应急演练训练保持常态。我科在这方面完全按照相关质控要求执行，常规备有急救药品和

器械，定期检查替换过期药品、补充新药。如果遇到(目前尚未发生)休克、喉头水肿等重度过

敏反应，在初步处理的同时，应与专科联系，及时转科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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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765 

老年幽闭恐惧症患者在 MRI 检查中的心理干预价值探讨 

 
潘君龙 

宜昌市中心医院 443000 

 

 目的 探讨老年患者 MRI检查时出现幽闭恐惧症的心理状况及心理干预措施。 方法 对 61例

老年患者 MRI检查时出现的幽闭恐惧症的心理状态分析，并针对不同表现及产生原因采取应对

措施。结果 经心理干预，61例 MRI检查时出现幽闭恐惧症患者中有 56例（91.8%）完成检

查，效果满意。结论 在老年人 MRI检查时，给予幽闭恐惧症患者心理干预是确保 MRI 检查顺

利完成的重要措施。 

   

 

 

PU-2766 

关于幼儿服用水合氯醛在核磁共振检查中的护理干预 

 
杨淑兰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100020 

 

摘要：本文致力于探讨护理人员对水合氯醛在幼儿磁共振检查中的应用，以提高儿童在磁共振

检查中的成功率及检查质量，从而为影像科医生及临床医生的诊断工作做助力。本文以首都医

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放射科做磁共振检查的幼儿为研究对象，应用西门子 prisma核磁机

进行扫描，将整个检查细化为三部分，分别是检查前期的护理准备工作、检查中期的护理工作

及检查后期的护理工作。通过细化护理工作，进而得到患儿的积极配合，提高检出率及保证图

像质量。    

 

 

 
PU-2767 

探析小儿腹部增强 CT 检查的护理要点 

 
赵维彬 

昆明市儿童医院 650034 

 

目的 探讨小儿腹部增强 CT检查的护理要点。方法 挑选 2016年 4月-2017年 4月我院收治

的接受腹部增强 CT检查 120 例患儿作为研究对象，分成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 60例。对照组

执行常规护理，观察组执行综合护理。对比两组检查图像质量、不良反应情况。结果对比两组

检查图像质量，观察组明显比对照组要优（P＜0.05）。对比两组不良反应率，观察组明显比

对照组要低（P＜0.05）。结论 小儿腹部增强 CT检查时，执行综合护理，可以提高检查图像

质量，降低不良反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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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768 

触摸护理在儿童 MRI 检查中的应用效果观察 

 
姚红莉,邵剑波,沈杰峰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武汉儿童医院医学影像中心 430016 

 

 

【摘要】 目的 探讨触摸护理对 MRI检查患儿镇静与制动的影响  方法  将 100例不同年

龄、性别患儿在 MRI检查操作中进行触摸护理，观察对患儿镇静与制动的影响及对 MRI检查成

功率的影响。扫描过程中，由于扫描所带来的高分贝噪声极易引起熟睡患儿的躁动，此时护理

人员需要观察患儿检查中的肢体与全身反应情况，有躯体移动需求表现时，及时轻轻抚摸或握

住患儿的手，不时轻拍患儿的身体或膝部、手背、肩部等，抚摸患儿的四肢，增加其安全感。

使其保持原有体位不变。检查过程中，让患儿的父母全程守护，并指导家属不时进行关爱性触

摸，此时患者紧张、焦虑、恐惧的心理得到缓解，患儿均能安静下来，顺利完成检查。 结

果  通过实施触摸护理，避免了检查时患儿因噪音所引起的不自主运动出现的运动伪影，检

查患儿均获得了良好的镇静与制动效果，顺利完成了 MRI检查  结论 触摸护理是高层次的情

感护理，是护理人员通过按摩、抚触、握手、拍肩等非语言护理措施，满足患儿心理需要，使

他们身心舒适、愉悦，增加患儿安全感，消除紧张与恐惧情绪，使之入睡更安静。触摸护理简

单易行，能起到镇静催眠等作用，能帮助 MRI检查顺利完成，适于在 MRI检查中应用。 

 

 

 
PU-2769 

关于造口护理在阻塞性黄疸术后护理的效果评价 

 
魏鑫,李春霞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随着微创医学的不断应用和发展，介入放射学已逐渐成为阻塞性黄疸治疗的主要手段，经皮肝

穿胆道引流术是一种创伤性治疗，易出现一定的并发症，治疗成功与否，除与介入医生的穿刺

技术相关外，护士的密切配合，精心护理也非常重要。，将现在推广的造口护理技术应用在阻

黄术后胆汁渗液护理效果更好，更能增加术后患者舒适度。2017年 5月-2017年 7月我科成功

地为 30例恶性阻塞性黄疸患者行经皮肝穿胆道引流术，术后护理效果好，特别是对穿刺处渗

液处理采用造口护理技术后，缩短了恢复期。 

   

 

 
PU-2770 

老年患者 CT 引导下经皮肺穿刺活检术的护理体会 

 
彭映华

1
,刘乔

1
,陈小卉

1
,李晶祯

1
,刘周

1
,罗德红

1,2
,汪丽娅

1
 

1.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深圳医院 

2.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目的：探讨护理配合对 CT引导下肺穿活检术的成功率及术后并发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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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和方法：对我院放射科 2017年行 CT引导下肺穿刺活检病例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重

点关注护理配合对手术成功率及并发症的影响。活检术护理主要包括：1.术前交代患者需要配

合的事项，进行呼吸训练及心理护理；2.术中配合医生穿刺，观察病情；3.术后观察并发症的

发生。 

结果和讨论：共纳入 14例病例，年龄 54—81岁，平均年龄 63岁，穿刺成功率 100%，术后追

踪病理阳性率 100%，所有病例均无严重并发症。 

   4例穿刺时间>30分钟（从穿刺开始至标本取出），穿刺次数>3次，占 26.7%（4/14），

均为靠近下肺部位，此部位呼吸动度大，且患者呼吸配合欠佳，穿刺难度较大，穿刺结束成后

该 4例病人肺部 CT平扫结果显示：轻微出血伴少量气胸（占 26.7%），肺压缩均<5%，术后嘱

病人休息并观察，未进行特殊处理，术后未出现病情加重；其余 10例平均穿刺时间 14分钟，

穿刺次数为 1-2次，术中病人呼吸配合良好，未出现并发症。 

总结分析，该穿刺术的护理配合很重要，有几点体会：  

0. 本研究显示在穿刺过程中配合呼吸，可有效地减少穿刺次数并缩短时间，减少术后并

发症。术前护士须配合医生进行病情评估、心理护理及呼吸训练。 

0. 术前用物准备充足，护士掌握穿刺流程，熟练配合医生操作，严格无菌技术，伤口保

持清洁干燥，以防感染。 

0. 急救物品、设备准备齐全。出血和气胸是肺穿活检术中最常见的并发症，急救车及吸

引器必须放置机房并保持备用状态，科内人员熟练操作，定期急救演练。 

0. 术后需卧床休息 2-4小时，观察穿刺部位情况，并密切观察病情，发现异常情况及时

报告医生处理。 

结论：训练患者的呼吸可显著提高 CT引导下肺穿刺成功率及降低术后并发症。因此，护理人

员需加强对该手术的认识，做好充分的术前准备，熟练配合医生操作，术中、术后密切观察病

情，确保穿刺安全有效地进行。 

   

 

 
PU-2771 

介入治疗创伤性颈内动脉海绵窦瘘的全程护理 

 
亢丽 

内蒙古自治区医院 010017 

 

目的 观察介入治疗创伤性颈内动脉海绵窦瘘的护理方法和效果。材料和方法 选取我院在

2010年 6月 20日~2015 年 7月 16日收治颈内动脉海绵窦瘘患者 69例，全部采用局麻下行一

次性可脱球囊栓塞术及应用 Jostent覆膜支架成形术。按照护理方法的不同分为实验组 38例

和对照组 31例。对照组患者采用常规的临床护理，术前一天做碘过敏试验，腹股沟、会阴部

备皮。预计手术时间长的，术前要留置导尿管。术后生命体征平稳，肢体活动自如，返回普通

病房；血压、脉搏不稳定，住 ICU病房观察。密切观察意识、瞳孔、生命体征、语言及肢体活

动情况，做好记录；穿刺点加压包扎 24h，沙袋压迫 6-8h，髋关节保持伸直位 24 h；观察穿

刺点敷料有无渗血、血肿，发现敷料渗血，及时报告，重新加压包扎。实验组患者采用全程临

床护理，在术前准备、术后常规护理的基础上，详细向患者及家属介绍介入治疗的优点，护士

指导患者或家属压迫患侧颈总动脉，逐渐加大力度，同时触摸患侧颞浅动脉，如脉搏消失，表

明按压有效。定期用生理盐水清洗眼部，用氯霉素眼液滴眼 2次／d；3-4次／d，每次按压从

5 min逐渐增加到 30 min。观察两组患者的临床护理效果及并发症出现的概率。结果 实验组

患者恢复的总有效率为 91.4%，对照组患者护理的总有效率为 82.7%，实验组脑血管痉挛、3

颅神经麻、球囊移位、脱落、泄露、海绵窦综合征等并发症的发生率比对照组降低了 12%。实

验组患者的护理效果明显好于对照组。结论 采用一次性可脱球囊栓塞术及应用 Jostent覆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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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架成形术治疗创伤性颈内动脉海绵窦瘘具有操纵简单，治疗安全的特点，并且在治疗中进行

全程临床护理可以帮助患者病情更好的恢复，临床护理意义积极。  

 

 

PU-2772 

系统康复护理对颅脑损伤患者的神经功能恢复效果分析 

 
马瑜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 010017 

 

目的 通过对颅脑损伤患者的系统康复护理，评价患者的神经功能恢复效果。材料和方法 选取

我院脑外科 112例颅脑损伤的住院患者，将患者分成两组：（1）常规护理组：58例，入院时

格拉斯哥昏迷量表（GCS评分 3-12分，平均（9.8±1.5）分；根据病情需要给予血肿清除

术、持续吸氧、降颅压、抗感染和静脉营养神经等治疗措施。指导或协助患者翻身、穿脱衣服

和进食等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训练；运动关节活动技术、牵伸软组织技术或 Bobath等技术行功

能锻炼；下肢功能主动或被动功能康复护理以保持各关节功能位置，预防关节萎缩；语言训练

以提高患者的语言功能。（2）系统康复护理组：54例，入院时格拉斯哥昏迷量表（GCS 评分

3-12分，平均（9.5±1.9）分；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在病情稳定后配合早期系统康复护

理：①心理护理：入院后全面评估患的心理状态，根据颅脑损伤程度、受教育程度和年龄等情

况及时与患者进行倾心交流，及时疏导患者的负向情绪，配合家属多给患者心理支持。②认知

护理：早期通过听音乐、读报或看电视等方式提高患者思维能力和环境辨识能力，中期辅助图

片、记事本和题库等训练项目锻炼患者的记忆能力、理解能力、听力、阅读能力和书写能力，

强化主观思维和主动能力。连续干预 12周后对比神经功能恢复情况。结果 根据美国国立卫生

研究院卒中量表（NIHSS）评分，系统康复护理组在基本痊愈（评分减少 90%以上）、显著进

步（评分减少 46%-90%）中比常规护理组分别提高了 9%、7%。结论 系统康复护理对患者的神

经功能恢复效果明显优于常规护理。表明，早期系统康复护理能够通过促进残留部分神经功能

实现重建和代偿、强化主观能动性、树立治疗信心等措施促进创伤性颅脑损伤患者神经功能恢

复，在保障手术效果、降低致残率和提高生存质量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PU-2773 

烟雾病儿童在脑血管造影中的护理 

 
刘云云 

解放军三〇七医院 100071 

 

目的：总结儿童在脑血管烟雾病介入检查治疗中护理经验，根据儿童的特点，实施特殊护理，

帮助儿童克服恐惧心里，配合介入检查，缩短检查时间，提高儿童脑血管造影成功率。 

方法：查阅相关文献资料，结合介入检查的特点，对我院 200例儿童的检查进行特别的护理方

法。1、手术间的装饰，给人以温馨、安全、新鲜的感觉。如在外面可以贴一些卡通的儿童

画，吸引儿童的注意力，2、与儿童交朋友，当的心理安慰和疏导。3、造影时，机器要打角度

或床或球馆会来回移动，这样会给孩子造成紧张的心理，老是感觉机器要压着自己了，所以要

提前告知。4、造影时，造影剂进入体内会感到有一股热流从上而下，这是正常现象。5、造影

时，医护人员基本上都在外面，只有小儿留在室内，鼓励儿童大胆勇敢，叔叔阿姨就在外面看

着你。6、对不能配合的儿童，要全麻+局麻，做好麻醉护理工作。  

常见的失败原因：1、小儿哭闹，引起烟雾病症状发作，停止造影。2、股动脉血管变异，医生

穿刺时总是进入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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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护士技术操作不熟练，选血管不仔细，套管针应用不好，穿刺成功后进针穿破血管。 4、

护士心理素质差，易紧张激动，受外界干扰。对策：勤学苦练，熟练掌握静脉穿刺技术和各种

仪器的使用方法，培养保持镇静、谨慎、乐观、果断的心态，对于紧张急躁的家长，可以让其

回避到外面等候。 结果：我院 200例儿童烟雾病介入检查中，162例达到全优质图像，占

81%，36例中极少数序列有轻微运动伪影，经软件及时纠正后达到诊断要求，占 18.5%，仅 1

例造影失败，其余均成功完成检查，占 0.5%。 

结论：实施特殊的儿童介入手术护理，是儿童安全进行脑血管造影成功的关键。 

   

 

 

PU-2774 

无缝隙护理管理在脑卒中急诊绿色通道中的应用 

 
杨海霞,范本芳 

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南通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226001 

 

目的 探讨无缝隙护理管理模式在脑卒中急诊绿色通道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针对脑卒中急诊绿

色通道中可能存在的管理缝隙，包括院前接诊；人员分工；院内手续办理；不同科室之间的配

合；患者转运；病人交接；多角度沟通等方面，通过建立 120与急诊之间信息联网；制定医

生、护士、工人、家属不同的职责与分工；院内住院手续绿色通道的开放；密切急诊室、导管

室、病房、麻醉科、ICU科室之间配合；完善急诊病人转院前、转运后查检表、转运流程、转

院途中突发病情变化抢救流程；制定急诊与导管室、导管室与病房或 ICU之间的交接单；详细

患者病情、治疗费用、不同治疗阶段的风险沟通等护理管理措施的实施。比较实施前后患者到

院就诊至介入手术所需时间、患者术前准备的完善率、护理人员各科室之间护理交接质量及配

合满意度。结果 实施无缝隙护理管理后，缩短了急诊脑卒中患者就诊至介入手术所需时间；

患者术前准备完善率、护理人员各科室之间护理交接质量及配合满意度均有所提升，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结论 无缝隙护理管理模式可缩短急诊脑卒中患者就诊至介入手术所需

时间，为抢救争取了时间；提高了护理人员对脑卒中患者术前准备完善率、护理人员各科室之

间的护理交接质量及配合的满意度，进而提高脑卒中患者急诊绿色通道护理质量，值得临床推

广。 

   

 

 

PU-2775 

肿瘤患者急诊磁共振检查护理与体会 

 
黄莉 

江西省肿瘤医院 330029 

 

摘要：目的 探讨肿瘤患者急诊情况时进行磁共振检查中的护理配合。方法 对 80例进行磁共

振检查的危急患者进行综合护理干预。 结果 71例危急患者经过综合护理,在 MRI扫描过程

中均未出现病情急剧变化,有 9例虽经镇静仍无法配合而成像效果不佳,未能顺利完成检

查。 结果 对进行磁共振检查的危急患者进行综合护理干预,能够有效防止患者病情在检查

过程中急剧变化,帮助患者顺利完成磁共振检查。 结论 良好的护理干预在急诊患者的磁共

振检查中有重要价值，可以大大提高磁共振图像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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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776 

妇女乳腺磁共振检查的心理压力与护理对策 

 
金守娟,郑穗生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30601 

 

目的：观察分析妇女乳腺磁共振检查（MIR）的心理压力，积极探讨相关护理措施。方法：选

取我院 2013年 8月~2014年 8月 80例接受乳腺磁共振检查的妇女患者，根据随机分组原则分

为观察组（n=40）及对照组（n=40），对照组患者实施常规护理，观察组患者科学评估其心理

压力，实施有针对性的护理措施。结果：观察组患者心理压力、焦虑评分、抑郁评分较对照组

明显降低（P<0.05）。结论：在乳腺 MRI检查中，科学评估患者心理状态，实施有针对性护理

干预，可明显减轻患者不良情绪，降低心理压力，确保检查顺利进行。  

 

 

PU-2777 

子宫球囊扩张导管术对处理产科凶险型前置胎盘的应用及临

床护理 

 
刘雪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探讨子宫球囊扩张导管术对处理产科凶险性前置胎盘手术过程中子宫动脉压迫止血的应

用效果及护理配合的重要性 

方法 选择 2016年 1月-12 月，我院收治的产科凶险性前置胎盘经子宫球囊扩张导管术后保留

子宫的患者 107例作为研究对象，年龄均在 25～40岁，孕周 32W～39W,孕次 1～4次，有既往

剖宫产史，术前均行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及胎盘 MRI检查确诊为凶险性前置胎盘。剖宫产术前

预防性的将双侧髂内动脉放置子宫球囊扩张导管，待胎儿娩出剪断脐带后扩张双侧髂内动脉球

囊以达到暂时有效的阻断子宫主要血供。术前留置静脉通道，保持管道通畅。术中安置心电监

护密切观察患者生命体征，术后给予穿刺点沙袋压迫止血 6小时，右下肢伸直制动平卧 12小

时；观察穿刺部位有无渗血或血肿形成，观察下肢皮温和足背动脉搏动情况；严密记录患者生

命体征及出血量；做好剖宫产切口及导管穿刺部位创口的护理防止感染；建议镇痛和补液等对

症支持治疗。 

结果  本组患者手术时间为 30～60min，平均为 38min，术后子宫动脉选择性造影提示所有患

者均一次性安置子宫球囊扩张导管成功，成功率 100%。剖宫产术中当胎儿娩出剪断脐带欲剥

离胎盘前充盈球囊，阻断子宫的主要血供，将子宫球囊扩张导管应用在凶险性前置胎盘的手术

过程中明显降低子宫动脉的压力，为产科医生选择下一步诊断及治疗方案提供了时间。术后

107例患者均给予穿刺点沙袋压迫止血 6小时，右下肢伸直制动平卧 12小时。107例患者无穿

刺部位渗血或血肿形成。107 例患者下肢皮温正常，足背动脉搏动正常。在精心的护理下，

107例均顺利出院。 

结论  凶险性前置胎盘是瘢痕子宫引起胎盘植入，常伴有大出血的可能。子宫球囊扩张导管

术应用于凶险性前置胎盘，术中出血量明显减少，保证了母婴安全，保留了患者的子宫及其生

育功能，改善了其生活质量。而优质细心的护理有利于减少术后并发症，使患者更好的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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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778 

快速启动介入室对 STEMI 患者救治疗效的影响 

 
邹连英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溪山医院 541002 

 

目的：探索胸痛中心快速启动介入室对急性 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患者救治效果的影响。方

法：选择在本院介入室实施 PCI治疗符合急性 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诊断标准的患者 200例为

研究对象，按患者住院时间顺序进行分组，选取 2014年 7月——2015年 7月的患者 100例作

为对照组，按照传统常规模式启动介入室实施 PCI治疗；选取 2016年 7月——2017年 7月的

患者 100例作为观察组，按胸痛中心建设要求快速启动介入室。比较两组患者进门至入介入室

的平均时间、首次医疗接触到球囊扩张时间和平均住院时间。结果：观察组启动介入室所需的

平均时间（12．09±3．75）min短于对照组（33．83±6．62）min（t=28．57，P〈0．

01）；观察组门——球时间及门——球时间达标率分别为（65．62±8．26）min、97．0％均

优于对照组（96．23±9．58）min、62．0％（t=29．61，P〈0．01）；观察组患者的平均住

院时间为（14．11±5．39）d短于对照组（20．37±8．14）d（t=6．26，P〈0．01）。结

论：规范化胸痛中心快速启动介入室，明显缩短了 STEMI患者 PCI的门——球时间，缩短了患

者的住院时间。 

   

 

 
PU-2779 

子宫肌瘤患者行子宫动脉栓塞术后疼痛护理 

 
魏薇 

江苏省人民医院 210029 

 

子宫肌瘤是现代中青年较常见的盆腔良性肿瘤，既往治疗的方法主要有外科行手术切除以及内

科药物保守治疗，但前者创伤大，恢复慢，对女性易造成心理负面影响，后者保守治疗易造成

病情反复，不易根治，近年来，子宫动脉栓塞术（uterine artery embolization）凭借其创

伤小，恢复快，可以保留子宫等优点逐渐受到青睐和推广，但疼痛是该治疗方法的术后并发

症，发生率可高达 92.7%，严重疼痛可达 29.0%
[1]
，疼痛作为第五大生命体征应受到足够重

视，本文就子宫动脉栓塞治疗子宫肌瘤术后疼痛护理作一综述，以为今后的护理工作提供帮

助，减轻患者术后的疼痛，提高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  

 

 
PU-2780 

心理护理在急诊介入术的应用摘要 

 
王婷,郭林红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 350025 

 

目的 探讨急诊介入栓塞术的心理护理，提高介入室护士对于心理护理的认知度，减轻手术病

人的焦虑，增强病人配合手术的信心。 

方法 2013年福州总医院介入室行急诊介入手术 124 例，针对性的给予患者人性化的心理护

理，减少其术前焦虑，有效提高手术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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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有效的心理护理有助于手术的顺利进行，效果显著，护理满意率较之前提 6.7%。 

结论 在实施介入护理的过程中，给予患者人性化的心理护理，既避免患者过度恐惧和焦虑，

又能有效提高手术的效率，提高护理服务质量。  

 

 
PU-2781 

基于 PACS/RIS 教学平台的构建及其在影像 

专业实践教学中的应用 

 
张启川 

第三军医大学新桥医院 400037 

 

  当今医学影像已进入了全新的数字影像时代，随着医院影像数字化、计算机化、网络化技术

的广泛应用，对从事此项工作的医学影像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医学影像专业教学中，传

统的教学模式已难以培养适应医学影像发展的应用型、创新型人才。改革教学模式，应用信息

化技术为医学影像专业教学服务尤显重要。我们基于 PACS/RIS 教学平台建设，在临床实践中

应用于医学影像专业教学，旨在提高医学影像专业教学质量和学员对影像图像的独立分析、临

床思维和创新能力，培养一批高素质、现代化有创新能力的高级军事医学影像人才。 

一、基于 PACS/RIS系统构建了数字医学影像教学档案，简化并完善了影像教学资料的搜集和

管理。利用 PACS和 RIS的诊断报告书写系统，不仅简化并完善了影像教学资料的搜集和管

理，也解决了以往搜集教学片时，因保管不善、临床科室借阅、实习反复使用等造成的损毁、

发黄变质、乃至遗失等管理难题。 

二、通过 PACS/RIS教学平台的应用建立了“学导式”的教学方法。随着 PACS及网络技术的发

展，医学教学的方式实现了以现代网络为中心的多媒体教学模式，以学员为中心，注重实践的

教育方式。学员也可以与教师进行实时对话，学员提出问题可以及时得到解答。实现“点对

面”和“点对点”师生交流。极大调动了学员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学员变被动学习为主

动学习，高效率地培养学员分析思考和读片能力。  

三、构建了模拟报告书写系统。学员在系统中可以模拟患者进行报告书写，在书写过程中可以

调阅教学片库中的典型病例进行参考，报告书写完后，教员可以对学员报告进行修改及评语，

教员也可以将标准教学片库中的原影像所见和影像诊断作为标准答案链接到对应模拟病人身上

开放给学生浏览，让学生对报告质量进行自评，提高其自主学习的能动性。  

 

 
PU-2782 

遵义市播州区远程影像中心的构建与应用研究 

 
蒋中灿 

遵义市播州区人民医院 563199 

 

[摘要] 目的： 通过区域网络构架，集中影像资源，探讨构建区域远程影像中心，形成医疗卫

生机构分工协作机制，完善分级诊疗体系。方法： 根据国家分级诊疗相关政策，我们将播州

区 21家基层医疗机构（以乡镇医院为主）的放射影像资料集中到远程影像中心，依托区人民

医院影像科专家医师统一诊断，保证诊断质量，指导基层医院治疗。结果： 经过前期充分的

准备，科学的规划设计，分步实施，通过检查申请、乡镇医院检查、图像存储与传输、区人民

医院出具诊断报告、乡镇医院打印报告各个环节，基本完成了区域影像中心的建设。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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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影像中心的建立，降低了区域内新农合医疗开支、提高了全区广大人民群众医疗健康服务

水平，有效解决了全区群众“看病贵、看病难”问题。  

 

 

PU-2783 

申请单溯源性在 PACS 图像归档及放射科管理的应用研究 

 
张乐天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400042 

 

目的 通过申请单溯源对整个检查过程进行监控，可以有效解决 PACS系统偶发或人为因素造成

图像数据丢失，病史无法对照等情况。同时规范申请单在放射科流通的过程，可明确问题环

节，最终提高服务质量。 

方法 1.1 收集整理 2015-2016 年采用人工归档与 PACS系统归档的申请单，及诊断组反馈图像

上传不全信息，找出易出医疗差错及安全隐患的情况，分析其发生原因并查实。1.2 申请单通

过流程：患者按预约时间到科报到，前台取出申请单交由检查室排队候诊，如需增强，由注射

室进行增强前准备后将申请单交至检查室。扫描完毕后，技师将申请单按检查顺序编号，交至

后处理技术员编排处理。全天工作结束后，值班人员将检查完成的患者申请单收拢、核对后交

至档案室存档。如患者无法完成检查，注明原因后返回前台，做好记录后将其归档并交至档案

室。1.3 PACS系统监控流程：①PACS 系统把患者信息分类；②质控人员次日将 24h已登记的

患者信息调出，核对主机上检查信息，并对比前台未检查记录，找出两者不匹配的信息，并做

好记录；③核对 PACS系统中所有已检查患者图像数，由质控人员根据经验，初步判断是否有

漏传现象。 

结果 回顾包括 CT、MR、DSA 及普放共检查 347546人次，其中已登记信息与部分图像数量异常

信息总计 7999人次，占总数 2.3%。通过申请单溯源与 PACS 系统数据两者吻合数据为 7318

例，吻合率为 91.49%；申请单溯源发现问题 7862例，准确率 98.29%，PACS发现问题 7414

例，准确率 92.69%。出现偏差的原因可归纳为 6类：技术员选错信息 15例；图像未传及漏传

62例；网络串号 24例；网络故障 6例；开错申请单 107例；复查 220例。 

讨论 采用人工申请单溯源与 PACS网络图像归档核查相互验证的审核方法，能够避免图像遗

漏、降低数据丢失的风险，也能及时发现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利于持续改进。 

   

 

 

PU-2784 

瑞金医院医技预约系统的建设 

 
姚侃敏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医学院瑞金北院 201821 

 

目的：对患者而言,只有就诊和检查的时间才是有效的医疗服务时间，其他时间均消耗在非医

疗时间上,即往返奔波次数多、排队等候时间长、检查预约时间长。影响检查预约时间长的因

素有许多，如预约地点分散。一次就诊过程中，门诊医生同时开具放射、超声、核医学 3种检

查申请单，患者就要到 3个不同地点进行询问和预约，而没有一个部门能将他所有的检查约在

同一天进行。此外，由于宣教不到位，患者在检查时发现不符合检查条件，只能取消或重新预

约。这些只是个体因素，影响检查预约主要还是系统流程原因，建立统一的门诊医技预约平台

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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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通过比较预约中心和诊间预约模式的优缺点，设计全新的预约模式，将所有医技科室的

预约资源纳入到统一的预约中心平台进行分配管理。并将预约权限分配到门诊各个终端，完成

检查申请和预约无缝连接，减少患者往返，实现检查申请预约“零”等候，也避免预约中心出

现排队人满为患的情况。 

结果：医技预约系统于 2015 年 12月 7日上线试运行，截止 2016年 3月 7日，共计完成 8种

医技检查的预约，服务患者 20093人次。其中，以彩色超声为例，2016年 1月 1日至 2016年

3月 1日，平均预约天数相比 2015年同期下降了 18天。 

结论：从医院角度看，预约系统是一个平台，它整合了各科室的信息流，实现集约化管理。通

过这个平台，管理部门可以随时查看各检查项目的等候人数，预约周期等数据，从而进行统筹

协调，是提高服务质量，提升患者满意度的一个有效手段。对门诊医生而言，预约系统是一座

桥梁，消除了自己与医技科室之间信息的空白，能更精确掌握患者检查动态，从而制定更合理

的诊疗方案。医技部门则通过预约系统这把梳子，有效梳理了各自的检查资源，优化检查流

程，提高人员和设备利用率。而患者是预约系统最直接的受益者，预约过程繁琐，预约等候周

期长，预约安排不合理等问题将得到极大的改善。  

 

 
PU-2785 

放射检查预约流程优化及信息平台建设 

 
姚侃敏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医学院瑞金北院 201821 

 

目的：研究和分析各种放射检查预约模式的优缺点，结合医院的自身特色，设计并优化预约流

程。并通过信息化的方法，建立医院放射检查预约信息平台。实现服务信息的归集，加强放射

科的窗口管理，全面实时掌握放射科人员安排和设备使用情况，提高放射科的服务质量和工作

效率，减少患者的排队次数和等候时间。 

方法：目前较为常用的预约模式有 2种，第 1种是集中预约模式，是由医院组织专业人员搭建

统一预约中心平台，对全院放射检查进行集中预约管理。其便于医院统一管理，预约信息归

集、预约安排更合理、整体运营效率高，但医院需要投入较高的人力成本，且患者需要多次排

队。第 2种是分散预约模式，是由诊间或病区医生在完成放射检查开通同时，完成预约的一种

模式。这种模式有效减少医院人力资源投入，患者也无需多次排队，副作用是增加一线医生的

工作量。 

结果：结合医院自身情况，重新设计预约流程，即采用集中与分散式相结合的模式。优化后的

门诊流程：门诊医生完成开单同时，系统会自动选择最近的可用资源进行预约。门诊保留了集

中预约中心，负责处理修改和取消预约工作。住院流程：病区医生完成开单同时，可根据系统

推荐时间进行预约，也可以由护士选择适宜的时间预约。预约完成后，各病区患者的预约结果

会汇总到工勤护送系统，工勤部门根据汇总清单统一调配护送任务。 

结论：建成后的预约信息平台具有以下特点：无缝连接：与医院其他信息系统完全整合，操作

非常简便。智能推荐：医生完成开单时，系统会给出预约推荐时间，方便进行选择。避免互

斥：不同放射检查之间存在条件互斥。合理安排：部分患者有多项放射检查，在预约时，系统

会提示操作人员，尽量将所有检查安排在同一天。灵活分配：根据临床科室需求特点的不同，

灵活分配预约资源。统一调配：各病区患者的预约结果会汇总到工勤部门，降低了护送过程中

出差错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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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786 

基于 DICOM 关键影像的放射科电子胶片建设 

 
姚侃敏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医学院瑞金北院 201821 

 

目的：在 PACS系统中增加电子胶片模块，省却原来繁琐的工作，实现胶片的按需打印，避免

错误和浪费。电子胶片可长期存储、随时查阅及打印，也可作为关键影像提供给临床终端，减

轻网络负担。 

方法：采用完全符合 DICOM 的方式，即关键影像法，是在放射科工作人员标注关键影像的同

时，完成对关键影像的打印排版，同时将打印参数和排版信息作为一次打印任务保存到 PACS

数据库中。其优点是完全符合 DICOM标准，不存在不匹配的问题，且只记录关键影像标注，不

生成新的 DICOM图像，不会耗费存储空间。 

结果：放射科技师在 PACS系统的打印模块中进行打印排版。打印模块保留了影像设备端打印

的基本功能，支持各种拼幅和布局，操作时可以按是否排版进行过滤，防止遗漏和重复，有助

于提升放射科的工作效率。使用电子胶片后的工作流程：1、检查后的原始影像上传至 PACS服

务器。2、放射科技师通过胶片打印排版模块，从 PACS服务器下载影像进行打印排版，并保存

打印任务。3、患者取片时，PACS系统通过患者编号查询胶片打印任务，执行打印动作。 

结论：基于 DICOM关键影像的电子胶片在放射科的应用价值主要体现在两方面，首先是通过符

合 DICOM标准的全数字化方式，减少人力，物力成本，也降低了因为病人未领取而产生废片的

可能性。根据统计，系统使用一年内，共打印出胶片 18309 张，而实际申请需要胶片 24412

张，依次计算共节省胶片 6103张。其次是工作流程的优化，数据通过网络传输，避免重复和

出错环节，患者和临床科室在第一时间可获取关键影像，而且电子胶片具备重复打印功能，确

保每次打印的胶片内容一致。 

  

   

 

 
PU-2787 

基于 BS 架构的三维影像后处理软件在临床的应用 

 
姚侃敏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医学院瑞金北院 201821 

 

 

目的：研究与分析 Synapse3D 三维后处理软件，通过信息化方法，结合 Synapse3D自身“高效

的工作流”优势，实现临床医生不但可观看患者二维影像，而且可以独立进行三维分析，辅助

进行术前手术模拟并制定术前计划。提高影像利用率以及精确临床手术术前定位。 

方法：医学影像三维重建是利用计算机图像处理和图形学方法，根据二维的医学影像，如

CT、MRI、PET的信息，再运用旋转、剖切等方法形成的。放射医师和临床医师可以通过三维

影像及其分析结果判断人体组织器官之间的位置关系及提取病灶信息，分辨出正常与病变组

织。 

结果：根据放射科和临床的需要，采用 B/S架构的 Synapse 3D 可以灵活地部署客户端。放射

医生通过多解剖部位影像分析，以及多临床领域应用，并保存当前分析状态，形成初步诊疗计

划。临床医生根据放射科医生三维分析，进行进一步处理，制定合理的术前计划。通过会议功

能，放射医师与临床医师可进行术前会诊，同步完成术前计划的制定。Synapse 3D能够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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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高效地从大量医学影像数据中提取有价值的影像信息，提供高效的工作流程，提高工作效

率。能够协助放射医师和临床医师进行临床疾病分析、辅助制定术前计划及疾病预防等。 

结论：基于 B\S架构的 Synapse3D 能够合理、高效地从大量医学影像数据中提取有价值的影像

信息，提供高效的工作流程，提高工作效率。能够协助放射医师和临床医师进行临床疾病分

析、辅助制定术前计划等。   

 

 
PU-2788 

医技检查预约信息共享平台的建立与成效 

 
苏钰 

江苏省中医院 210029 

 

目的：建立医技检查预约信息共享平台，优化医技检查预约流程，实现患者有序就医，提高患

者就医的满意度。方法：设计分时段预约流程及功能、医技检查分时段预约流程及功能的医技

检查预约信息共享平台，全面集成 HIS(医院信息系统）、PACS（影像传输与存储系统）等，

评估医技检查时患者现场等候时间、预约等候时间、预约率和患者满意度等实施效果。结果：

应用医技检查预约信息共享平台后，不同医技检查科室患者现场等候时间、预约等候时间均有

下降，预约率、患者满意度均有上升。结论：医技检查分时段预约信息共享平台的建立，实现

了一站预约、网络分配和多点检查的服务功能，并可提高临床与医技科室协同工作的效果和患

者就医满意度，提升医院的工作效率。 

   

 

 
PU-2789 

Ultrasound-targeted microbubble destruction in the 

liver 

 
Zhou Haifeng,Li Tiankuan,Zhu Haidong,Teng Gaojun 

Zhongda Hospital， Southeast University 210009 

 

Purpose Many measures have been used to triumph over illness, but satisfactory 

treatments are still lacking for many liver diseases. Ultrasound (US)-targeted 

microbubble (MB) destruction (UTMD) is a technique that applies low-intensity US 

in combination with MBs. It allows specific substances to overcome barriers and 

reach target tissues or organs. This review focuses on different experimental 

applications of UTMD as tools for drug and gene delivery in liver diseases. 

We include a discussion of the application of the UTMD technique in preclinical 

studies of liver diseases. We also propose the prospect of using UTMD to treat 

liver diseases. 

Materials and Methods The most recent literature concerning the use of UTMD for 

liver diseases is reviewed. In addition to the principle and mechanism of UTMD, we 

also introduce the limitations and optimization of this technique. Moreover, new 

advances in using UTMD for hepatic drug delivery and gene therapy are highlighted. 

We compare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applications of UTMD in tre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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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r diseases, such as hepatic tumors, hepatic gene deficiency disorders and 

hepatic fibrosis. 

Results The UTMD technique allows specific substances to overcome barriers and 

reach target tissues or organs. Although UTMD therapy has great qualities, many 

aspects of this approach must still be improved, such as the sonographic 

parameters, drug-loading capacity, broadening the disease spectrum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s in hepatic diseases. Fortunately, UTMD has been shown to enhance the 

therapeutic efficiency of drugs targeting hepatic tumors, hepatic gene defect 

diseases and hepatic fibrosis. Animal models include rabbit orthotopic liver tumor 

models, rat xenograft liver tumor models, rat hepatic fibrosis models, mouse 

xenograft liver tumor models and mouse hepatic gene deficiency disorder 

models. All of these studies used lipid MBs, with the exception of one study that 

used polymer MBs. The diameter of MBs ranges from 1-10 μm, and the doses are 

quite different. In most studies, the US frequency was 1.0 MHz, and the intensity 

ranged from 0.4 W/cm
2
 to 2.06 W/cm

2
. Different studies applied different US pulse 

lengths and exposure times. Loaded drugs were docetaxel (DOC), doxorubicin (DOX) 

or 10-hydroxycamptothecin (HCPT). Gene therapy included viral-based strategies and 

non-viral strategies. These preclinical studies reported the safety and 

effectiveness of UTMD in treating liver diseases. 

Conclusions The UTMD technique is a non-invasive method for the targeted treatment 

of liver diseases. Preclinical studies have confirmed the prospective value of 

UTMD in treating liver cancer, hepatic gene defect diseases and hepatic fibrosis. 

UTMD is a therapy with the greastest potential for treating human disease.  

 

 

PU-2790 

Study of Relevant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the Signal 

Intensity of Superior Sagittal Sinus in 

Susceptibility Weighted Imaging 

 
Cao Xin,Shi Hao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Shandong Provincial Qianfoshan Hospital，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014 

 

Objective To study the relevant factors capable of affecting the signal intensity 

of superior sagittal sinus(SSS) in susceptibility weighted imaging(SWI), and 

discover why it, being a vein as it is, shows high intensity. Our objective is to 

highlight the relevant factors and to contribute to a more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technique and to help distinguish technical issues from 

pathology. Materials and Methods Thirteen healthy volunteers selected randomly 

and 10 confirmed cases with abnormal hemodynamics underwent SWI sequence scanning 

of 3.0T MR system. Three factors, namely, time of echo(TE), angle between the SSS 

and scanning plane and velocity of blood flow, were studied as three variables. By 

controlling two variables of all three at a time, their respective Contrast Values 

(CVs) were acquired. Results Thirteen healthy volunteers were scanned with SWI 

sequence with TE of 20ms, 40ms and 60ms. CVs were calculated based on the sig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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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 of region of interest (ROI). The overall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an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each two groups were als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In addition, the CV decreased as the TE 
increased. The angle between SSS and scanning plane could affect the signal, 0, 

30°, 60° and 90° were chosen, and the signal peaked when they were 

perpendicular to each other. By comparing healthy volunteers with patients with a 

slower blood flow, the two groups’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 and a positive correlation had been discovered between the 
velocity of blood flow and the signal intensity. Conclusions The high signal of 

healthy persons’ SSS in SWI is subject to the time of flight(TOF). Furthermore, 

TE, angle between SSS and scanning plane and velocity of blood flow can affect the 

signal intensity. People with abnormally low CV or low signal of SSS in standard 

SWI scan should be taken seriously, to make further examination for the primary 

disease being responsible for the abnormal hemodynamics.  

   

 

 
PU-2791 

Quantitative T2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Compared 

to Morphological Grading of the Early Cervical Disc 

Degeneration in Asymptomatic Volunteers by T2 

Relaxation Mapping  

 
ren chenglong,Nan Yu,He Taiping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haanx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712046 

 

Background: 

In recent years, due to the change of learning style and the widespread use of 

electronic devices such as mobile phones, the degeneration of juvenile 

intervertebral disc has become a problem which can not be neglecte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of lumbar 

disc degeneration. However, can the magnetic resonance quantitative technique be 

used to assess the sub-health status of college students? 

Methods: 

22 Asymptomatic young students (132 subjects;11 men and 11 women;21.73±2.01 years) 

underwent 3.0 T MRI（Skyra,Siemens Healthcare,German）to obtain morphological date 

of cervical disc(Cervical sagittal T2-weighted, sagittal and axial T2 relaxation 

MRI) covering discs C2–C3 to C7–T1.All MR images in this study were obtained in 

the afternoon to minimize the diurnal variation of T2 values in the discs. All the 

discs were morphologically assessed according to the Miyazaki grade.Morphological 

evaluation of images was carried out by 2 radiologists with 10 years experience of 

musculoskeletal radiology in consensus. Six discs (C2-T1) of the cervical spine 

were put Regions of interest (ROIs) over axial T2mappings images, including 

nucleus pulposus (NP)，anterior and posterior annulus fibrosus (AF). To minimize 

the error in identifying nucleus pulposus (NP) anatomic structure, free h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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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s of interests (ROIs) were put carefully matched to the NP shapeMean T2 

values were recorded using Syngo workstation.Wilcoxon signed rank test, Kruskal-

Wallis test, and Spearman rank correlation were performed.Correlations were 

considered strong for r>0.7, moderate for 0.5< r<0.7, and weak for r<0.5,All 

statistical analysis was performed by SPSS software (v16.0, SPSS Inc., Chicago, IL, 

USA), P<0.05 was considere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Results: 

The difference in T2 values between NP and AF were highly significant (P<0.001). 

The trends of decreasing T2 mapping values of both NP and AF with increasing 

Miyazaki grades was significant (P<0.01), particularly between Miyazaki grade II 

and III (P<0.001). Miyazaki grades were inversely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T2 

values in the NP (r=–0.8901, P<0.001) and AF (r=–0.7446, P<0.001). 

Conclusion: 

The process of cervical disc degeneration can be detected by T2 mapping, 

particularly at early stage, and both methodologies displayed roughly comparable 

performance. 

   

 

 
PU-2792 

Some applications of Cone-beam computed tomography 

(CBCT) in the treatment of liver lesions  

 
sun cheng,Yu Changlu,Jia Kefeng,Wang Sen,Song Dezhao,Qi Bing,Wang Yongmei 

Tianjin Third Hospital 300170 

 

Cone-beam computed tomography (CBCT) is a relatively new technique to obtain the 

cross-sectional images during interventional procedures. Pertaining to the C-arm 

angiography suite, this technique is now primarily being used during transcatheter 

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 (TACE) for inoperable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In our department, several CBCT techniques are performed including: CBCT during 

portography (CBCTAP), CBCT during hepatic arteriography (CBCTHA), CBCT after 

iodized oil injection (Lip-CBCT), percutaneous chemotherapeutic drugs injection 

with overlay technique after the conventional trans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 

These techniques are applied to the patients if the indications below are existed: 

Early diagnosis and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small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diagnosis and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recurrence after liver cancer resection, 

early diagnosis of portal vein tumor thrombus, the evaluation of embolization 

after the procedure, puncture of liver tumors which have a poor blood supply and 

show less effective to traditional embolization. These applications of CBCT during 

interventional procedures showed good results in most patients. An advantage of 

CBCT technology is that it can reduce the radiation dose compared to conventional 

CT scan. Additionally, the real-time CBCT without any transfer and movement reduce 

the infection rate and the discomfort of the patients. Although the image quality 

of CBCT is low and the scan coverage is small compared to that of conventional 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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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CT provides enough and useful information that ensures the whole procedure 

safely and effectively. 

   

 

 
PU-2793 

Inter-scanner differences in the image features of 

the kidney may not weaken distinctly the performance 

of a predictive model in another CT cohort 

 
Ding Jiule,Jiang Zhenxing,Pan Liang,Zhang Jinggang,Cha Tingting,Xing Wei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Thir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oochow University 213003 

 

Objectives: To explore the differences in image features between CT scanners from 

two manufactures and their negative effect on a predictive model. 

Materials and Methods: Seventy-one subjects without clinical evidence of acute or 

chronic renal disease underwent multiphasic (non-, artery and portal phases) CT 

scans from two manufactures (CT16 vs. CT320 cohorts). Renal parenchyma was covered 

for texture analysis, and a total of fifteen texture features from the histogram 

category and gray-level co-occurrence matrix (GLCM) were finally extracted. 

Cortical intensity was measured for each subject at the artery and portal phases. 

The features were compared between bilateral kidneys, the two CT scanners and 

among the multiple phases. 

Results: Image features were not different for the bilateral kidneys except for 

5/15 features in CT16portal and 2/15 features in CT320portal, with a variability of < 5% 

for most of them. Following the administration of a contrast medium, 15/15 

features in the two cohorts demonstra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 <0.05), with 
the variation magnitude of 3/15 features at the artery phase exceeding 1000%. Also, 

9/15 features in the two cohorts were linearly correlated to cortical intensity at 

the artery phase, but not at the portal phase. Although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T16 and CT320 cohorts was found for 9/15 features at the non-phase, 

10/15 features at the artery phase and 5/15 features at the portal phase, a random 

forest predictive model built in the CT16 cohort performed well to classify the 

multiple-phase images in the CT320 cohort with an error rate of 2.87%. 

Conclusion: Several image features were different for the scanners from two 

different manufactures, which may not weaken distinctly the performance of a 

predictive model in another CT coh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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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794 

The preliminary study of diffusion kurtosis 

imaging(DKI) in characterizing common hepatic lesions 

 
Zhu Liuhong,Qihua Cheng,Funan Wang,Ye Zheng,Gang Guo 

Xiamen Medical College Affiliated Hospital 361021 

 

Objective: To verify the performance of DKI technology in the differentiating 

common hepatic benign lesions from malignant lesions at 1.5 Tesla. 

Materials and methods: Forty-night patients suspected of having focal hepatic 

lesions were examined using a routine abdominal MR protocol with additional DKI 

sequence included b-values of 0, 500 and 1000 s/mm
2
 on the MR equipment (Signa HDe, 

GE Medical System, Milwaukee, WI). Fifty-six hepatic lesions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n=23]; hepatic metastasis [n=12], cysts [n=10]; hepatic 

hemangioma [HH] [n=11]; and focal nodular hyperplasia [n¼3]) were identified.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ADC) and DKI-derived metrics maps of each lesion 

were calculated. To avoid the effect of individual difference, normalized metrics 

(METRIClesion / METRICparenchyma) were used. The normalized metrics were compared 

between groups. 

Results: The mean N_MK value of metastasis group (1.63±0.51) was significantly 

largest, followed by that of HCC (1.37±0.41), HH (0.56±0.18), cyst (0.18±0.05) 

in descending order (all p values <0.05 between each group). In the comparison 

between HCC group and metastasis group, there was significantly difference in 

N_MK(p=0.035), while no difference in other metrics (p>0.05). Although N_ADC and 

N_MK can both classify benign group from malignant group, the comparisons of ROC 

curves showed that N_MK (AUC=0.996, sensitivity=97.14%, specificity=100%, cutoff 

value=0.81) performed significantly (p<0.05) better than N_ADC (0.914, 

sensitivity=85.71%, specificity=90.91%, cutoff value=0.77).  

Conclusion: DKI technology presented to have great potential in characterizing 

common hepatic lesions, and can be a complement to conventional DWI. 

   

 

 
PU-2795 

The physiological plasticity and susceptibility of 

brain morphometry alterations to insufficient sleep 

 
DAI Xi-jian,Zhang Zhiqiang,Lu Guangming 

Department of Medical Imaging， Jinling Hospital， Medical School of Nanjing University 210002 

 

Background: Insufficient sleep is common in daily life and can lead to cognitive 

impairment. Sleep disturbance also exists in neuropsychiatric diseases. However, 

whether and how acute and chronic sleep loss affect brain morphology remain 

largely unknown. 

Methods: We used voxel-based morphology method to study the brain structural 

changes during sleep deprivation (SD) at six time point of rested wakefulness, 20h,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4082 

 

24h, 32h, 36h SD, and after one night sleep in 22 healthy subjects, and in 39 

patients with chronic insomnia relative to 39 status-matched good sleepers. 

Attention network and spatial memory tests were performed at each SD time point. 

The longitudinal data were analyzed using one-way repeated measure ANOVA. 

Results: Acute SD is associated with widespread gray matter volume (GMV) changes 

in thalamus, cerebellum, insula and parietal cortex. Chronic insomnia is 

associated with increased GMV in temporal cortex, insula and cerebellum. Acute SD 

is associated with brain atrophy and as SD hours prolonged more areas show reduced 

GMV, and after one night sleep the brain atrophy was restored and replaced by 

increased GMV. SD has accumulative negative effects on attention and working 

memory. 

Conclusions: Acute SD and chronic insomnia exhibit distinct morphological changes 

of GMV but they also share the same brain GMV changes. The altered GMV provide 

neurobiological basis for attention and memory impairments following sleep loss. 

Acute and chronic sleep loss may underlie similar mechanism of hyperarousal model. 

   

 

 

PU-2796 

Textural Features of DCE-MRI Derived Model-Free and 

Model-Based Parameter Maps in Glioma Grading and 

Their Correlation with Cellular and Vascular 

Proliferation 

 
XIE TIAN,Chen Xiao,Zhang Weiguo 

Thir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the thir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400042 

 

PURPOSE 

Glioma grading by dynamic contrast-enhance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DCE-MRI) 

has been facing a lot of unresolved issues, including control of image quality, 

selection of pharmacokinetic models and limited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conventional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In this regard, texture 

analysis, which could quantify gray-level intensity and spatial variation of 

medical images resulting in textural features, has recently been widely studied in 

analysis of MR images. This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ability of textural 

features derived from pharmacokinetic model-based or model-free parameter maps of 

DCE-MRI in discriminating between different grades and subtypes of glioma, and 

their correlation with pathological indices. 

MATERIAL AND METHODS 

This retrospective study included 42 adults who were pathologically diagnosed with 

glioma. All subjects underwent standardized 3.0T DCE-MRI, including conventional 

anatomic sequence (T1, T2 weighted imaging, T2 weighted fluid attenuated inversion 

recovery imaging and post-contrast T1 weighted imaging) and DCE-MRI sequences 

(variable flip angle T1 weighted imaging and 3D gradient echo volumetric imaging). 

Four experienced neuro-radiologists independently drew regions of interest 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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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ss-sectional images with maximal tumor area, avoiding necrosis, edema and giant 

blood vessels. Then, textual features, calculated by grey level co-occurrence 

matrix (GLCM), were extracted from pharmacokinetic model-based (Tofts, Extended 

Tofts and Patlak) and model-free DCE-MRI parameters maps. Five commonly used 

textural features, including Energy, Entropy, Inertia, Correlation and Inverse 

Difference Moment, were generated for each parameter map. Kolmogorov–Smirnov and 

levene tests were used for the assessment of normal distribution and equal 

variance. One-way ANOVA tests were applied to assess the ability of textural 

features of DCE parameters to differentiate among grade II, III and IV gliomas. 

Bonferroni and Tamhane’s T2 post-hoc tests were used to distinguish between grade 

III gliomas and grade IV gliomas, or grade II gliomas and grade III gliomas, 

depending on the equal variance. Mann-Whitney tests were used between subtypes of 

grade II and III gliomas. The diagnostic accuracy of different textural features 

and observers was evaluated by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analysis (ROC) to 

obtain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Interobserver agreement among four observers was 

assessed by Intra-classs correlation coeffecients (ICC) and pairwise comparison of 

ROC curves. 

RESULTS 

All textural features (Energy, Entropy, Inertia, Correlation and Inverse 

Difference Moment) of model-free parameters (IAUC, Max SI, Max Slope) could 

effectively differentiate between grade II (n=15), grade III (n=13) and grade IV 

(n=14) gliomas (p＜0.05). Two textural features, Entropy and Inverse Difference 

Moment (IDM), of four DCE-MRI parameters, including Max SI, Max Slope (model-free 

parameters), vp (Extended Tofts) and vp (Patlak) could significantly differentiate 

grade III from grade IV gliomas (p＜0.01) in four measurements. Both Entropy and 

IDM of Patlak based K
trans 

and vp could differentiate grade II (n=15) from grade III 

(n=13) gliomas (p＜0.01) in four measurements. No textural features of any DCE-MRI 

parameter maps could discriminate between subtypes of grade II and III gliomas in 

multiple measurements (p＜0.05). Both Entropy and IDM of Extended Tofts and Patlak 

based vp showed highest area under curve (AUC),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in 

discriminating between grade III and grade IV gliomas. However, ICC of these 

features revealed that relatively lower inter-observer agreement, compared with 

those of Max SI and Max Slope.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was found between 

microvascular density (MVD) and textural features, compared with moderate 

correlation found between cellular proliferation index and those features. Though 

textural features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microvascular area (MVA),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were relatively low. 

CONCLUSION 

Textural features of DCE-MRI parameter maps displayed good ability in glioma 

grading. In addition, Entropy and Inverse Difference Moment of model-free DCE-MRI 

parameters (Max SI and Max Slope) and model-based parameters (Extended Tofts based 

vp and Patlak based vp) could significantly differentiate between high-grade 

gliomas and revealed good reproducibility and diagnostic accu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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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797 

 Glomerular filtration rate: CT measurement fro

m fractional renal accumulation of iodinated co

ntrast material 

 
You Shan,Yuan Xiaoding,Shi Wenwei,Ma Tingting,Wu Ning,Ao Guokun,Zhang Jing 

The 309th hospital of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100080 

PURPOSETo present a convenient, rapid CT measurement of split glomerular 

filtration rate (GFR) by usingnephrographic phase CT acquisition, and compare it 

with renal dynamic imaging Gates method.METHOD AND MATERIALSThis prospective study 

was approved by our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Twenty patients with renal 

tumorsreferred for multiphasic CT and the 99mTcDTPA renal dynamic imaging for 

preoperative evaluation wereprospectively included. The multiphasic CT consisted 

of noncontrast, arterial, venous, and nephrographicphase acquisition. The latter 

was performed at 120 seconds after the arterial phase acquisition. The amount 

ofthe iodinated CM accumulated in the kidney (CM kidney ) at the nephrographic 

phase was calculated asVolume kidney × (HU nephrographic  HU precontrast ) / F, 

in which the F is the conversion factor between the iodineconcentration and the CT 

number enhancement. The total amount of the CM administration (CM total ) wasknown 

and could be calculated as the product of the volume of the CM injection and the 

iodine concentration(370mgI/ml). The fractional renal accumulation (FRA) of the 

iodinated CM was calculated as the ratio of theCM kidney to the CM total (FRA= CM 

kidney / CM total ). The FRA was then correlated with 99mTcDTPA dynamicimaging 

singlekidney GatesGFR. From this correlation a formula was derived for 

singlekidney CTGFRcalculation, which in turn was compared with singlekidney 

GatesGFR by using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BlandAltman plots, with employing a 

leaveoneout procedure to ensure robustness of our findings.RESULTSThe FRA (x) in 

mean ± SD was 2.97% ± 1.04%, correlated well (r=0.90, p<0.001) with 

singlekidney GatesGFR (y), producing regression equation: y=1452.6*x+1.36 for 

singlekidney CTGFR calculation. SinglekidneyCTGFR (44.33±15.27ml/min) 

correlated well (r=0.89, p<0.001) with singlekidney GatesGFR 

(44.47±16.79ml/min). BlandAltman plots demonstrated that the 95%CI of 

measurement deviation of the FRA between thetwo methods is ±14.82 ml/min without 

systemic bias (p=0.902).CONCLUSIONA convenient, rapid CT measurement of split 

renal function was presented, which correlates and agrees wellwith the reference 

standard, therefore could be used as a onestopshop technique for preoperative 

evaluationof renal morphology and split function of renal tumors, without 

additional radiation dose. CLINICAL RELEVANCE/APPLICATIONA convenient, rapid CT 

GFR measurement without additional radiation d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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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798 

Statins and the risk of cirrhosis in hepatitis B or C 

patient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dose-response meta-

analysis of observational studies 

 
Wang Yaqin,Niu Meng,Zheng Kechuang,Chen Xiaowei,Xu Ke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110000 

 

 Hepatitis B and hepatitis C are leading causes of chronic liver disease, 

particularly cirrhosis. Recently, several studies have observed that statins have 

an inverse relationship with cirrhosis in hepatitis B or C patients. However, no 

published meta-analysis studied the protective effect of statins on cirrhosis. 

Thus, we conducted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published 

observational studie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tins and 

the risk of cirrhosis. Relevant studies were identified by searching PubMed, 

EMBASE, and ISI Web of Science for articles published before April 2017. The 

Newcastle-Ottawa Scale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quality of the included studies. 

Six cohort studies, including 38951 cases of cirrhosis in 263573 patients with 

hepatitis B or C, were identified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tins 

and the risk of cirrhosis. The Newcastle-Ottawa Scale scores for the included 

studies ranged from 6 to 9, with four high-quality studies and only two of medium 

quality. The use of statins was associated with a significant 42% reduction in the 

risk of cirrhosis, without obvious heterogeneity. In addition, this protective 

effect was more obvious in Asian countries. Moreover, dose-response analysis 

suggested each additional 50 cumulative defined daily doses (cDDD) of statins 

decreases the risk of cirrhosis by 11% (odds ratio [OR]=0.89, 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0.86–0.93, p=0.001). In summary, statin use is associated with a 

decreased incidence rate of cirrhosis and is most pronounced in Eastern countries 

but also in Western countries. 

   

 

 
PU-2799 

Semi-quantitatively Assess Myelination Progress of 

Subcortical White Matter During 6-48 Months Using T2 

Weighted Imaging 

 
Liu Congcong,Jian Zhijie,Jin Chao,Li Xianjun,Liu Heng,Wang Miaomiao,Yang Jian 

Department of Diagnostic Radiolog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61， P.R. China 710061 

 

Purpose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develop a scoring method to assess 
subcortical white matter (WM) myelination progress using conventional MRI in 

clinics and validate it in a large population of children aged 6-48 

months. Materials and Methods This was a retrospective study include 109 sub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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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d 6-48 months without abnormal neurodevelopment and abnormalities in 

conventional MRI. Based on Cecilia Parazzini’s study, we developed a scoring 

method to visually assess subcortical WM myelination on T2WI (Table 1). Two 

pediatric neuroradiologists, blinded to age of subjects, assessed WM myelination 

on T2WI using this scoring method. Inter-observer and intra-observer agreement 

were evaluated by Bland-Altman plot. The Spearman correlation and locally weighted 

scatterplot smoothing (LOESS) between age and scores of subcortical WM myelination 

were analyzed by SPSS 17.0. Results Inter-observer and intra-observer agreement 

were both good proved by Bland-Altman plot (Figure 1). Significant correlations 

were found between myelination score of subcortical WM and age (whole brain, r = 
0.940; frontal lobe, r = 0.928; temporal lobe, r =0.861; parietal lobe, r =0.811; 
occipital lobe, r =0.831; P<0.01) (Figure 2) . LOESS results indicated that an 
inflection point at approximately age of 20 months that divided the age-related 

change curve of myelination score of whole brain WM into two phases, the first is 

an accelerated growth period, and the following is a moderate increasing period 

(Figure 2A). Similar results were observed for the subcortical WM regions, i.e. 

biphasic age-related change of myelination score within the frontal, temporal, 

parietal and occipital lobes (Figure 2B-E). Conclusion The semi-quantitative 

scoring method based on T2WI is feasible to assess cerebral WM myelination 

progress in clinics and more sensitive to children aged 6-20 months.  

 

 
PU-2800 

Comparison of Image Quality and Radiation Dose of 

Female Chest CT Using Organ Dose Modulation with 

Different Detector Collimations 

 
Li Yanan,Niu Gang,Guo Jianxin,Yang Jian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710061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impact of organ dose modulation (ODM) technique with 

two different detector collimations (80mm and 40mm) on image quality and radiation 

dose of the female chest CT on a 16cm wide detector CT scanner. 

SUBJECTS AND METHODS: Forty female patients undergoing chest CT with clinical 

justifications were prospectively and randomly assigned to one of the two groups: 

Group A (n=20) with 80mm detector collimation and pitch 0.992:1; Group B (n=20) 

with 40 mm detector collimation and pitch 0.984:1. Both groups used the 0.5s 

rotation speed and ODM technique for the breasts and SmartmA for achiving noise 

index (NI) of 14HU. The standard deviation (SD) in the aortic arch, carina, and 

inferior pulmonary vein in both the anterior and posterior lungs were measured. 

Image quality was evaluated by two experienceqd radiologists using a 5-point 

scoring system. The tube current in different directions (A/L/P/R) were recorded 

from mA Table. The CTDIvol and DLP values were recorded from dose report and 

effective dose calculated. The above parameters for the two groups were analyzed 

using SPSS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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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the body mass index (23.70±3.93kg/m
2
 vs. 

23.00±2.473kg/m
2
) and anatomic coverage (258.75±27.85mm vs. 253.00±24.51mm) 

between the two groups. However, Group B with 40mm collimation had lower tube 

current in all four directions and with reduced over-scan range than Group A 

(29.50±0.60mm vs. 59.40±7.47mm, P<0.05), resulting in 25% lower radiation dose 

in Group B compared with Group A (0.74±0.13mSv vs. 0.99±0.33mSv). The ODM 

feature worked in both groups, with lower tube current in the anterior than in the 

posterior (P<0.05), and produced about 30% radiation reduction for the breasts in 

both group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SD of lung parenchyma at the 

aortic arch, carina, and inferior pulmonary vein level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nd 

between the anterior and posterior lungs. The image quality of the two groups were 

all clinically acceptable with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subjective image 

quality grading (p>0.05) and with excellent agreement between the two radiologists 

(Kappa=0.77). 

CONCLUSION: The use of organ dose modulation provides 30% dose reduction for the 

breast, and helical scan with 40mm collimation further provides 25% radiation dose 

reduction with good image quality in chest CT, compared with 80mm collimation. 

   

 

 

PU-2801 

Expression changes in lactate and glucose metabolism 

and associated transporters in basal ganglia 

following hypoxic–ischemic reperfusion injury in 

piglets 

 
Zheng Yang,Wang Xiaoming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Shengjing Hospital of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110004 

 

Purpose: To investigate the regulatory mechanisms of energy metabolism in neurons 
and astrocytes in the basal ganglia of a neonatal hypoxic–ischemic brain injury 

piglet model. 

Materials and Methods: A total of 35 healthy piglets (3–5 days old, 1.0–1.5 kg) 

were selecte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control (n=5) and hypoxic–ischemic (HI) 

model groups. The HI model group was further divided into six groups according to 
1
H- MRS and PET/CT scan times after HI (0–2 h, 2–6 h, 6–12 h, 12–24 h, 24–48 

h and 48–72 h; n = 5/group). The HI model was established by bilateral common 

carotid artery occlusion and simultaneous hypoxia treatment for 40 min. Piglets in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the same surgical procedure without the hypoxia–

ischemia process. 
1
H-MRS and 

18
F- FDG PET/CT imaging were performed at various time 

points after HI. The right basal ganglia were the ROI in 
1
H-MRS imaging for which 

data was processed by LCModel software. The bilateral basal ganglia (BG) and 

occipital cortex (OC) on the same slide were selected as the ROI for PET/CT 

imaging. Maximum standard uptake values (SUVmax) of basal ganglia to occipital 

cortex (BG/OC) ratios were determined. The right hemisphere was used fo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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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hological examination and immunohistochemical staining of glucose transporters 

(GLUTs) and monocarboxylate transporters (MCTs). The left hemisphere was 

immediately frozen at -80ºC for western blotting. 

Results: The lactate level became reduced after an initial increase, with the 
maximal level occurring around 2–6 h following HI. After HI, the BG/OC in the 

basal ganglia initially increased then decreased; the maximum value occurred at 

approximately 6–12 h. The content of lactate and the BG/OC showed a positive 

correlation (r = 0.74, P=0.003). The expression of GLUT-1 and GLUT-3 correlated 
positively with BG/OC (r = 0.64, P=0.014, and r = 0.75, P=0.036,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These results indicate that lactate and glucose transporters have a 
synergistic effect on the energy metabolism of neurons and astrocytes following 

hypoxic–ischemic reperfusion brain injury. 

CLINICAL RELEVANCE/APPLICATION 

The HI model monitor the regulatory mechanisms of energy metabolism after HI. 

   

 

 
PU-2802 

Different Roles of the Hippocampus, Perirhinal and 

Entorhinal Cortex in the Recollection and Familiarity 

of Emotional Memory in Young Adults 

 
li xiaos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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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 Haobao

1
,Li Xiaohu

1
,Zhu Jiajia

1
,Tian Yanghua

2
,Yu Yongqiang

1
 

1.Department of Radiolog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Anhui Medical University 

2.Department of Neurolog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Anhui Medical University 

 

Background and Objective: Emotional experiences can be described by two 

orthogonal dimensions: arousal (how calming or exciting) and valence (how negative 

or positive), which dividing emotional stimuli into five categories: negative with 

high arousal, negative with low arousal, neutral, positive with high arousal, and 

positive with low arousal. Emotional stimuli are more easily remembered than 

neutral stimuli, a phenomenon known as the emotional enhancement of memory (EEM). 

In fact, memory recognition relies on both familiarity and recollection according 

to the dual-process theory. Recollection is a relatively slow process that 

consists of retrieving specific details associated with prior presentation of an 

item, whereas familiarity is a rapid process that acknowledges the fact that an 

item was previously encountered even though no contextual details are retrieved. 

It has been proposed that the EEM effect specifically modulates recollection 

rather than familiarity. Nevertheless, the influence factors are numerous and 

complicated. Some previous literature have suggested that the hippocampus, 

perirhinal cortex and entorhinal cortex play distinct roles in recollection and 

familiarity. However, how they functioned during those two processes in emotional 

memory are not fully understood yet. Whether their functions would be changed or 

adjusted under emotional conditions, especially when the different combinations of 

the valence and arousal of emotional stimuli were taken into account, still 

remains unclear. And little is known about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th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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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didate brain regions and the unique EEM effect of emotional memory. In another 

word, how emotions modulate brain functions during recollection and familiarity is 

not well understood yet. 

Thus, the purposes of the present study were to explore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the hippocampus, perirhinal cortex, entorhinal cortex and emotional memory/EEM 

effect during the recollection or familiarity process, and to investigate how the 

EEM effect was influenced by the nature of encoding (incidental or intentional) 

and the inherent properties (valence and arousal) of emotional stimuli per se.  

Methods: Forty-seven healthy young adults participated in emotional picture 

recognition tests following with the classic remember-know paradigm and MRI 

scanning. The voxel-based morphometry, amplitude of low-frequency fluctuation 

(ALFF) and graph theory analysis methods were combined together to find fully 

correlations between the hippocampus, perirhinal cortex, entorhinal cortex and 

recognition sensitivity of emotional memory/EEM effect during recollection 

(symbolized by Pr) and familiarity process (symbolized by d'). 

Results: EEM was elicited only by incidental encoding, negative images, and 

positive high-arousal images. The emotional memory network mediated by the 

hippocampus had a higher clustering coefficient and local efficiency, but smaller 

normalized global efficiency than those mediated by the perirhinal and entorhinal 

cortex ; Nodehippocampus also showed a higher node degree and efficiency. The gray 

matter volume (GMV) of the right hippocampus was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Prnegative-high-arousal, while regional network properties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Prnegative-low-arousal, Prpositive-high-arousal, Prpositive-low-arousal, and Prneutral but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EEMnegative-high-arousal. The regional network properties of the entorhinal 

cortex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Prnegative-high-arousal and Prnegative-low-arousal, and 

positive correlations were found between GMV of the left entorhinal cortex and 

EEMnegative-high-arousal, and between node betweenness of the right entorhinal cortex and 

EEMnegative-low-arousal. The amplitude of low-frequency fluctuations of bilateral 

entorhinal cortex and perirhinal cortex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d'negative-

low-arousal, and the node degree of the left perirhinal cortex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d'positive-low-arousal. 

Conclusion: The EEM effect do specifically modulated recollection rather than 

familiarity, but this privilege EEM effect is influenced by the intrinsic 

properties of emotional stimuli and the involved attention during encoding phase. 

The hippocampus, perirhinal cortex and entorhinal cortex play different roles in 

the recollection and familiarity processes of emotional memory. The hippocampus is 

particularly associated with recollection sensitivity of emotional memory and the 

EEMnegative-high-arousal effect. The entorhinal cortex also contributes to emotional memory 

and the EEM effect, but is related to both recollection and familiarity 

sensitivity of negative stimuli. The perirhinal cortex is only correlated with 

memory sensitivity of familiarity, especially for low-arousal emotional stimuli. 

And the hippocampus is more important to emotional memory processing network than 

the entorhinal and perirhinal cortex.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4090 

 

PU-2803 

Differentiation of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 

from Small Cell Lung Cancer (SCLC) with Gemstone 

Spectral CT Imaging 

 
Zhu Liuhong,Qihua Cheng,Funan Wang,Gang Guo 

Xiamen Medical College Affiliated Hospital 361021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value of gemstone spectral imaging (GSI) in the 

quantitative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NSCLC and SCLC masses. 

Materials and Methods: Fifty-six patients with 39 NSCLC masses and 17 SCLC masses 

underwent CT scanning with non-contrast phase (NC), arterial phase (AP) and venous 

phase (VP) under GSI model. Three regions of interest (ROIs) were placed at upper, 

middle and lower slices of the lesion respectively, and mean value of ROIs were 

computed. Additional aortic ROI was placed at the carina level. CT numbers of net 

enhancement in 70 keV monochromatic images (HU70kev), effective atomic number (Zeff), 

water concentration (WC) and iodine concentration (IC) were measured. Iodine 

concentration of each lesion were normalized to the corresponding aorta as 

normalized iodine concentrations (NICs). The absolute values of spectral curve 

slopes (λ40-60kev, λ40-80kev, λ40-100kev) were also calculated. Mann-Whitney test and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analysis were used to compare these 

parameters between NSCLC and SCLC groups. 

Results: The parameters ha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NSCLC group and SCLC 

group in NC phase (p>0.05), while slopes (λ40-60kev, λ40-80kev, λ40-100kev) and NIC of 

NSCLC group were all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SCLC group in venous phase 

(p<0.05) (Table 1). λ40-60kev of NSCLC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SCLC group in 

arterial  phase. HU70kev, Zeff and WC presented to be hav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is two groups in three phases. The area under ROC curve (AUC) of λ40-100kev 

in VP were highest (0.891), and th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were respectively 

82% and 88% (Figure 1). 

Conclusions: GSI with parameters such as λ40-60kev, λ40-80kev, λ40-100kev and NIC, had 

great potential in the quantitative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NSCLC and SCLC ma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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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ing Gates method 

 
Shi Wenwei

1,2
,Yuan Xiaodong

1
,You Shan

1
,Wu Ning

1
,Ma Tingting

1
,Ao Guokun

1
,Zhang Jing

1
 

1.The 309th Hospital of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2.Graduate School of Shanxi Medical University 

 

 

PURPOSE 

To present a single-kidney CT-GFR measurement by using images from CT 

urography, and compare it with renal dynamic imaging Gates method 

(Gates-GFR). 

METHOD AND MATERIALS 

This prospective study was approved by our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and written informed consent was obtained from all patients. Thirty-six 

patients with hydronephrosis referred for CT urography and the 99mTc-

DTPA renal dynamic imaging were prospectively included after informed 

consent. The CT protocol included non-contrast scan, nephrographic, and 

excretory phase. The CT-GFR was calculated by dividing the CT number 

increments of the urinary system between the nephrographic and excretory 

phase (CTNIurinary-system) by the products of iodine concentration in the 

aorta and the time (Productsconcentr-time), then multiplied by 

(1hematocrit), which was then split into single-kidney CT-GFR and 

compared with single-kidney Gates-GFR by using paired t-test,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Bland-Altman plots. 

RESULTS 

Paired difference between single-kidney CT-GFR (45.02 ± 13.91) and 

single-kidney Gates-GFR (51.21 ±14.76) was 6.19 ± 5.63 ml/min, p<0.001, 

demonstrating 12.1% systematic underestimation with ±11.03 ml/min 

(±21.5%) measurement deviation. A good correlation was revealed between 

both measurements (r=0.87, p<0.001). 

CONCLUSION 

The proposed single-kidney CT-GFR correlates and agrees well with the 

reference standard despite a systematic underestimation (12.1%), 

therefore could be used as an one-stop-shop CT technique for evaluating 

urinary tract morphology and split renal function without additional 

radiation dose.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4092 

 

PU-2805 

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 Neutralization Enhances 

the Anti-metastatic Effect of Photosensitizer-loaded 

Functional Nanographene 

 
Gao Duo 

The second hospital of HEBEI medical University 050000 

 

Purpose: In this study, a tumor integrin αvβ6-targeting photosensitizer 

GO(HPPH)-PEG-HK is developed and it is investigated whether photodynamic therapy 

(PDT) using GO(HPPH)-PEG-HK could destroy primary tumors and stimulate host anti-

tumor immunity. 

Methods: GO(HPPH)-PEG-HK labels subcutaneous and lung metastatic tumors which 

could be detected by optical imaging, while PDT using the conjugate suppresses 

tumor growth in vivo and induces the accumulation and activation of dendritic 

cells in the tumor-draining lymph node. 

Results: GO(HPPH)-PEG-HK was investigated in subcutaneous 4T1 tumor models.The 

anti-tumor immunity induced by GO(HPPH)-PEG-HK-based PDT is enhanced by systemic 

neutralization of 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 (TGF)-β. 

Conclusion: Combining tumor-targeted PDT with systemic TGF-β neutralization could 

effectively ablate primary tumors and destroy residual tumor cells, thereby 

preventing distant metastasis by enhancing host anti-tumor immunity. 

   

 

 

PU-2806 

Improving the degree and uniformity of enhancement in 

coronary CT angiography with a new bolus tracking 

method enabled by free breathing 

 
Cao le,Guo Jianxin,Yang Jian,Niu Gang,Liu Xiang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710061 

 

Purpose: To demonstrate the improved degree and uniformity of enhancement in 

coronary CT angiography (CCTA) on a 16cm wide-coverage CT with a new bolus 

tracking method enabled by free breathing, in comparison with the conventional 

method with breath holding. 

Methods: 60 patients with suspected coronary heart disease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for CCTA: Group A (n=30, free breathing) started CCTA with a delay 

of 2.2 s after the CT value in aorta reached 250 HU; Group B (n=30, breath-

holding), used the standard protocol of starting CCTA with 8.4 s of delay after 

the CT value in ROI reached 80 HU. Same contrast dose rate of 25 mgl/kg/s was 

applied in both groups. CT value and standard deviation in Aortic sinus (AS), 

right coronary artery (RCA), left anterior descending (LAD), left circumflex (LCX), 

and pericardial fat were measured. Signal-to-noise ratio (SNR) and contrast-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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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ise ratio (CNR) for vessels were calculated. Two experienced Radiologists also 

independently reviewed image quality using a 5-point grading scale (1: non-

diagnostic - 5: excellent). Measurements for the two groups were analyzed using 

SPSS 20.0, with P<0.05 indicating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Results: The mean enhancement in vessels in Group A (412.7±55.3HU) was higher 

than in Group B (337.6±72.7HU) (P<0.05). The fluctuation rate for the enhancement 

was lower in the free breathing group in AS (13.4%), RCA (16.4%), LAD (19.5%) and 

LCX (16.7%) than in the breath holding group (21.5%, 20.8%, 21.5% and 26.2%, 

respectively) (all P<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image quality 

score, SD, SNR, CNR between the two groups. 

Conclusion: A new bolus tracking method enabled by free-breathing in CCTA on 16cm 

wide-coverage CT system increases the enhancement degree and uniformity in 

coronary arteries, compared with the conventional triggering method.  

 

 
PU-2807 

Image quality and application values of reduced 

field-of-view 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 in normal 

pituitary and pituitary macroadenoma 

 
Wang Miaomiao,Liu Heng,Liang Ting,Liu Congcong,Zhang Xianghui,Yang Jian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710061 

 

Objectiv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valuate the image quality (IQ) and 

application values of field-of-view optimized and constrained undistorted single 

shot (FOCUS) 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 (DWI) in normal pituitary and pituitary 

macroadenoma. 

Methods 13 healthy volunteers and 15 patients with soft pituitary macroadenoma 

confirmed by surgery and pathology were included. All participants were performed 

at 3.0T with FOCUS (FOV=16cm×4.8cm) and single-shot echo-planar (EPI) DWI 

(FOV=24cm×24cm) respectively. Two neuroradiologists graded the IQ according to 

the visualization of normal pituitary anatomical structure and macroadenoma (Table 

1).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ADC) values of normal pituitary and solid-

components of macroadenoma were calculated and compared on both methods. Intro- 

and inter-observer agreement was assessed using kappa statistic. The paired 
Wilcoxon signed ranks test and paired t-test were used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 

of IQ and ADC between methods. In FOCUS DWI, ADCs between normal pituitary gland 

and macroadenoma were compared using independent-sample t test. The p <0.05 was 
considere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Results The intro- and inter-observer agreement was moderate to substantial for IQ 

assessment (kappa 0.588-0.726). Figure 1 and 2 performed that the IQ of normal 
pituitary (p=0.001) and macroadenoma (p<0.0001) in FOCUS DWI was significantly 
superior than that in EPI DWI. The mean tumor ADCs were not significantly between 

methods (p=0.848). Furthermore, the ADCs of the soft macroadenoma (0.79±0.14×10
-

3
mm

2
/s) on FOCUS DWI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anterior lobe of normal 

pituitary gland (1.12±0.19×10
-3
mm

2
/s, p<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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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 Compare with conventional EPI sequence, FOCUS DWI presents images of 

normal pituitary and pituitary macroadenoma with high resolution and fewer 

susceptibility artifacts in clinically-applicable scan time. This sequence may be 

helpful in evaluating the consistency of pituitary macroadenoma.  

 

 

PU-2808 

Differentiation of medulloblastoma and astrocytoma in 

children using histogram analysis of enhancement MRI 

 
Wang Weijian,Cheng Jingliang,Zhang Yong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450052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the histogram analysis derived 

from enhancement MR imaging in differentiating 

medulloblastomas from astrocytomas. 

Methods and Materials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47 patients which were 

pathologically confirmed posterior fossa tumors, including 29 cases of 

medulloblastoma,18 cases of astrocytoma.Drawing the region of interest(ROI) on the 

maximum level of enhanced MR sagittal image and going on histogram analysis,these 

two steps are all performed on the software named Mazda.Performed a statistical 

analysis on the histogram parameters to find ou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 In the 9 parameters which are extracted from histogram,C99 has the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The maximum area under the ROC curve was 

0.85.The optimum C99 to distinguish medulloblastomas from astrocytomas was 

176.5(76% specificity and 61% sensitivity). 

Conclusion Histogram analysis of enhancement MR imaging can provide reliably 

objective basis for differentiating medulloblastomas from astrocytomas. 

   

 

 
PU-2809 

tha patterns of cognitive impairment in patients with 

end-stage renal diease (ESRD) using the tract-based 

spatial statistics (TBSS) analysis of DTI  

 
yin yi,Jiang Guihua 

GUANGDONG SECOND PROVINCAL GENERAL HOSPITAL 510317 

 

Background: The end-stage renal diease (ESRD) is a serious public health problem 

which can often lead to multiorgan dysfunctions, such as cerebrovascular disease 

and congnitive damage. Understanding cognitive impairment in patients with ESRD is 

important because it can direct ESRD treatment and that we can prevent the further 

ongnitive impairment. diffusion tensor imaging (DTI) studies can detected W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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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s in ESRD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analytical methods. and Tract-based 

spatial statistics (TBSS) is a recently developed analysis method of DTI which 

require neither smooth nor hypothesis. 

Purpose: To investigate patterns of cognitive impairment in patients with ESRD 

using the tract-based spatial statistics (TBSS) analysis of DTI. 

Materials and Methods: This prospective study was approved by the research ethics 

committee, and all participants provided informed consent. we performed a tract-

based spatial statistics (TBSS) analysis of DTI data collected from 35 

neurologically asymptomatic patients with ESRD and 40 age and gender-matched 

healthy controls to investigate their white matter microstructural changes over 

the whole brain.Finally, ESRD-related white matter microstructural alterations 

were correlated with biomechanical variables of the patients. 

Results: Compared with healthy control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ESRD 

patients showed decreased FA mainly in bilateral anterior corona radiata, left 

anterior thalamic radiation, bilateral inferior fronto-occipital fasciculus, body 

and genu of corpus callosum, bilateral superior longitudinal fasciculus (SLF), WM 

of frontal lobe, and right inferior longitudinal fasciculus, and gray matter 

mainly in bilateral hippocampus . Specifically, widespread and symmetrical 

abnormal WM with increased MD ,AD and RD was observed in deep brain regions in 

ESRD patients, including corpus callosum, bilateral corticospinal tract, SLF, 

thalamic radiation,cingulate gyrus WM, superior temporal gyrus WM, inferior 

prefrontal cortex WM, and gray matter mainly in the bilateral hippocampus.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revealed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MMSE score and FA values in the body of corpus callosum(r=0.705), and left 

anterior thalamic radiation. 

Conclusion: the results of our study indicate that the widespread white matter and 

gray matter area is impaired in ESRD patients. demyelination and axonal injury may 

both to be the cause of the WM impairment in ESRD patients. Damage to anterior 

corona radiata and left anterior thalamic radiation could be a sign for the 

possible development of psychological disorders espeaicaly the DMN changes in ESRD. 

   

 

 

PU-2810 

Inhibitors of HIF-1α and CXCR4 Mitigate the 

Development of Radiation Necrosis in Mouse Brain 

 
yang ruim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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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Garbow Joel

2
 

1.Guangzhou First People's Hospital， Guangzhou Medical University 

2.Departments of Radiology， Washington University， Saint Louis， Missouri， United States  

3.Departments of Neurosurgery， Washington University， Saint Louis， Missouri， United States 

 

Purpose: There is mounting evidence that, in addition to angiogenesis, hypoxia-

induced inflammation via the hypoxia inducible factor-1α (HIF-1α) / CXC 

chemokine receptor-4 (CXCR4) pathway may also contribute to the pathogenesis of 

late-onset, radiation-induced necrosis (RN). The present study investigate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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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tigative efficacy of a HIF-1α inhibitor, topotecan, and a CXCR4 antagonist, 

AMD3100, on the development of RN in an intracranial mouse model.  

Methods and Materials: Mice received a single-fraction, 50-Gy dose of hemispheric 

radiation from the Leksell GammaKnife PerfexionTM and were then treated with 

either topotecan, a HIF-1α inhibitor, from 1-12 weeks post-irradiation (PIR), or 

AMD3100, a CXCR4 antagonist, from 4-12 weeks PIR. The onset and progression of RN 

were monitored longitudinally via noninvasive, in vivo MRI from 4 to 12 weeks PIR. 

Conventional hematoxylin and eosin (H&E) staining and immunohistochemistry (IHC) 

staining were performed to evaluate the treatment response.  

Results: The progression of brain RN was significantly mitigated for mice treated 

with either topotecan or AMD3100, compared to control animals. MR-derived lesion 

volumes were significantly smaller for both of the treated groups, and histologic 

findings correlated well with the MRI data. By H&E staining, both treated groups 

demonstrated reduced radiation-induced tissue damage compared with controls. 

Further, IHC results revealed that expression levels of VEGF, CXCR4, CXCL12, Iba-1, 

CD-68, CD3 and TNF-α in the lesion area were lower in treated brains vs. control 

brains. HIF-1α expression persisted in topotecan-treated animals, but was reduced 

markedly by treatment with AMD3100. IL-6 expression was unaffected by either 

topotecan or AMD3100. 

Conclusions: By reducing inflammation, both topotecan and AMD3100 can, 

independently, mitigate the development of RN in mouse brain. When combined with 

first-line, anti–angiogenic treatment, anti-inflammation therapy may provide an 

adjuvant therapeutic strategy for clinical, post-radiation management of tumors, 

with additional benefits in the mitigation of RN development.   

 

 
PU-2811 

An analysis of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MRI 

characteristics and risk factors in patients with 

central pontine and extrapontine myelinolysis after 

orthotopic liver transplantation 

 
Zheng Meizhu

1
,Xia Shuang

2
,Yu Changlu

1
 

1.The third central hospital of Tianjin 

2.Tianjin Frist central hospital 

 

AIM: This study is to discuss risk factors for different MRI manifestations by 

analyz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itial and follow-up MR images of patients 

with central pontine and extrapontine myelinolysis (CPEPM) or central pontine 

myelinolysis (CPM) after orthotopic liver transplantation (OLT). 

Material and Method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itial and follow-up MR images 

of 7 patients (3 with CPEPM and 4 with CPM) were collected and analyzed, including 

T1WI, T2WI and DWI. By observing fluctuations of serum sodium, serum potassium and 

ammonia, which we regarded as risk factor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MR image 

characteristics and risk factors was explo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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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The initial MR images showed symmetric hyperintensity in brain stems in 

all the 7 patients on T2WI and DWI, and in extrapontine areas in 3 patients. 2 

with CPEPM suffered persistent hyperammonemia after surgery. Meanwhile, serum 

ammonia returned to normal level after operation in the 4 patients with CPM. In 

the 3 patients with CPEPM, extrapontine myelinolysis (EPM) occurred first, 

followed by CPM in 1 case (33.3%), whereas CPM and EPM occurred simultaneously in 

the other 2 cases (66.7%). The follow-up MR of the patients with higher 

fluctuation in serum electrolyte showed more severe lesions than before. However, 

the patients with slight sodium fluctuation recovered. 

Conclusion: The persistent hyperammonemia may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athogenic mechanisms of CPEPM. The sequence of CPM and EPM occurrence is 

presented in 2 ways in patients with CPEPM. The magnitude of serum electrolyte 

changes may be related with the prognosis of lesions on MRI.  

 

 
PU-2812 

NMR-based metabolomics and metabolic pathway networks 

from patient-matched colorectal cancers, adjacent 

non-cancerous tissues and fecal extracts 

 
Lin Yan,Wang Zhening,Liang Jiahao,Huang Yao,Wu Renhua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Shantou University Medical College 515041 

 

Background Colorectal cancer (CRC) is a growing cause of mortali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warranting investigation into its earlier detection for optimal disease 

management. Global proton nuclear magnetic resonance (
1
H NMR)-based metabolomics 

on stool specimens opens up new possibilities for screening new, efficient and 

high-throughput CRC screening biomarkers
1-6
. However, stool metabolite profiles 

were still limited for direct associations with CRC and adjacent mucosa. This 

study aimed to profile paralleled metabolites of CRC tissues and adjacent non-

cancerous tissues alongside pre- and post-operative stools from the same patients, 

to investigate how fecal metabolomic phenotypes correlate with the tumor tissue 

especially in a molecular pathology context. Such information would be vital to 

bridge the gap between the systemic metabolic characteristics of tissues and feces 

correlate, and to raises awareness regarding the utility of stool metabolites as 

relevant indicators of CRC tissue microenvironment. 

Methods Twenty-five CRC patients with a scheduled colonic resection participated 

in this study and provided colorectal cancer tissue (CCT), adjacent noncancerous 

tissue (ANT, ~1 cm away from the tumor), distal noncancerous tissues (DNT, ~5 cm 

away from the tumor), together with the corresponding pre- and post-operative 

stool samples. Tissue samples were extracted with methanol/chloroform solution and 

the resulting supernatant was dried under vacuum for a minimum of 18 h. The 

lyophilized power of tissue and stool samples were extracted with PBS/D20 buffer 

and a stock solution of TSP/D20 was added to each supernatant prior to analysis by 
1
H NMR spectroscopy. 

1
H-NMR spectra of tissue were recorded by using a standard (1D) 

Carr-Purcell-Meiboom-Gill (CPMG) pulse sequence with the spin-spin relax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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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ay (2nτ) set to 70 ms for all samples. The 90° pulse length was adjusted to 

about 10 μ s for each sample and a total of 128 transients were collected into 

16k data points with a spectral width of 14 ppm. Fecal 
1
H NMR spectra were 

recorded by using NOESY (nuclear overhauser enhancement spectroscopy) pulse 

sequence as previously described 
2-6
. All spectra were preprocessed and then 

bucketed with the equal width of 0.002ppm. The region of δ 4.4~ 5.6 was discarded 

to eliminate the imperfect water suppression. Each bucket was normalized to the 

total integral of the spectrum prior to OPLS-DA using the SIMCA-P+ program 

(version 14.1). 

Results Representative 1D 
1
H NMR spectra of patient-matched colorectal tissue and 

fecal extracts are shown in Fig 1 and Fig 2, respectively. The standard one-

dimension spectrum gave an overview of all metabolites. Good discrimination 

between pre- and post-operative CRC patients and normal healthy controls was 

achieved by OPLS-DA scores plot generated from 
1
H NMR spectra of fecal extracts 

(Fig.3A). Model parameters of permutation analysis for different fecal groups were 

as follows: normal vs preoperative CRC: R
2
Y = 0.793, Q

2
 = 0.589; normal vs 

postoperative CRC: R
2
Y = 0.895, Q

2 
= 0.783; normal vs pre- and post-operative CRC: 

R
2
Y = 0.845, Q

2
 = 0.559, which indicated the good fit obtained by the model (Fig 

3B). As can be seen in Fig 4, tissue metabolic phenotypes discriminated CRC 

tissues from ANT and DNT, but no trends in differences were detected between ANT 

and DNT on the scores plot of first two principal components. Their corresponding 

model validation of permutation analysis were as follows: CCT vs ANT: R
2
Y = 0.836, 

Q
2
 = 0.744; CCT vs DNT: R

2
Y = 0.813, Q

2
 = 0.705; CCT vs ANT vs DNT: R

2
Y = 0.209, Q

2
 

= 0.174. OPLS-DA coefficient-coded loading plots showed distinct disturbances to 

tumor tissue metabolites of CRC patients, compared with their adjacent non-tumor 

tissues, including reduced levels of glutamine, creatine, glucose, lysine, myo-

inositol, and elevated quantities of short-chain fatty acids, lactate, alanine, 

glutamate, succinate, choline, taurine, glycine (Fig 5A). A few metabolites that 

were increased (lactate, glutamate and succinate) and decreased (butyrate, 

propionate, acetate, glucose, glutamine, lysine) in tumor tissues, compared with 

non-tumor tissues, were also identified in the feces of CRC patients (pre-surgery) 

as compared to the healthy controls. 

Discussion and Conclusion Metabolomic profiles of feces and tissue samples from 

CRC patients revealed metabolites associated with specific metabolic changes that 

are indicative of early-stage tumor development. Our initial paralleled 

investigations of patient-matched cohort have revealed elevations of lactate, 

glutamate and succinate and decreased levels in butyrate, propionate, acetate, 

glucose, glutamine, lysine, in CRC feces as well as colorectal tumors, indicating 

the networks for metabolic pathway aberrations across both matrices. These altered 

metabolites potentially involved in the disruption of normal bacterial ecology, 

malabsorption of nutrients, increased glycolysis, TCA cycle and glutaminolysis, 

implying a Warburg effect for cell energy production required for rapid 

proliferation. Larger patient-matched CRC, adjacent non-cancerous colonic tissues, 

and stool cohort studies for metabolite profiling will be required to validate 

these small molecule differences and metabolic pathway aberrations for CRC 

screening, management and pre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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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813 

Initial Study on Radiation Dose and Image Quality of 

Ultra-low Current and Voltage CT Colonography with 

Iterative Model Reconstruction 

 
Lian Yanbang,Dong Junqiang,Pan Yuanwei,Jiang Yaojun,Gao Jianbo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450052 

 

Purpose: To assess radiation dose and image quality of CT colonography (CTC) with 

iterative model reconstruction algorithm (IMR) compared with filtered back 

projection (FBP). 

Methods and Materials:  

Five segments of pig colon phantoms with 73 polyps (ranging from 1 mm to 15 mm) 

were collected. Image data were acquired with two tube peak voltage (100 and 120) 

KVp and five current dose (10 mAs to 50 mAs). Images were reconstructed using FBP 

and IMR. Two radiologists independently evaluated image quality. Qualitative image 

quality was assessed with a five-score scale. Image noise, signal-to-noise ratio 

(SNR), contrast-to-noise ratio (CNR), and effective radiation dose were recorded 

and calculated. Qualitative and quatitative values were analysed by using Wilcoxon 

signed rank test and the paired t test, respectively. 

Results:  

For 10 mAs with IMR at 100 KVp (A group)and 50 mAs with FBP at 120 KVp(B group), 

there i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qualitative image quality 

scores (p=0.059). However, image noise, SNRs and CNRs were significantly superior 

of 10 mAs with IMR([24.05±2.11] HU vs. [50.04±3.45] HU, 2.40±0.68 vs. 

0.62±0.20, and 42.56±6.11 vs. 20.48±1.46, respectively; p=0.001). Compared with 

B group, radiation dose of A group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0.26±0.03 mSv vs. 

2.21±0.23mSv; p=0.000), but per-polyp sensitivity h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 68 /73 vs. 73/73, p=0.07). 

Conclusion:  

Image quality of CTC using 10 mAs at 100 KVp with IMR could be comparable to 50 

mAs at 12oKVp with FBP, and radiation dose of the former was only 0.26 mSv, which 

was reduced by about 88.2%.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4100 

 

PU-2814 

prognostic significance of late Gadolinium 

enhancement in children and adolecents with dilated 

cardiomyopathy 

 
Cui Chen,Song Yanan,Zhao Shihua 

Fuwai Hospital，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100037 

 

 

Purpose: Late Gadolinium enhancement (LGE) detected by cardiovascular magnetic 

resonance (CMR) can be used as a predictor of adverse outcome in dilated 

cardiomyopathy (DCM) patients. We aim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and prognostic 

significance of LGE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with DCM by comparing the young 

patients with and without LGE. 

Methods: DCM patients under 18 years old who had diagnosis of DCM and had CMR 

study were consecutively enrolled. CMR protocol included ventricular functional 

assessment and LGE imaging for detection of fibrosis. The patients were followed 

up for cardiac death, transplantation and rehospitalization.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presence or absence of LGE.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outcome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groups. 

Results: A total of 58 DCM patients under 18 years old were enrolled, of which, 28 

patients (48.2%) had LGE. The main age of the patients was 13.9 ± 3.0 years old 

and 39 patients (67.24%) were male.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patients age (13.89 ± 3.40 for LGE+ group and 13.96 ± 2.64 for LGE- group, 

p=0.927) and gander (17 [60.7%] males for LGE+ group vs 22 [73.3%] males for LGE- 

group, p=0.306). With respect to left ventricular functional and volume parameters. 

The main LVEDVi and LVEF of all enrolled patients were 165.61 ± 59.46 ml/m2 and 

25.72% ± 12.33. LGE+ group had a significant higher LVEDVi (181.55 ± 64.65 ml/m2 

for LGE+ group vs 150.73 ± 50.83 ml/m2 for LGE- group, p=0.048) and LVESVi 

(149.66 ± 58.49 ml/m2 for LGE+ group vs 110.13 ± 52.65 ml/m2 for LGE- group, 

p=0.009). The LVEF of LGE+ group was lower as well (21.74% ± 11.84 for LGE+ group 

vs 29.43% ± 11.79 for LGE- group, p=0.016).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medication and the prevalence of abnormal ECG finding including non-

sustained ventricular tachycardia, PVC and PAC. The patients from LGE+ group had a 

higher incidence of cardiac death rate (X
2
=7.598, p=0.0058) . And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cardiac transplantation and rehospitalization rate 

(X
2
=0.7973, p=0.3719 for cardiac transplantation; X

2
= 0.008, p=0.92 for 

rehospitalization) between the groups. 

Conclusion: Fibrosis detected by LGE has clinical and prognostic significance in 

DCM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Patients with LGE had a higher LV volume, worse 

cardiac function and outcome compared with those without L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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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ole of urethral sphincter dysfunc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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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vere anterior vaginal wall prolapse women before 

pelvic floor rehabil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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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pose: According to the latest standardization of the terminology of the lower 

urinary tract provided by the International Continence Society (ICS), stress 

urinary incontinence (SUI) was defined as “the complaint of any involuntary 

leakage of urine”. But patients with pelvic organ prolapse (POP) especially 

severe anterior vaginal wall prolapse may have no symptoms of SUI before pelvic 

floor rehabilitation surgery because of mechanical obstruction or kinking of the 

urethra by the prolapse. In these cases, mechanical or surgical reduction of the 

prolapse may unmask the presence of SUI, which is called de novo SUI post-

operation. In order to prevent de novo SUI and the two-step anti-incontinence 

surgery, some surgeons have advocated routine prophylactic continence repairs for 

patients undergoing surgical correction for advanced prolapse, but it seems too 

radically to do this, so it is crucial to point out the patients with higher risk 

of developing de novo SUI pre-operation, and counselling such patients for 

concomitant pelvic rehabilitation and anti-incontinent surgery. Currently a list 

of hypothesis for occult SUI was suggested including the urethral sphincter 

dysfunction, urethral support structure failure (mainly the levator ani muscle 

injury), and urethral hypermobility. Static and dynamic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offers a new approach to assess these factors from not only detailed 

morphological information but also functional assessment simultaneously by 

allowing for the real-time continuous imaging of the vesical neck movement, 

rotation of urethra, and morphological changes of the urethrovesical junction. The 

study was aimed to determine the urethral sphincter dysfunction, levator ani 

muscle (LAM) injury, vesical neck downward movement, urethral length and mobility, 

which contributes to the de novo SUI in the severe anterior wall prolapse patients. 

Methods and Materials: 

Patients- 47 patients with severe anterior vaginal wall prolapse but without 
complaining of SUI were enrolled in this prospective study. Exclusion criteria 

included prior or concomitant anti-incontinence surgery. 

MR examination- Preoperatively static and dynamic MR examination of pelvic floor 
was performed with prolapse reduction. All subjects were asked to empty their 

bladders and rectums 1 hour before the examinations which resulted in suitable 

amount of filling bladder at the time of examinations. The static and dynamic MRI 

was performed using a 3.0T MR scanner (Magnetom Trio; Siemens Healthcare, Erlangen, 

Germany). Subjects were examined in the supine position with a 32-channel body 

matrix array c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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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egories as none, minor and major. The bilateral muscles were scored separately. 

Score of “0” if damage was invisible; “1” if less than half of muscle was lost, 

“2” if more than half of muscle was lost; and “3” if the origin of insertion 

part was disrupted. The bilateral muscles were categorized from 0 to 6: 0 no 

defect, 1-3 minor defect, and 4-6 major defect. Cases were considered major 

defect with a unilateral score of 3. 

Urethral sphincter dysfunction- The function of urethral sphincter muscle was 
evaluated by the shape of the urethrovesical junction during straining. The 

widening of the proximal urethra and funneling at the vesical neck was defined as 

the implication of urethral sphincter dysfunction.Vesical neck downward movement- 
The locations of vesical neck at rest and Valsalva were measured as its vertical 

distances to the pubococcygeal line (PCL), the movement was defined a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rest and Valsalva status. 

Urethral mobility- Standard assessment of urethral angle was quantified by 
measuring the angle from the vertical axis during rest on sagittal plane. 

Measuring the urethral angle during Valsalva, the tangent line was used when the 

urethra manifested as slightly rotation around the pubic symphysis and the 

connection from the internal to external orifice was used when obviously rotation 

of the urethra was revealed. The urethral mobility was defined a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rest and Valsalvastatus. 

Primary outcome- Primary outcome was de novo SUI at 1 year postoperative follow-up 
by an experienced gynecologist. Data on demographic variables, stage of anterior 

wall prolapse, surgical procedures for prolapse correction and postoperative 

evaluation were extracted from the medical record. 

Statistical Analysis- All data were analyzed using SPSS statistical package 
version 17.0. Independent-sample t-tests were used to compare the continuous 

variables such as vesical neck downward movement and urethral mobility between the 

post-operative continent group and post-operative de novo SUI group. Chi-square 

statistics from two-way contingency tables were used to compare the incidence rate 

of levator ani muscle injury and urethral sphincter dysfunction in the 

corresponding groups. 

Results: Of the 47 patients, 5 cases (10.6 %) demonstrated de novo SUI post-

operatively and were classified as post-operative de novo SUI group, the 42 cases 

demonstrated incontinent were classified as the post-operative continent group. 

Study population- The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including the mean age, BMI, 
parity, postmenopausal rate were similar in the post-operative de novo SUI group 

and the post-operative continent group. 

The levator ani muscle injury- De novo SUI patients were having more minor but 

not major LAM defects than continent patients, both in puborectal muscle (minor 

40.0% vs. 21.4%, major 60.0% vs. 50%; P=0.06) and iliococcygeal muscle (minor 

80.0% vs. 33.3%, major 20.0% vs. 19.0%; P=0.33). 

Urethral sphincter dysfunction- Urethral sphincter dysfunction and funneling 
change were present in all of de novo SUI patients whilst only 7.14% in continent 

patients. 

Vesical neck downward movement- The value of vesical neck downward movement 
measured in de novo SUI patients was obviously more than in continent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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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 without significant statistical difference (23.4±16.4 vs. 19.9±11.4, 

P=0.06). 

Urethral mobility- Urethral mobility was equally active in de novo SUI patients 
and continent patients (50.8±32.4 vs. 50.4±26.1, P=0.46). 

Conclusion: The urethral sphincter dysfunction and funneling can be treated as a 

practical indicator of de novo SUI preoperation for patients with severe anterior 

vaginal wall prolapse, especially when combined with more minor LAM injury and 

more active vesical neck downward movement. We suggest counseling such patients 

for concomitant pelvic floor rehabilitation and anti-incontinent surgery. 

  

   

 

 
PU-2816 

Evidence from fMRI reveals language impairment in 

Children with benign epilepsy with centrotemporal 

spikes (BECTS)  

 
Mo Tong,Zeng Hongwu 

Shenzhen Children's Hospital 518026 

 

Increasing evidences from the neuropsychological aspect show language deficit in 

Children with benign epilepsy with centrotemporal spikes (BECTS). Even fMRI study 

shows less lateralized to left hemisphere compared to healthy control. However 

there is no fMRI study to highlight the brain function difference between new 

onset drug naïve BECTS patients and those with medication. Therefore we conducted 

a language task fMRI study on three groups, new onset drug naïve group (NonD, n=11, 

age=9.6±1.6), medication group (Med,n=17,age=10.7±2.2) and healthy controls (HC, 

n=11, age=10.8±1.7 ). Mandarin school exams scores (most recent two times) were 

acquired. The fMRI result revealed that language-related activation regions were 

smaller and less strong NonD and Med, more prominent in Med group, as compared 

with HC. Average mandarin school exams scores of HC is 82.3±8, NonD is 84.8±7.8, 

Med is 78.2±13.5. Although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statistic difference among the 

group, it still showed great support for the fMRI result. Two sample t test showed 
that there is abnormal increased activation on the left front lobe and vermis of 

cerebellum in NonD group as compared to HC. Compared to NonD, in Med Group there 

are decreased activations in Language related regions (left precentral gyrus, left 

superior middle and inferior frontal gyrus) and in left visual cortex . Co 

Language function is keeping downwards compared to the HC, in Med group more 

diffused are decreased activations in Language related regions, bilateral visual 

region, bilateral default model network, left sensor-motor regions. There is 

Language impairment in kids with BECTS, which can be revealed by using language 

task fM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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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817 

The role of ADC values in the diagnosis of early 

cervical cancer: correlation study with pathology  

 
Hu Qiyun,Dong Yue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Cancer Hospita 110042 

 

( This paper have been accepted by RNSA in 2017,event ID is 17009885 )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the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ADC) value for different pathological types and 

classification of early cervical cancer.【Methods】 131 patients with early 

cervical cancer comfirmed by pathology and clinical data were included in this 

study.There were 100 cases of squamous cell carcinoma(SCC), 17 cases of 

adenocarcinoma(AC) and 14 cases of adenosquamous carcinoma (ASC). Among 100 

cases of SCC, there were 4 cases of poor differentiation, 87 cases of middle 

differentiation and 7 cases of well differentiation. All patients underwent 3.0T 

MRI routine scan and DWI examination. ADC values of the tumors were measured, and 

the mean (ADCmean), maximum (ADCmax) and minimum (ADCmin) values were calculated. The 

difference of ADC values of early cervical cancer with different pathological 

types and different degrees of differentiations was analyzed.【Results】ADCmin, 

ADCmean and ADCmax values of SCC were (619±0.011)×10
-3
mm

2
/s, (0.953±0.017)×10

-

3
mm

2
/s and (1.642±0.032)× 10

-3
mm

2
/s; The ADCmin, ADCmean and ADCmax values of AC 

were (0.798±0.058) ×10
-3
mm

2
/s, (1.129±0.055)×10

-3
mm

2
/s and (1.643±0.050)×10

-

3
mm

2
/s; The ADCmin, ADCmean and ADCmax values of ASC were (0.565±0.036)×10

-3
mm

2
/s; 

(0.944±0.063)×10
-3
mm

2
/s and (1.636±0.076)×10

-3
mm

2
/s. In early cervical cancer, 

the ADCmin and ADCmean of AC were higher than SCC（p=0.002，p=0.000）,and the 

ADCmin and ADCmean of AC were higher than ASC（p=0.003，p=0.003）. It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ADCmean and ADCmin value between SCC and ASC. In three 

pathological types of early cervical cancer, it was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of 

the ADCmax value. The ADCmean of poor differentiation,middle differentiation and 

well differentiation in SCC were （0.943±0.0425）×10
-3
mm

2
/s,（0.951±0.0191）×10

-

3
mm

2
/s and (1.093±0.0752）×10

-3
mm

2
/s,it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ADCmean among different pathological differentiation levels of early 

SCC.【Conclusion】 ADC values have a certain diagnostic value in the 

differentiation of pathological types of early cervical cancer, but the value in 

diagnosing the degrees of differentiation is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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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818 

Value of Virtual Monochromatic Spectral Images with 

Metal Artifact Reduction Algorithm in Dual-Energy 

Spectral CT-guided Microcoil Localization for 

Pulmonary Nodules 

 
Zhang Zhuolu,Liu Zhuo 

Peking University People's Hospital 100044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clinical value of virtual monochromatic spectral（VMS）images with 

metal artifact reduction algorithm（MAR）in dual-energy spectral CT（DESCT）-

guided localization for pulmonary nodules. 

Methods  

51 consecutive patients underwent DESCT after placement of microcoils before 

video-assisted thoracoscopy surgery (VATS). Optimal keV was defined as the level 

of which CT values of nodules were equivalent to those of 120kVp and with no 

serious metal artifacts. VMS images at optimal keV and at 50, 90, 110 and 140 keV 

with and without MAR algorithm were reconstructed. Image quality was assessed 

qualitatively by visual rating utilizing a three-point scale: 1=excellent, minimal 

artifacts; 2=good, mild artifacts; 3=poor, extensive artifacts. 

Results  

74±5.7keV was found to be the optimal level for VMS images to have similar CT 

value as the 120kVp images, and 74keV was selected to reconstruct the VMS and 

VMS+MAR image sets. The image quality scores of the VMS+MAR images at 74keV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ose of VMS images (1.35±0.59 vs. 2.11±0.87，P=0.005).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image quality score among the 

74keV VMS+MAR images and the images at higher energy levels. Inter-reader 

agreements of evaluation were high (K=0.78). 

Conclusion  

Virtual monochromatic spectral images at 74keV with metal artifact reduction 

algorithm (VMS+MAR) can reduce artifacts from microcoils and improve image quality. 

   

 

 
PU-2819 

High Resolution Black Bloo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in the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of Arachnoid 

Granulations 

 
Yang Xiaoxu,Yang Qi 

Xuanwu Hospital of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100053 

 

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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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value of high resolution black bloo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in the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of arachnoid granulations. 

Methods: Patients with arachnoid granulations confirmed by time of 

flight magnetic resonance venography (TOF-MRV) were prospectively enrolled. For 

each arachnoid granule, two experienced radiologists determined the maximum image 

slice for measurement on TOF-MRV and co-register this image to BB-MRI. The maximum 

diameter and cross-sectional area were measured on reconstructed TOF-MRV and BB-

MRI images blindly.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wo methods were compared. 

Results: A total of 25 patients were recruited and 26 arachnoid granules were 

found by TOF-MRV. BB-MRI detected all of these arachnoid granules. The maximal 

diameter of the arachnoid granules measured by TOF-MRV and BB-MRI was 7.1± 2.2mm 

and 7.2±2.1mm respectively, and the maximum cross-sectional area was 

25.3±8.8mm
2
 and 25.4±8.8mm

2
, respectively(P>0.05). The Bland-Altma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maximum diameter and the maximum cross-sectional area measurement 

were well consistent. 

Conclusion: TOF-MRV and BB-MRI can noninvasively depict arachnoid granule in the 

venous sinus, which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diagnosis and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disease.  

 

 

PU-2820 

Resting-state functional MRI study: component 

analysis of brain networks in DR patients 

 
Dai Hui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oochow University 215006 

 

Purpose: To explore the main components of brain network changes in diabetic 

retinopathy (DR) patients. Materials and Methods: 21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grades of DR and 21 age and sex matched healthy controls were enrolled from August 

2012 to September 2014. Subjects were scanned using 3T MR with blood-oxygen-level 

dependent (BOLD) and 3 dimension fast spoiled gradient echo (3D-FSPGR) sequences. 

MR data was analyzed via preprocessing and functional network construction. After 

a group comparison, components of brain networks with significant group 

differences were extracted and brain network-connection strengths among components 

were evaluated (Alphasim correction p<0.01). RESULTS: The components map of 

altered brain networks with quantified connection strengths were obtained in DR 

patients, demonstrating disconnections mainly in bilateral heschl’s gyrus, left 

cuneus, left occipital lobe, bilateral amygdala, left parahippocampal, bilateral 

fusiform and left superior parietal, in patients group than those in healthy 

controls (p<0.01, 12 network notes with mean count in random data 0.1190), while 

the compensations may occur in frontal-cingulum region, as well as among the right 

caudate, left thalamus, left inferior temporal lobe and middle orbital frontal 

lobe. CONCLUSION: Brain network connections, decreased in the brain areas of which 

in charging with cognition and visual function, suggests that DR patients m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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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e cognitive decline and visual function loss. However, there might be a frontal 

compensatory circle in patients with DR.   

 

 

PU-2821 

Value of high resolution magnetic resonance black 

blood imaging for evaluation of the stage of disease 

in intracranial venous and sinus thrombosis 

 
Yang Xiaoxu,Yang Qi 

Xuanwu Hospital of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100053 

 

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value of magnetic resonance black blood 

thrombus imaging (BTI)of the stage of disease in intracranial venous and sinus 

thrombosis(CVT). Methods: From June 2015 to October 2016,37 patients with CVT 

diagnosed with routine imaging examinations were enrolled prospectively,and they 

also underwent BTI examination. The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either a 

acute group (≤14 d,n =23)or a chronic group (>15 d,n =14) according to the time 

from the onset of symptoms to BTI:Signal to noise ratio(SNR) and contrast to noise 

ratio(CNR) difference between acute and chronic CVT groups were compared. The 

magnetic resonance venography (MRV)examination was used as a reference to 

calcultate the accuracy of BTI on per-segment level. Results (1)The thrombosis SNR 

and CNR in the acute group and chronic group were 206 ±97 and 94 ±41,201 ±96 

and 86 ±40,respectively.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wo groups (t 

=4. 9 and 5. 0 respectively;all P <0. 01). (2)In 37 patients with CVT,the thrombi 

in 159 cerebral veins and venous sinus segments were detected with MRV. BTI 

identified the thrombi accurately in 152 vascular segments,and the thrombi in 352 

vascular segments were eliminated. The diagnostic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were 

95. 6% (152 /159)and 98. 0% (352 /359)respectively.Conclusions Achieving direct 

angiography of cerebral venous thrombosis,BTI technique can accurately 

differentiate acute or chronic thrombus. It has higher accuracy. 

 

 

   

 

 
PU-2822 

胸部 CT 体检进行筛选早期肺癌的可行性及安全性的探讨 

 
荣音

1
,沈秀明

1,2
 

1.上海曙光医院宝山分院，宝山中西医结合医院 

2.上海健康医学院 

 

近年来，随着肺癌病人发病率的增高，胸片对早期肺癌尤其早期中心性肺癌的漏诊率比较高，

所以在计算机技术日渐发达的今天，使用低剂量螺旋 CT进行早期肺癌的筛选变得可行及也有

安全保障。据测算，常规胸部 CT剂量是常规胸片 X线的 100倍，乳腺片的 10倍。国际放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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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委员会认为，接受 X线照射剂量每增加 1msv,将增加 5/10万的恶性肿瘤发生率，因此，降

低医源性的辐射剂量，尤其是胸部 CT的辐射剂量势在必行。CT低剂量的研究已经引起了大家

的高度关注，有关 CT低剂量的研究报道也层出不穷，而减低剂量的方法也由单纯的改变扫描

参数转向多种技术及方法的联合应用，研究参与者也有单一的影像医师、技师进入到多学科、

跨专业的联合。在研究及临床应用时值得注意的是，CT低剂量研究不是绝对意义的追求低剂

量，而是平衡诊断目的、影像质量、辐射剂量三者关系的相对低剂量。在不断追逐低剂量的同

时，必须首先将诊断目的放在首位，同时兼顾影像质量才能相得益彰。 

 

   

 

 
PU-2823 

磁共振前列腺波谱扫描技术及其质量控制 

 
付丽媛,陈坚,陈建新,陈自谦 

福州总医院 350025 

 

目的：探讨磁共振前列腺波谱成像技术，分析影响前列腺波谱成像质量的因素，提出质量控制

措施，提高前列腺波谱检查的成功率和波谱成像质量。方法：回顾性分析 2009年 10月至

2015年 12月间 1255例前列腺 MRS患者资料，所有患者均有前列腺疾病临床症状，检查资料

齐全且经病理证实。MRS扫描采用多体素 3D化学位移成像技术。扫描结束后使用

Spectroscopy前列腺波谱专用后处理软件对 MRS进行规范化后处理，观察 MRS波谱质量，分

析、归纳及总结前列腺波谱检查失败及波谱成像质量不满足诊断要求的原因，提出提高检查成

功率及波谱成像质量的质量控制措施。结果：1255例患者中 1218例患者前列腺 MRS病人准备

充分，定位准确，参数设置合理，后处理过程规范，所得谱线基线平稳，化合物位置准确。37

例患者因多种原因导致 MRS失败或成像质量不满足诊断要求，具体为：因扫描床位模式不正确

导致检查失败 1例；因病人准备不充分，未能排尿、排便导致谱线基线不稳、波谱谱线形态差

9例；因匀场效果不好导致谱线基线不稳、谱线杂乱 26例；因后处理不规范导致良性疾病谱

线出现恶性疾病的代谢产物 1例。在总结失败的原因后并提出了前列腺波谱检查的质量控制措

施。结论：病人准备充分、定位规范准确、参数设置合理、匀场效果佳及规范的后处理是保证

前列腺 MRS扫描成功及结果可靠的关键，对于提高前列腺 MRS的质量有重要意义。  

 

 

PU-2824 

基于 ACR 标准的 MRI 图像均匀度及层厚的检测 

 
付丽媛,梁永刚,陈自谦,陈坚,林迪逵 

福州总医院 350025 

 

目的：采用 ACR模体对 Siemens Skyra 3.0 T与 GE Excite HD 1.5T 磁共振成像系统的图像均

匀度及层厚进行测量，阐述 MRI图像均匀度及层厚的测量方法。 

方法：使用 ACR磁共振性能模体对 2台磁共振成像系统的图像均匀及层厚进行检测，并根据相

应的测量计算方法得出检测结果。 

结果：3.0T MR和 1.5T MR 图像的均匀度分别为 96.0%和 92.7%，所侧层厚分别为 4.64mm 和

5.58mm，层厚偏差分别为 0.36mm和 0.58mm，所测指标均满足检测标准的要求。 

结论：通过对 MRI图像均匀度和层厚的检测，可保证图像质量与层厚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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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825 

全数字化乳腺 X 射线成像系统自动曝光控制可重复性及探测

器均匀性检测 

 
陈建新,付丽媛,梁永刚,陈坚,陈自谦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原：解放军九三医院）/东方医院 350025 

 

目的：本研究通过对 Siemens MAMMOMAT Novation DR自动曝光控制（AEC）可重复性及探测器

均匀性检测，探讨日常工作中全数字化乳腺 X线成像系统的 AEC可重复性及探测器均匀性检测

方法。 

方法：使用 M12乳腺 X线机性能测试模体模体对 AEC重复性及探测器均匀性进行测量。 

结果：AEC可重复性检测最大相对误差为 0.45%，异变系数为 0.41%。参考标准，最大相对误

差＜10%，异变系数＜5%，自动曝光控制重复性检测符合标准要求；探测器均匀性测量的最大

相对误差为 2.83%，参考标准最大相对误差＜7%，因此探测器均匀性检测通过。 

结论：通过对全数字化乳腺 X线成像系统的 AEC可重复性及探测器均匀性进行检测，可快速掌

握系统稳定性和有效性，有效保证设备始终处于良好的状态。  

 

 

PU-2826 

透视触发技术在颈动脉 3D-CE MRA 成像中的应用及其质量控

制 

 
付丽媛,陈建新,陈自谦 

福州总医院 350025 

 

目的：探讨透视触发技术在颈动脉 CE-MRA成像中的应用及其质量控制。 

方法：回顾性分析 70例颈动脉 3D-CE MRA患者影像资料，所有患者均采用透视触发技术行颈

动脉 3D-CE MRA，分析其成功率及影响其影像质量及成功率的因素。 

结果：70例患者均一次性成功完成颈动脉 CE-MRA检查，所得图像清晰地显示了颈动脉影像，

为诊断提供了可靠地影像学依据。 

结论：探讨透视触发技术在颈动脉 CE-MRA成像中应用简便易于掌握，在颈动脉 CE-MRA成像中

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PU-2827 

探讨 PACS 系统模式化多层次阅片方法的优势 

 
王艳菊 

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621000 

 

摘要：目的 探讨 PACS系统影像模式阅片方法，提高影像诊断率，减少漏诊率。方法 首先建

立模式化报告模板，由两名高年资业务骨干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7年 1月至 2017年 6月上腹部

增强 CT100例的影像进行模式化、多平面及薄层厚层的多层次阅片，并将结果与原阅片报告进

行对照分析。结果 与原阅片报告对照，模式化多层次阅片方法多发现肝脏结节病灶 25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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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双肾结节病灶 28个，多发现肾上腺结节 15个，多发现胆囊壁小结节 5个，多发现脾脏结

节 12个，多发现胃窦壁增厚 25个，多发现胃贲门增厚 7 个，多发现肠系膜上动脉压迫征 17

个，多发现腹部动脉 11个，多发现淋巴结增大 5个，矢状及冠状多发性脊柱病变 19个，多发

现心脏双肺病变 7个，共多发现 176个，其中薄层多发现 85灶，MPR多发现 23个，模式化报

告模板减少 2个病灶漏诊；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模式化系统阅片减少了漏看漏诊，薄层阅片

有利于微小病灶的显示，MPR 有利于椎体压缩等病变显示，总之，PACS系统模式化多层次阅片

方法提高影像诊断阳性率，降低漏诊率，提高影像诊断报告质量。 

   

 

 

PU-2828 

放射科登记质量控制 

 
秦菲,乐涛,黄燕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430071 

 

PACS系统广泛使用后，就诊流程发生改变，门诊（住院）医师在 PACS中输入检查患者的信

息，影像科登记员按输入信息所检查的项目、部位、按不同的时间段，分配到不同检查室上传

临床医师。临床医师按预约好的时间打印检查申请单给患者。患者按预约好的时间到影像科登

记室打印取诊断报告及胶片的条码，到不同的检查室检查，检查完毕后凭条码到自助取片机取

诊断报告及胶片。 

  

1.影像登记室人员要求：热爱本职工作，与 CT诊断医师、技师搞好分工、合作关系。CT登记

室人员要安心、热心和愿意努力投入搞好本职工作。掌握影像学相关知识和 CT室护理工作知

识，不断更新理念，努力学习，以适应新设备、新技术的发展需要。 

2. 影像登记管理：核对患者完整的就诊日志，内容包括：检查日期、编号、病人姓名、性

别、年龄、职业、地址、检查部位、诊断、初诊、复诊、送诊科别等。 

3.影像登记室的工作性质决定了登记室工作人员是患者的首诊检查参与人，在接诊中，对患者

及其家属提出的问题要耐心解释，倾听患者的需要和意见，分析患者的期望，重视患者的抱

怨，作好医患沟通，满足患者的合理要求。通过良好的接诊服务，赢得患者的信任，和谐医患

关系，减少医患纠纷的发生。 

4.检查前，要让患者或家属了解《患者检查须知》、《关于减少或避免 X射线损害的温馨提

示》、《收费标准》、《医务人员介绍》等，CT，MR机房注意事项等。工作人员按先后顺次

接诊，急诊危重及扫描不配合应用镇静剂药物患者要优先安排，让患者感到温馨，感受到人性

化服务。 

5.急诊危重病人，病情变化迅速，死亡率高，患者及其家属因极度恐惧心理失衡，检查前要详

细了解患者病情变化，观察细致，行动敏捷，准确有效的判断患者病情是否能够完成检查过

程，避免患者发生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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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829 

利用信息化手段提升放射科质控管理工作效率 

 
姚侃敏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医学院瑞金北院 201821 

 

目的：探讨 PACS/RIS在放射科质控管理工作的应用价值。方法：通过 PACS/RIS应用前后的比

较, 从放射科质控管理角度分析该系统的应用优势。结果：PACS/RIS的应用给放射科带来工

作流程的改善、服务质量的提高以及诊断、技术和管理水平的提升。结论：PACS/RIS的强大

功能，使其成为放射科质控管理，乃至整个科室管理的重要部分。  

 

 

PU-2830 

提高冠脉 CTA 成像优良率 

 
张莉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210008 

 

目的：探讨提高冠状动脉 CTA成像优良率的方法。方法：通过计划（plan）、实施（do）、确

认（check）、执行（action），即 PDCA循环，进行我科冠脉 CTA的质量控制，经过拟定活动

计划书、现状把握、目标设定、解析、对策拟定、对策实施与检讨、效果确认、标准化、检讨

与改进等步骤，通过应用头脑风暴、80/20原则，绘制甘特图、直方图、鱼骨图、查验表等，

回顾性分析我院 150例冠状动脉 CTA检查过程中各个环节的质量控制对检查结果的影响并加以

改进，验证改进效果。结果：患者、技师、医生、护士在冠脉 CTA成像优良率的提高中均有一

定影响，通过改善各个环节，可有效提高成像优良率。结论：冠状动脉 CTA质量控制是一项系

统性工程，准备、检查及诊断过程中的诸多细小环节都与提高其成像优良率相关。  

 

 

PU-2831 

上海市松江区区域影像联合体放射诊断同质化发展状况调查 

 
许凡勇,夏进东,王玥 

上海市松江区中心医院 201600 

 

目的 调查上海市松江区区域影像联合体成立 5年来放射诊断同质化发展状况，探讨如何进一

步提高放射诊断同质化水平。 方法 以问卷形式调查联合体内 15家社区医院医务人员、患者

及家属，收回 286份问卷。应用频数统计分析每个问题的选择结果，应用卡方检验分析不同人

群的选择差异。  结果 47.6%选择放射检查更加方便，58.4%选择区内重复性放射检查有减

少，41.7%选择放射检查费用有减少。49.3%选择社区放射医生业务水平有提高，不同人群的选

择无显著统计学意义； 47%选择社区医院与中心医院放射业务水平无差距，相比医务人员、非

医务人员更倾向于两者放射业务水平无差距；75.9%选择将社区放射业务学习纳入诊断中心管

理有利于社区放射业务提高。中学以下、非在业、非医务人员选择“不知道”比例更高。   

结论 松江区影像联合体在放射诊断同质化方面取得一定成绩，同时需要进一步提高放射诊断

同质化水平，将社区放射医生业务学习纳入诊断中心管理是方法之一。加大对低学历、非在

业、非医务人员的宣传，有利于提高百姓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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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832 

放射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_浙大一院模式介绍 

 
陈峰,张景峰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310003 

 

 

浙大一院放射科是国家首批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示范专业基地。自 2015年起，全面、正规的

贯彻、执行了国家放射学住培制度，并根据大纲和放射科住院医师特点，为每位住院医师量身

定制了个体化培训方案，提出了具有本专业特色的“三层九级”培训模式。该模式针对放射科

住院医师的培训目标、培训内容、培训计划、实施方案和考核评价等进行分层分级，强调以职

业素养、疾病诊治、人际沟通、团队合作和学习成长等核心能力为导向的岗位胜任力培养，为

将来的职业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对于在放射科轮转的超声、核医学及非放射专业的住培生，

也依据国家大纲，分别制定了有针对性的培训计划。根据近三年的住培工作探索与实践，提出

了“规范制度、分层教学、严格执行、同质管理”的住培工作基本思路与原则。根据上述内

容，撰写出版了相关参考书(“放射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模式探索与实践”，浙江大学出版

社，2017.4.)。本讲座将简要介绍浙大一院在上述放射科住培方面的工作。   

 

 

PU-2833 

试析全程护理在中重度碘对比剂外渗患者中的应用效果 

 
黎英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614000 

 

目的：分析全程护理在中重度碘对比剂外渗患者中的应用效果。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4

年 5月～2015年 8月行增强 CT后，出现的中重度碘对比剂外渗患者，采取及时高效的全程护

理方法。结果：经全程护理的有效实施后，取得了中重度外渗患者的高度理解和有效配合，并

且所有中重度外渗患者均未发生组织坏死，预后均良好。结论：全程护理在中重度渗漏患者护

理中效果显著，有效避免了潜在医疗纠纷的发生，同时大大提高了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

值得在临床工作中大力推广和运用。 

   

 

 

PU-2834 

我国医学影像学高等教育现状与展望 

 
张雪君 

天津医科大学 300203 

 

目的：通过调研、回顾与分析我国医学影像学本科高等教育开展以来，从办学规模、人才培养

模式等的巨大变化和遇到的问题，提出未来医学影像学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和规范不同专业发

展方向，规范教学过程，规范毕业后专业继续教育，规范实践教学等问题。 

方法：在医学影像诊断学高等教育开展的 33年，医学影像技术学高等教育开展的 10年后，利

用国家教育部的官方资料，通过分析招生本科学校数目、人数情况的变化；医学影像学专业人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4113 

 

才需求状况的调研；硕士、博士等高层次人才培养现状；进一步找出存在的问题及今后的发展

方向。 

结果：医学影像学专业本科教育在我国开展的 33年中，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医学影像学新技术

的迅猛发展，医学影像学专业自身也分化为了医学影像诊断学与医学影像技术两个方向。开设

此专业的学校也在不断增加，其中开设医学影像诊断专业的学校 76所、医学影像技术专业的

学校 94所。由于各学校办学规模、时间、办学层次、地区都存在差异很大，在教学过程中，

不论是本科还是硕士博士，都需要建立教育教学内涵建设的标准。针对我国医学影像学发展现

状，提出规范医学影像诊断学和医学影像技术学的不同人才培养定位。每一个方向，不同类型

的学校，要结合不同层次不同地区医疗卫生市场对医学影像学人才的需求，分为 3个不同层次

方向培养，尤其是医学影像技术专业。 

结论：医学影像学的高等教育办学历史很短，但发展速度很快，要通过不断地改革与创新，形

成一整套规范化的医学影像学专业人才培养体系。  

 

 

PU-2835 

影像科质量管理与质量控制 

 
关策,张晶 

海口市妇幼保健院 570203 

 

  随着医学影像技术迅速发展，医学影像诊断价值在临床医疗中越来越重要。如何管理与控制

图像及诊断质量和人性化服务，并保持稳定性、长期性、有效性等，是科室管理者需要思考的

问题 。 

1、影像诊断质量控制的实施 

1.1  基本情况及管理过程 

影像科人员有诊断医师、技师、护士。图像质量评定标准为双反馈形式，分为 7项指标及甲、

乙、丙、丁 4个等级，诊断报告质量分析评价方法采用百分制、  

0. 制订各级人员职责，建立建全各种规章制度，组建适宜的质量管理小组，强调科室领

导为质量管理小组的负责人： 

0. 从读片中发现影响像质及诊断的因素，运用质量控制与质量保证中的 PDCA循环解决问

题。 

1.2 以量化进行质量控制 

  通过对设备维护、环境控制、设备保养及影像技术量化、诊断报告规范化来提高影像质量及

诊断质量，设备的精度、运转稳定性、温度、湿度、净化等因素都会影响影像质量。因此对设

备操作及维护保养要进行量化控制 

 1.3以提高全员素质为核心，进行全面质量管理 

如何保持人技因素的长期性、稳定性、高质性是影像科质量管理与控制中的长期、艰巨的任

务。结合“ISO 管理体系”及 “医院管理年活动”的开展，对全体人员进行了系统业务培训

并充分发挥科室技术骨干的带头作用。 

2、质量管理控制效果分析 

我院开展影像科质量管理与控制以来，设备所涉及的问题基本得以解决，在人技因素方面我们

总结了 3项管理措施，⑴用制度来管理、约束各级人员，⑵用奖惩制度去激励人，⑶用情感去

凝聚人：科室管理者要多创造机会来加强科室的凝聚力，发挥调动科室人员的主观能动性与积

极性是各项管理工作中最重要因素,科室管理需要与时俱，只有认真处理好这些问题,科室管理

水平才能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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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836 

医学影像技师的继续教育培养模式探索 

 
彭朋,李敏,蒋涛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100020 

 

目的：通过对我科开展影像技师继续教育和科研能力培养模式的尝试、总结，发现对技师职业

成长、发展有帮助的培养方式。 

方法：理论、业务学习上，引入 PBL（problem-based learning）教学法，以实际临床病例介

绍开始，逐渐过渡到讲解疾病的影像学表现、检查方法的选择、检查体位和检查参数的优化

等。科研培训上，建立科室科研小组，并通过微信建立数个科研互助分组讨论群，由医师和技

师混搭组建，并依据每个技师关注点安排互助结对医师。每月组织两次科研小组交流，全科研

小组成员轮流以 ppt介绍一篇近期发表的自己科研方向的外文文献，鼓励英语发言。在文献搜

索、阅读及中出现问题以及文章书写、杂志选择、文章修改、课题申请、学术会议文章投稿等

各类科研学术活动中出现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微信互助群与和自己结对互助的医师探讨，解

决不了的可直接在群里求助。考核和奖励制度上，每年科室进行技师技能比赛，选出年度优秀

技师给予奖励。对于国内外各类学术会议投稿被接收的技师，科室安排参会并申请院基金支

持。对在国内核心期刊或 SCI杂志上发表论文的技师给予奖励并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优先竞聘

职称。 

结果：对于继续教育模式探索效果的评价和总结。首先对于理论、业务培训的效果，我们从全

科技师中随机抽取 30人进行了问卷调查，对培训形式、效果等进行打分，并与继续教育培训

模式探索前的教育方式进行比较。技师在 PBL培训发下学习兴趣、课堂活跃度、对教学内容的

理解、对日常工作的帮助等均明显优于传统教学模式。另外随机选择初级、中级、高级职称医

师各 4名，盲法对理论、业务培训前后技师拍摄的 X线、CT和 MR片各 3组质量进行评分，X

线和 CT质量无明显改变，但 MR质量明显提升。科研小组开展工作以来，技师组发表论文数

量、国内外会议中稿数亦明显上升。 

结论：合理有效的继续教育模式有助于影像技师适应现代医疗体系的需求，全面发展。 

  

   

 

 

PU-2837 

《美国放射科住院医师肌骨放射学课程》对我国放射科住院

医师培训内容的借鉴意义 

 
彭娴婧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410008 

 

 

目的 通过翻译《美国放射科住院医肌骨放射学课程》，比较其与我国《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内容与标准》中《放射科培训细则》肌骨专业对住院医师要求的差异，找出该课程对我国放射

科住院医师培训内容的可供借鉴之处，以期对目前我国正在推行中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诸

多培训要求与考核制度的制定及修改有所启示。 

方法 系统翻译美国骨放射学会住院医师和专科医师教育委员会于 2005-2007年修订的《美国

放射科住院医师肌骨放射学课程》全文及附录，从六大核心能力要求、所需掌握疾病目录及内

容、课程设计思想三个方面对其进行分析，并与我国卫生计生委科教司于 2013年颁布的《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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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内容与标准（试行）》中《放射科培训细则》肌骨专业的内容逐一进行比

对。 

结果 《美国放射科住院医师肌骨放射学课程》详细描述了住院医师肌骨放射专业每一轮轮转

的要求与目标，根据六大核心能力的内容对知识性与技术性目标做出划分，对医学知识以外的

能力如人际交流技能有详细要求；强调如解剖及生理包括发育异常等基础内容的掌握，对要求

掌握的大部分疾病列出详细清单，进行分级；对要求掌握的疾病注重要求全面化与细节化；对

某类疾病的分析方法有具体要求；对部分十分罕见病也要求掌握。而我国试行的培养细则要求

掌握的疾病种类过少，要求过于粗放简单，培训内容与考核要求无法准确匹配，学员很难根据

培训细则进行全面的学习与细致的准备考试。 

结论 《美国放射科住院医师肌骨放射学课程》对我国住院医师培养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国

应尽快设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细目化的放射科住院医师书面课程，作为实现住院医师培养同质化

的重要举措，为全国所有放射科住院医师规培项目的肌骨放射学课程搭建框架。同时随着国家

专科医师培训体系的推开，书面课程还应为放射诊断住院医师与亚专业专科医师在培训时间、

内容、要求等方面的衔接提供指导。  

 

 
PU-2838 

对非影像专业住院医师在放射科住培基 

地培训管理的实践与探索 

 
李思睿,徐丽莹,俞敏华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430071 

 

目的：每年在放射科住培基地进行培训学习的其他非影像专业住院医师不在少数，由于这部分

学员轮转时间较短且不固定，学员水平参差不齐，影像基础知识薄弱，本院放射科基地为了加

强对这部分学员的管理、保证培训效果，进行了一些新方法的探索，初见成效，在本文中进行

总结和思考。 

方法：2016年-2017年于我院放射科住培基地轮转的非影像学专业学员共 159人，轮转时间

1-3个月不等，有单位人、四证合一研究生、行业人不同类型。从 2016年 12月其开始实行如

下制度管理：1、要求每位学员根据轮转时间长短完成不同病例数的影像病例学习，印制《影

像科报告记录本》，要求学员在 PACS系统上查找各系统正常影像及常见病的典型病例进行学

习以及报告的书写，并达到所规定的病种和病例数。2、要求每位学员在出科之前在带教老师

的指导下选择一个典型病例并制作幻灯，进行一次病例讨论汇报演讲。3、要求每位学员关注

影像科微信公众号，并把经过讨论的典型病例幻灯定期推送至公众号。 

结果：经过上述几个措施，我们发现，对比新管理措施实行之前，对学员学习体验和满意度调

查问卷评估的结果以及学员出科考试理论和技能考核的分数均有所提升。 

结论：通过以上培训管理的新措施，学员的影像专业基础知识、影像学病例分析能力以及学习

能动性在短期培训过程中均得到明显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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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839 

思维导图结合 PBL 教学法在医学影像见习教学中的研究 

 
苏丽平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永川医院 402160 

 

目的探讨思维导图结合 PBL 教学方法在医学影像教学见习中的应用及效果，方法 300名临床医

学本科实习生随机分为实验组（思维导图结合 PBL）和对照组（实施单纯 PBL教学），评价其

教学教学效果和学生对思维导图教学方法反应状况的调查和评价。两组 Ian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实验组学生对思维导图结合 PBL教学模式的评价具有统计学差异（P<0.0 04），不同职称

对教学效果的评价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思维导图结合 PBL教学方法在医学影像教学

效果显著，提高了教与学的质量。 

   

 

PU-2840 

影像亚专业管理者执行力的绩效考核与激励 

 
徐霖,陈文,陈平有 

十堰市太和医院 442000 

 

目的：探讨由技术专业转变为以系统划分的综合性管理后医学影像学科亚专业管理人员业务管

理执行力的绩效考核方法及其考核结果的激励性应用。 

材料与方法：在统一管理的医学影像中设置神经、头颈五官、胸部、腹部、骨关节、儿科、介

入放射等影像亚专业实施业务分类集中管理，将各个亚专业管理者的各种业务和行政管理工作

设置为不同的绩点进行考核，内容包括疑难危重交班病例的提供、科室内业务讨论的有效发言

和正确率、科间及院内会诊的出勤率和正确率、对下级医生书写报告的专业技术修改和标注、

二线业务报告审核数量和我效率、参与院科两级业务讲座、开展院际学术交流、学术论文撰写

和科研项目立项与完成、亚专业病例追踪及回顾性分析等内容，由科室考核小组按月度将个人

综合绩点累加计算，并在亚专业主任和管理干部中进行横向对比，考核数据与当月、当季及年

度绩效考核及管理津贴挂钩。亚专业主任在完成平均绩点的基础上有权确定各自亚专业的相关

的影像检查程序设计和调整、决定外出培训学习人员和主题、相关岗位一二线人员的调整、相

关设备设施的论证采购、对科室人员晋升晋级的考核投票权等事宜。 

结果：亚专业管理实施四年，实施亚专业主任绩点考核考核后，利用业务和经济双重手段加强

了日常管理的细节和连贯性，，主动、圆满、按计划完成各项任务已经成为全科管理干部的共

识，疑难病例回顾性读片成为惯例、病例会诊的分析深度和严密性得到保障，检查诊断水平得

到规范化执行和提高，日常工作效率显著提。整个科室的绩效考核和分配执行平稳有序，有力

的促进了按劳分配、按绩效兑现的分配原则。 

结论：医学影像学科综合性业务管理必须进行按系统为主线的亚专业与管理。而亚专业管理的

推行重在落实基础培训和责权利的有效合理应用。利用效益分配体制下的绩点计算方法，可以

客观准确的评价管理者的具体行为和成绩，有利于综合性管理体制下的亚专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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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841 

第三方托管医疗设备的影响分析 

 
彭海腾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00092 

 

目的背景：这两年第三方医疗维修行业得以快速发展是源于一个政策的支持，这就是在 2015

年 9月 29日审议通过的，2016年 2月 1日正式实施的 18号令，即《医疗器械使用质量监督

管理办法》 

现状：如果说《办法》作为一种外因，从 2015年 9月正式颁布以来其对一线城市的三甲医院

来说影响并不是很大。即便是规模较大的第三方也仅仅是做些中小医院的整体托管服务。而正

真有影响的是今年要全面实施的药品零加成的政策这个内因。怎么办？--医疗设备整体外包。 

问题：这其中最大的问题是第三方是不是有能力支撑我们正常的医疗服务，你的技术支持和零

备件支持是不是到位？维修服务是不是及时？ 

结论：第三方整体托管是大势所趋，是医院降本增效的有效方法。 

   

 

 
PU-2842 

浅谈实习生的规范培训 

 
崔晓东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200065 

 

 

目的：以规范的方法使实习生尽快掌握影像科的各种机器，以便于能毕业后就能在工作中独当一面。 

方法：进院实习的学生都未接触过实际操作，即使有也是学校的模拟操作，于实际工作有着天壤之别。所

以首先要进行上岗培训。即岗前安全教育。包括机器规范操作，规范接待病人，规范的对病人进行检查

等。 

实习生要安排全影像科的各组轮转，使他们有理论和实践结合的体验。笔者觉得在实习开始首要任务就是

对于的病人的隐私保护的教育以及如何规范接待病人。在各组轮转前就要告知各组机器的开关机的方法，

和安全使用方法。其次每个带教老师都要认真的带教每个实习生，不仅要告诉他们所以然，更要告诉他们

之所以然。技术组还要定期对实习生上课，把 MR CT 数字摄像的实践中的运用告诉实习生。告知同学理论

与实践之间的差距，以便于实习生能更好的掌握知识。最后在各组实习结束后还应进行考核，以便知道每

个实习生掌握情况。可以根据每个人掌握的情况以便后续重点带教。 

结果：通过系统的规范的带教，可以让实习生尽快的，有目的的掌握影像科的全部技术。 

结论：通过系统的规范的带教，使得实习生在毕业后可以很快的走上工作岗位，同时自己科室建立系统的

规范带教的制度也是对带教老师的一种制约。同时也是作为一个带教基地应该做的一件事，也是一种传

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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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843 

X 光摄影重照与放射技师相关因素之探讨 

 
曹健 

江苏省中医院 210029 

 

目的 目前 90%的辐射剂量来自医疗辐射，而放射医学影像的重照将增加受检者接受辐射剂量

的风险，也是对于医疗资源的浪费。无论设备多么先进，主要的决定因素依然是使用设备的

“人”。只有深入了解放射工作人员的需求及不足，才能够确实提高放射工作人员的专业素

质，进而减少或消除这些导致影像重照的关键因素。本研究通过分析 X光摄影重照类型与放射

工作人员各项特质对于重照之影响因素。 

方法 统计医院数字影像系统数据库之 X光影像数据。病人检查前需将操作技师输入系统，检

查完成后系统会记录拍摄过程中是否发生重照现象，重照类型：剂量不当、受检者移动、摆位

姿势不正、异物存在及机器因素。最后结合放射工作人员之个人基本资料，包括性别、年龄、

就业年资、学历、婚姻状态等变项数据进行分析。进行影像重照类型的集中趋势及相关性分

析。推论性统计分析以 T检定、Chi-Square分析、等统计方法，探讨放射技师特质与影像重

照之影响因素的关联。 

结果 共收集 102,325件之 X光影像案例，在排除不完整之数据案例后，共有 98,503件，合格

影像数为 93691件，重照数为 4812件，整体重照率为 4.88%。在五大因素中摆位不正(56.2%)

是重照主要类型。以工作人员各项特质差异来分析可得到以下结果：(1)男性工作人员之整体

重照率(5.68%)高于女性工作人员(3.64%)。其主要重照因素两者差异为异物导致(占五项因素

中比例 23.1%)；(2)年龄层之工作人员中差异，20-30岁因异物导致重照之比率为最高(占五项

因性中比例 21.6% )；(3)本科学历大于大专学历主要差异因素为摆位不正(占五项因素中

62.21%)；(4) 未婚工作人员的重照案例中，因异物而重照之与受检者移动比例高于已婚工作

人员(占五项因素中 21.59%)。 

讨论 本研究探讨放射科普通 X光摄影的重照与放射技师特质两者之间的相关因素。经研究过

验证后可发现：重照与技师特质有显著相关。  

 

 

 
PU-2844 

价值流程图技术用于复杂诊疗流程的设计和优化管理研究 

 
倪建明,陶晶晶,张追阳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第二医院） 214002 

 

 

目的 探讨丰田精益生产的价值流程图技术应用于综合性医院多学科协作诊疗活动的流程设计

和优化管理的可行性。方法 以需胸外科、影像科、手术室连续协作的肺小结节术前 CT引导导

丝定位辅助胸腔镜切除术为例，利用价值流程图技术进行流程设计。并将丰田精益生产模式下

的七种浪费概念迁移到该流程中，寻找和消除流程中存在的浪费和安全隐患。2014年 6月～

12月期间进行了 20例术前定位辅助胸腔镜肺结节切除手术和同期进行的 16例常规胸腔镜肺

结节切除手术作为对照，比较两组 VAST手术时间、切除的结节大小、平均住院时间和住院总

费用。结果 建立了一个紧密结合的标准的手术流程图，描述了一名胸外科准备行 VAST切除的

肺小结节患者的整个活动图，这种可视化的工具有效的帮助了非管理的医疗专业技术人员更好

的理解并有效组织复杂协作流程。CT引导下结节定位操作的平均时间为 25分钟（范围：14-

43分钟），术前定位显著缩短 VAST手术时间（ 120.3±53.28 分钟（范围：60-26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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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丝定位后缩短为 62.38±19.26 分钟（范围：35-92分钟）），使以往不能切除的更小结节

转变为可切除（常规 VATS切除肺结节的为平均直径（2.19±0.90） cm，定位后未 

（0.98±0.37）cm，p=0.003），也降低了总住院费用。结论 价值流程图能够应用于复杂的医

疗流程设计和优化，尤其是需要多学科合作的时候，也为质量控制管理及持续改进提供了一个

可视化的、通用的语言。   

 

 
PU-2845 

宝石能谱 CT 在肺部良恶性肿瘤鉴别诊断中的应用研究 

 
王玉璜 

江苏省肿瘤医院 210009 

 

目的：探讨宝石能谱 CT在肺部良恶性肿瘤诊断及鉴别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5 年 1月—3月接受胸部宝石 CT能谱扫描检查（GSI）的 36例肺部

病灶的病例资料。男 24例、女 12例，年龄：28—72岁，中位年龄：56岁。所有病灶经手

术、穿刺活组织检查后病理证实。所有检查均在 GE公司宝石能谱 CT

（Discovery CT750 HD ）上进行，扫描完成后将单能量图像载入宝石能谱成像 AW4.62专

业工作站的 GSI Viewer软件上，对肺部病灶的能谱曲线图及碘基图像碘含量和水基图像水含

量进行分析。 

  结果：肺鳞状细胞癌、肺腺癌、错构瘤、炎性假瘤碘含量分别为(11.53±2.16)mg／ml、

(12.21±3.02)mg／ml、(10.72±3.43)mg／ml、(21.67±6.28)mg／ml。肺腺癌及肺鳞状细胞

癌的碘含量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ρ>0.05)，其他不同病灶的碘含量之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均ρ<0.05)。肺鳞状细胞癌、肺腺癌、错构瘤、炎性假瘤的水含量分别为

(1018.25±7.64)mg／ml、(1032.13±4.76)mg／ml、(1010.37±4.27)mg／ml、

(1048.81±6.06)mg／ml，肺部不同病灶的水含量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ρ>0.05)。 

  结论：宝石能谱 CT的能谱扫描检查成像（GSI）通过应用碘含量测定，对鉴别不同来源的

肺部病灶有较大意义，可以提高肺部病灶良恶性鉴别诊断的敏感性及特异性。 

   

 

 

PU-2846 

分析滤线栅曝光系数 B 值在 DR 检查中的应用价值 

 
孙远健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200065 

 

目的：分析滤线栅曝光系数 B值在 DR检查中的应用价值，通过使用不同 B值来计算管电流

量，从而制定相应的曝光参数，使得不同滤线栅之间通过曝光系数设定的曝光参数拍的得到的

图像质量最佳，滤线栅的作用发挥到最大化； 

方法：用五张 B值分别为 2.9、3.05、4.5、5.0、5.5的滤线栅做基本材料，采用水模作为被

曝光者，以胸部摄影为基本条件，将水模至于球管的正下方。第一步，先对五组滤线栅用原先

设定好的基本曝光参数进行分别曝光，曝光时候分别记录当时的管电流量 mAs,得到的五组图

像分别标记为 1、2、3、4、5,；第二步，用其中一个滤线栅的管电流量 Q1，曝光系数 B1作为

基础值，来计算第二组的管电流量 Q2*，以此类推，分别计算之后的 Q3*、Q4*、Q5*,并且用之

后的测量值制定曝光条件，进行再次曝光，得到的图像分别标记为 A、B、C、D、E；第三步，

将两组图像进行对比分析图像质量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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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在相同管电压下，不同曝光系数 B值所得出的管电流量 Q制定的参数对滤线栅进行曝光

得到的图像质量表现不一，相比原来固定的曝光参数，之后根据曝光系数 B设置的参数拍摄得

到的图像质量较好，并且 B值越大，图像质量越好，周围图像噪点越少； 

结论：由于使用滤线栅的目的是除去原发射线之外的其他射线，并且使得图像质量达到最佳，

而此次根据曝光系数设定的曝光条件显然可以满足，并且使得技术操作者在设定曝光参数值时

不必盲目性，而且可以有根据性的改变管电流量范围，达到数值不多不少。然而实验过程的局

限性在于使用滤线栅的数量较少，需要对其进行曝光多次取其平均值，如若滤线栅不同种类、

大数量的进行曝光，该项实验的数据应更具有代表性。 

   

 

 
PU-2847 

Dose reduction and image quality in abdominal CT: a 

comparison during prospective adaptive statistical 

iterative reconstruction-V 0-60% 

 
wei jin,Xue Yunjin 

Fujian Medical University Union Hospital 350001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dose reduction and image quality with the application 

of prospective adaptive statistical iterative reconstruction-V (ASiR-V) in the 

abdominal CT scan on GE Revolution CT. 

Methods: Totally 210 patients in our hospital underwent abdominal contrast-

enhanced CT scan on GE Revolution CT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seven groups using 

prospective ASiR-V technique (0%, 10%,20%,30%, 40%,50%, 60%). All the scans were 

used the same parameters as tube voltage of 120kV, automatic mA modulation of 10-

500mA and noise index (NI) of 10. To measure the SD value of right erector spinae. 

CT dose index volumes (CTDI vol), dose length product (DLP) were recorded from 

dose report, and effective dose (ED) was calculated. The image quality was 

evaluated by two experienced abdominal radiologists blindly and independently with 

a five-point scale (1 for poor and 5 for excellent). CTDI vol, ED, average image 

noise and average image score were compared with ANOVA. 

Results: There was statistical difference of CTDI vol and ED between each group. 

Images of the 60% ASiR-V yielded relatively lowest objective image noise 

(SD=7.63±0.68, P=0.02<0.05), significantly lowest CTDI (3.72±1.23mGy, 

P=0.00<0.05) and ED(2.79±0.92mSv, P=0.00<0.05), compared with other groups. 

However, the subjective image quality of the 60% ASiR-V scores was poorest 

(2.28±0.57, P=0.000<0.05) and could not meet the diagnostic requirement while 

images of other six groups(0%,10%, 20%,30%, 40%,50%ASiR-V) were qualified to make 

the diagnosis. Although this image score of 50% ASiR-V could be used to make the 

diagnosis, the score is relatively lower than other groups before 

50%(3.37±0.46,P=0.01<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ly difference in image noise 

and subjective image quality between 0%, 10%,20%,30%, 40% ASiR-V(P=0.57>0.05 and 

P=0.33>0.05). 

Conclusion: Images of prospective 60% ASiR-V provided the lowest SD values, CTDI 

vol and ED in all the groups, but the poorest image quality and could not mee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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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gnostic requirement. Images obtained from 40% ASiR-V had the similar objective 

image noise and subjective image quality with 0%,10%,20%,30%,40% ASiR-V, produced 

lower radiation dose. 40% ASiR could be recommended on the abdominal CT scan.  

 

 
PU-2848 

Initial study of dose reduction and image quality in 

abdominal CT: a comparison between prospective and 

post adaptive statistical iterative reconstruction-V 

technique 

 
wei jin,Xue Yunjing 

Fujian Medical University Union Hospital 350001 

 

Objective: The purpose of this initial research is to evaluate the dose reduction 

and image quality with the application of prospective and post adaptive 

statistical iterative reconstruction-V (ASiR-V) in the abdominal CT scan on GE 

Revolution CT. 

Methods: Totally 36 patients in our hospital underwent abdominal contrast-enhanced 

CT scan on GE Revolution CT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with the use 

of prospective ASiR-V technique (40%,50%, 60%). Post ASiR-V was used in each group 

at 10% interval after the scan(50%-100% in 40% group, 60%-100% in 50% group and 

70%-100% in 60% group). All the scans were performed helical 8mm mode, and were 

used the same parameters as tube voltage of 120kV, automatic mA modulation of 10-

500mA and noise index (NI) of 10. To measure the SD value of right erector spinae. 

CT dose index volumes (CTDI vol), dose length product (DLP) were recorded from 

dose report, and effective dose (ED) was calculated. The image quality was 

evaluated by two experienced abdominal radiologists blindly and independently with 

a five-point scale (1 for poor and 5 for excellent). Average image noise and 

average image score were compared with ANOVA in each group and the optimal post 

ASiR-V was selected. CTDI vol, ED, image noise and image score of the three 

optimal post ASiR-V were also compared with ANOVA among the prospective ASiR-V 

groups. 

Results: The optimal post ASiR-V were 60% in 40% group, 60% in 50% group and 70% 

in 60% group. There was statistical difference of CTDI vol ,ED and image score 

between three different optimal post ASiR-Vs. Images of the prospective 40% ASiR-V 

with post 60% ASiR-V yielded highest CTDI (9.21±1.46mGy, P=0.00<0.05) , 

ED(7.42±1.26mSv, P=0.00<0.05) and image score (4.27±0.67,P=0.01<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in the objective image noise between the three optimal 

groups(SD=7.57±0.71, 7.66±0.58 and 7.51±0.75, P=0.68>0.05). The subjective 

image quality of prospective 60% ASiR-V with post 70% ASiR-V was poorest 

(2.28±0.57, P=0.000<0.05) and could not meet the diagnostic requirement, while 

images of other two optimal groups were qualified to make the diagnosis(4.27±0.67 

and 3.37±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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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 The optimal post ASiR-V were 60% in 40% group, 60% in 50% group and 

70% in 60% group. Images of prospective 40% ASiR-V with post 60% ASiR-V provided 

the highest CTDI vol ,ED and image score in all three optimal groups, while the SD 

value were similar. Images obtained from prospective 60% ASiR-V with post 70% 

ASiR-V had the poorest subjective image quality and could not meet the diagnostic 

requirement, while the other two optimal groups were qualified. Prospective 40% 

ASiR-V with post 60% ASiR-V could be recommended on the abdominal CT scan.  

 

 
PU-2849 

多层螺旋 CT 下肢动脉血管成像技术的应用 

 
冉雄,李康 

重庆市人民医院 400013 

 

目的：探讨多层螺旋 CT（MSCT）在下肢动脉血管狭窄闭塞性疾病中的应用。方法：应用 MSCT

对本院临床 20例怀疑下肢血管疾病的患者进行扫描,并通过 3D血管成像（3D-CTA）技术显示

下肢血管。结果：20例患者下肢血管疾病多层螺旋 CT血管成像检查中,共发现 61个动脉节段

不同程度的狭窄甚至闭塞。其中诊断为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 15例,包括髂动脉型 2例,股腘动

脉型 2例,小腿动脉型 4例,广泛型 7例。5例为血栓闭塞性脉管炎,其中髂总动脉 3例、髂外

动脉 2例。3例同时接受下肢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SA）及 MSCTA检查。结论：下肢动脉 CT血

管成像能准确直观地显示下肢动脉血管的立体解剖特点，为下肢血管性疾病的诊断与治疗提供

重要依据，是下肢血管病变较为优化的检查方法。 

   

 

 

PU-2850 

Small Field-OF-View Surface Coil Combined with BLADE 

Sequences in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of talar 

osteochondral lesions 

 
sun yan,Liu Kefu 

Suzhou Municipal Hospital 215000 

 

ABSTRACTObjective: To compare the accuracy rate of proton-density fat-saturation 

BLADE (proprietary name forperiodically rotated overlapping parallel lines with 

enhanced reconstruction in magnetic resonance systemsfrom Siemens Healthcare) 

sequences from a small field of view (FOV) surface coil and proton-density 

fatsaturation sequences without BLADE in a routine FOV using a boot-shaped coil on 

the magnetic resonanceimaging (MRI) of osteochondral lesions of the talar dome 

(OLT).Materials and methods: Fifty-seven patients (57 lesions) with osteochondral 

lesions in their talar dome whohad been scanned for the purpose of ankle 

examination and who had results from arthroscopy participated inthis study. All 

patients were scanned by two different methods: (a) a coronal proton-density fat-

saturatedsequence with BLADE using a small FOV surface coil and (b) a coronal 

proton-density fat-saturatedsequence (without BLADE) using a routine FOV boot c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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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is study, the arthroscopic results wereregarded as the gold standard for 

assessing OLTs and were used to directly compare the ability of the twodifferent 

scanning methods to produce accurate findings with regard to MR imaging of 

OLTs.Results: Of the 57 lesions, 48 lesions had the same grade with the small FOV 

BLADE sequence MRI andarthroscopy (84.21%), while 37 lesions had the same grade on 

routine FOV MRI and arthroscopy (64.91%).For MR grade 1 osteochondral lesions, 

compared with the routine FOV sequence (42.86%), the accuracy ofthe small FOV 

BLADE sequence MRI was the most obviously improved (85.71%), but no 

significantdifference was found between the two methods (P>0.05). In MR grades 2A, 

2B, and 3, compared with thosefor the routine FOV sequence (75.00%, 61.90%, and 

61.54%), the accuracies for the small FOV BLADEsequence MRI (83.33%, 85.71%, and 

76.92%) were improved to various degrees, and there was a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Conclusions: Small FOV Surface Coil with BLADE sequence 

grading of osteochondral lesions in the talusdemonstrated a promising accuracy 

rate compared with arthroscopic diagnosis.   

 

 
PU-2851 

冠状动脉 CTA 扫描中采用智能期相技术与手动选取最佳期相

一致性研究 

 
钟朝辉,陈疆红,原媛 

北京友谊医院 100050 

 

目的 初步评价在冠状动脉 CTA扫描中采用智能期相技术（smart phase）自动选取最佳期相与

手动选取最佳期相的一致性。 

方法 对 100例疑诊冠心病患者行冠状动脉 CTA，检查时开启智能期相技术，自动获取一组最

佳期相轴位图像，同时手动选取一组最佳期相轴位图像，比较两组期相选择的一致性（期相差

≤±2%为一致，期相差＞±2%为不一致）。记录患者体重指数(BMI)、心率、CT值(HU)、客观

噪声（SD）、辐射剂量（DLP）。经冠状动脉追踪冻结技术( snapshot freeze，SSF)处理后对

最佳期相图像进行三维后处理及主观评分。 

结果  83例智能期相技术自动选择的最佳期相与手动选取的最佳重建期相完全符合，两者一

致率达 83%（83/100），且重建图像质量好。17例期相差超过± 2%，其中 8例重建后图像评

分差异较小，图像主观评分无统计学差异（P=0.149），且均能满足诊断要求；9例智能选择

的期相图像经重建后至少有一支血管的图像主观评分不能达到诊断要求，但经手动选取的期相

重建图像达到诊断要求，其智能与手动选择期相后重建图像主观评分存在统计学差异（P＜
0.001）。上述 9例患者中，3例高心率，2例房颤，4例早搏。观察者两者主观评分一致性中

等（K = 0．67）。 

结论 采用智能期相技术自动选择最佳期相与手动选取最佳期相具有较好的一致性， 配合冠状

动脉追踪冻结技术，可有效简化重建流程，提高工作效率，同时获得较高质量的冠脉 CTA 重建

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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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852 

管电压对胸部 CT 图像质量及辐射剂量的影响 

 
袁颖,卢东生,钟朝辉 

北京友谊医院 100050 

 

 

目的 探讨应用自动管电流调节技术(ATCM)行胸部 CT扫描时，管电压的变化对图像质量及辐射

剂量的影响。方法 应用 GE Optima CT680 CT机采用自动管电流调节技术对肺野内含 9个直径

为 5~12mm磨玻璃密度结节(GGN)胸部仿真模体行 CT扫描。共进行 3组扫描，其中 A组管电压

为 80kVp，B组管电压为 100kVp，C组管电压为 120kVp。各组分别预设 5个噪声指数(NI)级别

(10、15、20、25及 30)扫描体模，共得到 15组图像。记录每组图像的容积 CT剂量指数

(CTDIvol)和剂量长度乘积(DLP)。测量并比较图像的客观噪声(SD)，由两名有经验的放射科医

生采用双盲法对 GGN进行主观评分，应用 Kappa检验评价观察者间的一致性。结果 除 NI为

10以外，在其他相同噪声指数时，图像客观噪声无统计学差异(P>0.05).NI在 15、20、25和

30时， A组与 C组比较剂量长度乘积(DLP)分别升高(21.96mGy-cm，16.25 mGy-cm，9.18mGy-

cm，6.37mGy-cm)。B组与 C组比较剂量长度乘积(DLP)分别升高(14.05mGy-cm，8.50 mGy-

cm，5.17 mGy-cm，3.65 mGy-cm)。相同预设 NI不同管电压下对 GGN主观评分无明显统计学差

异(P>0.05)，且两名观察者间的一致性中等或良好(k>0.4)。结论 应用 ATCM技术，相同预设

NI下管电压的变化对图像质量不会产生明显影响。患者的辐射剂量随着扫描管电压的增高而

降低。 

   

 

 
PU-2853 

胸部低剂量 CT 应用大螺距及高机架转速行 

扫描对图像质量的影响 

 
袁颖,钟朝辉 

北京友谊医院 100050 

 

目的 探讨在胸部低剂量 CT 扫描时应用大螺距及高机架转速降低扫描，对图像质量的影响。方

法 应用 GE Optima CT680 CT 机对胸部仿真体模进行四组扫描。其中 A组螺距比 0.984:1 机架

旋转时间 1.0s、 B组螺距比 1.531:1机架旋转时间 1.0s、C组螺距比 0.984:1机架旋转时间

0.4s、D组螺距比 1.531:1 机架旋转时间 0.4s。将获取的图像利用 0.625mm层厚的图像进行多

平面重建 (MPR)层厚 5mm，记录每组图像的扫描时间，容积 CT剂量指数（CTDIvol）和剂量长

度乘积（DLP）。测量并比较轴位 5mm层厚图像的客观噪声。由两名有经验的放射科医生采用

双盲法对 5mm层厚轴位图像和多平面重建 (MPR)图像的 GGN进行主观评分。结果 四组图像，

客观噪声及 X线剂量基本一致。扫描时间明显缩短，分别为 9.29s、6.39s、3.42s、2.56s。

各组 5mm层厚轴位图像在对 GGN主观评分无明显统计学差异（P>0.05），且两名观察者间的一

致性中等或良好（k>0.4）。多平面重建图像在对 GGN主观评分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

且两名观察者间的一致性中等或良好（k>0.4）。结论 胸部低剂量 CT检查时应用 ATCM技术结

合大螺距、高机架旋转时间,可有效的降低扫描时间，防止呼吸伪影的产生。多平面重建 (MPR)

图像空间分辨率略有下降，但轴位图像质量不会产生明显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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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854 

图像 CT 值与管电流、管电压及碘浓度的关系以及降低管电压

时合理降低对比剂用量的比例 

 
吕蓉,韩宇欣,于长路 

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 300170 

 

目的 探讨图像 CT值与管电流、管电压及碘浓度的关系以及降低管电压时合理降低对比剂用量

的比例。方法 配制碘浓度为 0.5～50.0 mg/ml，间隔为 0.5 mg/ml的 100份样本，每 25个装

有 4 ml样本的注射器为一组，将其用胶带间隔相等距离固定在圆柱形 CT校准专用水模上。采

用不同管电压（70、80、100、120、140 kV）及管电流（100、200、280 mA），两两结合，共

15种扫描方式行轴面扫描。测量不同浓度样本在不同扫描条件下的 CT值。采用方差分析比较

不同扫描管电流、管电压条件下 CT值的差异，采用 Pearson线性相关分析评价不同扫描条件

下样本浓度和 CT值的相关性，并用线性回归得到回归方程及相关系数，根据 CT值与浓度的相

关方程计算随管电压下降碘浓度下降百分比。结果 管电压固定时，不同管电流间样本 CT值的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管电流固定时，不同管电压间样本 CT值的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P均<0.05）。各种扫描条件下，CT值与样本碘浓度均呈线性相关（r2
值为 0.953～

0.997，P均<0.01）。管电压由 140 kV分别降至 120、100、80、70 kV时，碘浓度分别下降

15.4%、33.7%、53.4%、64.7%；管电压由 120 kV分别降至 100、80、70 kV时，碘浓度分别下

降 21.6%、44.9%、58.2%；管电压由 100 kV分别降至 80、70 kV时，碘浓度分别下降 29.7%、

46.7%；当 80 kV降至 70 kV 时，碘含量相应下降 24.1%。结论 降低管电压时可以通过减少对

比剂用量，来确保 CT值不变，从而实现低辐射剂量、低对比剂用量扫描。 

   

 

 
PU-2855 

Revolution CT 冠状动脉成像检查优化对比剂注入时间在减

少对比剂用量中的应用 

 
胡智军 

长安医院 710049 

 

摘要：目的：探讨 Revolution CT 在冠状动脉 CTA检查中优化对比剂注入时间对冠状动脉图像

质量的影响。 

材料与方法：收集 Revolution CT 冠状动脉成像检查 40例患者,对比剂碘帕醇(370 mgI.mL-

1)，管电压固定为 100Kv，智能毫安，NI固定为 21，自动匹配前置 Asir-V，后置 Asir-V固定

为 80%。分为 A组（12s）、B组（8s）各 20例，测量升主动脉根部管腔的 CT 值、标准差，

以及右冠状动脉 RCA、左前降支 LAD 、以及左回旋支 LCX近段管腔的 CT 值和邻近组织 CT 

值。分别由两名具有 8年以上临床经验的医师采用美国心脏协会（AHA）冠状动脉改良分段方

法共分 13段进行 5分法图像质量主观评分（5分最好，1分最差，≥3分为可诊断），协商一

致取最终评分。对 A、B两组图像质量主、客观评分结果分别采用非参数等级资料秩和检验和

独立样本 T检验对比分析两组造影剂用量，图像质量，辐射剂量（ED）。 

结果 ：两组年龄、心率以及体质指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40例患者检查均成功,

图像质量主、客观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B组（8s）造影剂用量较 A组（12s）

平均减少 27.8%（近 1/3），具有明显统计学差异；两组右冠状动脉、左前降支、回旋支及主

动脉根部之间 CT值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两组辐射剂量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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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在 Revolution CT 冠脉 CTA中合理优化注射时间,能有效减少对比剂的用量且不影响

图像质量,并可减少对比剂使用的不良反应，因此推荐 8s做为造影剂注射时间，造影剂较之前

传统用量能有效平均减少 1/3。  

 

 
PU-2856 

儿童直接数字 X 线脊柱全长正侧位摄影的图像质量 

 
边传振 

南京市儿童医院 210008 

 

目的 探讨不同年龄段儿童数字 X线脊柱全长正侧位摄影图像质量及其影响因素。方法 回顾

性分析 2016年 1月至 2016 年 9月在我院行脊柱全长正侧位摄影检查的患儿 40例所得的拼接

图像，根据年龄段分 A组（5-8岁）及 B组（9-12岁）。采用 Ortho Long Spine Both摄影程

序进行数据采集并完成拼接，由放射科主管技师、副主任医师各 1名对图像质量以《全国放射

科 QA.QC学术研讨会纪要》为依据，采用单盲法进行图像质量评价。结果 A组患儿的正位摄影

得分（3.85±0.23）及拼接得分（3.79±0.25）均低于 B组（分别为 3.98±0.67，

3.97±0.09），两组之间有统计学意义（P分别为 0.023，0.008）；侧位摄影得分

（3.82±0.23）及拼接得分（3.69±0.26）亦低于 B组（分别为 3.95±0.11，

3.84±0.23），两组之间有统计学意义（P分别为 0.033，0.040）。结论 A组患儿脊柱全长

正侧位摄片的图像质量均低于 B组；影响图像质量的主要因素是患儿不自主的肢体运动以及呼

吸运动。 

 

   

 

 

PU-2857 

婴幼儿心脏前后位 DR 摄影适宜距离的选择 

 
闫淯淳,臧桂霞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100020 

 

目的 探讨婴幼儿心脏前后位 DR摄影距离对心脏放大失真的影响，明确摄影适宜距离。方法 

回顾性选取我院行胸部 CT检查且心脏无异常患儿 60例，年龄 3月至 3岁 10月，平均年龄

1.7±1.0 岁。测量心影最大横径、胸廓最大横径、胸廓前后径以及心影最大横径中点及胸廓

最大横径层面至背部皮肤的距离。依据影像放大几何成像原理分别计算出不同摄影距离下心脏

及胸廓影像的放大率、投影、心胸比率及心脏、胸廓影像的半影,并以 CT测得的结果为对照与

DR摄影计算结果进行比较。结果 CT测量心影最大横径平均为 66.33±10.74mm，胸廓最大横

径平均 140.95±14.05mm，心影最大横径中点至背部皮肤距离平均为 76.35±9.18mm，胸廓最

大横径层面至背部皮肤表面距离平均为 53±6.14mm。心胸比率平均为 0.47±0.06。当摄影距

离为 400mm-900mm时, DR摄影心胸比为 0.52-0.49，大于 CT测量值；当摄影距离为 1000-

2000mm时，心胸比为 0.48-0.47，与 CT测量结果相近。选用焦点标称值为 0.6时，在摄影距

离为 800-1300mm时,心脏半影为 0.17-0.10mm；摄影距离为 700-1300mm时，胸廓半影为 0.17-

0.08mm；选用焦点标称值为 1.2时，当摄影距离≧1300mm 时，心脏半影为 0.19mm；当摄影距

离为 1100-1300mm时，胸廓半影为 0.19-0.16mm。半影均小于 0.2mm，所得影像清晰。结论 婴

幼儿 DR心脏前后位摄影适宜的距离不得低于 1000mm,所得影像可较准确地反映婴幼儿心脏大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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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858 

多层螺旋 CT 重建技术在儿童胸部复合型骨折诊断中的价值 

 
谢君宜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510180 

 

【摘要】目的 回顾性分析常规放射检查中儿童胸部复合型骨折漏诊的原因，并且探讨多层螺

旋ＣＴ后处理技术在儿童胸部复合型骨折中的诊断价值。资料与方法 搜集本院 2012年 1月-

2015年 8月间因外伤行胸部照片和 CT扫描的外伤患儿共 123例，男 81例，女 42例，年龄 9

个月-15岁，平均年龄 4.3 岁。所有病例在完成胸部照片后 1-3天，进行胸部容积ＣＴ扫描，

并对数据进行三维重建后处理，其结果与常规 DR检查结果相比较。结果 在 123例患儿中，常

规胸部 DR片显示明确胸部骨折 39例 61处,其中胸部单纯性骨折 24例，胸部复合型骨折 15

例。可疑骨折 48例；36例未见明确骨折但存在胸部合并症。CT检查显示明确的胸部骨折 76

例，142处，其中胸部单纯性骨折 42例，胸部复合型骨折 34例。与胸部 DR平片相比，CT显

示胸部新增骨折有 18处在单纯性骨折病例中，63处在复合型骨折病例中。CT重建技术对复合

型骨折的检出率明显高于 DR平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胸部ＣＴ容积扫描并

综合运用三维重建技术处理，可以提高胸部复合型骨折的检出率，相对于常规放射照片更能提

供详细和直观的信息，包括骨折部位、类型、程度以及邻近结构的损伤，并对治疗方案的选择

及预后的评估有重要指导价值。 

   

 

 

PU-2859 

心率控制对于不同心率患者降低冠脉 CTA 

辐射剂量的有效性研究 

 
冉启胜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野战外科研究所 400042 

 

目的讨论在不同的心率下，控制心率以选用不同的心电门控技术对于 iCT冠状动脉成像辐射剂

量的影响。方法纳入 2015年 5月至 2015年 11月均接受的 3161例患者的影像资料，进行回顾

性分析。按不同的首测心率分为 A1、B1、C1、D1组，其中 A1组心率小于 65次/min（P＜

65），共 357例；B1组心率大于等于 65次/min且小于 70 次/min（65≤P＜70），共 391 例；

C1组心率大于等于 70次/min 且小于 80次/min（70≤P＜80），共 996例；D1组心率大于等

于 80次/min(P≥80)，共 1417例。再按不同的采集心率分为 A2、B2、C2、D2组，其中 A2组

心率小于 65次/min（P＜65），共 1276例；B2组心率大于等于 65次/min且小于 70次/min

（65≤P＜70），共 638例；C2组心率大于等于 70次/min 且小于 80次/min（70≤P＜80），

共 843例；D2组心率大于等于 80次/min(P≥80)，共 404例。比较不同心率下，服用倍他乐

克的患者与未服用倍他乐克患者使用前门控、后门控的比例、图像的最佳重建期相及病人接受

辐射剂量的差异。结果 高心率（P≧80）患者服用倍他乐克后 66.94%可将采集心率控制在 70

次/min以下,超过半数（54.95%）的服药患者可使用前门控采集，其前门控采集比例高于同组

拒绝服药患者 29.05%。A2组 89.5%的患者使用前门控采集，平均辐射剂量为 364.2mSv；B2组

48.12%的患者使用前门控采集，平均辐射剂量为 515.82mSv；C2组 11.03%的患者使用前门控

采集，平均辐射剂量为 744.13mSv；D2组，4.2%的患者使用前门控采集，平均辐射剂量为

770.48mSv。结论中等心率（70≤P＜80）及高心率（P≧80）患者服用倍他乐克控制心率效果

显著，可有效降低冠状动脉成像辐射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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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860 

肱骨近端骨折术后内固定状态下的 X 线拍片技术 

 
崔小健,杨斌,汤永刚 

西安市红十字会医院 710000 

 

摘要 

目的：传统方法拍摄的肱骨近端骨折术后内固定状态下的 X线片存在肱骨近端骨与肺组织的重

叠，且为大剂量摄影，为了其 X线片图像更清晰，无重叠影更有利于临床诊断，且减少患者的

X线剂量。 

方法：取本院 2016年 7月-2017年 7月期间需进行肱骨近端骨折术后内固定状态下的 X线拍

片的患者 100例，随机分成对照组和试验组各 50例，对照组患者采用传统方法（肩关节正位

及穿胸位摄影法），试验组患者采取肩关节正位及肱骨近端侧位摄影法，其肩关节正位与传统

摄影方法一致；侧位摄影方法，取患者正位的站立姿势，面向 X线球管背靠摄影版面，肩关节

置于摄影中心位置，由患者正位手心向前改内旋约 180度，变手心向后，以肩关节正位摄影条

件摄影，图像显示仅肱骨近端由正位变侧位，无重叠影。 

结果：试验组患者 X线片图像清晰，无重叠影，摄影条件小及医患满意度方面均优于对照组，

由 SPSS20.0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其结果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该方法由穿胸位的大剂量摄影变为小剂量摄影，同时避免了肱骨近端骨与肺组织的重

叠，图像清晰，利于临床诊断，提高了医患满意度，值得大力推广。 

   

 

 
PU-2861 

减少螺旋 CT 辐射伤害方法的研究 

 
魏素萍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30006 

 

螺旋 CT以其独特的优势广泛应用于临床，越来越多的人选择 CT检查，随之而来的医用辐射的

伤害日益严重。为了让螺旋 CT更高效、健康地服务人类，探索出减少螺旋 CT辐射伤害的方法

势在必行。本文通过思考螺旋 CT带来的辐射伤害特点，结合临床相关探索和相关放射防护组

织的规定，从受检者与医务人员的角度就减少螺旋 CT辐射伤害的方案来阐述。  

 

 

PU-2862 

低辐射剂量联合 FBP、ASiR 和 ASiR-V 重建算法对上腹部 CT

图像质量的影响 

 
张喜荣

1,2
,郭长义

3
,于勇

1,2
,于楠

1,2
,贺太平

1
,贾永军

1
 

1.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2.陕西中医药大学 

3.陕西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探讨传统滤波反投影法（FBP），自适应统计迭代重建技术（ASiR）和基于多模型的迭

代重建（ASiR-V）３种重建技术对低辐射剂量上腹部 CT图像质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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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采用 GE Discovery 750HD 对 25例患者行上腹部低辐射剂量平扫，采用 GSI扫描模式，

智能 mA，噪声指数为 10HU，螺距为 1.375:1，转速为 0.6s / r，噪声指数为 28HU。重建层厚

为 0.625cm，重建算法为 FBP, 40%ASiR 和 40%ASiR-V。测量每组图像肝脏、脾脏、竖脊肌和同

层面脂肪的 SD值，计算 SNR 和 CNR，记录 CTDI、DLP和 ED。采用 5分盲法进行图像的主观评

分。三种重建方式图像各器官间的 SD、SNR和 CNR值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两名医师之间主观

评分的一致性采用 Kappa检验。 

结果：三组重建图像的主观评分(FBP, 40%ASIR 和 40%ASIR-V )为 2.96±0.61, 

3.56±0.58 和 4.08±0.70，经过 Kappa检验两位观察者之间具有很好地一致性并且三组之

间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40%ASIR-V组图像的肝脏、脾脏、竖脊肌的 SD值为 8.17±5.88, 

37.34±6.07 和 38.70±7.79,低于 40%ASIR和 FBP重建方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40%ASIR-V组图像的肝脏、脾脏、竖脊肌的 SNR 值为.35±0.21, 1.51±0.32 和 

1.20±0.40, CNR值为 5.55±1.37, 5.76±1.32 和 5.40±1.38,均高于 40%ASIR和 FBP重

建方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当进行腹部辐射剂量扫描时，相对于 40%ASIR和 FBP重建算法， 使用 40%ASIR-V重

建算法可以减少图像噪声、提高图像质量。 

   

 

 

PU-2863 

低辐射剂量联合 ASIR、ASIR-V 和 MBIR 重建算法对上腹部 CT

图像质量的影响 

 
张喜荣

1,2
,马光明

1
,贺太平

1
,段海峰

1
,韩冬

1
,杨创勃

1
 

1.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2.陕西中医药大学 

 

目的：探讨自适应统计迭代重建技术（ASIR）、基于多模型的迭代重建（ASIR-V）和基于模型

的迭代重建（MBIR）３种重建技术对低辐射剂量上腹部 CT图像质量的影响。 

方法：采用 GE Discovery 750HD 对 25例患者行上腹部低辐射剂量平扫，采用 GSI扫描模式，

智能 mA，噪声指数为 10HU，螺距为 1.375:1，转速为 0.6s / r，噪声指数为 28HU。重建层厚

为 0.625cm，重建算法为 40%ASIR、40%ASIR-V和 MBIR。测量每组图像肝脏、脾脏、竖脊肌和

同层面脂肪的 SD值，计算 SNR和 CNR，记录 CTDI、DLP和 ED。采用 5分盲法进行图像的主观

评分。三种重建方式图像各器官间的 SD、SNR和 CNR值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两名医师之间主

观评分的一致性采用 Kappa 检验。 

结果：三组重建图像的主观评分(40%ASIR、40%ASIR-V和 MBIR )为 3.56±0.58, 4.04±0.67 

和 4.48±0.50，经过 Kappa 检验两位观察者之间具有很好地一致性并且三组之间具有统计学

差异(P<0.05)。MBIR组图像的肝脏、脾脏、竖脊肌的 SD值为 15.66±2.32, 16.48±2.24 

和 16.94±4.05,低于 40%ASIR 和 40%ASIR-V重建方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MBIR组图像的肝脏、脾脏、竖脊肌的 SNR值为.3.79±0.80, 2.91±0.75

和 3.03±0.85, CNR值为 14.47±4.68,13.60±4.34 和 13.71±4.25,均高于 40%ASIR 和

40%ASIR-V重建方法，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在腹部低辐射剂量下，相对于 40%ASIR 和 40%ASIR-V重建方法， MBIR重建算法可以更

好的降低噪声、提高图像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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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864 

前瞻性心电门控 volume 序列在快心率冠状动脉低剂量成像的

应用价值 

 
徐志超 

浙江中医院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10006 

 

【摘要】 目的 探讨 640层 CT 前瞻性心电门控 volume 序列结合低管电压联合管电流自动调

节在快心率冠状动脉成像中应用价值。 方法 67 例在我院疑诊冠状动脉疾病行 640层 CT冠

状动脉成像(CTCA)者，将心率大于 66次/min，BMI为 18.5-25KG/米
2
,体重<75KG纳入本研

究。心率 66-85次/min为 A组,心率大于 86次/min为 B 组,按辐射剂量分为正常剂量组 C组，

低剂量组 D组。采用 volume 的 prosp CTA 模式,采集二个心动周期 R-R 间期的 35-55%时相。

按照 4分法将 A、B两组冠状动脉 CTA图像分类并统计分析,并对其主观评价。记录 C、D两组

剂量容积指数（CTDIvol）、CT值、剂量长度乘积（DLP）、噪声（SD），并对有效剂量

（ED）、信噪比（SNR）、对比噪声比(CNR)等进行统计学检验。结果 C组的 平均 ED 是

2.01mSv， D组的平均 ED是 1.01mSv，两组比较差异（P<0.05）有统计学意义。图像噪声 C、

D组比较差异（P>0.05）无统计学意义，两组左、右冠脉的 SNR及 CNR比较差异（P>0.05）无

统计学意义;A、B两组的优良率分别为 92.5%和 90.7%,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结论 在不影响图像质量的情况下，采用 100KV 且降低 MA自动调节范围能大幅的

降低辐射剂量。前瞻性心电门控 volume序列在快心率的 CTCA中能获得较好的图像质量。 

   

 

 

PU-2865 

320 排 CT 在冠状动脉成像技术的体会及方法 

 
米学伟 

1.中国人民解放军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 

2.中国人民解放军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 

 

 

资料：选取来自我院疑似冠心病的患者 98例，其中男 66例，女 32例，年龄 45～85岁，平均

年龄(59.4±6.3)岁，心率 59～120次/分，高血压 72例，高血脂 59例，糖尿病 12例。扫查

方法：320排 CT检查前行常规碘过敏试验及静脉穿刺放置留置针，告知检查时注意事项。头

足方向扫查，扫描范围自支气管隆突水平至心脏膈面下 1cm，扫描参数管电压 1 2 0 kV 和 80 

kV ，管电流 180 MAs，准直 0.6mm，螺距 0.2 ～ 0.43，球管旋转时间 0.33s/r，扫描时间 6 

～ 12 s
[2]
图像评价：运用专业软件对所得图像进行后处理，分别获得多平面重建（MPR）、曲

面重建（CPR）、最大密度投影（MIP）、容积重建（VRR）的冠状动脉图像，图像质量评价由

2名经验丰富的副高职称的诊断医生采用双盲法进行比较，对重建图像质量评定。将冠状动脉

图像质量分为 4级：Ⅰ级－冠状动脉轮廓显示不清，伪影多，无法诊断；Ⅱ级－局部冠状动脉

显示尚可,伪影多,连续性差,对诊断影响大；Ⅲ级－冠状动脉大部显示好，连续性好，伪影

少，对诊断不产生影响；Ⅳ级－冠状动脉显示好，连续性好，无伪影。将Ⅲ级和Ⅳ级列为显示

成功，能用于冠状动脉评价；Ⅰ级和Ⅱ级为显示不成功,不能用于冠状动脉评价。评价指标参

照美国心脏病学会冠状动脉 12节段分段法对冠状动脉进行分段包括图像质量、管腔狭窄程

度、斑块特性及偏心指数等评价
[4]
。 320排 CT冠脉成像质量的控制：我们通过调整时间窗，

改变造影剂峰值测试等技术，运用小剂量预扫描来获得患者的循环时间，再根据结果对 CT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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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些参数做了适当调整，将扫描启动时间等于峰值时间加上 5s，并对最后的成像进行评价
[8]
。经分析表明，造影剂峰值测试技术能准确计算出患者个性化的冠状动脉强化时间窗，提高

冠状动脉的显示效果，降低冠状动脉 DSCT检查失败几率。   

 

 
PU-2866 

320 排 CT 在冠状动脉成像技术的体会 

 
米学伟 

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 050082 

 

1.1资料：选取来自我院疑似冠心病的患者 98例，其中男 66例，女 32例，年龄 45～85岁，

平均年龄(59.4±6.3)岁，心率 59～120次/分，高血压 72例，高血脂 59例，糖尿病 12例。 

1.2扫查方法：320排 CT检查前行常规碘过敏试验及静脉穿刺放置留置针，告知检查时注意事

项。头足方向扫查，扫描范围自支气管隆突水平至心脏膈面下 1cm，扫描参数管电压 1 2 0 kV 

和 80 kV ，管电流 180 MAs，准直 0.6mm，螺距 0.2 ～ 0.43，球管旋转时间 0.33s/r，扫描

时间 6 ～ 12 s
[2]
。冠脉造影检查使用西门子大型 C臂机 AXIOMARTIS。常规消毒、铺巾、局

麻，股动脉或桡动脉穿刺，造影剂为 370 mgI/L优维显。选取蜘蛛位、右肝位、左肩位、右肩

位及左前斜 45°位 5个投照体位的冠状动脉影像
[3]
。 

1.3图像评价：运用专业软件对所得图像进行后处理，分别获得多平面重建（MPR）、曲面重

建（CPR）、最大密度投影（MIP）、容积重建（VRR）的冠状动脉图像，图像质量评价由 2名

经验丰富的副高职称的诊断医生采用双盲法进行比较，对重建图像质量评定。将冠状动脉图像

质量分为 4级：Ⅰ级－冠状动脉轮廓显示不清，伪影多，无法诊断；Ⅱ级－局部冠状动脉显示

尚可,伪影多,连续性差,对诊断影响大；Ⅲ级－冠状动脉大部显示好，连续性好，伪影少，对

诊断不产生影响；Ⅳ级－冠状动脉显示好，连续性好，无伪影。将Ⅲ级和Ⅳ级列为显示成功，

能用于冠状动脉评价；Ⅰ级和Ⅱ级为显示不成功,不能用于冠状动脉评价。评价指标参照美国

心脏病学会冠状动脉 12节段分段法对冠状动脉进行分段包括图像质量、管腔狭窄程度、斑块

特性及偏心指数等评价
[4]
  

 

 
PU-2867 

曲面重建和薄层最大密度投影在婴幼 

儿头颈部血管瘤 CT 成像的应用 

 
林诚 

玉林市第一人民医院 537000 

 

目的 探讨曲面重建(CPR)和薄层最大密度投影(MIP-thin)在婴幼儿头颈部血管瘤影像诊断价

值及临床指导意义。 

方法 收集 22例头颈部血管瘤的患儿,年龄 20天～3岁。应用 BD密闭式 24G静脉留置针，非

离子型碘对比剂（用量参照说明书按公斤体重计算）。使用 SOMATOM Definition Flash 双源

CT机。采用人工智能触发扫描系统,在颈动脉采用团注追踪(Bolus Trackin)技术，扫描范围

颅顶至气管分叉处。扫描完成后进入 3D后处理，选择动脉期，动脉晚期进行薄层最大密度投

影(MIP-thin)和曲面重建(CPR)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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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大动脉及其分支显示明显增粗、迂曲；单支或多支动脉汇入病灶 10例；病灶动脉供血

不明确，静脉引流显示明显 8例；血管未显影 4例 4个，临床诊断为鲜红斑痣。结果是经过

MIP-thin和 CPR处理后的图像达到诊断及临床要求。 

结论 体表血管瘤是婴幼儿时期常见的良性肿瘤，依病史和临床体征可初步诊断，但因病变范

围不清晰、血供关系不明确而易出现误诊。做 CTA的目的非常的明确，就是了解瘤体的血供关

系和病变范围，为临床治疗提供可靠的依据。在 CT图像后处理中，它可利用一组二维切层或

三维层块的数据重建血管像。MIP是按观察物体的方向作一投影线，以该投影线经过的最大密

度为结果图像的像素值，高密度的组织显示，低密度的组织去除。使用薄层最大密度投影

(MIP-thin)重建，调整最佳窗宽窗位及厚度;可反映了瘤体的供血和引流血管。CPR是在一个

指定平面上沿感兴趣器官划一条曲线，从而获得该曲面重组的二维图像。是 MPR的一种特殊形

式。可使瘤体弯曲的供血血管血拉直展开在一个平面上。更好的显示瘤体的血供信息。两者联

合使用，更加完善瘤体的血供关系和病变范围在 CT影像中的展现。 

   

 

 
PU-2868 

Test-bolus 技术应用于不同 BMI 患者 CTPA 低辐射剂量研究 

 
刘辉佳 

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300211 

 

目的：证实团注实验（Test-bolus，TB 法）进行 CTPA检查，对于不同 BMI患者，能否降低扫

描管电压及管电流，而图像质量不受影响。用同样的参数进行 CTPA 检查，不同 BMI 患者，

TB法与团注追踪（Bolus-tracking，BT 法），哪种方式的图像质量更高。方法：收集我院 

2014 年 9 月至 2015 年 9 月期间临床怀疑肺动脉栓塞患者 60 例，分为 6 组，每组 10 

例。A 组： BMI 指数<25， TB法，参数：80kV，100mA；B 组： BMI 指数<25， TB 法，参

数 120kV，自动 mA；C 组： BMI 指数≥25， TB 法，参数：80kV，100mA；D 组：BMI 指数

≥25， TB 法，参数 120kV，mA 采用自动 mA；E 组： BMI 指数<25， BT 法，参数：80kV，

100mA；F组： BMI 指数≥25， BT 法，扫描参数 120kV，自动 mA。对患者肺动脉主干 CT 

值、图像信-噪声比（SNR），对比噪声比（CNR），有效辐射剂量（ED）进行测量，并由 2 名

医师采用双盲法对图像质量进行评分。结果： A 、B 组间比较，A 组肺动脉主干 CT 值高于 

B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B 组 SNR 及 CNR 高于 A 组（P<0.05），A 组有效辐

射剂量明显低于 B 组（P<0.05）。C 、 D 组间比较，C 组肺动脉主干 CT 值高于 D 组

（P<0.05），D 组 SNR 及 CNR 高于 C 组（P<0.05），C 组有效辐射剂量明显低于 D 组

（P<0.05）。A 、 E 组间比较，A 组与 E 组肺动脉主干 CT 值、SNR、CNR、ED，组间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D 、 F 组进行比较，D 组与 F 组肺动脉主干 CT 值、SNR、CNR、

ED，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BMI＜25 患者 TB 法低剂量 CTPA 扫描可保

证图像质量同时降低 ED。BMI≥25 患者 TB 法常规剂量 CTPA 扫描在接受与 BT 法相同有效

辐射剂量时获得更好的图像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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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869 

多层螺旋 CT 血管成像技术在肺动脉栓塞中的 

操作方法及临床应用价值 

 
李辉 

湖南省常德市第一中医院 415000 

 

【摘要】目的：探究多层螺旋 CT血管成像技术在肺动脉栓塞中的操作方法及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回顾分析 2015年 1月至 2016年 1月在我院接受治疗的 62例肺动脉栓塞患者的临床资

料，依据就诊时间将其随机分为对照组和研究组，对比两组患者临床诊断率，并总结操作方

法。结果：研究组患者明确诊断率为 96.77%，对照组患者明确诊断率 32.25%，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结论：采用多层螺旋 CT血管成像技术诊断肺动脉栓塞，可以显示栓塞的部

位和血栓的具体状态，并且成像技术良好，对临床诊治肺动脉栓塞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PU-2870 

流入反转恢复技术 MRA（IFIR-MRA）对肝移植供体 

肝血管成像的可行性研究 

 
何晟赟,茅海敏,钱黎俊,路青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200127 

 

目的 探讨利用流入反转恢复技术 MRA（IFIR-MRA）对肝移植供体肝血管成像的可行性。材料

与方法 从 2017年 1月至 2017年 6月，18位可能成为肝移植供体者均进行 IFIR-MRA和 CTA

肝血管成像检查。分别测量两种方法肝实质与肝血管之间的对比信噪比；并且由 2位放射科医

师分别对两种方法的图像质量以及分支情况采用 5级评分法进行主观评价，评分的一致性评价

采用 Kappa分析。结果 肝动脉的对比信噪比 IFIR-MRA高于 CTA，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

(39.71±24.49 vs 34.24±6.478, P＞0.05) ，肝门静脉(42.34±16.39 vs 16.12±5.23)以

及肝静脉(50.73±19.66 vs 11.23±4.68)的对比信噪比 IFIR-MRA显著高于 CTA，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主观评价中，图像质量以及分支显示评价，肝动脉 IFIR-MRA评分为

3.44±0.88 分，2例未达诊断要求者均为患者呼吸配合不佳；肝门静脉 IFIR-MRA评分为

4.44±0.73 分；肝静脉 IFIR-MRA评分为 4.11±0.78 分，肝门静脉以及肝静脉 IFIR-MRA 评分

均达到诊断要求。评分的一致性均较好。结论 IFIR-MRA是一种无需造影剂的肝血管成像的检

查方式。在某些方面可以代替 CTA的检查手段。如何提高肝动脉的图像质量以及分支的显示需

要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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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871 

采用自动选择参照图校正肝超声造影图像呼吸运动 

 
张冀,曾俊杰,肖峰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430071 

 

目的：超声造影定量分析能将肝癌诊断率比传统人工观测法提高 20%以上。诊断所需观察肝血

管相灌注时间远超过病人最大屏气时间。为了能收集较长时间的超声造影数据，临床医生倾向

于病人自由呼吸时进行超声造影。然而，由于呼吸运动影响和缺少有效呼吸运动校正软件，

30%的病人超声造影数据无法进行定量分析。参照图选择是肝超声造影呼吸运动校正方法有效

性的关键因素之一，其选择方法值得进一步探索。 

方法肝结节造影强度随时间变化，通常分为三个阶段，即上升期，峰期和下降期。其中，峰期

为另外两期的衔接点，该阶段图像信息在定量分析中非常关键，在最终获取的校正图像序列中

不能漏掉。因此，选取参照图像应该尽量以肝结节超声造影达到峰值附近的图像为参照。运动

校正的参照图像在肝结节超声造影大约达到峰值期间图像序列中选择。本研究先采用拉普拉斯

特征映射（LE）法将原始高维超声数据降至二维空间，再采用 K-means法进行聚类分析获取接

近超声造影强度达到峰值的类心图像作为参照图像，并从原始图像序列中选择与参照图像相近

的图像实现呼吸运动校正，最后在 18例兔肝 VX2肿瘤双模超声造影病例上验证并评价该方法

的有效性。 

结果：校正前，从各造影图像序列感兴趣区域（ROI）中提取的时间-强度曲线（TIC）为随兔

子呼吸频率震荡明显的曲线；而校正后，所提取的 TIC变得较平滑。校正前图像序列的平均结

构相似度和平均互相关系数均值分别为 0.45±0.11 和 0.67±0.16，校正后两者均明显增加

（P<0.001），分别为 0.59±0.11 和 0.81±0.11。校正前图像序列的偏差值（DV）均值为

92.16±18.12，校正后均值下降到约为原值的 1/3。校正后的灰度图像序列数量平均值为

22±7帧，最大值为 35，最小值为 9。 

结论：本文提出的呼吸运动校正方法能提高传统依靠人工选择参照面进行超声定量分析方法的

准确性，且操作简单，具有一定临床应用潜力。 

  

   

 

 

PU-2872 

浅谈医学影像技术人员的综合素质教育 

 
周虹 

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730046 

 

针对医学影像的飞速发展，随着医学影像设备不断的更新换代，分析影像技术人员所面临的压

力及提出应具备的综合素质，以适应新时期医学发展对影像技术人员的要求。因此，提高医学

影像技术人员的综合素质也成为了新时代医学影像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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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873 

胸部 X 线摄影较好屏气与较差屏气对病变检出的研究 

 
罗旋 

宜宾市第一人民医院 644000 

 

胸部 X线摄影较好屏气与较差屏气对病变检出的研究 

目的：因为 CT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技师慢慢忽视了普通 X线摄影屏气的重要性，对细节

要求也慢慢变得不重视，此次研究是为了证明胸部 X线摄影较好的屏气有助于提高病变的检出

率。 

方法： 

抽取 20例 CT下已经明确诊断的病人的胸部 X影像，其中有胸腔积液的病患 10例、胸部有炎

性改变的病患 8例、胸部有气胸的病患 2例。因为患者年龄、配合度等因素的影响，有的病患

屏气较差，比如新生儿、老人或者伤痛病患，对比屏气较差与较好的胸部 X线影像对影像诊断

结果的影响。 

结果： 

1、患者若是胸部一侧有胸腔积液，在屏气较好的情况下可明确对比出患侧存在积液；若是屏

气较差，则无法明确，因为无法与健侧进行较好的对比。若患者双侧都有胸腔积液，若屏气较

好，则对比较好，则能较明确的诊断。 

2、对于有炎性改变的病人，因屏气较好，肺内空气较多，空气是天然的对比剂，对于炎性改

变病灶的位置与程度能够有更明确的诊断。 

3.气胸患者在更好的屏气下，因肺内空气更多，则能更好的明确气胸的量与边界。 

结论：胸部 X线摄影较好的屏气有助于提高病变的检出率。 

讨论： 

提高胸部闭气的办法： 

1、婴幼儿胸部摄影尽量在孩子哭声末尾，吸气那一瞬间曝光。 

2、老人因为呼吸频率较快，听觉较差可以用高千伏，低毫安秒快速曝光。 

3、尽量叮嘱病人屏气曝光。 

   

 

 

PU-2874 

医学影像技术专业学生综合素质培养初探 

 
朱晓红 

上海健康医学院 200232 

 

通过分析现代医学影像技术的发展趋势对医学影像技术人员的素质要求，探讨利用现代教学资

源，选择合理有效的多种教学方法，提高医学影像技术专业学生的综合素质教育，使医学影像

技术专业学生的综合素质教育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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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875 

残胃 CT 检查技术的优化 

 
杨雪梅 

甘肃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730020 

 

   胃癌首选治疗方法为手术治疗，一般以胃部分或大部分切除术为主。术后，残胃的大小，

形态均发生了变化，功能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螺旋 CT的检查能准确反应胃壁的薄厚，周围的

浸润，周围淋巴结转移及远处转移等。 

    要想取得高质量的多层螺旋 CT图像首先要准备好胃肠道。扫描前一天晚餐叮嘱病人进流

食，检查前禁水禁食 6-8小时以上，胃内无残留物。采用了液体充盈法和气体充盈法两大类。 

  1.液体充盈法 

 口服水，或 2-3%碘溶液，检查前 10min口服温开水 500ml。检查前 10-15min肌注 654-2  

20mg。扫描前再口服 400-500ml温开水，并可嘱咐患者边喝水边打嗝排气。肌注 654-2时应注

意患者有无青光眼和前列腺肥大等禁忌症。 

  2.气体充盈法 

  分口服法和插管法 

   a，口服法:检查前 10-15min肌注 654-2 20mg，然后口服产气粉 3g。用少量水吞服，注意

不要打嗝排气。 

   b,插管法:检查前插入胃管，肌注 654-2  20mg,10-15min后，在检查床上打入空气 800-

1200ml。打气前流量抽取胃内残留物。打气过程中注意密切观察病人情况，如不耐受可及时停

止打气。 

体味与扫描技术 

  常用体位为仰卧位。 

  体位变换的原则是:水充盈法病变部置于低位，气体充盈法病变部置于高位。扫描范围上界

位膈顶，下界可根据不同需求而有所不同。 

 评价标准 

优片:胃完全充盈，轮廓显示良好，胃壁清楚，层面结构清晰，无伪影。 

差片:胃充盈不满意，轮廓模糊，与周围组织结构分界不清，有伪影。 

   思考与展望 

对于不同手术的患者，采用的充盈方式对结构的显示是否存在差别，我科会进一步探索，将残

胃的检查优化，细化，为残胃术后的评估与诊断提供更好的技术支持。  

 

 
PU-2876 

双能量减影在胸部摄影中的应用 

 
马彬 

甘肃省人民医院 730000 

 

目的: 双能量减影对于肺内小结节、肋骨骨折、气胸的诊断价值。 

方法：双能减影是在间隔很短的时间内用两种不同的 X线能量进行曝光，使成像区域内人体的

不同密度组织形成不同的影像，利用影像间的差别通过计算机进行减影处理，最后获得软组织

影像和骨组织影像。人体的不同组织对 X线的吸收是有差别的，它是 X线能量的函数。DR的

双能减影利用这个机理，用低 KV和高 KV分别做低能量和高能量两次曝光，探测器接受不同信

号后，通过能量减影软件将人体的组织分为软组织和骨软组织，然后进行减影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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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胸部 DR双能减影后仅留下胸廓骨组织，有利于观察肋骨破坏性病变。有利于观察外伤

性和病理性肋骨骨折。有利于区别胸部钙化是位于肺组织还是位于肋骨上；有利于观察膈下肋

骨和心后肋骨；有利于观察肋骨的骨质改变，同时也清晰地显示锁骨和肩胛骨。双能减影可有

效地除去肋骨、锁骨及肩胛骨阴影的遮挡，获得单一的软组织图像，其通过影像后处理技术，

能将气胸线清晰地显示出来，能提高少量气胸的检出率。 

结论：双能量减影主要用于胸部，对于早期肺结节性病变，双能量减影由于去除了软组织与骨

密度的互相干扰。无论对钙化或非钙化性肺结节，其检出率均较普通胸片都有所提高，对肋骨

外伤病变和骨质病变有较大意义，对显示骨性胸廓和中央气道的病变、辨认正常或变异解剖

（尤其对骨性胸廓畸形患者）也有帮助。  

 

 
PU-2877 

MSCT 心电门控技术对血管弹性评估的研究进展 

 
宋健,向述天,苏云杉 

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650021 

 

目的 本文就目前心电门控 CTA评估血管弹性在临床上的应用、进展及未来这项技术应用的展

望等方面做一综述。 

方法 回顾性探讨总结十年之内影响因子为 1.0以上的期刊杂志关于气管支架的相关文献。 

结果 血管弹性是动脉血管机械特性的主要评价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动脉内皮细胞的功

能。血管弹性改变与很多疾病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随着影像学的发展，CT对血管的评价

从单纯的形态显示向形态与功能的综合评价转变。MSCT具有较高的时间及空间分辨力，通过

MPR等重组技术可得到大血管任意方位图像，结合心电门控技术可对心动周期中的任意时相进

行图像重建，从而实现对血管的动态观察。 

结论 MSCT心电门控技术对血管弹性评估有很大前景，但目前关于此类的研究尚少，随着影像

设备的更新换代，因此需要大量深入研究。与分子影像学相结合成为今后研究的方向，但要实

现临床的开展应用仍需进一步探索。 

   

 

 

PU-2878 

Noninvasive grating imaging based on conventional X-

ray for identifying breast microcalcification: In 

vitro model study 

 
Wang Shengping

1
,Li Xinbin

2
,Wu Zhangxin

1
,Jiang Xiaolei

2
,Zhu Xiaohua

2
,Zhang Li

2
,Peng Weijun

1
 

1.Department of Radiology，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Cancer Center 

2.Department of Engineering Physics， Tsinghua University 

 

Breast microcalcifications for early breast cancer diagnosis has important 

implication role. Breast microcalcifications observed radiologically can act as a 

strong differentiator between benign and proliferative (type I and type II, 

respectively) breast lesions, which are difficult identified using non-invasive 

imaging technology. Here we present a non-invasive imaging methods is expected to 

identify the two types of Microcalcifications. X-ray grating imaging i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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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ising new medical imaging technology which can simultaneously provide three 

complementary contrast modalities including absorption imaging, phase contrast 

imaging and dark-field imaging. In this study, we use the complementary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bsorption and small-angle scattering signals of 

microcalcifications obtained simultaneously with grating imaging based on 

conventional X-ray source. Our method demonstrates this innovative technology has 

a good discriminating ability of type I and type II microcalcifications obtained 

from simulated phantom data, and we provide strong evidence for dark-field imaging 

contrast superior absorption imaging contrast. This method may be further 

developed to improve the diagnostic performance of early breast cancer, and it has 

the potential to increase the differential diagnosis accuracy of benign and 

malignant microcalcification, which can reduce invasive procedures.  

 

 

PU-2879 

双能量减影技术在 PICC 置管定位中的应用价值 

 
徐昌民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30006 

 

目的:探讨直接数字化摄影(DR)的应用软件双能量减影(DES)技术在 PICC置管定位中的应用价

值。方法:选择 2016年 10~12 月在我院肿瘤科 PICC置管的患者 120例,将其随机分为观察组

60例和对照组 60例。观察组采用双能量减影技术进行摄影定位;对照组采用普通 DR进行摄影

定位,比较两组患者定位方法的导管尖端定位准确率。结果:观察组患者导管尖端定位准确率高

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应用双能量减影技术，可以分别去除标准 DR图

像中骨组织影和软组织影,能有效减少重叠影像对定位带来的干扰，是一种可靠的 PICC置管尖

端定位的摄影技术,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PU-2880 

基于 ASIR 技术的低管电压 MDCT 下肢动脉造影的可行性研究 

 
谢鹏,江广斌,姜伦 

湖北省随州市中心医院 441300 

 

目的：探讨基于 ASIR技术的低管电压 MDCT双下肢动脉造影的可行性，实现低辐射剂量 CT扫

描。 

方法：将 48例双下肢动脉 CT造影患者随机分成 A、B两组，每组 24例，A组患者采用 120kV

管电压，FBP重建算法，B组管电压为 80kV，40%ASIR重建算法，管电流均采用 200mA，注射

速率均为 3ml/s，并以相同速率追加生理盐水 25ml。对 120kV组和 80kV组 CT图像的客观指

标、主观图像质量评分、CT 剂量指数（CTDIvol）和剂量长度乘积（DLP）进行比较。 

结果：与 A组相比，B组股深主动脉、腘动脉、胫后动脉及足背动脉 CT值分别升高 10.2％、

9.8％、9.3％、9.1%，B组股深主动脉、腘动脉、胫后动脉及足背动脉噪声分别增加 23.8％、

26.2％、24.7％、25.2%。80kV组 SNR、 CNR均有所下降。2组股深主动脉、腘动脉、胫后动

脉及足背动脉 CT值、噪声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A组图像质量评分为优、良、差的患者例数

分别为 19、5、0，B组图像质量评分为优、良、差的患者例数分别为 17、7、0，2组间图像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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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A、B两组的 CT剂量指数（CTDIvol）分别为 10.13、3.20，CT剂

量长度乘积（DLP）分别为 1366.09、431.68。与 A组比，B组 CTDIvol、DLP下降 68.4％。 

结论：基于 40%ASIR技术的 80kV管电压双下肢动脉 CT造影是可行的，能够在保证图像质量的

前提下降低受检者的辐射剂量。  

   

 

 
PU-2881 

直接法和间接法下肢深静脉 CTV 的对比研究 

 
耿坚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东院) 201203 

 

目的：探讨直接法和间接法下肢深静脉 CTV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47例患者行直接法 CTV，经足背浅静脉注入稀释后的对比剂，从足侧向头侧扫描，检查

下肢 49条。20例患者行间接法 CTV，经上肢浅静脉注入未稀释的对比剂，从头侧向左侧扫

描，检查下肢 40条。利用两种 CTV的横断面原始图像进行 MPR、VR、MIP、曲面重建。 

结果：直接法出现近端深静脉密度不均匀 37条下肢（75.5%），深静脉分层现象 16条

（32.7%），浅静脉分层现象 4条（8.2%），3条下肢（6.1%）因深静脉显示不清，改行间接

法 CTV检查而最终明确诊断。间接法未发现深静脉密度不均匀及分层现象，所有下肢一次完成

诊断，但重建图像中均出现下肢动脉的干扰。 

结论：直接法和间接法利用重建图像结合原始图像，对于下肢深静脉回流障碍性疾病都有很高

的诊断价值。间接法 CTV无深浅静脉伪影，诊断价值更大。  

 

 
PU-2882 

双源 CT 肝脏增强扫描技术探讨 

 
李珏 

上海市普陀区中心医院 200062 

 

目的肝脏增强 CT扫描对肝脏疾病的诊断有其重要意义,双源 CT (DCT)扫描速度快、球管容量

大，可以行多时相检查，它的应用使此项检查更加方便快捷。经静脉注射造影剂后进行扫描, 

可准确地显示不同时期肝脏血流情况。若造影剂注射方式、剂量、扫描延迟时间、扫描条件等

参数选择不当, 就会影响图像质量而妨碍治疗方案的选择。探讨多层螺旋 CT 肝脏增强扫描技

术。方法自 2014 年 11月至 2017年 3月进行肝脏增强检查的 123例患者, 其中男 72例,女 51

例, 年龄 25～81岁,平均 69岁。扫描前半小时喝水 500ml左右，采用机器为 Simens-flash 

双源 CT进行扫描，采用螺旋方式、准直屏气扫描。患者区仰卧位，扫好定位片后取膈下至耻

骨联合处进行腹部扫描，先行平扫，之后进行增强扫描，造影剂总量 70～100ml经手背静脉用

高压注射器注射,其压力为 300 磅,流速 3ml/s,注药时间约 25s,注药前扫描一次,注药后不同

时相扫描 2～4次。结果 113 例肝脏增强扫描患者中,105例很好地显示出腹主动脉、肝动脉、

脾动脉、肝门区血管分支、门静脉下腔静脉,15例患者因门脉高压导致影像不理想。结论 双

源 CT一次屏气可完成全肝扫描，在喝水充足（胃充盈良好）及适当训练闭气情况下，避免了

呼吸运动造成的伪影，且扫描后可行多方位重建。考虑到肝脏是肝动脉、门静脉双血供器官，

所以采用多时相进行扫描取得不同血供时期的影像，开始的平扫为其后的测量增强提供基础。

但遇到病人某些影响因素干扰下（比如肥胖、肝硬化等疾病时）应该增加注射剂量且延长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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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相，总之，在常规扫描参数下针对部分受检查适当调整扫描参数或剂量，肝脏增强扫描是可

获得满意的血管图像。 

   

 

 
PU-2883 

能谱 CT 虚拟平扫在宫颈病变中的临床应用 

 
王军 

天津市肿瘤医院 300060 

 

目的：研究盆腔能谱 CT虚拟平扫技术在宫颈病变扫描中的应用可行性。 

方法：对 82例临床疑似宫颈病变患者行盆腔常规 CT平扫及能谱 CT静脉、延迟期双期增强扫

描，经能谱后处理软件获取静脉、延迟期虚拟平扫图像，对比分析虚拟平扫和常规平扫病变的

平均 CT值、图像质量及辐射剂量的差异。 

结果：双期虚拟平扫宫颈病变 CT值间无统计学差异（P>0.05），但低于常规平扫（P＜
0.05）。虚拟平扫图像噪声低于常规平扫图像（P＜0.05）,但信噪比、对比噪声比高于常规平

扫，图像诊断评分与真实平扫差异无统计学差异（P>0.05）。能谱 CT双期扫描辐射剂量较常

规三期扫描辐射剂量降低 27.6%。 

结论：宫颈病变能谱 CT虚拟平扫可减少患者辐射剂量与受照次数，具有代替常规 CT平扫的潜

在应用价值。 

   

 

 
PU-2884 

双源 CT 大螺距扫描模式在高心率患者冠 

状动脉成像中的应用价值 

 
林桂涵 

丽水市中心医院 323000 

 

摘要：探讨高心率患者应用第三代双源 CT行大螺距扫描模式在状动脉成像(CTCA)的图像质量

和有效辐射剂量。方法 123 例患者被纳入研究,男性 71例,女性 52例,平均年龄(58.2±19.4)

岁,108＞HR＞91次/min(bpm),心率稳定,BMI为 19.5～24.9 kg/m2,按随机数字表分成 A、B两

组:A组(58例)行自适应前瞻性心电门控序列扫描模式,B组(65例)行 FLASH大螺距扫描模式。

客观评价包括测量 CT 值、计算信号噪声比(SNR)、对比噪声比(CNR)及记录有效辐射剂量(ED),

并用 4分法对图像质量评分。.结果:123例患者,1920段(97.6％)冠状动脉节段可满足影像学

评价;序列扫描组和大螺距扫描组满足影像学评价的冠状动脉节段分别为 98.1％ (910/928)和

96.1％(1010/1040),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x2=0.030,P =0.867);123例患者冠状动脉成像

质量均分为(4.78±0.8)分;其中序列扫描组冠状动脉均分(4.62±0.7)与大螺距扫描组冠状动

脉均分(4.6±0.9)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0.603,P=0.548);2名评价者之间的 Kappa值为

0.799(P ＜0.01).大螺距扫描组的有效剂量为(1.08±0.11)mSv,明显低于序列扫描组(2.26 

±0.49) mSv,两者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11.642,P=0.000);双源 CT诊断冠状动脉分支狭窄的

敏感性、特异性分别为序列扫描组:97.6％、97.5％,大螺距扫描组:98.1％、96.5％.结论采用

第三代双源 CT应用大螺距扫描技术对于心率在 91~108次/min(bpm)、心律规整患者进行冠状

动脉检查时，可获得较高的图像质量,同时显著降低了辐射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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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885 

肝脏非刚性三维校正 MR 动态增强减影技术的减影质量评价 

 
王猛,冯仕庭,李子平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510080 

 

 目的 探讨非刚性三维校正技术在肝脏 MR动态增强减影图像质量评价中的应用。方法 对

20例患者的肝脏 MR动态增强扫描非刚性三维校正前、后的减影图像质量进行评价，定性评价

包括图像产生伪影情况和解剖错配程度；定量评价为测量各血管（主动脉、肝右动脉和肝左动

脉、门静脉主干/左支/右支）校正前后平扫、动脉期晚期、门静脉晚期的 SNR，并绘制 SNR

的动态变化曲线，评估肝右动脉和肝左动脉、门静脉主干/左支/右支的 SNR曲线吻合程度。结

果 校正前的减影图像均出现不同程度的解剖学错配导致的伪影，校正后的减影图像无明显解

剖学错配伪影。校正前肝右动脉和肝左动脉的 SNR动态变化曲线不吻合，校正后两者的动态变

化曲线吻合；门静脉主干/左支/右支的 SNR 变化曲线在校正前后均吻合。结论 非刚性三维校

正技术可显著改善肝脏 MRI 动态增强减影的减影质量。  

 

 
PU-2886 

如何选择脊柱侧凸畸形影像学检查方法 

 
张茸 

二军大附属长征医院 200003 

 

  脊柱侧凸畸形是脊柱畸形中最常见的一种类型，也是青少年在青春期前或骨骼成熟前最常见

的一种骨骼畸形，严重者常伴有脊柱后凸、肩斜及骨盆偏斜等，不但影响患者躯体外观，而且

影响心肺功能和心理健康。侧弯角（Cobb角）是评估脊柱侧弯严重程度和决定脊柱侧弯患者

是否需要手术方案制定的重要依据。常见的脊柱影像学检查包括 X线摄影、CT、MR等。虽然

CT和 MR可以通过软件处理也能获得全脊柱影像，甚至可以通过重建获得脊柱的三维图像，但

由于其只能在卧位状态下进行检查，无法显示站立时脊柱在重力状态下的功能及状态。而

Cobb角测量的意义正是在于观察脊柱在重力状态下的真实畸形程度和功能状态，因此站立位

全脊柱正侧位片是准确测量 COBB角的前提，站立位全脊柱摄影亦成为脊柱侧凸畸形诊断，测

量和术前评估首选的影像学检查，有着非常重要的临床意义。 

   

 

 

PU-2887 

医学影像技术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设计思路 

 
沈秀明,刘红,姚旭峰,何培忠 

上海健康医学院 201318 

 

 高等医学教育具有两个非常明显的属性，一是高等教育，二是职业教育，二者缺一不可。作

为一所新开办的定位应用型、特色性、国际化的市属本科医学院校，致力于构建完整的应用型

医学高等职业教育体系，着力培养医学及医学相关类应用型特色性人才。 

 医学影像技术专业的培养规格主要是培养适应卫生事业发展需要、卫生市场需求的，具有良

好政治思想素质、人文和科学素养；具备扎实的医学基础知识、医学影像技术与设备的基本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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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和基本技能；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自我学习与团队协作能力，能够在各级医疗、卫生机构

从事医学影像技术、设备管理与维护、质量保证与控制、研发等方面工作的应用型人才。 

  依据特色性、应用型高技能的人才培养目标和现有办学条件，确定本专业采用“医工融合，

德技兼修”的人才培养模式。在课程体系建设方面做好五个衔接，即专业学习与产业需求的衔

接、课程内容与职业体系的衔接、学习过程与生产过程的衔接、毕业证书与职业证书的衔接、

职业教育与学历教育的衔接。   

  课程设置充分体现医工融合的理念。以学生医学影像技术操作技能、影像设备的维护和管

理、影像设备质量控制和技术创新能力的培养为主线，专业课程教学注重整合式教学的尝试，

努力做到医学人文和影像学科的整合；同时注重医学影像设备、技术的整合；在专业课设置方

面进行专业核心课程的整合，包括医学影像设备质量控制与检测、X线设备及摄影技术、CT设

备及扫描技术、MRI设备及成像技术、超声设备及检查技术；开设拓展课程信息管理系统、分

子影像学、影像技术新进展等；  在教学中把导学、导思、导练结合起来，达到“基础扎实、

训练落实、感情丰实”的“三实”教学效果，从而实现以学生成长为中心，DNA实践与文人双

螺旋（即实践是应用型人才的基本，人文是应用型人才的灵魂，二者缺一不可）发展的应用型

人才培养架构。经过校内实训、校外见习和专业实习，使之成为特色性、应用型的专业技能人

才。  

  

   

 

 

PU-2888 

婴幼儿腹部磁共振检查技术探讨 

 
徐军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430022 

 

目的：把握婴幼儿的生理特征和检查技术要点，可以安全有效的帮助患儿完成检查。 

方法：一.检查前准备 

1.所有需要进入磁体间的各类人员应去除一切金属，磁性及电子产品，如手机，手表，钱包，

信用卡，银行卡，硬币，钥匙，打火机，假发，助听器，首饰，小刀，别针，氧气瓶及所有监

护设备等等。2.不同厂家不同型号的设备噪声不一样，对于婴幼儿磁共振检查，应当选择噪声

较小的机器。3.婴幼儿的体温调节能力较差，要注意保暖，因此检查室的温度不宜过低。最好

不要低于 22℃，以免小儿感冒咳嗽，惊醒，影响检查。4.婴幼儿需要熟睡方能检查。但在实

践过程中，在医师的指导下适量使用安眠药效果更佳。5.摆位时动作要轻，不宜过大，给患儿

耳朵塞好棉球，然后轻轻盖上线圈。嘱咐家属不要东张西望，看好患儿，以免患儿不适，可以

及时处理。6.对于重症患儿，需要医生和家属陪同，密切关注患儿状况。 

二.检查过程中 

1.全部检查，最好 30min钟内完成，重要序列先扫，次序：诊断关键序列—常规序列—科研序

列。2.开始检查时，机器响起，婴幼儿往往多有不适，耐心等待，等婴幼儿适应环境，继续完

成未做好的检查。3.婴幼儿与成人不同，无法憋气，但是腹部运动相对较小，可以选用单次激

发快速自旋回波序列，运动矫正和膈肌导航技术，可以减小运动伪影。4.婴幼儿的脏器较小，

层厚不宜过大，图像分辨率可以适当提高，达到诊断要求即可。5.婴幼儿的腹部脂肪不多，常

规脂肪抑制可以商榷。6.婴幼儿一般不做腹部增强，如果要做，可以先用快速序列扫两期，能

看多少看多少，之后再运用导航技术加扫一期即可。7.检查结束后，应当进去手动退出检查

床，以免自动退床过程使患儿受伤。 

结果：在婴幼儿腹部磁共振检查中，了解婴幼儿的生理特征和检查原则，在很大的程度上可以

安全有效的提高婴幼患儿检查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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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探讨学习婴幼儿腹部磁共振检查技术，不仅可以提高自己技术，还可帮助患儿更好的完

成检查。  

 

 

PU-2889 

移动 DR 床旁胸部摄影在 PICC 置管术中的临床应用 

 
朱彤 

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 300170 

 

目的： 

研究移动 DR床旁胸部摄影在中心静脉导管( PICC) 置管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17年 1-7月在本院肿瘤科住院行 PICC的患者 100例，其中男 65例，女

35例；年龄 52—82岁(平均 65.7岁)。使用日本岛津移动 X线机 MobileDaRt Evolution 系统

进行床旁胸部摄影，曝光条件：60~65kV，6～10mAs。 

1.2 观察指标 患者置管成功后 X 线影像示 PICC 导管尖端位于上腔静脉内，其定位使用胸椎

定位法，以第 6 胸椎椎体及其上下间隙水平为理想定位，相当于 X 线影像导管尖端位于上腔

静脉下 1/3 处； 未达第 6 胸椎间隙或超过第 7 胸椎间隙为导管尖端异位。记录 PICC尖端位

置，分为“理想、过浅、过深”。 

1.3 统计学方法 使用 SPSS 17.0 进行统计学分析，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在 100例 PICC置管术后的患者中，床旁胸部影像导管尖端位置理想者 85例，过浅者 10例，

过深者 5例。 

结论： 

PICC 即经外周置入的中心静脉导管，通常由肘部的大静脉置入，导管的尖端到达上腔静脉的

中下 1/3与右心房交界处为最佳置管长度。其多用于需长期置管、使用刺激性药物或经常行静

脉输液有困难患者，因留管时间长、并发症少，有效保护患者血管，减少患者痛苦，在临床上

被广泛使用。PICC 置入过深其尖端异位进入右心房可致心律失常，患者表现为胸闷、气促、

心悸等症状； 置入过浅易发生化学性静脉炎、导管尖端异位和堵管。 

现今 B 超、X 光检查及心电图等均已用于导管末端位置的判断，但临床上比较认同的观点是

胸片影像是 PICC 置管定位的“金标准”。移动 DR 床旁胸部摄影具有灵敏度高、普光宽、容

度大等优势，图像质量较高，对胸内 PICC 置管尖端位置结构的显示能力强、操作简单、成像

快，对于临床 PICC技术起到了很好的辅助作用。 

   

 

 

PU-2890 

基于螺旋 CT 的颞骨 3D 数字模型的建立及力学分析 

 
詹翔 

西南医学科大学附属医院 646000 

 

 

目的：颞下颌关节（Temporomandibular joint，TMJ）作为人体最常使用的关节部位，且出现紊乱病症的

情况尤为突出，因此颞下颌关节的模拟分析与研究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基于螺旋 CT扫描数据，对颞下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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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节的软、硬整体组织进行三维建模，进而为颞下颌关节的生物力学研究及其临床分析提供基础。 

方法：TMJ包括颞骨关节、窝关节盘、关节周围的关节囊、关节韧带及下颌骨髁突等组织结构，维持较为

复杂的生理形态功能。TMJ 具有双侧协同运动能力，从而构成统一的功能性能单元，具备言语、表情等性

能。TMJ疾病一般包括常见的损伤，紊乱病，进而造成 TMJ 不正常的生理状态及一些心理障碍等病症。①

根据颞下颌关节的 CT扫描数据，通过影像提取法构建颞下颌关节三维有限元模型；②根据实际人体 TMJ的

运动状况，设定模型的功能参数，从而进行有限元模拟分析。 

结果：①通过数值模拟表明，当下颌侧方处于运动状态时，对侧关节盘与同侧关节盘的应力情况分布均不

相同；同侧关节盘呈现较高的应力分布情况，主要集中在关节盘的侧方/后带部位。颞骨下壁遭受颞下颌关

节盘的巨大压迫，因此使得同侧关节盘的髁状突侧方产生扭曲变形，所以其最容易穿孔或受损。②在建立

的模型上模拟分析 TMJ侧方功能运动情况，并进行有限元分析，获得应力分布图，进而为髁状突骨折及颞

下颌关节置换等手术提供相应的理论依据。 

结论：目前，有限元方法是一种比较成熟的方法，被广泛用于生物力学的相关领域。其方法主要包括模型

的建立，材料性质，几何相似度，模型的力学相似度等，都直接影响最终的计算效果。综上，基于螺旋 CT

的颞下颌关节有限元模型及生物力学分析，获取应力分布数值，为正颌外科手术、髁状突骨折及颞下颌关

节置换等临床病症探索更为科学、更合理的诊断治疗方法。 
 

  

 

 

PU-2891 

CCTA 双低成像对冠状动脉支架的应用研究 

 
杜望

1
,范占明

1
,杜望

1
,范占明

1
 

1.首都医科大学安贞医院 

2.首都医科大学安贞医院 

 

目的 

评估 CT冠脉动脉造影（coronary CT angiography, CCTA）双低扫描的图像质量、辐射剂量以

及诊断的准确性。评价 CCTA“双低”扫描对冠状动脉支架评价的可行性并通过与金标准冠状

动脉造影的对照以评价其对支架内再狭窄诊断的有效性。确立冠状动脉支架“双低”扫描方

案，并推广“双低”检查，以造福广大患者。 

  

结论 

（1）双低冠状动脉 CTA用于支架植入术后随访，在确保图像质量的前提下，还可显著降低辐

射剂量；（2）双低冠状动脉 CTA对于支架内再狭窄的诊断具有较高的准确性。 

   

 

 

PU-2892 

3.0TMRI 弥散权重神经成像在臂丛神经疾病 

与肿瘤性疾病中的应用 

 
周臻阳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430022 

 

目的：评价 DW—MRN 技术在臂丛神经可视化研究与臂丛神经丛性疾病的可行性以及临床应用

中的的评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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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40例有臂丛神经性疾病的患者同时在 3.0TMRI场强下行传统的磁共振序列与单向性

DW—MRN，对图像进行后处理，图像由两位专业的放射诊断医师独立的依从 5分法对臂丛神经

的解剖结构进行独立评价，主要需要显示臂丛神经结构的构成，走行，连续性，形态及信号，

清楚显示外伤或者肿瘤性及臂丛神经疾病所致的各种征象，评价者首先使用 5分法对常用磁共

振序列进行评分，然后联合 DW—MRN方法进行评判，同时对臂丛神经结构异常者也采用 5分法

进行评价，并使用 Kappa分析进行资分析，最终将从单纯的依靠常用 MRI序列与联合使用

DW—MRN序列两种方法的比较，并且结合 ROC分析相关性的方法来比较两种方法的诊断准确

性。 

结果：40例臂丛神经的图像中，征象显示明确，主要征象包括，正常神经根消失或离断，连

续性中断，创伤性脊膜囊肿，神经根形态消失或失常，神经根增殖等等。DW—MRN联合普通臂

丛神经显像法相比单纯的常规 MRI显示方法显著的提升了臂丛神经的成像效果，

（P<0.001），当评价臂丛神经疾病时，评价者组内对常规 MRI序列的评分为

（Kappa=0.48），但相对联合诊断的得分更高为（Kappa=0.62），DW—MRN联合常规 MRI扫描

可以明显有效的提升单个评价者对臂丛神经疾病的诊断效能（P<0.05），但是与另一个评价者

在同种方法下的诊断效能是相似的。 

结论：DW—MRN可以清晰的显示臂丛神经的解剖结构以及病变部位的改变，并显著提升臂丛神

经性疾病的成像质量和诊断效能。 

   

 

 

PU-2893 

DCE-MRI 定量参数与胰腺癌的分级相关性研究 

 
杨杨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430022 

 

摘要：DCE-MRI是一种无创技术，它不仅可详细地提供肿瘤的解剖和病理资料，还可有效地评

估肿瘤血管的分布及生成信息。 

目的：应用 DCE-MRI两室模型对胰腺癌患者进行研究,探讨 DCE-MRI的参数(Ktrans值、Ve

值、Kep值、iauc值)在胰腺癌分级中的价值。 

材料和方法：应用 1.5T-MR 扫描仪对 50例胰腺癌患者(男 27例,女 23例；年龄范围 28-74

岁；平均年龄：51岁)在术前进行 DCE-MRI检查。原始图像数据经两室模型处理计算后获得

Ktrans图、Ve图、Kep图,分别测量相应参数图中胰腺癌的最高信号强度区域的 Ktrans值、

Ve值、Kep值、iauc值。当数据满足正态性且方差齐性时,统计方法应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与两

独立样本 t检验分析各级别胰腺癌之间的 Ktrans值、Ve值、Kep值差异性；否则,采用

kruskal-wallis检验与 Mann-Whitney U检验；应用 Spearmann相关系数分析 Ktrans值、Ve

值、Kep值、iauc值与胰腺癌分级之间的相关性；应用 ROC曲线分析 Ktrans值、Ve值、Kep

值在鉴别不同级别胰腺癌的最佳切峰值及敏感性与特异性。 

结果：Ktrans值、Ve值与胰腺癌分级呈正相关(P0.01),Kep 值与胰腺癌分级负相关(P0.01)。 

结论：DCE-MRI两室模型所获取的参数对胰腺癌分级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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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894 

Brain tumor perfusion: Comparison of dynamic contrast 

enhanced and dynamic magnetic susceptibility contrast 

enhance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by using T1, T2 

contrast 

 
tong haipeng,Zhang Weiguo 

Thir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Daping Hospital 400042 

 

Purposes: To investigate the feasibility of T1-weighted dynamic contrast-enhanced 

(DCE) MRI for the measurement of brain perfusion, and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T2 weighted DSC parameters. 

Methods: 75 patients with a new pathologic diagnosis of glioma were collected, 60 

cases of patients were used in DCE detection, 15 patients were used to undergo DCE 

and T2 DSC examination. Th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of each perfusion 

parameters to the preoperative grading of glioma were analyzed. The effectiveness 

of T1 - rCBV and T1 - rCBF in grading diagnosis of glioma were 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T2 DSC MRI perfusion parameters 

Results: T1 - rCBV and T1 - rCBF show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glioma 

pathological levels, which can effectively distinguish between grade II and grade 

III, grade II and IV glioma (r=0.836，P＜0.05), (r=0.807，P＜0.05). T1-rCBV, T1-

rCBF and T2-rCBV, T2-rCBF in the same patient showed statistical differences. 

Ktrans, Ve also showed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glioma, and both 

can effectively distinguish between high and low levels of glioma (r=0.904，P＜

0.05), (r=0.687，P＜0.05). 

Conclusion: T1 - rCBV and T1 - rCBF can accurately classify high and low grades of 

glioma preoperative, and are equal to the traditional T2-DSC discriminant function. 

The highest specificity and sensitivity in the perfusion parameters was Ktrans.  

 

 
PU-2895 

电视透视下小儿腺样体点片在临床中的应用体会 

 
刘小平 

乌兰察布市中心医院 12000 

 

目的：评价电视透视下腺样体点片在临床的应用价值。 

方法：利用电视透视图像清晰，点片迅速特点，采用小儿立位腺样体点位点片。 

结果：采用本法所取鼻咽侧位图像，均能真实反映腺样体大小，鼻咽气道受压及狭窄等征象。 

结论:此法清晰显示腺样体位置，角度准确，摆位方便，为一较好的应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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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896 

基于 Test-bolus 技术的低造影剂用量 CTU 的研究 

 
富彦 

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300211 

 

目的：探索利用 Test-bolus 技术的低造影剂剂量进行 CTU检查的可行性，并与传统 CTU扫描

做对比，探究此新型 CTU扫描技术能否在不损失图像质量的前提下降低造影剂用量。 

方法:：通过对 BMI<25%的患者进行增强 CT扫描，以小剂量造影剂实验技术监测膀胱三角区层

面膀胱内容物 CT值，获取其到达某定值的时间窗，并利用此时间窗进行膀胱内低剂量造影剂

追踪并自动触发扫描完成单期 CTU扫描。同时对同样患者进行传统延迟定时常规造影剂剂量

CTU检查，获取两种方法的双侧肾盂肾盏、输尿管平均 CT 值，并将两种方法所得图像进行比

较。 

结果：（1）利用 Test-bolus 技术进行的 CTU扫描与传统方法的双侧肾盂及双侧输尿管充盈对

比度、SNR及对比噪声比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2）利用 Test-bolus技术进行的 CTU扫描与传统方法相比可降低 50%的造影剂用量 

结论：利用 Test-bolus技术的低造影剂剂量进行 CTU检查是可行的，并且与传统方法相比图

像质量无明显降低。 

   

 

 
PU-2897 

儿童四肢 X 线检查中添加辐射防护重要性 

 
孙冬梅 

徐州市儿童医院 221000 

 

目的：儿童四肢骨骨折为儿童骨科最常见的病变之一。目前四肢的检查方法有很多种，如 X线

摄影、CT、MRI等。但是 X 线摄影和 CT检查都有一定剂量的 X线辐射，而儿童性腺对 X线很

敏感。所以在 X线摄影检查中添加辐射防护设备，减少 X线对小儿性腺系统的辐射剂量尤为重

要。 

方法： 在儿童四肢 x线摄影检查中，不仅要对患儿的性腺进行防护，对其甲状腺及眼晶体也

要予以保护。1、对被检患儿摆好体位后对其性腺予以铅围裙遮盖，但不要遮盖住受检部位，

并嘱咐患儿家长按住患儿，防止患儿躁动加重骨折。2、对被检患儿摆好体位遮住性腺后，用

铅三角巾遮住患儿甲状腺及眼睛，可让患儿家长用手臂放在患儿头颈与铅三角巾之间，以防铅

三角巾过重压到患儿。3、缩小光圈，减少投照范围，降低不必要的辐射剂量。4、调整照射条

件，用低剂量条件进行照射。5、尽可能保证一次照射成功，避免二次辐射。6、缩短曝光时

间。7、嘱咐陪检家长穿上防护铅衣，戴上防护帽。 

结果：骨折修复愈合过程是一个动态过程，需要定期行 X线摄片检查，结合临床症状，对骨折

的修复过程作出正确的判断。修复过程中会多次拍摄 X线片，所以在 X线摄影检查中进行辐射

防护更为重要。 

讨论：1、随着人们自我保护意识的增强，人们对辐射防护的要求越来越高。在 X线摄影检查

工作中，工作人员除了要严格遵守国家各项有关规程，还要遵守医院及科室的相关规章制度，

工作认真负责，不要有任何侥幸心理。2、《国家医用诊断 X线卫生防护标准》中指出“进行

X线检查时，对受检者的性腺部位要特别注意防护”。因此，在小儿的 X线摄片检查中，除了

要做好生殖器官的 X线辐射防护工作，还要保护患儿的其他腺体及对射线敏感的部位。3、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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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医学影像新技术、新设备不断地应用于临床，要科学地规范医学影像技术人员的临床操作，

要提高服务质量，为广大患者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 

   

 

 
PU-2898 

DR 全长摄影技术要点及应用进展 

 
刘晓静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430022 

 

引言（略） 

 

 全长成像的原始处理方法回顾（略） 

  现代数字化 DR 全长成像摄影方法 

  随着科技的进步，电子计算机软件、硬件技术跨入新的台阶，新的 DR成像系统层出不穷，

其功能的多样性也是日新月异。DR超长成像摄影的出现解决了以往原始摄影法的诸多弊端。

以下为超长成像技术要点： 

  摄影条件：SID：300cm，TOD：10cm，滤线栅：300cm，拼接采集器官程序：Ortho，电流、

电压的选择采用自动曝光系统控制。全脊柱、下肢全长摄影均采用 2-3次分段曝光法采集信

息。 

适应拍摄部位：全脊柱正侧位、bending位（站立位、部分患者卧位），下肢全长（站立位、

部分患者卧位）。 

摆位原则：全脊柱正位保持人体直立，卧位要求仰卧于台面正中， 患者正中矢状面、X线管

焦点、探测板纵轴中线三者重合，全脊柱侧位要求直立式标准侧位。下肢全长摄影要求人体直

立，双下肢、 足向内侧并拢，卧位要求仰卧于台面正中，双下肢自然放松。 

操作步骤：正位时患者采用站立前后位，侧位时采用右（左）侧位，探测板中心线置于目标部

位中心（选择正确的 SID后球管会自动跟踪探测板中心），通过上下旋转球管并记录设定完成

上下界设定。就绪后长按曝光按钮直至 2-3次曝光结束。 

影像显示：全脊柱从寰枕关节到耻骨联合，下肢全长从髋关节到踝关节。 

拼接原理分析：球管根据所设上下界（操作步骤中所提及）分别打不同角度，探测板根据角度

算出其跟踪接收位置并移动到对应区域接收 X线原始影像，2-3次自动跟踪球管角度并采集图

像后由主计算机自带图形拼接软件自动匹配 2-3次曝光所采集图像，自动完成图像拼接。 

  

优缺点：（略）  

 全长成像临床应用现状（略） 

 DR全长成像的应用进展（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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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899 

儿童全脊柱数字化 X 线摄影一站式技术应用探讨 

 
樊红梅 

上海市儿童医院、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00062 

 

目的：探讨儿童全脊柱数字化 X线摄影(DR)技术可行性及临床意义。 

方法：回顾性收集、分析 2016年 8月-10月间 181例（男 61例、女 120例，年龄 5岁-16

岁、平均年龄 11岁）本院因脊柱侧弯等疾病行了全脊柱拍片检查患者临床影像资料，图像采

集应用 GE Definium 6000 DR 系统，对脊柱自上而下自动分节段（毗邻节段两端重叠 1个椎

体）正、侧位分别 3-5次曝光，再应用其图像后处理软件（Version FeiTianlll Build V13）

对上述相应 3-5段正位、侧位图像进行拼接与重建、各形成患者全脊柱图像一帧（正位全脊椎

图像 1帧、侧位全脊椎图像 1帧），分析其技术成功率及图像质量。其中，14例同时行了脊

椎 MRI检查（3节段分别检查 5例、单节段检查 8例、2节段分别检查 1例，均未进行一站式

全脊椎 MRI扫描及图像后处理）、3例同时行了单节段脊柱（颈椎）CT检查，并相应进行了图

像分析与比较。 

结果：正位全脊椎 1帧图像拼接显示成功 177例，其技术成功率 97.79%，图像后处理时间

30s-45s，图像满足诊断要求 173例、不能满足诊断要求（失败）的 4例（失败率 2.21%）；

侧位全脊椎 1帧图像重建显示成功 170例，其技术成功率 89.41%，图像后处理时间 30s-45s，

图像满足诊断要求 152例、不能满足诊断要求（失败）的 18例（失败率 9.94%）。 

结论：儿童 DR全脊柱成像可通过同一体位的 3-5次摄影并应用其拼接软件图像后处理来实

现，技术操作便捷、安全有效，但曝光条件及摄影体位的摆放等尚需进一步技术优化与深入对

照研究。  

 

 
PU-2900 

普通床边机结合无线小 DR 板对婴幼儿床旁胸片数字化探讨 

 
张斌 

上海市儿童医院、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00333 

 

目的探讨小尺寸无线平板探测器数字化改造婴幼儿胸部床旁摄片的技术可行性及临床价值。方

法 2016年 10月至今，使用柯尼卡美能达公司生产的 10×12 英寸 AeroDR P-31小尺寸无线平

板探测器结合普通床边机对我院 ICU病区 36例婴幼儿进行胸部床边数字化摄影检查，其中 6

例 1周内同时应用 IP板进行了 CR床边胸部摄影检查。结果 1、所有患儿胸部数字化摄影均一

次成功完成，技术成功率 100%，其曝光剂量低；2、每次小平板置位至摄影后其复位所需时间

2min左右，无需单独另输患儿基本信息，无线路由器远程接收患儿 RIS信息、发射并接收曝

光信息，无线局域网替代了 IP板接收、发送病人信息的有线网络，操作简单方便、成像速度

快；3、数字图像床边无线传输至本院 PACS时间 2s内，由无线路由器远程接发送患儿数字图

像及相关曝光信息等；4、所有数字化图像清晰、均满足了医师诊断要求，本组未出现再次摄

片现象；5、该 AeroDR P-31无线平板探测器成像板较小（10×12 英寸），能够满足极低体重

新生儿胸部摄影和无菌保护后保温箱内摄片检查，而且其灵活轻巧、使用安全；6、该无线小

平板实现了实时刷新及随时重复、多次摄影，节省了拍片实施时间、降低工作强度，无需 IP

板维护成本；7、所有被检查患儿均未出现检查相关并发症。结论 小尺寸无线平板探测器数字

化改造婴幼儿胸部床旁摄片技术可行、安全有效，实现了患儿 RIS信息接收、拍片信息及图像

发送实时、无线与远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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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901 

致心律失常右室心肌病 MRI 表现及检查技术 

 
罗序佳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430022 

 

目的：为了全面了解右室壁结构，防止漏诊。 

 

方法：ARVC主要的病理改变是右室游离壁心肌部分或全部被纤维脂肪或脂肪组织代替。 

在黑血技术的 DIRFSE序列图像上病变心肌壁信号增高，呈短信号改变，此序列图像类似

T1WI。 

在 TIRFSE序列图像上病变心肌壁呈低信号，此序列类似脂肪抑制（STIR）序列，将脂肪信号

抑制，依脂肪、纤维的量及比例不同，病变信号有所差异，范围不等。 

磁共振扫描方法 

右室心尖、漏斗部及右室膈面是本病的好发部位，即所谓“发育不良三角”。 

MRI扫描的序列、平面对本病的诊断具有重要意义，由于本病常见的部位是“发育不良三

角”，因此扫描平面选择非常重要，应该充分显示上述部位结构。 

从解剖结构考虑，显示心尖最佳平面应该是长轴面和四腔面，但对本病例的临床观察、比较、

统计得出，四腔面显示最满意，长轴面并不理想这是因为血流方向的原因，往往有较多的血液

信号影响心尖壁结构的观察。 

显示膈面的最好平面应该是短轴和长轴面，同样的原因长轴面不满意，故应首选短轴面，根据

黑血技术的原理、短轴面是黑血技术显示效果最理想的平面，显示漏斗部选择短轴面和轴面，

显示前壁应选短轴面。 

结果：右室心尖、漏斗部及右室膈面是本病的好发部位，即所谓“发育不良三角” 

因此磁共振检查应该同时进行短轴面、四腔面扫描，适当以轴面或长轴面作为补充平面。 

结论：致心律不齐性右室心肌病（ARVC）又称致心律不齐性右室发育不良，主要发生在青年，

其发病率较低，约 0.4% ，男女之比为 2.7:1，常有家族史，相当一部分 35 岁以下的病人猝

死，经尸检证实。本病的影像学诊断较困难， MRI被认为是诊断本病最有潜力的影像诊断方

法之一。 

   

 

 
PU-2902 

全脑 CT 灌注与 CT 血管成像技术在 EAST 治疗中的联合应用 

 
温建波 

天津市泰达医院 300457 

 

  急性脑梗死已经成为威胁人类健康的三大元凶之一。急性脑梗死血管内介入治疗（EAST）是

挽救患者生命、提高生存率的最佳手段。EAST治疗采用“动脉溶栓”、“血栓套取”、“支

架置入”方法开通闭塞血管，挽救缺血半暗带脑组织。全脑 CT灌注成像（CTP）及 CT 血管成

像（CTA）两种成像技术是 EAST治疗方案选择及疗效观察的主要工具，是决定 EAST治疗成败

的关键。CTP能够最早发现脑组织血液动力学异常，CTA能够客观反映脑血管主干的狭窄及闭

塞情况，二者“协同应用”能够在 20分钟内完成全部数据采集，从宏观及微观两个层面揭示

急性脑梗死的病理过程，为及时开展 EAST治疗提供了时间和技术保障。泰达医院作引进的

CTP与 CTA协同应用技术在急性脑梗死 EAST治疗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已经成为 EAST治疗必不

可少的强有力工具,该项技术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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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EAST治疗技术开展以前，MR以高软组织密度分辨率及功能成像的优势，广泛应用于常规

脑梗死的检查。随着 EAST治疗技术的立项与开展，“早期诊断”及“血管成像”两大要素受

到了关注。其中在“早期诊断”方面，MR功能成像（DWI）因检查时间长、病变显示延迟（发

病后 105分钟），以及受制于患者配合因素影响，很难作为 EAST治疗首先检查方法；在“血

管成像”方面，常规 MRA由于受到 MIP重建信号部分丢失及异常血流的影响，有些细小血管结

构及病变无法显示，并有夸大狭窄程度的倾向，所以 EAST 也无法依据其作出治疗方案。而

CTP的超早期病变显像（30 分钟）及 CTA的快速血管成像能力，为 EAST治疗成功开展创造了

有利条件。CTP与 CTA协同应用技术，既能最早发现责任病区血流动力学异常，又能准确反映

责任血管闭塞情况，在 EAST 治疗方案的选择及随访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极大提高急性脑梗

死 EAST治疗的成功率。 

    

 

 
PU-2903 

迭代重建 IMR 技术和 iDose4 技术在低剂量肺癌筛查 CT 扫描

中对磨玻璃密度结节图像质量的影响 

 
望云,范丽,王云龙,陈如潭,萧毅,刘士远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200003 

 

【目的】探讨迭代重建 IMR 技术和 iDose4技术在低剂量肺癌筛查 CT扫描中评价磨玻璃密度结

节图像质量的价值。 

【方法】连续收集 30例行低剂量肺癌筛查胸部 CT平扫的病人，有阳性磨玻璃密度结节者（混

杂磨玻璃结节长径≥5mm，纯磨玻璃结节长径≥8mm）对其同时进行低剂量（120kVp，50mAs）

和超低剂量（120kVp，10mAs）扫描。两组图像分别采用 iDose-L4 Lung Enhance,IMR1 Sharp 

plus进行重建，得到 4组图像，包括 A1组（50mAs，iDose）、A2组（50mAs，IMR）、B1 组

（10mAs，iDose）和 B2组（10mAs，IMR）。记录各组的 CT值、噪声、信噪比和有效剂量

（ED），按 1-3分主观评价其肺窗图像质量，按 1-4分对两组磨玻璃结节显示情况（结节边

缘、边界、内部结构、邻近结构、形态变化）进行评分，最后 2名医师依据 CT征象用 0-3分

法对病灶进行诊断信心度的评价。 

【结 果】超低剂量组的有效剂量（ED）为 0.395±0.017mSv ，低剂量组的有效剂量(ED)为

1.89±0.6 mSv，两组间的 ED具有明显统计学差异 (P<0.001)，超低剂量组剂量较低剂量组降

低 79.36%。A2组图像噪声低于 A1组，B2组图像噪声低于 B1组，A2组 SNR及较其他 3组均

显著增高（F噪声=5.26、F SNR =3.986、P<0.05）。各组图像质量评分、结节显示评分和诊

断信心度评分均为 A2＞A2>B2>B1（P均<0.001）. 

【结 论】与 iDose比较，IMR技术结合低剂量和超低剂量扫描均可以降低图像噪声并能提高

图像质量，改变效果尤以 120、50 mAs低剂量扫描明显，因此低剂量扫描结合 IMR技术可推荐

作为胸部低剂量筛查和随访方案。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4152 

 

PU-2904 

正弦迭代重建法提高低剂量肺部 CT 图像质量的应用研究 

 
化晓宇,张若楠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 10017 

 

目的：通过降低参考管电流并采用 SAFIRE重建，探讨哪一个 SAFIRE算法低剂量组更有利于在

有效降低辐射剂量的同时，不影响图像质量。方法：选取本院职工行肺 CT体检者 90例，随机

分为对照组 A组（120kVp，222mAs），低剂量 B组（120kVp，60mAs），低剂量 C组

（120kVp，30mAs）。对照组 A组应用 FBP算法重建，低剂量组分别应用 FBP（B1组 和 C1

组）和 SAFIRE算法（B2和 C2组）重建，重建层厚 5mm和 1mm。记录每组的噪声和辐射剂量参

数，所有图像按 1-5分评价图像质量，且分别用各低剂量组与对照组比较。结果：主观评分

C2、B1、B2组图像质量均可满足影像诊断要求，B2组与 A组的纵隔窗图像噪声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C1、C2、B1组与 A组的纵隔窗图像噪声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但 C2、B1组主观评分较

高，尚不影响诊断。而 C1纵隔窗图像主观评分不能达到诊断要求。C2、B1组的肺窗图像噪声

与 A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 B2组的肺窗图像噪声要低于 A组图像，C1组肺窗图像噪声较 A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但主观评分尚能达到诊断要求。B组 CTDIvol比 A组减少了 74.11％，

ED减少了 69.63％，C组 CTDIvol 比 A组减少了 87.3％，ED减少了 85.09％，达 1mSv 以下。

结论：使用西门子第二代双源 CT对正常体重体检人群进行扫描时，不使用迭代重建管电流的

参考值设置为 60mAs而使用迭代重建管电流的参考值设置为 30mAs可降低剂量的同时不影响诊

断。 

   

 

 
PU-2905 

冠脉 CTA 联合上腹部多期增强 CT 一站式扫描的可行性研究 

 
张金戈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610041 

 

目的 探究利用 16cm宽体探测器的 Revolution CT（GE Healthcare）实现冠脉 CTA（CCTA）联

合上腹部多期增强 CT一站式扫描的可行性。 

方法 总计 50例临床上怀疑有冠脉疾病的肝病患者（包含肝癌、乙肝、肝硬化等）被纳入研

究。其中 27例患者作为实验组进行 CCTA和上腹部多期增强 CT的一站式扫描，一次性给药

（320mg/ml,1.0ml/kg）。33例患者作为对照组分别进行常规的 CCTA与上腹部增强 CT 扫描

（间隔 24h以上），两次扫描分别给药（CCTA：320mg/ml, 0.8ml/kg，上腹增强：60-

70ml）。分别测量两组患者主动脉根部及门静脉（门脉期）的信噪比（SNR）及对比噪声比

（CNR），并且由 3位放射科诊断医师为所有图像的质量进行主观评分。采用两独立样本 t检

验对两组患者的对比剂用量、主动脉根部及门静脉的 SNR和 CNR、图像质量主观评分进行比

较。 

结果 实验组患者对比剂用量(61.56±9.58ml)与对照组患者(113.62±6.71ml)的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5），而两组患者的 SNR、CNR及图像质量主观评分之间均无显著差异（所有 P

值均大于 0.05）。 

结论 冠脉 CTA联合上腹部多期增强 CT一站式扫描能够在确保图像质量的前提下显著降低多部

位检查患者的对比剂用量，降低发生不良反应的风险，并且使检查流程优化。这种一站式扫描

技术在肝癌患者术前排除冠脉风险方面可能具有较高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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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906 

双源双能 CT Rho/Z 对体内上尿路钙结石亚型的初步研究 

 
王茸,徐香玖,黄刚 

甘肃省人民医院 730000 

 

目的 探讨双能 CT电子密度（Rho）及原子序数（Z）定量分析体内上尿路钙结石亚型的价值。 

方法 以红外光谱分析结果为金标准，回顾性分析 55例钙结石患者术前双源双能 CT(Siemens 

Definition flash CT)检查的资料，分为四组：组 1（一水草酸钙，12），组 2（一水草酸钙+

二水草酸钙，9），组 3（一水草酸钙+碳酸磷灰石，8），组 4（一水草酸钙+二水草酸钙+碳酸

磷灰石，26），最后将组 1、组 2、组 3融合为新的一组，为混合钙结石组。通过双能分析软

件获得的 Rho/Z，对不同类型的钙结石进行定量分析，比较采用方差分析。纯的一水草酸钙与

混合钙结石（组 2+组 3+组 4）的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及 ROC曲线用于诊断效能的评价。 

结果 四组的 Z值分别为（12.39±0.31）、（12.51±0.17）、（12.47±0.21）、

（12.79±0.33），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F=6.403,P=0.001），（组 1vs组 4，P =0.000；组

2vs组 4，P =0.019；组 3vs 组 4，P =0.009；其余两组间比较，P均>0.05）。而四组结石的

Rho则无统计学差异。此外，纯的一水草酸钙的 Z值低于混合钙结石（12.67±0.31）（P 
=0.009），ROC分析一水草酸钙的曲线下面积为 0.738，截取值为 12.38（敏感度 58.3%，特异

度 86%）。 

结论 双源双能 CT成像技术获得的原子序数有助于区别一水草酸钙+二水草酸钙+碳酸磷灰石以

及对碎石抵抗的一水草酸钙，在术前评估中具有重要价值。 

   

 

 
PU-2907 

双源 CT volume 和 ORS Visual Pro 在肝脏体积测量中的应用

研究 

 
赵海波,杨伟江 

柳州市工人医院 545005 

 

目的 通过两种软件对全肝脏体积比较两者之间的差异，为临床医师术前提供准确的数据。方

法：使用西门子 CT自带的软件 Volume(Siemens, Germany)和第三方软件 Visual Pro（ORS, 

Canada)回顾性对 20例肝脏增强患者进行体积测量，对比指标包括全肝，比较两种软件测量所

用时间、体积数据统计学差异。结果 Volume和 Visual Pro 对 0.9%的氯化钠注射液 100ml 测

量体积结果分别市 99.84ml 和 99.80ml，对 20例肝脏体积测量统计分析：t=-0.037 p=0.971,

两者之间无显著差异；操作所用时间相比较，Visual Pro所用时间显著少于 volume。 讨论 

Visual Pro可以提供准确的肝脏体积值，有助于多种方法相结合应用于临床，为肝胆外科手

术前提供更全面的影像学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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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908 

基于优化控制的多带宽层选脉冲设计 

 
卢杉

1,2
,常严

1
,徐雅洁

1
,施波

1
,杨晓冬

1
 

1.中国科学院苏州生物医学工程技术研究所 

2.南京理工大学 

 

目的：近年来，多射频线圈同步激发可实现多层样本的同时激发，进而可实现快速成像。我们

从磁共振自旋动力学原理出发，充分运用射频脉冲的调控机制，设计优化了一种新型的层选射

频脉冲，利用单一线圈也实现多层样本的同步激发，该方法仅需要使用优化的形状脉冲取代传

统的 SINC激发脉冲。 

方法：我们提出一种优化形状脉冲的方法，通过对自旋体系的精确调控，可以使形状脉冲在激

发时具有任意频谱轮廓。该方法基于 GRAPE算法，建立形状脉冲的优化控制模型，其优化目标

为预期的特定激发轮廓（如栅格式），通过计算目标函数的梯度，运用迭代方法实现形状脉冲

的最优化设计。 

结果：作为上述方法的说明，我们设计了一种新型多带宽层选脉冲，实现 10mm样本区域（5

层，每层 2mm）的多断层激发，即激发中央和两侧断层区。以层选梯度 15mT/m为例，该层选

脉冲的设计带宽范围为 6.3kHz，2mm层厚对应 1.26kHz。仿真数据表明，获得的优化形状脉冲

与预期激发轮廓保持一致。进一步地，我们在 0.5T磁共振系统上开展验证实验，实验结果表

明该优化脉冲达到预期目的。 

讨论：我们基于自旋动力学和优化控制原理设计开发了一种新型多带宽层选脉冲，该脉冲可实

现多个层面的任意轮廓激发，具有较强的应用价值。后续研究工作包括：优化设计过程中纳入

驰豫和射频场非均匀性等条件，多带宽层选脉冲的成像序列实验验证等。  

 

 

PU-2909 

螺旋 CT 低剂量扫描在新生儿支气管肺发育不良 

早期检查中的应用 

 
鲍莉,李军,陈锡建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研究新生儿支气管肺发育不良患儿的低剂量 CT检查中,容积后处理技术及 CT肺功能成

像对于评价患者气管、支气管及肺实质解剖结构的发育异常的可行性。 

对象与方法：使用东软 128 层螺旋 CT, 对临床可疑支气管肺发育不良的新生儿，行低剂量 CT

检查。取患儿仰卧位，扫描前给予水合氯醛镇静，扫描范围从咽部至肋底水平。技术参数：

100KV,O-DOSE技术自动调整 mAs，6*0.625准直。原始图像采用重建层厚 1mm、层间距

0.5mm，F60算法重建。应用容积再现（VRT）、最小密度投影（MInP）进行气管、支气管树及

肺重建。使用肺密度分析软件，自动进行肺实质分割，绘制肺轮廓线，测量肺体积。 

结果与讨论：通过高空间分辨率算法薄层重建技术,可显示肺间质病变的分布及特征,能早期发

现患儿肺部的细微病变。三维后处理技术 VRT可充分暴露气管树,通过旋转、多方位、多角度

观察,可直观显示容积内解剖结构与病变间相互关系,可发现气管、支气管树的发育异常。CT

容积成像通过建立气道的三维模型，可提供气管、支气管和肺实质解剖异常的诊断信息。 

结论：CT低剂量检查及容积后处理技术的应用，为新生儿支气管肺发育不良的早期诊断提供

有利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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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910 

自动管电压选择结合迭代重建技术在降低辐射剂量方面的应

用研究 

 
赵洁,余建明,雷子乔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430022 

 

目的：本研究的目的是在 CT肺动脉血管成像(CTPA)中，评估单独采用自动管电压选择技术

（ATVS，CARE kV）和结合了迭代重建(IR，Safire)后的自动管电压选择技术在辐射剂量和图

像质量方面中的差异。 

材料与方法：选取 2016年 10月到 12月的临床疑似肺动脉栓塞的 100例连续患者作为对照

组，均采用 ATVS的方式进行 CTPA检查，选取 2017年 1 月到 3月的另外 100例疑似肺动脉栓

塞的连续患者作为实验组，均采用 ATVS结合 IR的方式进行检查，其中参考 mAs较对照组降低

33%（实验组：100mAs；对照组：150mAs）。记录两组的容积 CT剂量指数（CTDIvol）、肺动脉

干 CT值、噪声值、信噪比值。采用双盲法对两组图像质量主观评分。使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和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辐射剂量和图像质量进行比较。 

结果：在参考 mAs降低 33%的实验组中，ATVS技术对管电压的选择上有降低的趋势，选择了

120kV和 100kV的扫描分别由 23%降低到 4%，67%降低到 56%；而选择了 80kV的扫描由 10%增

加至 40%。实验组 CTDIvol降低 39%（P＜0.0001），肺动脉 CT值增加 53HU（P=0.005），实验

组图像噪声值较对照组增加（P=0.02），而信噪比方面无显著性差异（P=0.16）。在两组图像

主观评分中，血管结构无显著差异，而在软组织和肺实质评价中实验组较对照组评分降低，有

显著差异。 

结论：ATVS结合 IR技术将 CTPA检查的辐射剂量降低了 39%，比单独对参考 mAs降低 33%更为

显著，而图像质量并没有降低。 

   

 

 
PU-2911 

Application study of Automatic Tube Voltage Selection 

combined with Iterative Reconstruction in terms of 

reducing radiation dose 

 
Zhao Jie 

Department of Radiology，Union Hospital，Tongji Medical College，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430022 

 

Purpose: The aim of the study was to evaluate radiation dose and image quality in 

computed tomographic pulmonary angiography(CTPA) scans performed with automatic 

tube voltage selection(CarekV) before and after implementation of 

iterativereconstruction (Safire).  

Materials and Methods: The cohort included 100 consecutive “standard protocol” 

CTPAs performed using ATVS and 100 consecutive “combined protocol” CTPAs 

performed using CarekV with a 33% reduction in reference mAs and Safire. 

CTDIvol and main pulmonary artery enhancement, noise, and signal-tonoise ratio 

were recorded, along with blinded grading of subjective image quality. Dos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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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quality were compared between cohorts with univariate analyses and linear 

regression models.   

Results: The 33% reduction in reference mAs with the combined protocol allowed 

ATVS to select reduced kVp more often than with the standard protocol, with a 

reduction in 120 and 100 kVp scans (23% to 4% and 67% to 56%, respectively) and 

an increase in 80 kVp scans (10% to 40%). The combined protocol yielded 

a CTDIvol reduction of 39% (P < 0.0001) and increases in main pulmonary artery 

enhancement (53HU, P = 0.005) and noise (P = 0.02) with unchanged signal-to-noise 

ratio (P = 0.16). With the combined protocol, subjective image quality was 

unchanged for evaluation of vascular structures but was decreased for 

evaluation of soft tissues and lung parenchyma.  

Conclusions: The combination of ATVS and IR resulted in a 39% dose reduction, 

greater than the 33% reduction that would be achieved by reducing the reference 

mAs alone. This was accomplished with preserved vascular image quality. 

   

 

 
PU-2912 

DR 胸片与高千伏胸片在尘肺中的对照研究 

 
刘静,李敏,刘荣荣,姚文妍,任荣 

苏州市第五人民医院 215007 

 

 
目的 通过对尘肺研究对象分别拍摄 DR胸片与高千伏胸片，对比分析两种不同的摄片方法的

图像质量并评价其诊断分期的相关性。方法 收集我院 72例申请尘肺诊断或已经明确诊断的

病例，按照职业病诊断标准（GBZ70-2015）分别进行 DR胸片与高千伏胸片的 X线摄影,对

两种 X线摄影方式的图像进行解剖标志显示对比和分析；对两种 X线摄影方式的图像的尘肺

诊断和分期进行一致性分析。结果 两种摄片方式在肺纹理显示、心缘及横隔面、两侧胸壁、

隆突及支（气管）、心影后肺纹理方面具有统计学意义；在右侧膈顶位置无统计学意义。两种

X线摄影方式的图像的尘肺诊断和分期的一致性检验较好，有统计学意义，

kappa=0.885(P=0.000)；DR胸片尘肺检出率是 65.28%（47/72），高千伏胸片尘肺检

出率是 63.89%（46/72）。结论 我院西门子 Ysio拍摄的 DR胸片在尘肺诊断显示图像质

量方面优于高千伏胸片，在尘肺诊断和分期、尘肺阴影显示和判定方面与高千伏胸片具有一致

性，且 DR胸片操作简便、快捷，便于长期储存和远程会诊。   
 

 

PU-2913 

AIDR 重建技术结合智能毫安扫描技术的应用对胸廓入口处 CT

检查图像质量及辐射剂量的影响 

 
朱维聪 

东莞康华医院 523080 

 

摘要：目的 探讨多层螺旋 CT适应性迭代剂量减低术（adaptive iterative dose 

reduction,AIDR）结合智能毫安扫描技术（AEC）的应用对胸廓入口处 CT检查图像质量及辐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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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量的影响。 方法 对照组为 20例胸部普通 CT扫描的患者采用固定管电压 120KV、管电流

量 150mAs扫描和 AIDR重建技术重建所得图像，实验组采用智能毫安扫描技术扫描（MIN80mA-

MAX500mA）和 AIDR重建技术重建所得图像。扫描后重建的图像由 2名有经验的诊断医生采用

扫盲法对胸廓入口处第一胸椎层面上的甲状腺区域图像质量进行主观等级评分；分别测量和计

算两组图像的 CT值、噪声值 SD、信噪比（SNR）、对比度噪声比（CNR）以及记录受检者的容

积 CT剂量指数（CTDIVOL）、剂量长度乘积（DLP），并计算胸部的有效剂量（ED）；两组图

像之间的评价采用 t检验，以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果  实验组图像的主观评分较

好，其图像噪声及胸廓入口处伪影评分均低于对照组图像（P均<0.05）。实验组和对照组的

CIDIvol分别为（5.81±2.22，13.50），DLP分别为（253.65±99.56，589.76±50.31），ED

值分别为（3.55±1.39，8.25±0.7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同时实验组第一

胸椎平面甲状腺信噪比（SNR）、对比噪声比（CNR）均高于对照组（P<0.05）；两组图像的噪

声比较，P<0.05。结论 与固定管电压、管电流扫描技术相比，智能毫安扫描技术结合 AIDR重

建技术的应用可显著提高胸廓入口处图像质量、降低射线束硬化伪影及降低患者胸部辐射剂

量。 

   

 

 
PU-2914 

A Study of Radiofrequency Artifact for Off-center 

Scan Induced in Two MR Scanners in Close Proximity 

 
Li Xiaona

1,2
,Peng Zhigang

1,2
 

1.the Third Hospital of Hebei Medical University 

2.Hebei Province Biomechanical Key Laborary of Orthopedics 

 

Purpose: To assess radio frequency (RF) artifacts for the off-center scan induced 

by two 1.5T magnetic resonance (MR) scanners in close proximity. 

Method: Retrospective analyses of 10 cases subjected to RF artifacts were 

performed. In addition, 6 healthy volunteers were recruited to study RF artifacts. 

Volunteer1, 2 and 3 were scanned in one scanner in the center (P1), superior (P2) 

and inferior (P3) to the reference center positions with 8 angles, respectively. 

Simultaneously, volunteer 4, 5 and 6 were scanned in a fixed sagittal sequence in 

the opposite scanner, respectively. Based on above experiment steps, two phantoms 

were set in two scanners to study RF appeared in the transversal sequence. Two 

radiologists with 10-year diagnosis experience visually evaluated all the MR 

images blindly. 

Result: After retrospective analysis, RF artifacts were found to be correlation to 

the scan center in the opposite scanner. RF artifacts in volunteer 5 were showed 

when the scan center of volunteer 2 was in P2 on the low frequency scanner. RF 

artifacts in phantoms presented the same characteristic as in volunteer 5. However, 

RF artifacts appeared in the right of the sagittal images and in the left of the 

transversal images. The image quality was the best in the P1. 

Conclusion: For preventing RF artifacts for off-center scan by two 1.5T MR 

scanners in close proximity, we suggested that scan center is better to locate in 

P1 or P3 in lower frequency scanner and in P1or P2 in the higher frequency sca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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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915 

The clinical research of Radial Vibe MRI imaging in 

paediatric abdominal MRI 

 
Luo Kun 

Union Hospital of Tongji Medical College of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430022 

 

Objective: To compare the image quality between Radial volume interpolated breath-

hold examination(Radial Vibe) and conventional Vibe in contrast-enhanced fat-

suppressed T1-weighted images of paediatric abdomi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during free-breathing,and evaluate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Radial 

Vibe.Materials and Methods: 62 paediatric underwent abdominal MRI scan by Siemens 

MAGNETOM Area. And they a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Group A(Radial Vibe 

group) included 31 patients, get conventional abdominal plain scan first，enhance 

scan using MRI contrast agent Magnevist(469.01mg/ml),the total amount of contrast 

agent was 0.2ml/kg,scanning using Radial Vibe sequence.Group B enhanced scanning 

using conventional Vibe sequence，in other case the same as group A.For objective 

analysis of image quality, the mean values of noise and signal-to-noise ratio (SNR) 

in the liver on contrast-enhanced fat-suppressed T1-weighted images were compared. 

For subjective analysis,overall image quality, respiratory motion, portal vein 

clarity, and hepatic margin sharpness were assessed using four-point scales. 

Results: The noise of group A was significant lower than of group B（P＜0.01），

the SNR of group A was significant higher than of group B（P＜0.01），and the 

overall image quality, respiratory motion, portal vein clarity, and hepatic margin 

sharpness of group A were significant higher than of group B（P＜0.01）.Conclusion: 

In paediatric abdominal MRI , Radial Vibe imaging technology achieves lower noise, 

higher signal-to-noise ratio（SNR）and higher subject evaluation of image quality 

compared to conventional Vibe，and has a wide range of clinical value. 

   

 

 
PU-2916 

不同 CT 扫描参数与 IMAR 算法效果相关性的实验研究 

 
彭刚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目的 探讨不同 CT扫描参数与 IMRA算法效果的相关性。 方法 对植入金属螺钉的仿真胸部体

模，采用不同管电压（80-130 kV）以及不同管电流量（20-120mAs）进行扫描，扫描后采用

IR算法和 IMAR算法分别重建图像，测量金属螺钉邻近肺组织和椎旁软组织的 CT值、噪声

（CT值 SD）及 CT值偏差（ΔHU），并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1）在相同管电流量

（70mAs）扫描下，随着管电压从 80kV增加至 130KV，图像中金属伪影不断减少，主观评分均

值分别为 0.83、1.5、2.16，差异有显著性（P<0.05）。肺、椎旁软组织 SD和ΔHU 随着管电

压的增加不断减小，线性回归分析相关性好。（2）在相同管电压（130kV）条件下，随着管电

流量的逐渐增加，图像中金属伪影变化不明显，主观评分差异无显著性（P>0.05），肺、椎旁

软组织 SD和ΔHU 变化无规律性，线性回归分析无明显相关性。（3）在低、中、高三组辐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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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量（DLP=100、150、200mGy*cm）下，各组内采用高管电压联合低管电流量扫描图像的金属

伪影均明显减少，主观评分及客观指标（SD、ΔHU）差异均有显著性（P<0.05）。与中、高辐

射剂量组中 110kV/68mAs和 80kV/310mAs图像相比较，采用低辐射组中 130kV/29mAs扫描后，

主观评分增高，肺、椎旁软组织的 SD和ΔHU减小。结论 管电压是影响 IMAR的主要参数，实

际工作中应用高管电压联合低管电流量扫描可以在保证 IMAR减少金属伪影效果的前提下，降

低患者的辐射剂量。  

 

 

PU-2917 

冈上肌出口位入射角的量化研究和实践 

 
王相权,王振,刘锦 

浙江省人民医院 310014 

 

冈上肌出口位的入射角量化研究和实践 

目的：提高冈上肌出口位摄影的成功率，减少重复摄片，减少不必要的辐射剂量。 

材料与方法：在 2017年 1月份到 6月份间，取肩峰撞击症患者 90人，要求 2位 15年以上的

一线放射科主管技师分别以以往的经验法和入射角量化法对有肩峰撞击症的患者进行肩关节正

位和冈上肌出口位摄片。在拍摄冈上肌出口位前，临床医生往往要求摄肩关节正位片，以辅助

检查。在入射角量化法时用量角器测量肩关节正位影像中人体水平线和肩胛冈投影线的角度

a，并记录备用，在接下去的冈上肌出口位的拍摄中，中心线入射角以 1/2的 a角度入射。冈

上肌出口位影像评价标准：1、肩胛关节窝与肱骨头中心重叠；肩峰、肩胛脊和冈上窝为一

边，肩胛上角、喙突为一边；肩胛体部为一边；这个边组成一个 Y形。2、锁骨和肱骨头的间

隙，也就是肩峰下关节（第二肩关节）显示清晰。3肱骨头骨干要和肩胛骨体部重叠，肋骨与

之分离。4、肩峰角和肱骨头的在影像上显示清晰。 

结果：经验法全部入射角为 15度；重复拍摄次数频率为 2
+
-1。 入射角量化法实际拍摄结果入

射角为 5度 6%；7度 1%；10度 31%；15度 45%；18度 1%；20度 12%；25度 1%。重摄片频率

为 1
+
-1 

结论：因每个患者都有个体差异，体位的摆放每次也同样存在差异，所以个性化调整至关重

要。入射角量化法在肩胛骨正位的情况下提前预估了入射角，在接下去的冈上肌出口位时做到

了心中有数。从而减少了重复拍摄，降低了射线辐射剂量。 

   

 

 
PU-2918 

骨关节金属内固定术后双源 CT 不同能谱值 

与图像质量关系的初步研究 

 
李文航 

贵州省人民医院 550002 

 

【摘要】 目的 探讨双源 CT 双能量成像技术去金属伪影应用于骨关节骨折金属内固定术后的

应用价值。 方法 对 45例骨关节外伤金属内固定术后复查患者应用双源 CT双能量扫描，同时

采集两组（80KV、140KV）原始数据，将原始数据及常规 120 kV数据应用不同能谱值进行金属

伪影减影后处理，包括多平面重组(MPR)、容积再现(VR)和最大密度投影(MIP)，对两组图像质

量进行评价。结果 随着能谱值的增加，金属伪影明显减少，图像质量明显改善，细节显示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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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金属内固定物位置及骨折关系显示更好。结论 双源 CT双能量成像技术应用高能谱值处

理将更准确有效的去除金属伪影，能更清晰显示金属内固定物的位置、形态，是骨关节金属内

固定术后复查的有效方法。 

   

 

 

PU-2919 

 Eigenvector centrality mapping evaluating disease 

progression in Parkinson disease ：a longitudinal 

study 

 
Zeng Qiaoling,Guan Xiaojun,Xu Xiaojun,Zhang Minming 

The 2nd Affiliated Hospital，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School of Medicine， Zhejiang University 

310009 

 

INTRODUCTION:Parkinson’s disease (PD) is a progressiveneurodegeneration, which 

owns a complex pathogenesis around the brain. Though many cross-sectional studies 

tried to explain its progression, longitudinal studies are still necessary to 

observe the dynamical cerebral alterations. In the present study, we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longitudinalalterations of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within whole 

brain in a cohort of follow-up PD patients. 

 METHODS：A total of 106 individuals were scanned 3D T1 structural imaging and 

resting functional MRIfor baseline visit and finally 21 PD patients were accepted 

longitudinal evaluation after 2 years. Eigenvector centrality mapping (ECM) was 

used to identify brain network hub organization between follow-up PD group (F 

group) and baseline group (B group). In addition, grey matter volume (GV) was 

extracted from the regions showing significantalterations in ECM to detect the 

underlying structural substrates of cerebral dysfunction. Pared t-tests were 

performed in IBM SPSS 19.0. 

 RESULTS: Clinical and demographic data about 21 patients were listed at table 1. 

In Particular,most PD patient show significantlydecreased in UPDRS-III scores 

after 2 years.Fgroupshowed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EC value in right postcentral 

gyrus, and increased in right cerebellum, right supplementary motor area(right 

SMA) as compared to B group(p=0.005, cluster=17,uncorrected)(figure1). No 

significant GV alterations were observed between two groups. Correlation analysis 

revealed that right postcentral in F group is negatively correlatedwith HY stage 

(r =-0.48, p < 0.05). Variation of EC values (F group-B group) in right 

cerebellum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change ofUPDRS-III scores(r =0.539, 

p < 0.05) (figure 2 ). There were no correlations between other areas.  

 DISCUSSION：The present study mainlyfind that PD patients show 

significantlydecreased EC valuein right postcentral and increased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in right cerebellum and right SMA over time, EC value and right 

postcentral gyrus in F group and change of EC value in right cerebellumwere 

correlate with disease severity. 

The cerebellum is knownforits role in coordinating motion
1
. Our study foundF group 

show hyper-connectivity in right cerebellumcompared to B group, which was 

http://cn.bing.com/dict/clientsearch?mkt=zh-CN&setLang=zh&form=BDVEHC&ClientVer=BDDTV3.5.0.4311&q=%E4%B8%AD%E5%A4%AE%E5%90%8E%E5%9B%9E
http://cn.bing.com/dict/clientsearch?mkt=zh-CN&setLang=zh&form=BDVEHC&ClientVer=BDDTV3.5.0.4311&q=%E8%B4%9F%E7%9B%B8%E5%85%B3
http://cn.bing.com/dict/clientsearch?mkt=zh-CN&setLang=zh&form=BDVEHC&ClientVer=BDDTV3.5.0.4311&q=%E8%B4%9F%E7%9B%B8%E5%85%B3
http://cn.bing.com/dict/clientsearch?mkt=zh-CN&setLang=zh&form=BDVEHC&ClientVer=BDDTV3.5.0.4311&q=%E5%8F%98%E5%8C%96
http://cn.bing.com/dict/clientsearch?mkt=zh-CN&setLang=zh&form=BDVEHC&ClientVer=BDDTV3.5.0.4311&q=%E4%B8%AD%E5%A4%AE%E5%90%8E%E5%9B%9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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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preted as compensatory for the reduced motor output stemming over time. 

Cerebellumalterations have been discovered in many studies from a cross-sectional 

perspective
2
.Moreover, our correlation analysis also confirms a direct cerebellar 

involvement in PD progression. Beside,the present study discovered 

increasedfunctional connectivityin right SMA when F group vs. B group. Consistent 

with our findings, Delong Zhang
3
 has found SMA increased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in the PD group compared with the NC,performing a seed-based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analysis.In generally,our research expanded previous findings by 

demonstrating longitudinally that compensationexists through cerebellum-cortex -

circuit along with PD progressionwithout a priority assumption. In current study, 

F group show to alleviate the symptoms of PD motion (UPDRS-III scores) 

may be due to compensation enhancements of cerebellum and SMA for 

motorimpairment. 

The right postcentral gyrus plays a role in information processing, because 

thatits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and structural is related to other brain areas.It 

has been reported to be associated with the default mode network (DMN), whichmaybe 

highly integrated with depression in recent years
4
. The present study discovered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decreased in right postcentral gyrus over time,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revealed that right postcentral gyrus in F group i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HY stage. We speculate that decreased ECM value of the 

right postcentral gyrus is a contributing factor for pathophysiological destroy in 

PD patients. 

We did not observe structural alteration in our patients. Studies
5
demonstrated 

that cerebral functional changes before structure. Therefore,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could be sensitive to detect brain dysfunction of PD. 

We should clarify that present researchdidn’t included healthy controls, because 

that we focus on longitudinal changes of brain activity in PD patients. 

Studies with longitudinal data from normal aging would be helpful to deepen the 

difference of PD progression from normal aging process.  

 CONCLUSIONS：We provide evidence using Eigenvector centrality mapping for 

deterioration in right postcentral gyrus and compensation in right cerebellum, 

right SMA in PD over a 2-year period of time.ECM may be a good tool to Identify 

the nature of early progression in PD.  

 

 

PU-2920 

Ilium Marrow Fat Content in Aplastic Anemia: 

Quantification by Proton Density Fat Fraction with MR 

Imaging versus Bone Marrow Biopsy  

 
MA XIANGZHENG,WANG SHIWEI,XU MAOSHENG,TANG TING,WANG WEI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jiang Chinese Medical University 310006 

 

To determine utility of proton density fat fraction (PDFF) measurements for 

quantifying the ilium marrow fat content in patients with aplastic anemia (AA), 

and compare these results with bone marrow biopsy findings.  

http://cn.bing.com/dict/clientsearch?mkt=zh-CN&setLang=zh&form=BDVEHC&ClientVer=BDDTV3.5.0.4311&q=%E4%B8%AD%E5%A4%AE%E5%90%8E%E5%9B%9E
http://cn.bing.com/dict/clientsearch?mkt=zh-CN&setLang=zh&form=BDVEHC&ClientVer=BDDTV3.5.0.4311&q=%E4%B8%AD%E5%A4%AE%E5%90%8E%E5%9B%9E
http://cn.bing.com/dict/clientsearch?mkt=zh-CN&setLang=zh&form=BDVEHC&ClientVer=BDDTV3.5.0.4311&q=%E4%B8%AD%E5%A4%AE%E5%90%8E%E5%9B%9E
http://cn.bing.com/dict/clientsearch?mkt=zh-CN&setLang=zh&form=BDVEHC&ClientVer=BDDTV3.5.0.4311&q=%E8%B4%9F%E7%9B%B8%E5%85%B3
http://cn.bing.com/dict/clientsearch?mkt=zh-CN&setLang=zh&form=BDVEHC&ClientVer=BDDTV3.5.0.4311&q=%E8%B4%9F%E7%9B%B8%E5%85%B3
http://cn.bing.com/dict/clientsearch?mkt=zh-CN&setLang=zh&form=BDVEHC&ClientVer=BDDTV3.5.0.4311&q=%E4%B8%AD%E5%A4%AE%E5%90%8E%E5%9B%9E
http://cn.bing.com/dict/clientsearch?mkt=zh-CN&setLang=zh&form=BDVEHC&ClientVer=BDDTV3.5.0.4311&q=%E4%B8%AD%E5%A4%AE%E5%90%8E%E5%9B%9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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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study was approved by the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After providing 

informed consent, 19 patients with aplastic anemia (12 men, 7 women; mean age, 

43.9 years; range, 22–68 years) and 25 adult volunteers(16 men, 9 women; mean age, 

52.6 years; range, 26–74 years) underwent imaging with 3.0-T MR unit (Discovery 

750 W ,GE Healthcare, Waukesha, Wis) to estimate ilium marrow fat content. Three-

dimensional iterative decomposition of water and fat with echo asymmetry and 

least-squares estimation (IDEAL IQ, GE Healthcare) sequences were performed and 

followed by bone marrow biopsy within 7 days. Two readers placed one large region 

of interest on FatFrac maps to measure posterior superior iliac spine PDFF. All 

bone marrow biopsy specimens were retrieved from archives and evaluated by one 

pathologist using image analysis software (Image Pro Plus 6.0, Media Cybernetics).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and t test were used for statistical analyses.  

Mean PDFF calculated with MR imaging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aplastic 

anemia groups than in the volunteers (88.99%±4.03 vs 63.96%±13.60, respectively; 

P＜.0001). Close correlation for quantification of aplastic anemia was observed 

between PDFF and bone marrow biopsy (r = 0.822). Mean PDFF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quantification by bone marrow biopsy in the aplastic anemia groups 

(88.99%±4.03 vs 80.47%±5.72, respectively; P＜.0001).  

PDFF measurement by MR imaging provided a noninvasive, accurate estimation of the 

presence and diagnosis of 

aplastic anemia. Close correlation was observed between PDFF and bone marrow 

biopsy. However, PDFF measurement by MR imaging can overrate ilium marrow fat 

content in patients with aplastic anemia.  

Quantification by Proton Density Fat Fraction with MR Imaging provided a 

noninvasive method for assistant diagnosis of aplastic anemia  

 

 
PU-2921 

低管电压 CT 增强扫描在胃肠道肿瘤的应用 

 
姜鹏 

北华大学附属医院 132013 

 

胃肠道肿瘤是严重威胁人民健康的常见病和多发病，且发病率有明显的上升和年轻化趋势，早

期诊断对预后具有重要意义。CT已成为诊断肠道肿瘤的常规检查方法，但存在大剂量 X线辐

射的问题。CT具备安全、无创、操作简便、图像分辨率高、检查相关并发症少等优势。降低

管电压可以降低辐射剂量，同时应用迭代重建技术，图像质量可以满足临床诊断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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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922 

门静脉、下腔静脉 CT 精准成像技术与肝 

脏自动分段软件相关性研究 

 
李俊鹏 

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 610031 

 

 

目的：优化下腔静脉、门静脉扫描成像技术，提高肝脏自动分段软件准确性 

  

方法：随机选取 60例行上腹部 CT 平扫及增强患者，分为实验组和对照 A 组，对照 B 组。采

用 philips 256 层 brilliance iCT，均采用对比剂为浓度 320 碘佛醇，100ml，流速 3.5ml/s，实验

组 20 例，采用团注追踪法，兴趣区设于下腔静脉（肾动脉层面），阈值 100，触发后最短延

迟扫描；对照 A 组，采用传统肝脏三期扫描，经验法，第一期延迟 25s，第二期延迟 60s；对

照 B 组 20 例，采用团注追踪法，兴趣区设于腹主动脉，阈值 150，第一期触发后最短延迟，

第二期延迟 30s。 

结果：实验组门静脉 ct值为 233HU（±20）、下腔静脉 ct 值为 170Hu（±10）充分同时显

影，肝脏自动分段软件识别准确；对照组 A 组,实验组门静脉 ct 值为 180Hu（±20）、下腔静

脉 ct 值为 150HU（±10）自动识别失败分段不准确；对照 B 组，实验组门静脉 ct 值为 200HU

（±10）、下腔静脉 ct 值为 130HU（±10）。对照组 A、B 两组门静脉、下腔静脉 CT 值均低

于实验组，且肝脏分段软件识别准确性低于实验组。。 

结论：肝脏分段自动识别是否准确与扫描时下腔静脉、，门静脉显影质量息息相关；选择团注

追踪法兴趣区设于下腔静脉（肾动脉层面）血管成像质量明显优于经验法和兴趣区设于腹主动

脉   

 

 
PU-2923 

盆底动态 MR 成像（MR 排粪造影） 

 
郑君惠,罗维 

广东省人民医院 510100 

 

MR排粪造影临床应用于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包括盆腔支持结构缺陷或退化、损伤及功能障

碍造成的疾病， 盆腔器官脱垂、压力性尿失禁、便秘等， 50%中老年女性，10%以上需手术

（1/3需要再次手术）。 

  方法：通过向病人直肠注入对比剂，对病人“排便”时盆腔结构进行动态 MR成像，观察患

者静息、提肛、力排、排空时盆腔结构的改变。常规 MR成像设备（开放式磁共振系统）。体

位：仰卧位、坐位 检查前准备： 检查前半小时排空膀胱并饮水，使膀胱处于半充盈状态； 

仰卧位排粪动作训练/valsalva动作训练； 直肠内对比剂注入（超声耦合剂、含钆对比剂的

土豆泥等）。常规 MR扫描序列：评估盆底肌群的形态学改变；动态 MR扫描：快速平衡稳态进

动序列，正中矢状位，提肛、力排（肛门括约肌收缩）、排空时。 

盆底器官脱垂的参考标志线：耻尾线（ pubococcygeal line ，PCL）：耻骨联合下缘至尾骨

最后一节关节处的连线； 盆底肌肉、筋膜、韧带附着处，盆底水平； 耻骨中线（ midpubic 

line ，MPL）： 沿耻骨联合最大径至尾侧的延长线。盆底器官脱垂程度评估：前腔室：膀胱

底后下部最低点至 PCL的垂直距离；膀胱底不超过 PCL以下 1cm；中腔室：宫颈前下部最低点

至 PCL的垂直距离；子宫颈不低于 PCL；后腔室：肛管直肠连接处前缘至 PCL的垂直距离；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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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直肠连接处不超过 PCL以下 2.5cm ；前腔室：膀胱底后下部最低点至 PCL的垂直距离；膀

胱底不超过 PCL以下 1cm；中腔室：宫颈前下部最低点至 PCL的垂直距离；子宫颈不低于

PCL；后腔室：肛管直肠连接处前缘至 PCL的垂直距离；肛直肠连接处不超过 PCL以下

2.5cm。 

  

 

 
PU-2924 

缺血性心脏病中磁共振 mapping 技术的应用价值 

 
卢晓军 

重庆市人民医院中山江北院区 400013 

 

目的 探讨磁共振 mapping技术在缺血性心脏病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采用西门子 AVANTO

（1.5T）MR扫描仪进行 MRI 检查。首先分别进行 T1、T2、T2*mapping序列扫描，采集图像，

进行后处理生成伪彩图，然后选择适宜的兴趣区，测量 T1、T2、T2*值。最后注入钆对比剂增

强，用前面 T1mapping序列再扫描一次，根据公式计算细胞外容积 ECV(Extracellular 

Volume)值，心肌 ECV=(1-HCT)(心肌△R1／血液△R1)；△R1=1／T1pre－1／T1post。 T1pre

和 T1post分别为增强前后的 T1值，HCT为血液和心肌细胞外间隙中对比剂浓度达到平衡时的

血细胞容积。结果 T1mapping 技术①通过定量 T1值和 ECV的改变而对心肌损伤的程度进行定

量评估，直接量化纤维化的范围及严重程度；②通过改变 TI值而敏感地检测出心肌的早期纤

维化。 T2mapping技术① 能将心内膜下和心尖部的慢速血流高信号抑制，避免高信号伪影的

产生，同时对于屏气不足、心律失常者，也可得到较高质量的图像 ，更好地显示心肌的急性

缺血性损伤；②该技术能定量测定心肌 T2值 ，明确心肌水肿的严重程度。T2*mapping技术

则对于矿物质沉积较为敏感，尤其是铁沉积、铁蛋白及含铁大分子物质的顺磁性作用可使 T2*

值缩短。结论 T1mapping可显示心肌的早期纤维化，炎性损伤以及缺血，定量心肌缺血的损伤

程度和范围，特别在诊断弥漫性纤维化及对缺血性心脏病心肌梗死的评估中有较高的价值。结

合 ECV更提高了心肌纤维化的诊断准确率；T2 mapping在评价急性心肌梗死及再灌注后引起

的心肌水肿 、危险区域和炎性反应等方面有良好应用价值。T2*mapping则可对心肌组织的出

血性病变进行定量检测。可见，磁共振 mapping技术在缺血性心脏病中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

值。 

   

 

 
PU-2925 

双能 CT 单能谱成像加软组织算法改善口腔 

金属植入物周围软组织评价的初步研究 

 
陈晓君,秦培鑫,梁明柱,方义杰,李占军,柳学国 

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 519000 

 

[摘要] 目的：探讨双能 CT 单能谱成像加上软组织算法在减轻口腔金属植入物伪影，观察植入

物周围软组织病变的初步研究。方法：30例具有口腔金属植入物的患者均采用双能扫描（其

中平扫 16例，增强 14例；伪影程度轻者 10例，中等者 12例，重者 8例），图像重建层厚为

2mm，Pitch为 1mm，分别采用迭代重建 Q30f及非迭代重建 B10f两种卷积核，均以融合指数

0.4重建，Q30f组以迭代 4重建，将 2组图像分别调入单能谱软件，不同的植入物可分别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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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级 100-130Kev之间获得伪影减轻后的最佳软组织图像；根据图像伪影的影响程度分为 3

度，伪影距离在 1cm以内为轻度，1-3cm为中度，大于 3cm 为重度；连同融合图像在内，3组

图像分别取植入物内侧 1/3-1/2处的软组织及同侧颈肌的 CT值进行统计学分析，并分别由 3

位高年资医师采用盲评给分，评分标准为 0分为伪影严重无法诊断，5分为基本无伪影，所得

评分取平均值，然后对 3组图像的信号噪声比 SNR、对比噪声比 CNR、主观评分进行统计学分

析。结果：Q30f组及 B10f 组的 SNR、CNR及主观评分均明显优于融合图（P＜0.001）；而

Q30f组及 B10f组的 CNR值之间并无明显差异性（P＞0.001），两组图像的 SNR值具有差异性

（P＜0.05），且主观评分结果显示，B10f组图像优于 Q30f 组图像（P＜0.001）。结论：1.

伪影的减轻程度因植入物的材料而有差异；2.绝大部分轻度伪影基本消除，大部分中重度伪影

亦可很大程度减轻，故在中重度伪影的运用更具优势；3.采用迭代重建（Q30f）及软组织算法

（B10f）的双能单能谱成像均有利于减轻口腔植入物周围及口咽、颈部软组织伪影，便于观察

周围软组织病变，而软组织算法（B10f）的图像在主观上更适于观察其周围软组织的情况。  

 

 

PU-2926 

64 层螺旋 CT 血管造影在下肢动脉闭塞性病变中的应用 

 
唐笑先 

山西省人民医院 CT 室 030012 

 

目的: 探讨 64层螺旋 CT血管造影在下肢动脉闭塞性病变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对 75例临床怀

疑有下肢动脉闭塞性病变的患者行 64层螺旋 CT血管造影及血管三维重建。男 48例，女 27

例，年龄 45～83岁。临床表现：下肢疼痛 39例，间隙性跛行 42例，足背动脉搏动减弱 12

例，15例有糖尿病史，趾端变黑或坏疽 5例,下肢肿胀 21例.使用 SIEMENS Somatom 

Sensation Cardiac 64层螺旋 CT扫描机。影像分析：原始横断面图像及后处理图像由两位高

年资医师对其进行分析评价，并将一致意思作出评价结果。按腹主动脉、髂总动脉、髂内、外

动脉、股浅动脉、腘动脉、胫前动脉、胫后动脉、及腓动脉等分别行下肢动脉三维成像及 MIP

图像。结果：两侧股动脉远端闭塞 3例，右侧股浅动脉闭塞，侧支循环形成 6例，左侧股浅动

脉闭塞 5例，右侧腘动脉闭塞 3例，右侧胫腓干闭塞 2例，右胫前动脉闭塞 16例，双侧腓动

脉闭塞 24例，双侧胫后动脉闭塞 14例，右侧胫后动脉闭塞 12例。18例合并不同程度的动脉

管壁硬化。动脉闭塞表现为动脉连续性中断，闭塞端呈截断状或杯口状改变。结论：动脉粥样

硬化的 CT表现为：动脉管壁多发斑块状钙化，部分管腔内附壁血栓形成，管腔多发串珠样狭

窄和闭塞，周围有较多侧支血管形成，多发生于股动脉,腘动脉等。血栓闭塞性脉管炎常常累

及下肢中小动脉，尤以小腿动脉更多累及。主要表现为股浅动脉下段以远中小动脉的狭窄、闭

塞；病变周围侧支血管呈螺旋状改变，肾动脉以下腹主动脉管壁无明显钙化。64层螺旋 CT血

管造影在下肢动脉闭塞性病变诊断中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可指导临床治疗。 

   

 

 

PU-2927 

右心室快速起搏直接左心房三维旋转造影的临床应用 

 
周松,田野,杨龙,刘启方,田龙海,蒋志,黄晶,郑亚西,庞尊中,梁青龙,李天纵,侯红利 

贵州省人民医院 550002 

 

目的：探讨在导管室内获得阵发性房颤病人当前实时、完整、有效的左心房三维影像，用于指

导当前病人的精准射频消融治疗。方法：13例阵发性房颤射频消融术患者，其中男性 5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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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 8例；年龄 50至 70岁，平均年龄 61.7±7 岁。术前超声左心房大小 21.9至 34.6mm，平

均 28.9±5.2mm；导管室内消融术中行右心室快速起搏（180~200次/分）直接左心房三维旋转

造影成像实时三维重建左心房，将实时心脏透视与一键切割分离出的三维左心房实时叠加并引

导消融电极导管精准定位。结果：所有阵发性房颤被检查者均顺利完成右心室快速起搏直接左

心房三维旋转造影，未出现不良反应。获得被检查者当前左心房解剖细节叠加融合至透视影像

中提高了术中消融电极导管定位的精确度，为射频消融介入治疗提供实时左心房影像学指导。

结论：左心房的三维图像实时融合到 X线透视影像中, 可以对导管操作进行实时导航, 极大地

方便了术者进行房颤消融的手术操作, 缩短手术时间，减少放射辐射。导管室内右心室快速起

搏直接左心房三维旋转造影在阵发性房颤病人精准射频消融术中的应用是可行的、有效的、安

全的。此项技术在阵发性房颤病人精准射频消融术中展示出良好的实用性和临床应用前景。 

   

 

 
PU-2928 

有效提高肺部小结节检出率的方法比较 

 
夏传江,冉启胜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野战外科研究所 400042 

 

目的 探讨如何有效提高肺部结节检出率。资料与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科 2017年 6月行胸部常

规 64排以上 CT扫描的患者，扫描参数固定；扫描层厚为 0.625mm；扫描范围从肺尖到肋膈角

（包括全部肺），患者吸气末屏气完成扫描，所有患者吸气、屏气均配合优。扫描后原始数据

进行 5mm重建。纳入肺部有单发或多发结节的 70例患者；在 Pilips Portal上，通过 5组不

同参数调阅患者图像查看结节，A组为常规肺窗，层厚 0.625mm；B组为常规肺窗，层厚 5mm；

C组为最大密度投影即 MIP（后均用 MIP）肺窗，层厚为 5mm；D组为 MIP肺窗，层厚 10mm；E

组为 MIP肺窗，层厚为 20mm；每组按结节大小分三类进行个数记录，I类为 1mm-10mm，II类

为 10mm-20mm，III类为 20mm-30mm；并将每组每类型的结节个数进行记录并统计汇总，比较

肺部小结节的检出率。结果 5组参数中，A组检出 I类总数为 57个，II类总数为 39个，III

类总数为 6个；B组检出 I 类总数为 23个，II类总数为 37个，III类总数为 6个；C 组检出

I类总数为 142个，II类总数为 40个，III类总数为 6个；D组检出 I类总数为 234个，II

类总数为 40个，III类总数为 6个；E组检出 I类总数为 221个，II类总数为 40个，III类

总数为 6个。5组中 II类和 III类结节总数之间差异微小，无统计学意义（P>0.05），5组中

I类结节总数 D、E组高于 A、B、C组，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 I类 D组与 E

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5组患者的肺部小结节检出总数存在差异，A、B、C组

均较差，D、E组差异不大。由此可见，D、E组检测参数明显优于其他三组，可以提高肺部小

结节的检出率。结论 运用最大密度投影即（MIP），层厚 10mm或 20mm时，可有效提高肺部小

结节的检出率，具有一定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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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929 

优化的下肢动脉 CT 血管成像方案在股前外侧穿支皮瓣移植术

前评估中的应用 

 
何长久,胡仕北,周鹏 

四川省肿瘤医院 610081 

 

1.目的：探讨优化的下肢动脉 CT血管成像(CTA)方案在股前外侧穿支皮瓣(ALTPF)移植术前评

估中的应用价值。 

2.方法：连续收集我院因 ALTPF移植术前评估需要行下肢动脉 CTA检查的 32例患者。按随机

数字表法分为优化方案组、常规方案组，每组 16例。优化方案组的管电压、对比剂浓度和重

建算法分别为 100kV、含碘 300mg/ml、iDose4迭代算法；常规方案组分别为 120kV、含碘

370mg/ml、滤波反投影法，余参数相同。CTA扫描完成后对 2组图像质量进行主观评分(旋股

外侧动脉降支穿支动脉显影效果评分)和客观评价(旋股外侧动脉降支的 SNR)，记录各组的辐

射剂量[(容积 CT剂量指数(CTDIvol)、剂量长度乘积(DLP)和有效剂量(ED)]、碘摄入量和穿支

动脉吻合率(根据术前定位在术中探查到穿支动脉的病例数/总例数)。并对比两组间上述指标

的差异。 

3.结果：优化方案组、常规方案组的图像质量评分分别为(3.8±0.6)、(3.9±0.7)分，均满足

ALTPF移植术前评估要求，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旋股外侧动脉降支的 SNR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优化方案组中有 15例患者术中探查到术前定位的穿支动脉而完成

ALTPF移植术，有 1例患者术中未探查到术前定位的穿支动脉而更改供区；常规方案组中有 14

例患者术中探查到术前定位的穿支动脉而完成 ALTPF移植术，有 2例患者术中未探查到术前定

位的穿支动脉而更改供区，优化方案组、常规方案组的穿支动脉吻合率分别为

93.3%(15/16)、86.8%(14/16)，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优化方案组的 CTDIvol、DLP、

ED和碘摄入量均低于常规方案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4.结论：采用优化的下肢动脉 CTA检查方案可保证图像质量满足 ALTPF移植术前评估要求，且

能有效降低辐射剂量和碘摄入量。 

   

 

 
PU-2930 

Force CT 双能量去金属伪影在髋关节置换术后评估中的应用 

 
伍瑶斌 

贵州省人民医院 550002 

 

目的 评估 force CT双能量去金属伪影在髋关节置换术后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将临床髋关

节置换术后的 20例患者随机分为 A、B组，每组 10例。A组：120kv常规扫描；B组：双能量

（100kv、Sn150kv）去金属伪影扫描；通过 A、B组容积 CT剂量指数（CTDI vol ）与剂量长

度乘积（DLP），计算得出 A、B组有效辐射剂量（ED），由一名有经验的放射科医师对所有图

像进行图像质量评估，并结合有效辐射剂量（ED）对照。 结果 20例髋关节置换术后的图像

中（A、B组各 10例），A组图像质量明显差于 B组图像，其辐射剂量低于 B组。  结论 

force CT双能量去金属伪影在髋关节置换术后的应用价值高，能更好地满足临床需要，值得

临床工作的推广。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4168 

 

PU-2931 

Use of intravoxel incoherent motion (IVIM) and 

iterative decomposition of water and fat with echo 

asymmetry and least-squares estimation-iron 

quantitation (IDEAL IQ) in ischemic-type biliary 

lesions (ITBL) after liver transplantation 

 
He Bingjun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the Third Affiliated Hospit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SYSU) 510000 

 

Purpos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value of intravoxel incoherent motion (IVIM) 

and iterative decomposition of water and fat with echo asymmetry and least-

squares estimation-iron quantitation (IDEAL IQ) sequence for reflecting the 

feature of the liver parenchyma in ischemic-type biliary lesions (ITBL) after 

liver transplantation.  

METHOD AND MATERIALS: In this study, 15 healthy volunteers (control group) and 

12 patients after liver transplantation who were diagnosed as ITBL were 

enrolled. 8 patients histologically diagnosed with liver parenchymal biopsy 

were included in this study. All subjects underwent conventional MRI, MRCP, IVIM 

DWI and IDEAL IQ examinations using a 3.0T MR system. 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 

was scanned with 11 b values (b=0, 30, 50, 100, 150, 200, 300, 500, 800, 1000, 

1500 sec/mm2). Fat ratio and R2* values derived by IDEAL IQ and ADC, D, D* and f 

values derived by IVIM were obtained using vendor provided software. All metric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using Wilcoxon rank test.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analysis was performed to evaluate the performance of these 

metrics. 

RESULTS: In MRCP images, ITBL was classified into three types: hepatohilar 

(n=1), extensive (n=8), and intrahepatic (n=3). ADC and f values were 

significantly reduced in the ITBL group compared to those in control group (P 

= 0.04 and P=0.02, respectively). No such differences were observed in other 

metric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CONCLUSION: This study demonstrates the potential value of IVIM DWI as a non-

invasive tool in assessing ITBL after liver transplantation. 

   

 

 
PU-2932 

CT 成像及 MRI 成像在腰间盘突出症中的诊断价值 

 
芦佳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六三医院 110042 

 

摘 要】目的：观察分析 CT 成像及 MRI成像在腰间盘突出症中的诊断价值。方法：选取我院收

治的 90例腰间盘突出症患者（2014年 8月~2016年 8月期间）作为本次观察对象，通过检查

方式可将其分为两组，其中一组患者使用 CT成像技术检查（CT成像组），另一组患者采用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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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振成像技术检查（MRI组）。对比 2组腰间盘突出症患者的检查结果。结果：检查后，CT成

像组中央型后突出检出率为 85.00%、中央型偏右后突出检出率为 90.00%、中央型偏左后突出

检出率为 95.00%、单节段突出检出率为 83.00%，与 MRI 组相比无显著差异，P>0.05；CT成像

组对钙化、滑移、真空症、骨质增生诊断的检出率同样与 MRI组相比无显著差异，P>0.05。结

论：在腰间盘突出症患者的诊断中，CT成像的诊断准确率与 MRI相近，且操作简单，可在临

床推广使用。 

 

   

 

 

PU-2933 

CT 以及 MRI 检查对脑弥漫性轴索损伤患者检测阳性率及病灶

检出数量的对比研究 

 
芦佳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六三医院 110042 

 

目的：CT以及 MRI检查对脑弥漫性轴索损伤患者检测阳性率及病灶检出数量的对比研究。方

法：将我院 2013年 8月至 2016年 8月治疗的 57例脑弥漫性轴索损伤患者列为研究对象。将

所有患者按照双色球法分为 CT组和 MRI组。其中 CT组 28 例患者，采用西门子公司的 16排螺

旋 CT进行检查；MRI组 29 例患者，采用西门子公司的 Avanto1.5T进行检查；将两组患者的

阳性率和病灶数量进行比较分析。结果：MRI组的阳性例数为 27例，阳性率为 93.1%；CT组

的阳性例数为 15例，阳性率为 53.57%；两组之间的阳性率差异较大，具统计学意义

（p<0.05）。CT组扫描出了 30个病灶，MRI组扫描出了 86个病灶。结论：针对脑弥漫性轴索

损伤患者而言，CT和 MRI两种检查方式均有较好的诊断效果，但相比之下 MRI检查的灵敏度

更胜一筹。 

 

   

 

 
PU-2934 

磁共振成像技术诊断膝关节前交叉韧带断裂的临床准确性探

析 

 
芦佳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六三医院 110042 

 

目的：探究分析磁共振成像技术诊断膝关节前交叉韧带断裂的临床准确性。方法：在我院

2014年 10月至 2016年 10 月救治的膝关节前交叉韧带断裂患者中随机选取 42例患者作为探

究对象，对所有患者进行磁共振成像技术诊断，将其结果与单独的临床诊断结果相比较。结

果：（P<0.05）。结论：磁共振成像技术诊断在与单独的临床诊断相比之下，准确率更高；针

对出现的少数漏洞，可将其与医生的诊断相结合，以便于将诊断准确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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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935 

多层螺旋 CT 灌注成像在乳腺肿瘤诊断中的应用 

 
芦佳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六三医院 110042 

 

目的 探讨多层螺旋 CT（multi-slice spiral computed tomography, MSCT）灌注成像对乳腺

良恶性肿瘤鉴别诊断的价值。方法 本实验包括经过手术病理证实的乳腺癌患者 58例，乳腺良

性肿瘤患者 28例，其中乳腺癌患者术前未进行治疗。所有患者术前均行 MSCT灌注成像并分别

获得灌注图及灌注参数血流量（blood flow, BF）、血容量（blood volume, BV）、表面通透

性（permeability surface, PS），患者临床资料及病理资料完整。乳腺癌患者双侧乳腺均进

行灌注成像，选择其对侧正常乳腺作为正常乳腺组。乳腺癌与对侧正常乳腺及乳腺良性肿瘤灌

注参数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乳腺癌及良性肿瘤灌注参数 BV与 PS进行 Pearson 相关

分析并计算 r值。结果 乳腺癌组织 MSCT灌注参数 BF、BV、PS明显高于对侧正常乳腺组织及

乳腺良性肿瘤组织，组间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乳腺癌灌注参数 PS与 BV 呈正相

关（r=0.863, P=0.000）；乳腺良性肿瘤灌注参数 PS与 BV无相关性（r=0.325, P=0.184）。

结论 MSCT灌注成像在乳腺良恶性肿瘤鉴别诊断中具有重要意义。 

   

 

 

PU-2936 

浅谈如何分析与处理 GE LightSpeed 64 排 CT 常见故障 

 
关文斌,马湘乔,刘均达 

解放军第四六三医院 110042 

 

[摘要] 目的：探讨 GE LightSpeed 64 排 CT常见故障以及维修方法。方法：根据科室日常使

用 GE LightSpeed 64排 CT 所发生的故障并结合工程师到科维修后的结果进行分析与总结。结

果：通过与工程师的讨论以及科室维修组的分析与总结，大大增强了科室维修组的工作效率，

在保障科室设备正常工作的同时也为科室节省了大量的维修成本。结论：CT设备在我国临床

应用已有几十年的历史，其结构和功能在不断改进，探测器的层数不断增加，扫描速度也在加

快，但 CT的硬件结构基本相同 ，掌握这些基本机构特点对 CT故障的分析判断有了基本的方

向和依据，大大增强了科室维修组的工作效率，在保障科室设备正常工作的同时也为科室节省

了大量的维修成本。 

   

 

 

PU-2937 

强直性脊柱炎的 X 线及 CT 影像学诊断 

 
芦佳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六三医院 110042 

 

目的探讨强直性脊柱炎的 X线及 CT表现。方法收集 98例强直性脊柱炎患者 X线及 CT 资料。

结果 92例有骶髂关节表现异常，包括：早期，关节面侵蚀、骨皮质局限性增厚、硬化，关节

间隙正常;后期，关节面呈虫蚀样改变，关节面皮质密度不规则增高，关节间隙增宽或变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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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关节间隙消失，骨性强直;其中 12例髋关节、骶髂关节及腰椎均有不同程度异常。结论诊

断强直性脊柱炎 X线及 CT检查已成为重要的途径。   

 

 

PU-2938 

对比剂方案对能谱 CT 肺动脉成像图像质量的影响 

 
李信友,吕发金,魏淼,胡志华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目的：比较能谱 CT大剂量对比剂智能追踪肺动脉成像(CTPA)与小剂量对比剂团注测试肺动脉

成像的图像质量方法：收集 106例疑似肺动脉栓塞患者随机分 A、B两组行能谱 CT扫描，A组

(54例)为肺动脉-胸主动脉大剂量对比剂智能追踪成像，B组(52例)为小剂量对比剂团注测试

肺动脉成像，流率 4ml/s。血管成像方案：A组一次性团注对比剂 70~75ml+生理盐水 40ml。B

组先行小剂量对比剂（4ml）团注测试肺动脉达峰时间，正式扫描使用对比剂 25~30ml+生理盐

水 40ml。用最佳单能量 70keV 图像重组血管，测量肺动脉主干、右肺动脉降支、右肺动脉外

侧底支的 CT值，肺下叶碘含量，图像质量进行 4级评分，综合评价对比剂用量和两种检查方

法对能谱 CT肺动脉成像图像质量的影响。结果：1.肺动脉主干 CT值：A组

(438.41±8.99)HU，B组(424.97±16.72)HU，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右下肺动脉降支 CT值：A

组(424.53±11.5)HU，B组(374.93±15.5)HU，右肺动脉外侧底支 CT值：A组

(399.78±12.49)HU,B 组(125.69±8.77)HU,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2.肺下叶碘含量：A组

(19.28±2.32)mgI/ml，B组(7.31±2.29)mgI/m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

25.34,p&lt;0.05)。3.两位医生对图像质量的主观评分： A组图像质量优良率(85.8%)高于 B

组(76.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lt;0.05）。结论：能谱 CT大剂量对比剂智能追踪肺动脉

成像伪影少，血管强化均匀清晰，较小剂量对比剂团注测试肺动脉成像的图像质量  

 

 
PU-2939 

320 排 CT 双能量扫描技术在疑似痛风患者的应用 

 
张建生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510630 

 

目的 通过 320CT双能量成像技术对痛风性关节炎患者关节周围尿酸盐结晶沉积特点的显示，

进行分析总结，评价 320CT 双能量成像技术对提高痛风性关节炎诊断的准确率，为临床制定治

疗方案和评价疗效提供重要依据。方法 采用 320CT双能量成像技术对 102例高度怀疑痛风患

者进行手、足、膝扫描，获得 80KV和 130KV两组 VOLUM数据，把数据导入东芝专用软件进行

图像后处理，通过对原始图像、2D、3D加伪彩进行分析，判断患者检查部位是否有尿酸盐结

晶沉积。结果 在 102例高度怀疑痛风患者 320CT双能量成像技术检查中有 95例发现存在不同

关节不同位置有不同程度的尿酸盐结晶沉积，痛风诊断的敏感性为 95/102（93.1％），有否

骨质破坏的痛风患者尿酸盐结晶沉积检出无明显差异，有 20例治疗前后对照关节中尿酸盐结

晶沉积明显减少。结论 采用 320CT双能量成像技术诊断痛风具有较高的敏感性，而且直观无

创地显示尿酸盐结晶沉积的部位、大小、形状、数量以及受累部位有否软组织肿胀及骨质破

坏，治疗前后对照评价疗效，所以 320CT双能量成像技术对痛风性关节炎患者有重要的临床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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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940 

双源 CT 双能量非线性融合技术提高肠道图像质量的研究 

 
李剑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探讨双源 CT双能量成像非线性融合技术提高肠道图像质量的价值。 

方法：回顾性分析进行肠道双源 CT双能量成像的 30例患者，采用 Dual-Energy软件 Optimum 

contrast功能，获得不同 Blending Center和 Blending width的图像，包括轴位，MPR,MIP

及 VR图像。将所有图像导入 Viewing分析软件进行客观图像质量的测量。所有图像均选择肠

道管壁增厚的部位进行测量，包括：同层的主动脉强化 CT值，增厚的肠道壁的 CT值，脊柱旁

的 CT值以及背景的噪声。计算信 噪 比 ＳＮＲ 及 对比噪声比ＣＮＲ ： ＳＮＲ＝ＣＴ ＲＯＩ 

／ ＳＤ ＲＯＩ ； ＣＮＲ＝（ ＣＴ ＲＯＩ －ＣＴ 肌 ）／ ＳＤ 空气。所有图像主观评分均由２

名具有多年 ＣＴＡ影像诊断经验的主治医师采用双盲法评分。采用ＳＰＳＳ ２２．０统计

分析软件，对符合正态分布的资料以ｘ ± ｓ 表 示，采 用 单 因 素 方 差 分 析，两 两 

比 较 采 用ＬＳＤ － ｔ 法；非正态分布资料采用中位数（上下四分位数）表示，采用非参

数 Ｗｉｌｃｏｘｏｎ 检验。图像质量评分采用非参数 Ｍａｎｎ － Ｗｈｉｔｎｅｙ Ｕ 检

验。 

结果：固定融合宽度不变，窗中心在 0到 300之间主动脉的 CT值高于窗中心在 400到 500；

而窗中心在 0到 200之间肠道的 CT值高于在 300-500，但肠道窗中心在 300到 500之间肠道

的 CT值基本保持不变。固定窗中心不变，窗宽度在 200-300之间 CT值最高。 

结论：双源 CT双能量非线性融合技术能够提高肠道成像的图像质量，提高图像的可诊断率和

优良率，具有潜在的临床应用价值。 

   

 

 

PU-2941 

The accuracy and consistency analysis of the third-

generation dual-source CT Turbo Flash mode of 

coronary and carotid-cerebrovascular CTA 

 
Liu Shu rong,Sun Kai 

Imaging Department ，Baotou Central Hospital of Inner Mongolia Medical University 014040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third generation dual-source CT Turbo Flash mode line 

of heart and head and neck vascular \"one-stop\" joint scanning accuracy, and 

nuclear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transcranial doppler ultrasonography 

(TCD) the consistency of the analysis.Methods: a retrospective follow-up early's 

collection of 300 patients, compared with evaluation of CT angiography DSA and the 

accuracy of the CAG, comparative analysis the CT results and nuclear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transcranial doppler ultrasonography (TCD).Results: the 

sensitivity of the dual-source coronary CTA in the diagnosis of coronary artery 

stenosis, specific degree, 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 negative predictive value of 

92.2% (95% CI: 81.1 97.7%), 95.2% (95% CI: 91.75 97.5%), 79.6% (95% CI: 67.1 89.1%) 

and 98.3% (95% CI: 95.8 99.5%), the sensitivity of the CTA dual-source coronary 

CTA in the diagnosis of head and neck artery stenosis, specific degree, posi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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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dictive value, negative predictive value of 92.8% (95% CI: 81.5 98.4%), 93.5% 

(95% CI: 88.3 96.8%), 79.6% (95% CI: 65.6 89.7%) and 97.9% (95% CI: 94.1 

99.5%);The third generation dual-source coronary CTA line of heart and head and 

neck vascular \"one-stop\" joint scanning, compared with cardiac imaging the CAG, 

the degree of the sensitivity of the coronary artery stenosis, specific, 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 negative predictive value were 72.7%, 84.6%, 80.0%, 78.6%, 

compared with the cerebral angiography DSA analysis of cerebral artery stenosis, 

its degree of sensitivity, specific, 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 negative 

predictive value were 73.3%, 92.0%, 84.6%, 85.18%.And nuclear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transcranial doppler ultrasonography (TCD) can reach the 

consistency and consistency is good.Conclusion: the third generation dual-source 

CT line of heart and head and neck vascular \"one-stop\" joint scanning accuracy 

is high, can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clinical diagnosis.  

 

 
PU-2942 

The study of volume high definition technique (VHD) 

for reducing beam-hardening artifacts around the 

shoulder level in the chest CT scan 

 
Wang Mingyue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zhou university 450052 

 

objective : To assess the value of volume high definition technique (VHD) for 

reducing beam-hardening artifacts around the shoulder level in the chest CT scan, 

compared with the conventional detector(TCD). 

Methods  The anthropomorphic phantom was underwent plain CT at three dose level 

(normal dose: CTDI=6.91; low dose: CTDI=3.45; and ultralow dose: CTDI=1.73) for 30 

times. At each dose level the CT images acquired at various tube 

voltage(80kVp 100 kVp 120 kVp and 140 kVp) and reconstructed with filtered back 

projection(FBP) all. The regions of interest (ROI) were chosen at the heaviest 

artifacts l around the shoulder level and the anterior chest wall as the 

background. The CT value and standard deviation(SD) value and the ROI were 

measured ,the beam-hardening artifacts (BHA) were also calculated and were 

analyzed with paired-t test. 

Results There were significant statistical difference of BHA between VHD and the 

conventional detector(TCD)(p＜0.05) at all dose level and all tube voltage beside 

at the low dose level the 100kVp (VHD vs TCD 

25.2717±8.42074 vs30.4798±5.21014,p=0.072). And the lowest of BHA 

(BHA=17.0661±2.83526) was acquired at normal dose level and at the 140kV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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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943 

造影剂在门静脉及下腔静脉肝段血管同时显影检查中的应用 

 
李俊鹏 

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 610031 

 

目的：探讨 320碘佛醇造影剂配合管电压 100kv在门静脉及下腔静脉肝段血管同时显影检查中

的可行性。 

方法：将 40例行门静脉及下腔静脉肝段血管检查的患者随机分为 A、B二组。A组 20例应用

320mgl/ml碘对比剂并采用 iDose4迭代算法重建，100kv管电压；B组 20例应用 370mgl/ml

碘对比剂，120kv管电压。准直器宽度为 128x0.625mm，重建层厚为 0.9mm，层间距 0.45mm，

螺距为 0,993，旋转时间为 0.5s，120mA管电压，采用实时曝光剂量调节，利用团注法，应用

高压注射器以 3.5ml/s的流速经肘静脉注入 90ml碘对比剂和相同流速的生理盐水 30ml，将兴

趣区放置于肾旁下腔静脉内，阈值 100HU，并用 EBW软件进行图像后处理。 

结果：A组门静脉及下腔静脉肝段血管能在一个时像的影像同时显影的有 18例，B组门静脉及

下腔静脉肝段血管能在一个时像的影像同时显影的有 19例，平均有效辐射剂量（ED）A组为

（2.8±0.02）mSv，B组为（4.5±0.025）mSv，A组与 B组间有统计学差异(t值分别为-5.25

和-4.98，P<0.05),图像质量方面，A组与 B组间主观评价图像合格率无统计学差异（x
2
值分别

为 1.2和 2.03.P值>0，05），客观评价图像噪声（SD）、信噪比(SNR)、对比噪声比（CNR）

亦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应用 320mgl/ml碘对比剂和 100kv在门静脉及下腔静脉肝段血管同时显影检查中能获得

较好的图像质量，满足诊断和临床的要求，并同时降低辐射剂量及碘注射量。  

 

 
PU-2944 

双源 CT 自适应前门控在期前收缩受检者冠状动脉成像中的应

用：图像质量和辐射剂量 

 
曹希明 

广东省人民医院 510080 

 

目的：探讨双源 CT自适应前瞻性心电门控序列扫描在期前收缩受检者冠状动脉成像中的应

用：图像质量和辐射剂量 

方法：回顾性分析 100例扫描前已知或扫描中出现期前收缩的图像资料。记录每个病例的增强

序列检查时间、重复扫描次数、CT剂量指数及剂量长度乘积并计算有效剂量。按四分法评价

图像质量。另选取 100例窦性心律受检者作为对照组，比较两组间的增强序列检查时间、辐射

剂量和图像质量。所有患者均采用自适应前瞻性心电门控序列扫描，采用相对时相 R-R间期扫

描，预设曝光时间窗口设置为 30%-75%。扫描参数：caredose 4D技术，参考管电压 120KV，

参考管电流 320mas，弹性旋转时间。重建参数：重建层厚 0.75mm，重建层间距 0.5mm，迭代

SAFIRE 3重建采集后相对时相重建自动最佳收缩、自动最佳舒张、手动 45%及手动 75%四组图

像，另所有病例再用绝对时相重建自动最佳收缩、300ms、350ms三组图像。 

结果：100例中 80例出现重复扫描的情况，其中重复一次的 52例，重复 2次的 16例，重复 3

次的 12例。100例期前收缩患者增强序列检查时间平均为 8.49±1.55s，长于窦性心律受检者

的检查时间。期前收缩患者的有效辐射剂量高于窦性心律受检者。两组间的图像质量无差异统

计学意义，均满足诊断要求，但在期前收缩组个别病例出现远端强化不足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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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对于期前收缩受检者，采用自适应前瞻性心电门控序列扫描，可以得到满意的图像质

量。但需要注意适当增加对比剂量以保证远端的强化。  

 

 

PU-2945 

128 层螺旋 CT 胸部低剂量扫描技术在常规体检中的运用 

 
张艳 

山西省中医药研究院山西省中医院 030021 

 

目的：分析比较 128层螺旋 CT胸部低剂量与常规剂量扫描的病变检出率与患者的辐射剂量，

为体检中应用低剂量胸部 CT扫描提供扫描依据。方法:选取我院 84例健康体检者为研究对

象，其中 42例行常规剂量胸部 CT扫描，另 42例行低剂量胸部 CT扫描，比较两种扫描方法对

肺部疾病检出率及辐射剂量。结果：两组扫描方法获得的图像均符合诊断要求，且两组诊断准

确率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低剂量胸部 CT扫描可明显减少对患者的辐射剂量。结

论：应用低剂量胸部 CT扫描方案，图像质量能达到诊断要求，同时明显降低患者的辐射剂

量，在临床健康体检中的应用很有价值。  

 

 
PU-2946 

讨论 radial 在急性胰腺炎的临床应用 

 
陈慢慢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430000 

 

急性胰腺炎患者病情往往较重，不能配合常规屏气快速 MR序列扫描，呼吸运动伪影非常大。

为得到好的扫描图像诊断病情，对此类患者采用径向数据采集技术（radial)序列扫描以及呼

吸触发导航技术序列扫描,对比二者图像信噪比。 

目的：讨论 radial在急性胰腺炎的临床应用。 

方法：40例急性胰腺炎患者使用德国 Siemens1.5TMR扫描仪，所有患者都在自由呼吸状态下

行常规肝脏 MR检查，行常规 T1WI,T2WI横断位、矢状位、冠状位的 MR序列扫描，获得相应的

图像。 

结果：在获得图像的相近层面取兴趣区内信号值比上一幅图像内背景噪音值，得到信噪比，经

t检验，径向数据采集技术序列信噪比大于呼吸触发导航技术序列，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呼吸触发导航技术对病人呼吸有一定要求，需要病人呼吸均匀。而径向数据采集技术对

呼吸状态无要求，方便快捷，采集时间低于呼吸触发导航技术，更适用于不能配合屏气的急性

胰腺炎患者，可在这类患者中得到更好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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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947 

Revolution CT ASiR-V 前置联合后置优化组合重建对上腹部

CT 图像质量和辐射剂量的影响 

 
李莹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00 

 

目的：探讨 ASiR-V在设置不同前置迭代比例降低辐射剂量的同时，通过适当选择后置迭代百

分比来提高图像质量，并比较其与仅有后置 ASiR-V的图像之间的关系。 

方法：前瞻性收集 160例上腹部 CT平扫加三期增强的患者，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

组在平扫期采用前置 20%分别联合后置 20%（p0）、40%（p1）、60%（p2）、80%（p3）；动脉

期采用前置 40%分别联合后置 40%（a0）、60%（a1）、80%（a2）；静脉期采用前置 60%联合

后置 60%( v0)、80%（v1）；延迟期采用前置 80%联合后置 80%（d0）进行重建。对照组所有

期相均采用前置 ASiR-V 0，后置平扫重建 20%（Cp），动脉期重建 40%（Ca），静脉期重建

60%（Cv），延迟期重建 80%（Cd）的图像。对两组图像进行客观评价[图像噪声 SD值，肝

脏、胰腺、腹主动脉、门静脉的 CT值和对比噪声比(CNR)，辐射剂量]和主观评分。 

结果：在相同期相条件下，两组各脏器及血管的 CT值无统计学差异，SD值除 a1与 Ca 之间无

统计学意义，其余均有统计学意义。除了实验 a2组 CNR肝脏及 v1组 CNR胰腺分别与 Ca 及 Cv

间无统计学意义，试验组 p2、p3、a2及 v1组各组织及器官的 CNR均较对照组高。两组图像质

量评分，除 p1、p2与 Cp1的图像质量相当，a1与 Ca图像质量相当，d0与仅 Cd图像质量相当

外，余各组试验组均小于对照组；v1图像质量低于 Cv的图像，但明显高于 p3、a2及 d1。随

着前置 ASiR-V比例增高，CTDI及 DLP均逐渐减低。 

结论：在腹部增强扫描时将 ASiR-V 前置迭代率设定为 40%，后置设为 60%时在不影响图像质

量的前提下，可最大程度地降低所受的辐射剂量约 38%。前置 60%或 80%ASiR-V无法通过联合

后置迭代弥补图像质量。 

   

 

 

PU-2948 

CT 能谱单能量成像联合自适应统计迭代重建技术对胸部低扫

描图像质量和辐射剂量的影响 

 
王睿,周悦,高剑波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探讨 CT能谱最佳虚拟单能量成像(VMS)联合自适应统计迭代重组技术(ASIR)技术，对双期胸部

增强扫描中图像质量及辐射剂量的影响。资料与方法：前瞻性收集 90例患者进行能谱 CT双期

胸部增强扫描的患者。采用电脑随机数字法将研究对象随机分为 3组，每组 30例。其中 2组

行 80-140 kVp能谱 CT扫描，第 3组采用 120 kVp常规 CT扫描，使用滤波反投影法(FBP)和

ASIR技术对前两组图像进行重建可得到 VMS-FBP(A组)和 VMS-ASIR(B组)，并对第三组进行

ASIR重建可得到 120 kVp-ASIR(C组)重建图像。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对 3组重建后图像质量

进行客观评价指标[在右侧胸大肌上部、降主动脉的气管分叉处和左心房平面的对比噪声比

(CNR)和信噪比(SNR)]，采用秩和检验进行主观评分；采用 t检验比较试验组和对照组患者的

年龄、身高、体重、BMI和辐射剂量。结果：B组较 C组有效辐射剂量下降了 38%，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01)。A、B、C组图像的 CT值、CNR、SNR和图像质量主观评分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P<0.05)。结论：通过能谱 CT最佳虚拟单能量成像(VMS)联合自适应统计迭代重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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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R)技术，胸部能谱 CT扫描比常规扫描模式得到更低辐射剂量的图像，并可以保持或提高

总体图像质量，进一步有效的提高胸部疾病的诊断率。 

   

 

 
PU-2949 

迭代重建结合 CARE kV 技术在胸部 CT 扫描中的应用 

 
王睿,高剑波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研究在胸部 CT扫描中迭代重建结合 CARE kV技术对图像的质量和辐射剂量影响。方法：前瞻

性收集 100例行胸部 CT平扫和双期增强扫描的患者，设置扫描模式并根据扫描模式将病人随

机分成试验组及对照组。试验组扫描模式为在 100kV下进行 CARE kV技术联合 SAFIRE重建，

对照组采用常规 120 kVp扫描模式，得到扫描图像在工作站进行测量与评估。分别在主肺动脉

窗、气管分叉处、右肺动脉平面及房室平面对每位患者所得图像的 CT值、噪声（SD）和信噪

比（SNR）进行测量。由两名放射科医师根据 5分法进行图像质量评分并对两组结果进行比

较。同时收集病例的影像学信息并进行汇总。结果：两组图像均满足诊断需求。两种模式的图

像质量无统计学差异。在主肺动脉窗、气管分叉处、右肺动脉平面及房室平面的 CT平均值无

统计学差异，而各平面的 SD和 SNR均有统计学差异。辐射剂量方面，试验组和对照组的容积

CT剂量指分别为 3.45±1.28 mGy 和 5.30±1.46mGy。剂量长度乘积分别为

114.0±43.56mGy·cm 和 165.6±44.59mGy·cm。有效辐射剂量分别为 1.61±0.61 mSv 和

2.35±0.62 mSv。结论：应用迭代重建结合 CARE kV技术进行胸部扫描可以降低辐射剂量并提

高 CT图像质量，有利于对胸部疾病进行筛查、初步诊断和随访。  

 

 

PU-2950 

颈椎开口位投照技术的改进 

 
苏峰 

天津市泰达医院 300450 

 

目的 ：通过对开口位投照技术改进，使寰枢椎病变能更好的显示，利于临床诊断。方法：对

60例患者进行随机分组，三十名为一组使用原有的投照技术投照，即患者前后位站立，矢状

面垂直于平板探测器，尽量张大嘴，使切牙下缘与枕骨下缘重叠，X线垂直投照。另外三十名

患者使用改进的方法，患者后前位站立，矢状面垂直于平板探测器，下颌内收，使听鼻线垂直

于平板探测器，X线往足侧倾斜 26度。结果：传统组优质片 22例，改进组优质片 28例。结

论：开口位改进技术比传统技术更有利于病变显示，并且操作简单。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4178 

 

PU-2951 

探讨宝石能谱 CT 高分辨扫描对提高冠状 

动脉支架显示的应用价值 

 
刘琪,郝菲 

山西省心血管病医院 30024 

 

目的 探讨宝石能谱 CT高分辨扫描对提高冠状动脉支架显示的应用价值 

方法 对 26例患者 32枚支架行冠状动脉 CTA高分辨扫描，然后用标准重建方式及高分辨重建

方式进行重建。并将图像数据传至 AW 4.6工作站，对上述 32枚支架进行双盲主观评价，使用

SPSS13.0 软件，采用统一固定窗位 800，窗宽 300，在固定层面分 3次对支架进行测量，采

用配对 t 检验、Kappa 检验和均数的参数估计对两种重建方式图像从支架管腔显示率（支架

内径测量值/实际直径值*100%）、支架腔内 CT值的增加值（支架腔内 CT值-邻近冠状动脉腔

内 CT值）及支架腔内横截面积进行比较和分析。 

结果（1）高分辨模式图像在支架内腔显示率（68.2±11.4）%方面优于标准模式图像

（56.8±9.6）%（p<0.05）。两组比较具有统计学方面的意义。（2）支架腔内 CT值增加值方

面，高分辨模式图像 (52.4±18.6) 低于标准模式图像（116.8±34.2）(p<0.05)，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3)在冠状动脉支架腔内横截面进行比较，支架管径>3 mm 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支架管径<3mm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4）在图像质量的主观评分方面，所选 26例患者高分辨

模式图像[(4.265±0.654)分]高于标准模式图像[（3.590±0.889）分]，两组数据经 Kappa 
检验比较分析具有统计学意义(Kappa=0.189，P=0.024)，可以得出高分辨模式的图像质量优于

传统的标准模式图像质量。 

结论 在不增加患者辐射剂量的条件下，高分辨模式扫描支架内腔显示率、支架截面积显示高

于标准模式图像，对支架的显示更为清晰。 

  

   

 

 

PU-2952 

Can 80kVp/20ml protocol pulmonary CT angiography be 

instead of 120kVp/50ml protocolin clinical settings? 

 
wang suya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450052 

 

Purpose： 

To test a Super-low-radiation and low-contrast dose PTCA for the diagnosis of 

pulmonary embolism(PE) with Iterative Model Reconstruction(IMR) in 

overweight patient. 

Materials and Methods 

Twenty-eight patients (25 ≤ BMI < 30) with clinical suspicion of PE underwent 

PCTA were prospectively enrolled.We compared two PTCA protocols(group 

A:n=14,80kVp/20ml;group B:n=14,120kVp/50ml).Group A images were reconstructed by 

IMR ,and group B images were were reconstructed by FBP.The image quality 

parameters: contrast attenuation,image noise, signal-to-noise (SNR), contrast-to-

noise ratio (CNR) and subjective image score (1, non-diagnostic, 5, excell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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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ast-to-noise ratio (CNR) and signal-to-noise ratio (SNR) and effective 

radiation dose were assessed among three images. 

Results： 

Effective radiation dose of A was significantly lower(0.5 ± 0.1)mSv compared 

with B(3.0±1.3 )mSv(P<0.05).The CT attenuation and image noise of 

A (527.5±135.2 HU;44.2±6.8)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B(361.1±74.5 HU ;20.4±4.2)(P<0.05).Subjective 

image score(4.5±0.7,4.7±0.4),SNR (12.0±2.9,14.4±5.2) and 

CNR(20.2±10.5,24.4±12.1) did not differ significantly between A and B(all 

P>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IMR can reduce radiation and contrast dose in overweght patient 

without deterioration in diagnostic image quality． 

   

 

 
PU-2953 

256 层 CT 定量技术对慢阻肺患者肺功能分级的价值研究 

 
汪建华 

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315020 

 

目的：探讨 CT定量技术评价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患者肺实质破坏严重程度及早期发现

肺实质改变的应用价值。 

方法：选取 COPD患者 71例，依据 GOLD标准分为：I级 20例，II级 20例，Ⅲ级 16例，Ⅳ级

15例。采集患者的 PFT指标：FVC、FEVl、FEVl %及 FEVl /FVC，并在当天进行胸部 CT扫描，

并通过 Lung Density软件测量肺内低密度区所占比例（LAA%）。采用 Bonferroni法比较各级

别 COPD患者总的 LAA%、左、右单侧肺 LAA%的差异，通过 Spearman相关分析检验 LAA%与 PFT

各参数的相关性。 

结果：I级与 II级 COPD中，LAA %右肺占比有统计学意义（p=0.026），左肺占比无统计学意

义（p=0.113），总占比（p=0.048）无明显统计学意义，其余各级 LAA %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Spearman相关分析显示 LAA %与反映呼吸道有无阻力的 FEV1、FEV1/FVC均有相关性

（p<0.05），与反映 COPD严重程度的 FEV1 %相关性最强（r=0.948）。 

结论：CT定量测量指标能够较好地反映 COPD患者的肺实质破坏。LAA%与 PFT有很好的相关

性，对 COPD患者疾病严重程度的评价具有重要价值，并对检出其早期肺实质改变有一定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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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954 

食管入口病变的 X 线钡剂和 CT 检查及其临床意义 

 
宋传顺,刘得魁,邵艳 

商丘市中心医院 476000 

 

 

【摘要】目的：研究并探讨食管入口病变的 X线钡剂和 CT检查及其临床意义。方法：以我院

2008年 10月—2011年 12月期间共收治的 100例食管入口病变的患者为研究对象，并对所有

患者的临床、病理、穿刺以及手术方式和经验进行了较为科学与全面的回顾性分析和研究。

100例患者均进行了 CT检查，其中的 67例患者还进行了增强 CT的检查，33例患者仅进行了

CT平扫，在所有的患者中，有 73例患者进行了 X线钡剂检查。结果：在所有的 100例食管入

口病变的患者中，原发于患者食管入口的肿瘤患者为 49例，食管入口括约肌肥厚的患者为 9

例，食管入口憩室的患者为 18例，食管入口损伤的患者为 24例。所有的 100例食管入口病变

患者均具有较为明显的吞咽障碍，而对于食管入口癌中晚期的患者而言，吞钡检查可以清晰的

看见患者食管入口的粘膜破坏。肿瘤患者的早期 CT检查征象并不明显，中晚期患者在其食管

的入口避中可以看见不规则的肿块或增厚。结论：X线钡剂对于食管入口病变的诊断在临床中

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它不仅简便易行，且容易被患者所接受，而 CT对于食管入口病变

的诊断也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其可以有效的显示患者食管入口的损伤及其并发症，二者结合

具有重要的作用，值得在临床中推广与应用。 

 

 

 
PU-2955 

在相同辐射剂量条件下 Revolution CT 宽体探测器联合后置

ASiR-V 与常规探测器联合 ASiR 对上腹部 CT 图像质的影响 

 
李莹

1
,李莹

1
 

1.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在相同辐射剂量条件下，通过与常规探测器联合 40%ASiR对比，探讨宽体探测器联合后

置 ASiR-V对上腹部图像质量的影响。 

方法：第一步：在两种不同的探测器上进行体模实验，计算在其他参数保持一致时辐射剂量相

同的 NI值。第二步：前瞻性收集需要行上腹部 CT双期增强的患者，随机入组法将研究对象分

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分别是 44例和 43例。实验组双期增强采用 Revolution宽体探测器联合

前置 ASiR-V 0进行扫描，扫描后双期均采用 ASIR-V进行重建（0%-100%，以 10%为间隔）得

到（A 0-A 10共 11个亚组）；对照组采用常规探测器扫描，后期重建 ASiR40%获得 B组图

像。对两组组患者双期增强图像进行客观评价（肝脏、胰腺、腹主动脉、门静脉的 CT值、不

同比例迭代噪声和对比噪声比 CNR）和主观评分。 

结果：体模实验得出在其他参数保持一致辐射剂量相同时，常规探测器在 NI=10与宽体探测器

NI=9匹配。动脉期,实验组 A5-A10 肝脏 CNR均大于对照组 B组并具有统计学意义，实验组

A4-A10中胰腺及主动脉 CNR 均大于对照组 B,并具有统计学意义。静脉期，肝脏 CNR实验组

A4-A10大于对照组，胰腺及门静脉 CNR实验组 A3-A10均大于对照组，并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实验组后置 30%-40%及 70%与对照组主观评分无统计学差异，50%-60%评分高于对照组并具有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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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学差异，10-20%及 80-90%主观评分实验组小于对照组，且具有统计学意义，且后置 80-90%

评分小于 3，无法满足诊断需求。 

结论：在其他参数保持一致时，常规探测器在 NI=10与宽体探测器 NI=9的辐射剂量相当。宽

体探测器联合 40-60%的后置 ASiR-V图像质量优于常规探测器联合 40%ASiR，但后置达到 70%

时图像质量呈降低趋势，80%-100%水墨画感较重，不建议临床应用  

 

 
PU-2956 

STAT3 通过调控血管生成异质性影响 GBM 

磁共振弥散及灌注状态 

 
杜学松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400042 

 

目的：研究 STAT3对血管生成异质性的调控作用，探讨其对 GBM弥散及灌注状态可能存在的影

响。 

材料与方法： 回顾性分析完成了 ADC及 CBV检查的 92例 GBM患者组织中血管生成（套叠，

IMG及出芽，Sprout）及 STAT3的表达情况，分别比较 ADC、CBV与 IMG、Sprout、STAT3的相

关性。进一步建立 GBM裸鼠动物模型（原代模型？只，U87 模型 30只），将模型随机分为

STAT3抑制组、STAT3过表达组和对照组。荷瘤鼠行 DWI-MRI及 DSC-MRI扫描，完成后取肿瘤

组织。RT-PCR及 Western blot定量 STAT3，免疫组织化学定量组织内 STAT3及血管生成。 

结果：92例 GBM患者组织中均表达 STAT3，IMG与 STAT3呈正相关、Sprout与 STAT3呈负相关

（r=0.7832，-0.7653，P<0.05）。IMG 高表达的 GBM患者 ADC较低而 CBV高；Sprout高表达

组 ADC较高而 CBV低。STAT3 抑制组模型中 IMG低表达，Sprout高表达；STAT3过表达组则出

现 IMG高表达的现象，而 Sprout变化不明显。相应地，SAT3抑制组 ADC较高，而 CBV 较低，

STAT3过表达组 ADC较低而 CBV较高。 

结论： STAT3参与调节 GBM 血管生成中血管套叠和血管出芽的平衡，是潜在的胶质瘤抗血管

生成靶点。DWI及 DSC成像技术能够较准确评估 STAT3调节血管生成动态平衡的过程，能够有

效实现胶质瘤抗血管生成疗效检测。  

 

 
PU-2957 

3D-FIESTA-c 序列对马尾神经显示清晰程度的评价 

 
闫海龙,韩东明 

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453100 

 

目的 应用 3D-FIESTA-c序列平扫对马尾神经显示清晰程度进行评价。 

方法 对 50例正常志愿者例行腰椎 M RI检查, 比较横断位( Axial) FRFSE T2WI 和 3D-

FIESTA、3D-FIESTA-c序列图像质量及对马尾神经显示清晰程度进行评分; 并行自身配对的 t 

检验。 

结果 (1)图像的清晰程度评分,T2WI优于 3D-FIESTA-c，3D-FIESTA-c优于 3D-FIESTA。(2)对

马尾神经显示清晰程度：3D-FIESTA-c优于 3D-FIESTA，3D FIESTA 优于 T2WI，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结论 3D-FIESTA-c序列平扫可以作为腰椎平扫的必要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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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958 

Low Radiation Dose, Low Contrast Dose CT Pulmonary 

Artery Imaging: the Application of Volume 

Helical Shuttle Technique with Low Tube Voltage 

Combined with Iterative Reconstruction 

 
Yang Qi,Jia Yong jun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haanx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712000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application of volume helical shuttle technique 

with low tube voltage and adaptive statistical iterative reconstruction (ASIR) for 

reduced radiation dose and contrast dose in CT pulmonary angiography (CTPA). 

Methods: 78 patients underwent CTPA from thoracic entrance to the top of the 

diaphragm on a GE HD750CT.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2 group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scanning mode and contrast agent dosage: Group A (n=39) used 3-pass 

volume helical shuttle mode for CTPA scan with 6s delay time. Tube voltage was 

80kV, tube current was 100mA, A total of 15ml contrast dosage (iohexol, 350mgI/ml) 

was administered at 4ml /s followed 30ml saline injection. Images were 

reconstructed with 80%ASIR at 0.625mm slice thickness. 

Group B (n=39) was scanned using the conventional mode of 120kVp tube voltage 

automatic tube current modulation. The scan delay was determined by monitoring the 

pulmonary artery trunk with 15ml contrast dose and CTPA was performed by 

administering 55ml iohexol at 4ml/s. The original data was reconstructed at 

0.625mm with FBP algorithm. 

CT values in pulmonary arteries, and the back muscles in the two groups were 

measured to calculate the signal-to-noise ratio (SNR) and contrast noise ratio 

(CNR) were measured by two radiologists. The CT values and CNR values of pulmonary 

arteries as well as the effective dose and total contrast dose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using T-test . Kappa statistics was used to test the 

measurement consistency of the two radiologists. 

Results: The CT values in the pulmonary arterie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group A than those in group B (P <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SNR and CNR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 0.05). The radiation dose of group A 

was about 54% lower than that of group B, and the dosage of contrast agent in 

group A decreased by about 79%. The agreement between the two radiologists was 

good. 

Conclusion Volume Helical shuttle technique with low tube voltage combined with 

ASIR can be used to effectively reduce radiation dose and contrast dosage with 

high image quality for CT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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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959 

ＥＳＷＡＮ 序列和常规 ＦＳＥＴ２ＷＩ 

序列对脑微出血灶检出效能的比较 

 
李俭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武汉市儿童医院 430015 

 

ＥＳＷＡＮ 是近年来发展的磁共振成像新技术，是一种全新的 Ｔ２＊权重的 ＧＲＥ 序列，

对去氧血红蛋白、含铁血黄素、脑内静脉结构、铁蛋白的沉积等高度敏感。在脑 出 血 性疾

病，尤其是对脑内微出血（Ｉｎｔｒａｃｅｒｅｂｒａｌ ｍｉｃｒｏｂｌｅｅｄｓ，ＩＭ

Ｂ）的诊断方面 具 有 较 高 的 临 床 应 用 价 值。本 文 通 过 ＥＳＷＡＮ序列检测患

者脑内多发ＩＭＢ 并与 常 规 ＦＳＥＴ２ＷＩ序 列 进 行比较，从而为 ＥＳＷＡＮ 序列

的临床应用提供客观精确的量化数，有助于临床早期发现脑内ＩＭＢ，为及早治疗提供参考探

讨 ，ＥＳＷＡＮ 序列对脑多发微出血灶的检出效能 

   

 

 

PU-2960 

CTPA 在 64 排 CT 扫描中的方法对比 

 
王娜琴,杨程 

南京明基医院 210019 

 

摘要：目的 探讨 64CT 探测扫描技术与传统经验扫描技术优缺点，提高肺动脉造影的成像质量,

为临床提供更好的诊断价值。 方法：选取 2015年 10月至 2016年 10月期间于我院行 CTPA的

可疑肺动脉栓塞患者 100例，主要是临床怀疑肺动脉栓塞行 CTPA检查的门、急诊或住院的患

者，按扫描方法分为探测扫描组（先小剂量探测确定循环时间再行扫描）和传统扫描组（10s

经验法）各 50例，所有扫描原始图像均传送至 AW442工作站进行后处理重建，并分别交由 2

名经验丰富的 CT诊断医师采用双盲法，对 2种扫描方法的图像质量进行 5分评价，3分及以

上为合格。 结果 探测扫描：5分 52%，4分 30%，3分 16%，2分 2%,1分 0%; 传统扫描: 5分

30%，4分 32%，3分 24%，2分 10%,1分 4%。结论 探测扫描技术能精确的获得肺动脉的峰值曲

线，从而算出扫描延迟时间（公式 3+2n），并且所得到的 CTPA图像质量明显优于传统扫描技

术，有利于临床及时发现肺动脉栓塞（PE），及早的进行相关治疗。 

   

 

 

PU-2961 

比较不同 CT 机后处理技术在痛风结石容积重建的应用 

 
杨茗茗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200233 

 

 

比较不同 CT机后处理技术在痛风结石容积重建的应用 

摘要：目的：探讨不同类型 CT，例如西门子双源、GE宝石能谱后处理技术在对痛风结石的容

积重建上应用不同的方法达到的效果以满足诊断及临床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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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通过分别详细解析西门子、GE螺旋 CT机后处理软件如何处理显现痛风结石的方法、效

果来比较其优缺点。西门子双源软件是对怀疑有痛风尿酸盐结晶的外周关节在选择扫描项目中

就选定 dual energy，双击条目，出现患者检查部位，然后点击新界面上 gout即计算出痛风

结石体积并且在原本普通的 VR重建上用不同颜色标记出不同组织，白色为骨质结构，绿色为

尿酸盐结晶，紫色为松质骨，使得痛风石的位置、大小得以直观显示。而 GE宝石能谱对怀疑

有痛风尿酸盐结晶的外周关节行宝石能谱成像(GSI)模式能谱扫描，点击 general进行图像处

理,观察尿酸盐结晶的显示及分布情况。在同一扫描序列可以做尿酸基(钙)图像和钙基(尿酸)

图像比较，尿酸盐结晶在尿酸基(钙)图像上密度高于钙基(尿酸)图像上密度，并可选定感兴趣

区域测量物质成分，绘制直方图直观显示与标准值的差异。 

结果：西门子双源痛风石成像有较高的特异性及敏感性，但并非所有 CT影像上编码的绿色伪

彩均为真正的痛风石沉积，也有可能是伪影。GE宝石能谱也有较高的特异性及敏感性，但测

量物质成分与实际值也有一定误差。 

结论：西门子双源是基于物质斜率来区分尿酸盐结晶和钙质的不同衰减特性来诊断痛风，并采

用特定的体积计算软件对痛风石进行准确定量，在治疗进行中可用于比较治疗效果，痛风结石

有无减少，用不同颜色来表示不同物质，对痛风结石的位置、大小与分布直观鲜明。GE 宝石

能谱是基物质含量测定来检测尿酸盐的沉积，定量测量、定量分析痛风结石内及其周围的基物

质浓度。两者都具有较高的特异性和敏感性以及无创和可重复性的优点，皆可用于指导痛风病

人的降尿酸治疗，具有重要的鉴别诊断价值和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PU-2962 

磁敏感加权成像在弥漫性轴索损伤中的应用 

 
邵天喜 

随州市中心医院 441300 

 

目的：探讨磁敏感加权成像（SWI）在弥漫性轴索损伤（DAI）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材料与方法：收集临床确诊弥漫性轴索损伤的 18例头部外伤患者，其中男 12例，女 6 例，年

龄 19～46（平均 38.4）岁，所有患者行常规 T1WI,T2WI 及 SWI检查。 

结果：18例患者中，常规 MR共发现弥漫性轴索损伤数目 48处，36处病灶呈稍长 T1长 T2信

号，12处病灶程短 T1信号，SWI检查共发现弥漫性轴索损伤数目 156处，表现为条片状及点

状的低信号。 

结论：磁敏感加权成像较常规的 TW1、TW2更易显示弥漫性轴索损伤病灶，是目前检出弥漫性

轴索损伤的最佳序列。 

【关键词】 磁共振成像；磁敏感加权成像；弥漫性轴索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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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963 

320 排 CT 不同扫描条件下滤波反投影法与 

迭代法重建图像质量比较 

 
戴工华 

上海市东方医院 200123 

 

目的 探讨 320排 CT不同扫描 kV、mA条件下滤波反投影法（Filtering Back-Projection，

FBP）与迭代重建法（Iterative Reconstruction, IR）重建图像的质量比较与可能的改进方

法。方法 采用 Catphan 500 CT 性能检测模体，分别在 80kv、100kv、120kv、135kv四种

管电压下，采用小灯丝条件下的 10mA到最大 mA之间的管电流条件，以 10mA为间隔,于相同模

体范围重复扫描。选择 FBP 法及 Mild、Standard、Strong三种权重的 IR法重建图像。根据

IEC61223-3-5《Acceptance tests –Imaging performance of computed tomography X-ray 

equipment》标准，对模体相应插件进行空间分辨率、低对比分辨率及噪声水平的计量。并进

行统计分析。结果 1. FBP 法对各权重 IR法的空.......声更大，随着 mA的增加噪声逐渐减

少。结论 由于迭代法与滤波反投影法的重建方式不同,造成迭代法图像的噪声水平优于滤波反

投影法。但空间分辨率却出现相反的情况。可能由于球管不同投射角度的 X射线受量子统计

“涨落”影响，不能完全一致，使空间分辨率下降。图像的低对比分辨率差别对重建方法不敏

感。指出将辐射剂量与图像质量不能脱离评价，需要两者兼顾，既要有效降低 CT扫描辐射风

险，又要最大限度保证图像质量。 

   

 

 

PU-2964 

64 排螺旋 CT 与三维超声心动图对比定量评估左心功能 

 
王正 

山西晋城煤业集团总医院 048006 

 

目的：探讨 64排螺旋 CT与三维超声心动图测定左室射血分数（LVEF）、左室收缩末期容积

（ESV）和左室舒张末期容积（EDV）的相关性，评价 64排螺旋 CT定量评估左室功能的临床价

值。方法 ：选择 53例临床拟诊冠心病的患者，在 24小时内分别行 CTA及三维超声心动图检

查。结果：64排螺旋 CT和三维超声两种方法所测 LVEF、ESV、EDV均无显著性差异，两种方

法相关性良好（r﹥0.90，p﹥0.05）。结论：64排螺旋 CT所测左室功能相关指标准确性好，

是一项值得推广，临床应用价值很高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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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965 

MR 动态增强定量参数对鉴别前列腺良恶性病变 

的价值及与血清 PSA 的相关性 

 
吴斌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崇明分院 202150 

 

【摘要】 目的：探讨 MR动态增强（DCE-MRI）定量测量在前列腺良、恶性病变鉴别诊断中的

价值以及定量参数值与血清特异性抗原(PSA)的相关性。方法： 回顾性分析 75例行 DCE-MRI

扫描且经病理穿刺活检证实的前列腺疾病患者，其中前列腺癌（Pca）30例，前列腺增生

(BPH)45例。测量两组病变感兴趣区（ROI）定量参数 K
trans

、Kep、Ve值，采取独立样本 t检验

进分析比较，并分析三组数值与 PSA的关系。结果： K
trans

及 Kep值在 Pca和 BPH组间差异均

有统计学差异（P＜0.01），Ve值无统计学意义（P=0.72）；Pca组 K
trans

、Kep值与血清 PSA值

呈正相关(r值分别为 0.49、0.63，P<0.05），Ve值与血清 PSA值无相关性(r=0.78，P＞

0.05)；BPH组 K
trans

、Kep、Ve值与血清 PSA值均无相关性(r=0.0.36、-0.077、-0.045，P＞

0.05)。结论： 定量参数 K
trans

及 Kep值对 Pca和 BPH的鉴别诊断有重要价值，Ve无明显价值，

且 Pca K
trans

、Kep值与血清 PSA值呈正相关，可为 Pca的诊断提供参考。 

   

 

 
PU-2966 

预饱和带与成像区域的距离对腰椎 MR 信号值的影响 

 
吴斌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崇明分院 202150 

 

【摘要】目的 探讨腰椎预饱和带与成像区域距离（saturation gap）的不同对其信号值的影

响，以期寻找最佳距离数值。方法 对 50例正常志愿者行腰椎 MR扫描，施加宽度为 80mm 的

预饱和带，每例均测量未施加预饱和带以及与成像区域距离分别为 0mm、10mm、15mm、20mm、

25mm、30mm时腰椎椎体的信号值，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未施加饱和带以及预

饱和带与成像区域距离分别为 0mm、10mm、15mm、20mm、25mm、30mm时，腰椎椎体平均信号值

分别为：140.3±33.7、156.5±31.5、170.7±34.8、176.9±44.2、162.4±37.1、

146.3±26.4、145.8±35.2。经方差分析，各组数据有统计学差异（F=123.2, P<0.05），未

施加饱和带时腰椎信号值最低，随着预饱和带与成像区域距离逐渐增加，腰椎信号值呈现先上

升后下降趋势。结论 预饱和带施加与否以及预饱和带与成像区域距离可影响正常腰椎椎体信

号值的大小，该距离的合理选择可进一步提高图像值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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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967 

探讨减轻锁骨下静脉伪影的方法 

 
杨苗 

湖北省肿瘤医院 430079 

 

目的:在胸部 CT增强检查中，锁骨下静脉内极易残留造影剂，如果是肺尖、腋窝内的病变，则

残留造影剂的伪影对病变显示有非常大的干扰，比如肿块的大小、形态或供血血管均较难确

定，尤其是小病灶，可能因伪影而造成漏诊，因此减轻锁骨下静脉伪影非常有必要性。 

胸部 CT增强的造影剂常规给药方式是先给造影剂后给生理盐水。现将方式做出改进，造影剂

总量不变，然后将造影剂与生理盐水交替五次给药，减低造影剂的浓度。探讨给药方式的改进

能否对减轻锁骨下静脉伪影有帮助，且不会影响对病变的诊断。 

方法：随机选取常规给药方法的 40名患者，男性 24人，女性 16人，平均年龄 57岁。给药方

法改进后的 40名患者男性 19人，女性 21人，平均年龄 56岁。均测量伪影侧胸小肌 CT 值与

标准差 SD，再请三名资深医师对 CT片伪影值做出评价并取其平均值，评价方法为：0—重度

伪影，1—中度伪影，2—轻度伪影，3—无伪影。 

结果：对样本进行 t检验分析，p值为 0.019小于 0.05表明改进后噪声明显下降。改进前评

分平均值 1.2，改进后平均值 2.1。 

结论：造影剂注入方式的改进对减轻锁骨下静脉伪影有明显改善，我们将对扫描技术不断的做

出优化，以提高患者病变检出的准确率。 

   

 

 
PU-2968 

新生儿床旁胸片的应用及投照技术体会 

 
李森 

天津市儿童医院 300074 

 

床旁胸片是新生儿急危重患儿常用的检查手段，要获得一张高质量的床旁胸片必须熟悉新生儿

特殊的生理解剖特点，掌握好投照体位的摆放，适宜的投照条件，选择恰当的曝光时机，遵守

正确的操作流程，同时投照者须有高度的责任心和丰富的经验。 

   

 

 

PU-2969 

乳腺钼靶小焦点局部放大技术对腺体丰富 

或微小乳腺病灶患者的检查价值 

 
单双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110032 

 

 

目的：探讨乳腺钼靶小焦点局部放大摄影技术在常规钼靶检查（CC位 MLO位）未发现病灶的

乳腺癌 X线征象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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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收集我院 2016年 12 月-2017年 7月间 26例在我院经超声弹性成像检出乳腺肿物并分

型在 BI-RADS 4级以上女性患者。对患者行触诊检查，确定乳房及乳晕表面形态，肿物大小，

位置，硬度及活动度等，后运用 GE seno essential乳腺钼靶 DR机对患者行钼靶 X线摄影，

摄取双乳头尾位（CC位）及侧斜位（ MLO位）影像，图像比照超声弹性成像，并未在相应位

置发现病灶， 后换取钼靶小焦点 1.5倍放大摄影设备对其进行感兴趣区局部加压放大摄影 

结果：1.X线表现：26例患者，均检出常规投影位置未见的隐匿病灶，其中 8例（30%）发现

细钙化，9例（34%）发现常规位置未见的可疑肿块，9（34%）例表现为局部腺体密度增高伴

结构扭曲，其中一例伴钙化。 

2.病理结果：26例患者，8例诊断为单纯腺病，3例腺病伴纤维腺瘤或纤维腺瘤形成趋势，6

例乳腺导管扩张伴导管内乳头状瘤形成，9例乳腺导管内原位癌。 

结论：临床乳腺病患者中，常可见触诊阳性或超声检查阳性但钼靶常规摄影未见异常的患者，

与患者本身的腺体厚度、组织重叠及设备的局限性均有较大关系，小焦点局部放大点压技术就

极好的弥补了这一缺陷，使其局部腺体压迫得更薄更充分，消除了组织重叠对病灶检出率的影

响，大大提高了病灶的检出率并降低了误诊几率，可以更好的配合临床为其提供诊断依据。 

  

   

 

 

PU-2970 

31 例糖尿病足患者下肢血管 CTA 成像效果的研究 

 
周佳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200233 

 

的:本研究着重对糖尿病足下肢血管病变的 CTA成像效果进行研究，探究 CTA的成像效果。 材

料与方法：对 31例临床确诊糖尿病足患者的下肢血管行 CTA、DSA检查，以 DSA为金标准，分

析 CTA 对糖尿病足患者下肢血管病变的成像效果。结果：CTA对于糖尿病足下肢血管病变成像

的总体准确性、敏感性及特异性分别为 96.4%、94.8%、98.8%。膝上动脉组，CTA的准确性、

敏感性、特异性分别为 97.6%、98.2%、97.3%。膝下动脉组，CTA的准确性、敏感性、特异性

为 94.6%、83.2%、98.9%。结论：CTA为有效的糖尿病足下肢血管病变无创影像学检查方法，

但 CTA对于膝下动脉的成像效果较差。 

   

 

 
PU-2971 

磁共振波谱伪彩色处理技术在颌面部肿瘤中应用价值的研究 

 
王博成

1
,吴金亮

2
,黄晓蕾

1
,孙冰冰

1
,糜军

2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2.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病理生化实验室 

 

目的 探讨磁共振波谱伪彩色处理技术对颌面部肿瘤影响范围划定和侵袭趋势评估的应用价值

研究。方法 对 2016年 6月至 2017年 6月间颌面部肿瘤 20例患者行磁共振波谱扫描

（MRS），将得到的组织代谢产物含量分布与伪彩色填充对应并处理，比较：1.术前与术后波

谱代谢物包括胆碱（Choline,Cho）、肌酸(Creatine,Cr)、乳酸脂质（Lactate and 

Lipid,LL)、N-乙酰天冬氨酸（N-Acetylaspartate,NAA)）含量的变化。2.术前术后伪彩色处

理技术与代谢物含量变化的相互关系。结果 经统计分析得到：1.手术治疗前后肿瘤兴趣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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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测得的 Cho、Cr浓度含量均未见明显变化（p=0.889>0.01,p=0.124>0.01）,LL浓度含量下

降（p<0.01），NAA浓度含量升高(p<0.01),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2.磁共振波谱伪彩色分布

区域术后比术前整体面积缩小 16例，区域中心代谢物浓度改变 20例。结论 磁共振波谱成像

技术能准确地评估肿瘤区域代谢物浓度的含量变化，利用伪彩色后处理技术能准确地显示代谢

产物浓度的改变，为临床诊治和患者了解预后进展提供便利。  

 

 
PU-2972 

运用多种影像学检查手段探索顽固性 

便秘患者病因的临床意义 

 
王雷

1
,张俊仁

1
,何飞

1
,郭文慧

2
 

1.山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2.山西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目的：评价不同影像技术手段的综合运用对顽固性便秘患者病因检出率提高的意义。 

方法：运用放射科现有设备锐珂 DR7500+岛津 630mA胃肠造影机，对我院肛肠科 90例顽固性

便秘患者综合应用结肠传输试验、排粪造影、下消化道造影三种影像学检查手段，由三名富有

经验的主治医师以上职称医师给出诊断结果，用南京倍宁 PACS集中归类进行回顾性分析，将

检出结果进行归类、比较，分析病因。 

结果：结肠传输试验对顽固性无便意便秘患者检出率最高，达 51%，排粪造影诊断有便意但排

便困难患者检出率高，达 43%，下消化道造影增加了对结肠冗长、横结肠低垂、脾曲综合征等

引起腹胀及顽固性便秘的检出率，是对结肠传输试验的有益补充和精准定位。 

结论：根据顽固性便秘患者的临床症状往往是多种表现重叠，选择综合运用三种影像学检查手

段，能明显提高顽固性便秘患者的临床病因检出率，同时发现多种疾病合并存在的顽固性便

秘，为临床提供精准治疗的依据。  

 

 
PU-2973 

研究磁共振 B-TFE 序列非对比剂肾动 

脉血管成像的临床应用价值 

 
杨慧 

大同市 第三人民医院 037008 

 

目的 针对磁共振 B-TFE序列非对比剂肾动脉血管成像在临床诊断过程中的实际运用价值进行

分析。 

方法 以本院在 2015年 1月-2017年 3月所接诊的疑似肾动脉狭窄患者中任意抽取 50例，均

接受常规 CE-MRA以及 B-TFE 检测，针对两种检测方式间差异性进行比较。 

结果 在 B-TFE检测中，影像质量评分、肾静脉伪影评分等均显著优于常规 CE-MRA检测，在

B-TFE检测中，检测准确率高于 CE-MRA检测中对应准确率，（P＜0.05）差异具备统计学意

义。 

结论 针对肾动脉狭窄患者采用磁共振 B-TFE序列进行检测，可为临床针对该部分诊断效率提

供保障，帮助其尽快确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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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974 

乳腺 X 线检查与 MRI 在致密型乳腺中乳腺癌的诊断价值 

 
王永杰 

上海市新华医院崇明分院 202150 

 

目的 探讨乳腺 X线检查与 MRI在致密型乳腺中乳腺癌的临床诊断价值分析。方法 回顾性分析

30例经病理证实乳腺癌患者的乳腺 X线检查及 MRI资料，分析乳腺癌的 X线特征及 MRI的形

态学、时间－信号强度曲线及 DWI ADC值，经统计学处理，比较两者的差异。结果 乳腺 X线

检查诊断正确 14例，诊断准确率为 46.67%，显示恶性钙化 12例，钙化显示率为 40%；MRI诊

断正确 29例，诊断准确率为 96.67%，显示恶性钙化 5例，钙化显示率为 16.67%。两者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在致密型乳腺中 MRI的乳腺癌诊断准确率明显高于乳腺 X线检

查，而钙化的检出率远低于乳腺 X线检查；所以 MRI对致密型乳腺中微小病灶、不典型病变及

多中心、多灶性病变具有极高的诊断价值。 

   

 

 
PU-2975 

DCE-MRI 定量参数结合 DWI 对前列腺癌的诊断价值 

 
王永杰 

上海市新华医院崇明分院 202150 

 

目的：探讨 1.5T磁共振动态增强（DCE-MRI）定量参数及弥散加权成像(DWI)对前列腺的癌诊

断价值。方法： 收集我院 74例经手术或穿刺活检病理证实的前列腺疾病患者，其中前列腺

癌（Pca）32例，前列腺增生（BPH）42例。均行磁共振平扫、DCE-MRI和 DWI扫描，参照 MR

图像及病理，选择感兴趣区（ROI）并测定 DCE-MRI定量参数 K
trans

、Kep、Ve及弥散加权表观弥

散系数（ADC）值，分析两组间 K
trans

，Kep，Ve值、DWI图像信号特点、ADC值，作统计学分析。

结果： 两组间 K
trans

，Kep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Ve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63）；两组间 DWI信号差异及 ADC值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DCE-MRI结合

DWI-ADC值对 Pca诊断的敏感度、特异度和准确度高于单纯的 DCE-MRI或 DWI检查。结

论： DCE-MRI定量分析结合 DWI成像及 ADC值可有效提高对 Pca的诊断效能。 

   

 

 

PU-2976 

肠系膜周围单纯片絮状高密度影的 MSCT 诊断价值 

 
曾旭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新华医院崇明分院 202150 

 

目的 探讨肠系膜周围单纯片絮状密度增高的病变的影像表现，为临床诊断提供参考。方

法 回顾分析 MSCT表现为肠系膜周围片絮状密度增高的患者 30例，平扫 21例，双期增强 9

例，结合轴位、冠状及矢状位观察病变的范围、淋巴结等。结果 肠系膜脂膜炎 20例,其中 6

例增强均无强化，外伤史 2例，淋巴细胞白血病 1例，肾输尿管结石 6例，结肠炎 1例；伴有

腹痛 21例，腰痛 3例，髋关节疼痛 1例，无症状偶然发现 5例；累及系膜根部及左结肠系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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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例，累及系膜根部及右结肠系膜 3例，累及系膜根部及左右结肠系膜 1例，仅累及系膜根

部 5例，仅累及左结肠系膜 3例。合并淋巴结增多 11例（淋巴结增大 5例）；常规窗宽窗位

检查漏诊 3例，经窗宽窗位调整得以诊断。结论 肠系膜周围斑片密度增高的疾病较多，结合

临床相关病史及 MSCT表现，以及适当窗宽及窗位有利于疾病的诊断。 

   

 

 
PU-2977 

胰腺环周积液对胰腺炎扩散影响的 CT 评价 

 
曾旭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新华医院崇明分院 202150 

 

目的 探讨胰腺环周积液对炎症扩散的影响。方法 回顾分析我胰腺头颈部炎病人 50例，其

中病变演变中无胰腺环周积液 30例组成对照组，出现环胰周积液 20例组成实验组，对比二组

病变病情演变过程的 CT表现。结果 无胰周积液组，病变累及胰腺体尾部 25例、累及左肾周

22例，累及右肾周 18例，累及左结肠周筋膜 15例，累及右结肠周围筋膜 8例，累及大网膜

12例，且随病情发展，上述部位炎症加重 20例，出现胸水 12例，心包积液 8例；胰周积液

组，病变累及胰腺体尾周围筋膜 20例、左肾周筋膜肾周 15例、左结肠周围 8例，右结肠周筋

膜 3例，累及大网膜 1例，病情加重 2例，胸水 1例，心包积液 0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结论 胰腺周围积液，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对胰腺炎炎症扩散有一定阻挡作用。 

   

 

 
PU-2978 

颅脑血管成像技术对颅内血管性疾病的诊断价值 

 
钱根年,陈自谦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原：解放军九三医院）/东方医院 350025 

 

目的：探讨颅脑血管 256层螺旋 CT成像技术及其在颅脑血管疾病诊断上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收集 2015年 1月～2017年 2月确诊脑血管疾病 94例，其中男 63例，女 31例，年龄

22～81岁。临床高度怀疑为颅内血管性病变，故进行 256层螺旋 CT血管成像检查。采用飞利

浦 128排 256层螺旋 CT扫描仪，对比剂使用优维显 370mgI/ml, 注射速率 5ml/s, 使用团注

追踪法，监测层面位于主动脉弓下方 1cm处，触发阈值 120Hu，延迟时间为 3.9-4.2s, 扫描基

线自颅底或甲状软骨水平至颅顶部。进行容积成像 (Volume Rendering, VR) 、最大密度投影

(Maximum Intensity Projection, MIP) 、多平面重组(Multiplanar Reformation, MPR), 对

图像进行重建。 

结果：94例中脑动脉瘤为 53例，前交通动脉 9例、后交通动脉 11例、大脑前动脉 4例、大

脑中动脉 13例、大脑后动脉 7例、基底动脉 7例和多发动脉瘤 2例；脑血管动静脉畸形 21

例，分布于颞叶、枕叶、顶枕叶；大脑中动脉狭窄或闭塞 16例，左侧 7例，右侧 9例；烟雾

病 3例，双侧大脑前动脉起始段、前交通动脉及大脑中动脉水平段闭塞合并周围侧支循环形

成，呈云雾状改变；颈内动脉海绵窦瘘 1例。在显示颈内动脉颅内段、大脑前、中、后动脉、

颅底动脉环、颅内静脉方面，VR、MPR、MIP均能很好地显示颅内血管，其中 VR显示的颅内血

管空间解剖关系清晰、色彩逼真，可任意角度观察颅脑血管；MPR显示的颅内血管色彩单调, 

但可较好地显示解剖结构，有利于病变的准确定位；MIP显示的颅内血管对诊断有较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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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颅脑血管 256层螺旋 CT血管成像在脑血管疾病诊断中具有准确、简便、快速及无创的

优点；VR色彩逼真，分辨力高，立体感强，MIP、MPR色彩单调，但对病变的定位诊断有较大

意义；对临床确定手术及治疗方案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PU-2979 

SWI 在脑海绵状血管瘤诊断中的应用研究 

 
林燕,付丽媛,钱根年,陈建新,陈自谦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 350025 

 

目的：探讨脑海绵状血管瘤常规 MRI与 SWI的影像学表现，并探讨 SWI对脑海绵状血管瘤的诊

断价值。 

方法：回顾性分析 18例经手术病理证实的海绵状血管瘤患者的常规 MRI及 SWI影像资料，记

录常规 MRI T1WI，T2WI及 SWI检出病灶数并测量最大病灶的大小。 

结果：18例海绵状血管瘤患者，T1WI检出病灶共 21个，T2WI检出病灶共 25个， SWI检出病

灶共 47个。T2WI和 T1WI呈 “爆米花”样高、低混杂信号，周围绕以低信号环或高信号环，

SWI表现为明显低信号。SWI 测得的病灶范围较 T2WI、T1WI 测得的范围大，且微小病灶显示

多。但 SWI测得的病灶大小与 T2WI、T1WI比较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磁敏感成像对海绵窦血管瘤的显示优于 T1WI 、T2WI 成像。结合常规磁共振成像及

SWI，可更好的显示颅内海绵状血管瘤的病变范围及微小病灶。  

 

 
PU-2980 

TOMOS 技术在寰枢椎正位摄影中的应用 

 
陈建新,付丽媛,陈自谦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 350025 

 

目的： 探讨 X线数字断层融合技术（TOMOS）在寰枢椎正位摄影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 93例临床怀疑为寰枢椎病变患者行 X线检查。采用 X线数字断层融合技

术，通过一次曝光，获得寰枢椎容积数据，然后通过工作站进行任意层面的图像重建，得到多

层面寰枢椎影像。 

结果： 采用 X线数字断层融合技术的 93例患者均一次性完成寰枢椎正位摄影，重拍率 0%。

其中，正常 74例，寰枢关节半脱位患者 17例，齿状突骨折 1例，齿状突骨折伴寰枢关节半脱

位 1例。所摄 X线影像密度均匀一致，患者寰枢椎显示清晰，为诊断提供了可靠的 X线影像依

据。 

结论： 采用 X线数字断层融合技术对寰枢椎正位进行摄影，能够清晰的显示寰枢椎影像，在

寰枢椎正位摄影中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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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981 

Slot 全脊柱摄影技术在脊柱侧弯患者摄影中的应用 

 
陈建新,付丽媛,陈自谦,杨熙章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 350025 

 

目的 探讨 Slot全脊柱摄影成像检查技术在脊柱侧弯摄影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采用 Slot检查技术对 92例脊柱侧弯畸形患者进行术前检查，其中男性 38例，女性 54

例，年龄 11 ～ 18岁，平均年龄 15岁；与之前采用数字化 X射线摄影（DR）拼接技术的 58

例脊柱侧弯畸形患者比较，其中男性 33例，女性 25例，年龄 10 ～ 19岁，平均年龄 16岁。 

结果 采用 Slot摄影技术的 92例脊柱侧弯患者均一次性完成全脊柱摄影检查，颈、胸、腰、

骶尾椎同时在 1张 X线照片上清晰显示，整个图像密度均匀，无拼接伪影。58例脊柱侧弯畸

形 DR拼接摄影患者，23例因患者移动导致重拍，16例因照片拼接误差较大导致重拍，其余

19例均一次完成检查。所摄 X线照片中，患者颈、胸、腰、骶尾椎整体影像与图像细节均显

示良好，全脊柱图像可见明显的拼接伪影。58例患者中长度拼接误差 14例（24.1 %），角度

拼接误差 49例（84.5 %），图像后处理放大率不同拼接误差 6例（10.3 %）。 

结论 采用 Slot全脊柱摄影对脊柱侧弯患者进行术前检查，与过去的 DR拼接摄影法相比，不

但能够清晰的显示脊柱全长影像，同时极大地提高了测量精度，保证了全幅图像密度均匀一

致，对脊柱侧弯患者进行术前计划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与应用价值。  

 

 
PU-2982 

移动 CR 与移动 DR 在床旁胸部摄影中的对比分析 

 
陈建新,付丽媛,陈自谦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 350025 

 

目的：对比分析移动 CR与移动 DR在床旁胸部摄影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随机抽取移动 CR与移动 DR床旁胸部摄影胸片各 200张，对两种摄影方式所摄胸片的图

像质量及胸内各结构的显示进行对比研究。移动 CR和移动 DR各 200张床旁胸部摄影胸片，以

其 CT检查为金标准进行对照，将两组床边胸片显示的病灶清晰程度分为清晰、可见、模糊、

隐约可见、未见 5类。统计两组的例数，绘制 ROC曲线。 

结果：1、图像质量：移动 CR床旁胸部摄影所得胸片的甲级片率 69%，乙级片率 24.5%，丙级

片率 5%，废片率 1.5%。移动 DR床旁胸部摄影所得胸片的甲级片率 83%，乙级片率 16%，丙级

片率 1%，废片率 0%。2、对胸内各结构的显示：移动 CR与移动 DR床旁胸部摄影所得胸片对胸

内各结构的显示率 CR低于 DR。3、对病灶的显示能力：200张移动 CR床旁胸部摄影胸片中，

126例行 CT检查，67例 CT 所显示的病灶中，CR能显示 64例，3例未见病灶。200张 DR胸片

中，108例行 CT检查，53例 CT所显示的病灶中，DR能显示 52例，1例未见病灶。移动 CR与

移动 DR床旁胸部摄影 ROC曲线下的面积分别为 0.833和 0.918。 

结论：移动 CR与移动 DR床旁胸部摄影，移动 DR摄影的影像质量、对胸内结构的显示及对病

灶的显示能力均优于移动 CR，在床旁胸部摄影中移动 DR具有更高的应用价值。  

 

 

 
PU-2983 

256 层螺旋 CT 血管成像对颅内动脉瘤的诊断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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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伟恩,付丽媛,钱根年,陈建新,陈自谦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 350025 

 

目的 探讨 256层螺旋 CT血管造影（CT angiography，CTA）对颅内动脉瘤的诊断价值。 

方法 选取 2013年 5月至 2014年 12月期间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 116例颅内动脉瘤患者，对其

影像学和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所有患者均行头颅 256层 iCT平扫及 CTA检查。 

结果 116例患者，113例阳性，发现 133个动脉瘤，3例阴性；瘤体最大者大小约

1.72×1.34cm，瘤颈部宽约 0.72cm，位于颈内动脉末端；最小者大小约 0.28×0.2cm，位于前

交通动脉。①经手术发现 137例动脉瘤，CTA对脑动脉瘤的诊断符合率 97%（133/137），与金

标准 DSA或手术所见基本一致。结论 CTA检查是诊断颅内动脉瘤安全、快速、无创、有效的

方法,具有较好的特异性和敏感性，可以确定病变范围和程度，有利于临床准确分期，可作为

颅内动脉瘤筛查的首选方法，直接指导临床进一步检查和治疗。  

 

 
PU-2984 

硅胶假体置入及注射丰胸患者 全数字化乳腺 X 线摄影技术探

讨 

 
付丽媛,钟群,杨熙章,陈自谦 

福州总医院 350025 

 

目的 探讨硅胶假体置入及注射丰胸患者全数字化乳腺 X 射线摄影技术与方法。 

方法 硅胶假体置入患者 32 例，女性，年龄 25 ～ 49岁，平均年龄 37.94岁；注射丰胸患者

21例，女性，年龄 30 ～ 45岁，平均年龄 39.38岁；400例正常乳腺患者作为对照，女性，

年龄 18 ～ 72岁，平均年龄 43.58岁。收集数字化乳腺 X射线影像资料，对图像质量进行分

析，并归纳总结其摄影参数。 

结果 3组乳腺摄影图像甲级片率分别为 84.38 %、85.71 %及 91 %。假体置入和注射丰胸摄影

参数采用的 kV值与正常乳腺摄影基本接近，但要得到与正常乳腺摄影相当的影像质量，需要

加大 mAs。在相同的压迫厚度下，假体置入与注射丰胸患者摄影 mAs约是正常患者的 2 ～ 3

倍。 

结论 掌握假体置入及注射丰胸患者乳腺 X射线摄影的方法、技术及摄影参数能够获得高质量

的影像，为正确诊断提供可靠的影像学依据。  

 

 
PU-2985 

Somatom Definition Flash 第二代双源 CT 双能量成像及血

管碘浓度测值对肺栓塞的诊断价值研究 

 
羊丹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610041 

 

 目的：探讨利用西门子第二代双源 CT（Somatom Definition Flash）双能量成像及后处软

件 Liver VNC中碘浓度测值技术对肺动脉栓塞的诊断价值。 方法：收集 32位临床疑诊肺栓

塞行双能量肺血管成像扫描的患者的资料，并利用工作站双能量后处理 LiverVNC软件进行肺

血管栓塞区域及相邻层面肺动脉主干非栓塞区域分别进行碘值测定。 2名胸部组放射科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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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双能量图像及血管碘浓度测值信息做出诊断。 结果：根据临床及 CT结果，其中 21 例

（65.6%，21/32）存在肺动脉栓塞，其中 20 例为肺动脉充盈缺损表现，所得测值与临床结论

符合。图像后处理测得 20 例 患者中 26 个肺血管栓塞区域碘浓度值低于相邻层面非栓塞区

域血管所测得碘浓度值。结论：双能量成像及结合后处理对比肺血管栓塞区与非栓塞区碘浓度

测值能提高肺栓塞的检出率，特别是外周性肺动脉栓塞。 

   

 

 

PU-2986 

双源 CTFlash 大螺距肾脏血管成像 

低对比剂用量扫描方案研究 

 
羊丹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610041 

 

目的：探讨双源 CTFlash大螺距肾脏血管成像低对比剂用量扫描方案的应用效果。方法：随机

收集 50例肾脏血管 CT成像的患者，分为 FLASH扫描组和常规扫描组。常规组采用单能常规扫

描，参考管电压 120kv，管电流 210mAs；FLASH组采用 flash大螺距扫描，参考管电压

100KV，管电流为 150mAs。常规组及 FLASH组均采用 CareDose4D及 CareKV技术。常规组对比

剂速率及用量分别为 5.0ml/s，85ml，生理盐水 20ml。FLASH组对比剂速率对比剂用量

5.0ml/s，40ml，生理盐水 40ml。分析评价两组扫描的辐射剂量、对比剂用量及图像质量。结

果：50例中 FLASH扫描组与常规扫描组图像质量上均能满足诊断及临床需求，在对比剂用量

上及辐射剂量上存在显著差异。结论：在双源 CTflash大螺距扫描低对比剂用量扫描技术在对

比剂用量和辐射剂量上与常规组相比显著降低且满足诊断，可应用于肾脏血管成像。  

 

 
PU-2987 

CT 引导下 125I 粒子植入治疗纵隔淋巴结转移的应用价值 

 
李肖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30601 

 

【摘要】 目的：观察 CT引导下 125I粒子植入治疗纵隔淋巴结转移的疗效。方法：采用 CT引

导下
125
I粒子植入治疗纵隔淋巴结转移患者 32例，术后随访观察患者术中、术后并发症情

况、治疗后 2个月、4个月、6个月复查 CT了解局部肿瘤病灶控制情况判定近期疗效，检测、

统计患者术前、术后 T细胞亚群及自然杀伤细胞( NK细胞)活性，观察患者免疫功能变化情

况；结果：32例纵隔淋巴结转移瘤患者均顺利完成
125
I放射性粒子植入术，术中、术后局部少

量出血、气胸、咯血和低热等并发症发生率分别为 21.9%、12.5%、18.8%、25%；术后 2个

月、4个月和 6个月，患者
125
I粒子植入治疗的总有效率分别为 81.2%、90.6%和 84.4%；术后

14d、21d、28d患者体内 CD4 +、 CD4+/ CD8+及 NK细胞水平较术前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
125
I粒子植入治疗肿瘤可以解除肿瘤患者的免疫抑制状态，促进患者免疫功

能。结论：CT引导下
125
I粒子植入治疗纵隔淋巴结转移，具有定位准确、手术创伤小、近期疗

效显著、安全性好、可行性高等优点，并改善晚期肿瘤患者的免疫功能，具有重要应用价值，

值得临床进一步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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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988 

 基于 JCI 标准放射科图像质量控制的初步探讨 

 
王敏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30601 

 

目的 根据 JCI评审的核心内容:降低风险，保证安全，医疗质量的持续改进.，可以看出，医

疗质量对于评审的重要性，对于放射科来说，图像质量与医疗质量息息相关，本文基于 JCI标

准，探讨放射科图像质控过去存在的问题，提出图像质控方案。方法 保证设备正常运行的前

提下，设置图像质控小组，根据影像质量标准，定期和不定期对图像进行随机抽查，对差片、

废片进行分析，找出原因，突出整改方案。结果 我科图像质量过去存在的问题，经过几个月

整改，逐渐消失，到 JCI检查前甲片率实现 80%以上，废片已经消失，并顺利通过 JCI评审员

的检查。结论 放射科图像质量控制方案制定和有效实施、持续的改进是放射科医疗质量的重

要前提和保证。 

 

 

 
PU-2989 

The clinical value of CT with the breath-out topogram 

in chest CT. 

 
Li Lei 

West China Hospital，Sichuan University 610041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value the method which the breath-out 

topogram in thoracic CT. Methods 30 patients were admitted.At first 

they underwent a scan protocol with breath-out topogram and the non-contrast 

scan as the control group, then underwent the contrast scan with the API of 

breath-in and hold breath as test group. Volume CT dose index (CTDIvol)，dose 

length product(DLP)、 the effective dose(ED) 、the Signal-to-Noise Ration(SNR) 

and Contrast-Noise Ratio(CNR) were recorded by two radiologists and they 

evaluated the image quality objectively and subjectively． Results Averages of 

subjective image quality 、SNR and CNR were (4.71±0.55)、(6.25±2.71) 、(–

1.76±1.84) in control group and （4.60±0.45）、(5.68±2.75）、（–1.54±1.76）in 

test group ，respectively.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wo groups in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image quality (P>0.05). Averages 

of CTDIvol、DLP、ED in control group were (6.53±1.71)mGy、

(220.20±61.81)mGy·cm、3.74±1.05)mSv and (4.20±0.89)mGy、

(141.60±35.24)mGy·cm、(2.41±0.60 )mSv in test group. Conclusion The scan 

with breath-out topogram provided the same image quality and lower radiation 

dose compared with scan with breath-in and hold breath scan in thoracic 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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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990 

低剂量造影剂在头颈部 CTA 中的应用 

 
赖宇林 

宜宾市第三人民医院 644000 

 

【摘要】 目的：探讨在头颈部 CTA中降低造影剂使用量的可行性方案。材料和方法：配制不

同浓度对比剂并观察对应的 CT值。根据既往学者研究结果，确定最佳头颈部 CTA血管显示相

对应的造影剂浓度。依据心输出量、CT机扫描时间、静脉注射点至腋静脉的血容量估算造影

剂使用总量。将本院 68例头颈部 CTA患者按随机量表分为两组，低剂量组根据病人心率范围

分别给予相应的造影剂量，对照组按常规剂量行 CTA扫描。测量颈动脉分叉处 CT值达到

360Hu为合格，达到 460Hu 为最佳，分别进行统计学比较。结果：头颈部 CTA中，低剂量组造

影剂剂量减少约 50%。头颈部血管 CT值合格率和良好率与对照组无统计学差异。结论：在头

颈部 CTA检查中根据心率范围个体化的降低造影剂的使用量，可以在保证成像质量的前提下保

护病人的健康。 

   

 

 
PU-2991 

评价 3DRA 在硬脊膜动静瘘血管成像的优势 

 
刘亚犇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 610072 

 

目的： 硬脊膜动静脉瘘（SDAVF）是脊髓血管疾病最常见的形式，虽属临床少见病，但约占脊

髓血管畸形的情况下的 70％-80%,如果不妥善处理，可能会导致相当多的并发症与进一步脊髓

症状。且诊断常常依赖于 DSA影像。应用于脊髓的三维旋转血管造影术（3DRA）的几个病例研

究提供了有关脊柱血管解剖学和血管相对于脊髓和周围结构的位置的有用的 3D信息。 

材料和方法：包含 2016年以来收集的脊髓血管畸形的病例中。使用西门子 Artis zeeceiling

系统 syngo Workplace进行三维数字血管造影使用包括最大强度投影图像，阴影表面渲染显示

和具有用于各种结构的可调透明度的体积渲染显示的重建图像，以及全立体能力，来研究这些

图像中所示的解剖关系。 

结果:3DRA技术相对于 DSA 提供了更多的用于评价 SDAVF的信息，当存在对多个供血动脉的时

候，不仅可以展示其经硬膜的部分，可以展示其走形。蜘蛛位视图可以通过将肋间动脉和背部

肌肉血管分支展示开来很好的显示细小的供血动脉。隧道位视图对于展示硬膜的供血动脉的位

置很多帮助。双容积模式可以同时重现血管和骨头，这样可以展示供血动脉的走形和相关椎体

的瘘孔。 

结论：因为椎体的脉管系统在 DSA图像上相互重叠，因此 3DRA可以提供更多信息用于评价

SDAVF的供血动脉的数量及其经硬脊膜的走形，同时 3DRA 还可以提供获得适当视图的工作角

度。3DRA提供了额外的血管信息，用于评估 SDAVF的血管结构，包括畸形团血管的数量和路

径，以及选择适当的工作角度来选择异常血管和瘘口位置，实现成功的栓塞或手术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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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992 

应用于婴幼儿腹部增强 CT 扫描的自动管电流调制技术 

 
潘慧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00127 

 

摘要 目的：探讨自动管电流调制技术在婴幼儿腹部增强 CT扫描中的应用价值。方法：回顾性

分析 2015年 1月至 2016年 3月的 90例行 CT增强扫描的患儿，A组 45例患儿使用 GE 

Discovery 750HD 64排能谱 CT，采用固定 KV，自动调节毫安技术其预设噪声指数为 11的扫

描参数。B组 45例患儿使用 GE Lightspeed 16排 CT，采用固定 KV固定管电流的传统扫描参

数。比较两组图像中腹主动脉，肝脏以及竖脊肌的 CT值和噪声数并作主客观评价，并比较患

儿所受的辐射剂量。结果：A/B两组患儿的肝脏、腹主动脉、肌肉的 CT值和噪声数无统计学

差异（P均＞0.05）。信噪比以及对比噪声比分别为（33.08 ± 7.16 vs 28.49 ± 16.84 P

＜0.01，24.68 ± 14.89 vs 18.82 ± 13.24 P＜0.01）有统计学差异。两位诊断医生对两组

90例患儿图像的评分有较好的一致性（Kappa值 P=0.806）。两组扫描方式的容积 CT剂量指

数（CTDI）、剂量长度乘积（DLP）、有效剂量（ED）值分别为（4.38 ± 1.56＜4.77 ± 

1.40 mGy，114.52 ± 46.02＜284.19± 122.9 mGy × cm，1.72 ± 0.69＜4.26 ± 1.84 

mSv，P＜0.01）无统计学差异。A组腹部增强图像优于 B组腹部增强的图像，具有相同的诊断

价值，同时降低了患儿的辐射剂量。结论：采用自动管电流调制技术能提供更优质的诊断图

像，并且降低患儿的辐射剂量，可以作为一种常规技术应用于临床婴幼儿的 CT扫描之中。 

 

   

 

 
PU-2993 

基于能谱 CT 单能量图像探讨低对比剂低流速 

在肾动静脉成像中的应用价值 

 
韩冬,陈晓侠,任占丽,雷雨欣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712000 

 

目的：基于能谱 CT单能量图像探讨低对比剂低流速在肾动静脉成像中的应用价值。资料与方

法：前瞻性收集我院临床拟诊肾动脉疾患需行 CT肾动、静脉成像的患者 61例，随机分为研究

组 A（20例），B（20例）和对照组 C（21例）三组，对比剂用量为 A组：300mgI/kg，B组：

450mgI/kg，C组:600mgI/kg。对比剂浓度均为 350mgI/ml,流速为对比剂用量/30s。A、B两组

采用能谱扫描，扫描协议根据患者常规 120 kVp、NI10-5 mm的平均毫安秒进行个性化选择；C

组采用常规扫描：管电压 120kVp,smart mA,噪声指数（noise index，NI）为 12。扫描后 A组

数据重建为 40%ASiR图像，B、C组重建为 40-70keV(间隔 5keV)的 40%ASiR单能量图像。分别

在动、静期测量腹主动脉、双肾动脉、双肾静脉、下腔静脉及同层面前腹壁脂肪的 CT值及 SD

值，其中以脂肪 SD值代表图像整体噪声，计算各血管的信噪比（Signal to noise ratio, 

SNR）和对比噪声比（Contrast to noise ratio, CNR）。由两名有经验的放射科医师根据血

管的清晰度及肾动脉分级数量采用 5分制进行双盲法主观评价。结果：三组患者的基本资料、

有效辐射剂量（ED）、主观评分无统计学差异(p>0.05)；A、B两组患者的对比剂用量和流速

较 C组均降低了 31%和 52%，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all p<0.001)；B组的 50-65keV单能量图

像肾动、静脉的 CT值、SNR 及 CNR优于或类似于 C组常规混合能量图像；A组的 50-55keV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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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图像肾动、静脉的平均 CT值、SNR及 CNR与 C组均类似。结论：能谱 CT肾动、静脉成像

中，低对比剂用量的能谱 CT的单能量图像可获得等于或优于常规剂量的图像质量。  

 

 

PU-2994 

磁共振动态增强技术在甲状腺良恶性结节鉴别中的应用探究 

 
周月圆,胡曙东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212002 

 

【摘要】目的：探究磁共振动态增强技术在甲状腺良恶性结节鉴别中的应用价值。方法：研究

对象为从 2016年 2月到 2017 年 1月我院收治的 71例甲状腺结节病变患者，经联影 1.5T 磁共

振进行常规采集和动态增强技术采集数据，获取的动态增强数据经过后处理获得良恶性结节的

时间—信号强度曲线（TIC）。通过对曲线以及曲线达峰时间快慢情况的不同进行分析研究并

与病理结果相对照。结果：28例良性结节患者中有 23例表现为Ⅱ型流出型强化曲线，甲状腺

良性结节发生概率为 0.82（23/28）；43例恶性结节患者中有 37例患者表现为Ⅰ型延迟消退

型强化曲线，甲状腺癌的发生概率为 0.86（37/43）；11 例患者表现为Ⅲ型未强化型曲线。结

论：磁共振动态增强技术对甲状腺结节的良恶性判断具有一定的意义和价值，尤其是通过时间

－信号增强曲线的研究分析和病理结果具有很高的一致性。 

   

 

 

PU-2995 

256 层螺旋 CT 低张造影技术在小肠病变中的应用探究 

 
周月圆,胡曙东,单秀红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江苏大学附属人民医院） 212002 

 

[摘要]目的 探讨 256层螺旋 CT低张造影技术在小肠疾病诊断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收集我院

于 2016年 3月至 2017年 3月收治的 47例疑似小肠疾病的患者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均采取口

服甘露醇并注射山莨菪碱后进行多层螺旋 CT小肠低张造影技术扫描检查，并实施动态监测双

期增强扫描,采集的数据进行最大密度投影（MIP）、多平面重建（MRP）、容积重建技术

（VRT）等后处理技术进行处理，诊断医师根据对图像显示情况进行分析得出能够用于诊断的

显示最佳的 0级率图像，同时与临床内镜或病理结果相对照,从而得出多层螺旋 CT造影技术

（MSCTE）在小肠病变诊断的阳性率。结果 MSCTE检查对小肠黏膜与肠壁结构、系膜血管、肠

管充盈等显示良好,显示 0级率分别为 70.21%（33/47）、89.36%（42/47）和 74.47%

（35/47）。47例中小肠癌 15例，Crohn氏病 5例，淋巴瘤 1例，间质瘤 3例，血管瘤 1

例，炎症 5例，憩室 4例，不完全性梗阻 2例，肠系膜血管动脉瘤伴血栓 5例，腹主动脉瘤 2

例，阴性 2例，肠道准备不充分 1例，漏诊 1例，诊断的阳性率为 91.5%。 结论 MSCTE 技术

应用于小肠疾病诊断中具有较高价值,能清晰显示小肠解剖结构,且无明显痛苦,诊断阳性率高,

可提高小肠疾病的早期诊断和治疗，利于临床术前分期从而制定治疗方案及预后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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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996 

64 层螺旋 CT 血管造影在下肢动脉硬化中的应用 

 
徐远友 

六安市人民医院 237005 

 

目的 探讨 64层螺旋 CT血管造影在下肢动脉应用意义。 方法 对 37例患者疑有下肢动脉疾

患进行 CTA检查。 结果 37 例血管造影图像能很好显示，25例动脉节段闭塞，11例动脉狭

窄，与 22例彩超及 5例 DSA 检查检查结果相符。 结论 下肢 CTA血管造影成为下肢动脉疾病

评价及治疗主要方法。 

   

 

 
PU-2997 

基于 IQQA-Liver 自动分析软件的兔肝 CT 

及 MR 体积精确测量的初步研究 

 
华晨辰 

无锡市人民医院 214000 

 

目的 

  探讨 IQQA-Liver自动分析软件在多排螺旋 CT（multi-detector CT,MDCT）及核磁共振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检查中测量肝脏体积方面的准确性及重复性。 

  

方法 

  对 12 例家兔行 MDCT 及 MR （FIESTA 、LAVA序列）检查，扫描所得的 CT 及 MR 

图像传至 IQQA-Liver肝脏 CT影像解读分析系统测量兔肝体积。扫描完成后立即处死兔子，解

剖后取得肝脏，使用排水法测量兔子肝脏的实际体积（ALV）。对三种方法得到的兔肝体积进

行对比评价。 半个月后再对所有家兔肝脏体积进行重复性研究。 

  

结果 

  MDCT、MR 两个序列（FIESTA、LAVA）测量所得的兔肝体积分别为（126.4±35.8）cm
3
、

（125.0±35.4）cm
3
、（125.8 ±35.7）cm

3
，排水法测得的兔肝真实体积为（126.6±36.4）

cm
3
，MDCT、FIESTA、LAVA所测得的兔肝体积与实际兔肝体积具有明显的相关性（r值分别

为 0.997、0.997及 0.998，P值均<0.05），Bland-Altman 图分析显示 MDCT、FIESTA、LAVA

与“金标准”排水法测量结果一致性较好。2名操作者各自前后重复测量家兔肝脏体积的组内

相关系数 ICC值分别为 0.995、0.985，2名操作者间两次测量家兔肝脏体积的组内相关系数

ICC值分别为 0.996、0.987。 

 

结论 

  (1)CT 与 MR 均能基于 IQQA-Liver自动分析软件快速测得较为精确的肝脏体积。(2) 基

于 IQQA-Liver自动分析软件使脏器精确体积的测量快捷省时，并具有较高重复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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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998 

空间饱和技术及脉搏门控技术对肝脏扩散加权成像的影响  

 
李金凝

1
,杨正汉

2
,汪登斌

1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目的 

以单纯屏气（BH）扩散加权成像（DWI）为对照，比较利用空间饱和技术（SS）与脉搏门控

（PG）技术在提高 DWI的图像质量与表观扩散系数（ADC）的影响。 

方法 

用 1.5T 磁共振仪对 35健康志愿者行 3种肝脏 DWI序列，均为 SS-SE-EPI, b= 0/600 s/mm2
：

（1）BH DWI；（2）PG DWI:触发延迟时间为 400ms；（3）SS DWI：定位时添加一条宽度为

18cm的饱和带（自肝门静脉起，覆盖脾静脉及肠系膜上、下静脉）抑制入肝的血流信号。用

GE ADW 4.2工作站的 Functool 2 软件自动生成 ADC图，放置统一大小的感兴趣区，避开伪影

与血管，测量 ADC值。在肝脏Ⅰ~Ⅷ段各放置 0~4个 ROI，其平均值作为该段 ADC值。对肝脏

Ⅰ-Ⅷ段分别进行评分:0分-肝段未见显示；1分-肝段可见，但伪影较多；2分-肝脏信号大致

均匀，有少量伪影；3分-肝脏全段显示清晰，无明显伪影。依≧1及≧2图像数量计算图像显

示率与优良率。统计学方法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与 Chi-square 检验。以 P<0.05为有显著性差

别。 

结果 

BH DWI、SS DWI与 PG DWI 在肝脏Ⅴ~Ⅷ段的图像优良率上无统计学差异（χ2
=0.457，P 

=0.496）；在肝Ⅰ~Ⅳ段的显示方面，PG DWI的优良率与显示率均明显高于 BH DWI（40.5%，

57.8%）vs（16.7%，37.9%）。PG DWI测得的肝脏Ⅴ-Ⅷ段 ADC值显著低于 BH DWI与 SS DWI

的 ADC值（P< 0.01）。 

结论 

PG DWI与 BH DWI相比，可明显改善肝Ⅰ~Ⅳ段的图像质量。SS DWI在改善图像质量方面未见

明确优势，且测得的 ADC值较 BH与 PG技术要明显增高，不宜采用。 

   

 

 
PU-2999 

等效交叉弛豫率成像的临床应用与研究进展  

 
彭闰梅,张振光,杨亚英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650000 

 

等效交叉弛豫率成像（ECRI）已被证实能检测出传统影像学方法不可检测的在形态学改变之前

出现的微妙及早期变化，除了无需使用对比剂、操作过程简单、可重复外，还可以通过计算等

效交叉弛豫率（ECR%）对病变进行定性、定量分析，具有能真实、有效地反应组织内部微观变

化的优势。本文主要阐述等效交叉弛豫成像的原理、临床前景及临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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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000 

不同影像学方法对胰腺神经内分泌肿瘤的检出价值比较 

 
王明亮,曾蒙苏,饶圣祥,纪元,陈财忠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00032 

 

 

目的：探讨不同影像学检查方法对检出胰腺神经内分泌肿瘤（pancreatic neuroendocrine 

neoplasms, pNENs）的价值。 

方法：回顾性分析 131例（共 140个病灶）经手术后病理证实的 pNENs患者的影像学资料，包

括 CT增强、MRI增强、经腹超声、PET/CT，并与手术结果进行对照，分析不同影像学方法对

pNENs的检出率。 

结果：CT增强、MRI增强、超声 及 PET/CT 对 pNENs病 灶 的 检出 率分别为 94.6%

（88/93）、97.3%（73/75）、85.2%（69/81）和 95.8%（23/24）。CT增强、MRI增强与 

PET-CT对病灶检出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与超声的两两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P均＜0.05）。 

结论：CT增强或 MRI增强可作为 pNENs的首选影像学检查方法，PET-CT可以作为有效的补

充。   

 

 

PU-3001 

Revolution CT 在低剂量肺部筛查中的应用探讨 

 
黄福灵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530021 

 

 

目的：运用 Revolution CT 中的智能管电流技术,并结合新一代迭代算法 ASiR-V，探寻胸部低

剂量扫描在体检中的合理应用。 

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7 年 2月 1日～4月 30日行胸部 CT体检的健康人群 200例。其中

最小 25岁，最大 86岁，平均（51.54±1.56）岁。将其随机分成 A、B两组，A组为低剂量

组，B组为常规剂量组.扫描使用 GE Revolution CT，A组采用智能管电流技术, kv=120，

mA=SmartmA 20~30；NI=34.0,探测器覆盖范围 80mm，螺距 0.992:1，管球旋转速度 0.5S，重

建图像层厚 5mm，层间隔 5mm，其中肺窗采用标准算法，ASiR-V选择 50%，纵膈窗亦采用标准

算法, ASiR-V选择 50%。B 组采用常规剂量，kv=120，mA=SmartmA 50~80；NI=20.0,其余参数

同 A组。扫描范围从肺尖至剑突下。图像评价采用客观评价，选取气管分叉处层面，在降主动

脉内无伪影干扰区域划定圆形感兴趣区，大小为（100±2）mm
2
，以 ROI内 CT值的标准差表示

该图像的噪声大小。图像质量主观评价，分别由 5位高年资医生单独对图像进行评估。根据

DLP计算有效剂量(E)，E=k×DLP (k=0．014) 。统计学分析应用 SPSS17.0软件,计量资料采

用均数±标准差进行统计，采用方差分析(两两对比采用 LSD法)，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结果：A组有效剂量 E为 0.47±0.34mSv,B 组有效剂量 E为 1.45±0.87mSv，A组与 B组间有

统计学差异，A组的有效剂量仅相当于 B组的 32%。在主观评分方面， A组与 B组之间无统计

学差异。图像噪声方面，A 组与 B组间的肺窗无统计学差异，纵膈窗有统计学差异。本研究所

有病例都能满足临床诊断要求。 

结论：Revolution CT采用智能管电流技术,并结合迭代算法可有效提高图像质量，满足临床

体检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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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002 

Combined application of low voltage and low 

concentration contrast agents in coronary angiography 

of two generation dual source CT coronary angiography 

 
fei Yu,He Qizhou 

the seond Affilated Hospital of Southwest Medical Univeratity 646000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application of low voltage and low 

concentration contrast agents combined with iterative technique in coronary 

angiography of two generation dual source (Somation, Definition, Flash) CT. 

Methods: 199 patients with clinically suspected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underwent 

coronary artery CT angiography (CTA) examination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 group A(n=109) and group B (n=90).The traditional filter back projection 

reconstruction was adopted in two groups. Group A was injectedwith iohexol 

(350mgI/mL), used 120kV tube voltage through CT scan, B group was injected with 

iodixanol (320 mgI/mL), used 100kV tube voltage through CT scan, and also used 

iterative reconstruction (SAFIRE 3) reconstruction. The two groups were scanned by 

prospective ECG gating. whenheart rate (HR) less than 70 b/m ,we choose R-R 

interval60%-80% times;when HR>70 b/m, choose R-R interval 30%-50%. Compare image 

quality, subjective score, left main stem (LM) average CT value, image noise, SD 

signal-to-noise ratio (SNR), contrast to noise ratio (CNR) and radiation dose. 

Results :the subjective scores of CTA images in groupA and B were (4 + 1), and 

(3.91 + 0.90) points, and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 > 0.05). The CT values in group A and Bwere (305.89 + 95.22) and (420.14 

+ 99.22), groupA was lower than group B,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The CT values of all vascular segments in group A were 

greater than 250 HU, which met the diagnostic requirements. The difference of SNR 

and CNR between A and B groups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the 

volume CT dose index were (26.75 + 7.36) mGy and (15.53 + 4.49)mGy in group B, 

dose length product were (4315.80 + 8.85) mGy·cm in groupA and (176.40 + 57.33) 

in group B, the effective dose wererespective 4.30 + 1.22 mSv and 2.43 + 0.79 mSv 

in group A and B. Compared with the two groups, all data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 <0.05),  The ED in B group decreased 43.59% compared with group A. 

Conclusion :CTA examination through two generation dual source CT coronary , The 

combined reconstruction technique of 100 kV with iodixanol (320 mgI /mL)and low 

tube voltage can guarantee better image quality, reduce the concentration of 

contrast agents and reduce the radiation d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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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003 

磁共振波普评估前列腺结节良恶性的探讨研究 

 
刘锦,朱小飞,朱开国,韩宇,陈平,崔武勋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710000 

 

目的：探讨磁共振波普对前列腺结节的良恶性判别的临床价值 

方法：从 2016年 4月开始至今，共收录可疑前列癌患者 61例，其中年龄在 58-85岁，平均年

龄 69岁，这些患者中，58 例有前列腺特异性抗原检验（PSA）资料。将这些患者分别进行磁

共振 T2 trim轴位、T1 se 轴位、小视野高分辨 DWI（fov=200，b=50,800 s/mm
2
）、三个位置

的小视野高  分辨 T2 tse、动态增强 T1_fs_vibe轴位（DCE-MRI）以及磁共振 3D多体素波普

（csi3d_se_prostate）扫描。在行 MRI检查时采用西门子 Aera   1.5T磁共振成像系统，采

用 TIM（total imaging matrix）技术的体部矩阵线圈。所有 MRI影像图像质量均通过年资 5

年以上的 3位影像医生打   分。分数低于 4分的样本剔除，由于药物过敏而未行增强的样本

剔除，最后剩余 41例。以穿刺活检或手术病理诊断为依据，结合 PSA值大小，比较  (胆碱 +

肌酸) /枸橼酸盐[( Cho+Cre ) /Cit]比值的差异性。 

 结果：41例患者均顺利完成检查，根据术后病理显示，其中前列腺癌患者 8例，前列腺增

生患者 33例，前列腺癌病例共选取 88个体素，MRS主要表  现为 Cit峰明显降低甚至消失， 

Cho峰明显升高，两者波峰出现倒置现象。前列腺增生病例共选取 178个体素，MRS主要表现

为 Cit峰值较高，Cho峰  及 Cre峰较低。前列腺癌组 (Cho + Cre) /Cit 平均值为

3.01±0.35，前列腺增生组为 0.78±0.22，两组数据符合正态分布特点，差异具有统计  学

意义。 

 结论：磁共振波普对前列腺结节的良恶性判别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PU-3004 

64 排螺旋 CT 肺动脉成像双低技术应用参数的探讨 

 
武惠明 

江苏省中医院 210029 

 

目的 探讨低管电压结合等渗低浓度对比剂应用在 64排 MSCT 肺动脉成像中的相关参数。 

方法 60例高危患者随机分为 2组。使用设备为 GE Optima CT660，小剂量对比剂预注射方

法，注射流速 5 ml/s。将 ROI置于肺动脉主干中心。注射后延迟 3秒开始监测，每 2秒扫描

一次，计算公式为（3+2n+0.5）秒。随后进行增强扫描，双低组采用 80 KV管电压与迭代重建

技术，10 ml 碘克沙醇(270 mgI/ml)+40 ml 生理盐水。常规组采用 120 KV管电压与滤波反投

影重建，40 ml 碘普罗胺+30 ml生理盐水。其他参数 2组一致。5分法目测评价图像质量，比

较 2组间图像质量评分、平均 CT值、噪声值、图像信噪比（SNR）、对比噪声比（CNR）和剂

量长度乘积（DLP）差异比较 2组间上腔静脉硬化伪影显示率和肺动脉栓塞诊断阳性率差异。 

结果 CTPA共发现肺动脉栓塞 33例（常规组 14例，双低组 19例），阳性率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2组均可以显示肺动脉分支，图像质量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双低组出现上腔静脉周围

条纹伪影的例数（3例）低于常规组（14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双低组 CT值和噪声分别

为（426.8±84.8）、（14.9±1.5）HU，高于常规组分别为（359.4±75.3）、（7.4±1.4）

HU，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但是双低组 SNR（28.8±6.3）和 CNR（24.5±6.1）低于对照组

（SNR、CNR分别为 50.4±14.7、42.9±13.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值分别为 8.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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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69，P值＜0.01）。双低组所接受辐射剂量 DLP（101.4±11.9）低于常规组 DLP

（328.5±37.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值为 36.675，P值均＜0.01） 

结论 80 kV管电压、10 ml 碘克沙醇的 CTPA在临床工作中是可行的，大幅度降低辐射剂量及

碘摄入量的同时获得满足诊断的图像质量。  

 

 

PU-3005 

概述 CT 引导下穿刺活检技术 

 
董高存,李向东,乔国庆,李文军,唐馗阳 

联勤保障部队广州总医院 510010 

 

CT引导下穿刺活检是医学影像难以定性的体内病灶确诊的重要途径，是胸外科和骨科医生最

常用的辨别肺部及骨关节病变良恶性的检诊手段。 

首先，医生需携带患者最近的 CT片，随病人一起来 CT室，技师在看片后按医生的要求，选择

最适合穿刺的体位扫定位像。胸部穿刺选头先进模式，病灶在前、中肺野的选仰卧位，病灶在

后肺野的选俯卧位，病灶在左、右肺外带的分别选右侧卧位和左侧卧位。上肢骨穿刺多选头先

进、面朝上体位，被穿上肢平放身体一侧平挪居中，根据穿刺需要适当翻转，另一侧上肢应上

举过头。下肢骨穿选足先进，据病灶在下肢骨前后分别选仰卧或俯卧位。 

其次，在扫好的定位像上围绕病灶做小范围薄层扫描，扫描野必须包完整周围皮肤软组织，以

便准确测量进针的深度与角度。选择轴位显示病灶最大、无遮挡、避开肋骨与大血管、比较安

全的层面，进床至此开定位灯，沿定位线贴上定位标尺，以标尺为中心做局部薄扫，选好穿刺

进针点，测量出此点到胸膜边缘距离 L1，胸膜边缘延伸到病灶边缘距离 L2，延伸到病灶中心

及最远处距离 L3和 L4。上下肢穿刺定位与此类似，不同在于直接测量出皮肤穿刺点距病灶的

最近点与最远点距离 S1、 S2。 

第三，穿刺取标本。退床，穿刺区域消毒，在穿刺点部位注射麻药，严格遵循测量数据限定好

穿刺针的深度 L1，针尖到达胸膜处停一下，扫描确认层面及方向，适当校正继续进针 L2，再

扫描确认命中病灶后，限定好穿刺枪的深度 L3，抽出穿刺针芯并迅即插入穿刺枪，沿病灶中

心及周围数毫米方向击发 3至 5枪即够用。必须注意每打一枪抽出取标本时，一定要将穿刺针

芯插回去堵塞穿刺孔，避免气胸及出血。穿刺后拔针前应再大体扫一下，观察是否有气胸及出

血，以便及时处理。骨关节穿刺相对简单，沿进针点穿刺 3～5针即可包扎处理。穿刺结束

后，患者应担架车送回病房。 

总之，医技密切配合，CT定位准确，穿刺操作精确，标本取材恰当，才能保证 CT引导下穿刺

活检的成功率。 

   

 

 

PU-3006 

Study of bolustracking in dual-source CT coronary 

computed tomography angiography 

 
韩宇欣 

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 300170 

 

Objective: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feasibility of reducing monitoring frequency in 

dual-source CCTA with bolus tracking automatic trigger technique.  Methods: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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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s of coronary heart disease, were designated Groups A, B, C and D. Using bolus 

tracking automatic trigger technology in CCTA. One X-ray scan was performed at 

each time of monitoring, and monitoring time-intervals of Group A, B, C and D were 

1.14, 1.47, 2 and 3s, respectively. The quality of images was evaluated 

objectively by one-way ANOVA, and scores was analyzed by chi-square test. The 

monitoring times, CT values and effective radiation dose (ED) of three groups were 

also recorded  

   

 

 

PU-3007 

迭代重建技术联合低管电压在回顾性心电门 

控冠状动脉 CT 血管成像中的应用  

 
黄伟兵 

广西民族医院 530001 

 

【摘要】目的 探讨西门子 128排螺旋 CT应用低管电压联合迭代重建技术在回顾性心电门控冠

状动脉 CT血管成像（CTA）扫描对图像质量及辐射剂量的影响。方法 将 75例临床需要行冠状

动脉 CTA检查的患者随机分为 A.B.C三组,每组 25例。A组为常规剂量扫描，参数为 120KV、

250mAs,经滤波反投影（FBP）重建；B、C组为低剂量扫描，管电压和管电流分别为 120KV、

250mAs，80KV、250mAs，采用迭代重建。通过对比分析 CT图像质量及辐射剂量进行比较并作

统计学分析。 结果 (1)图像质量主观评分：A组 3分 2 例，4分 23例；B组 3分 3例，4分

22例；C组 3分 5例，4分 20例；统计学分析无明显差异（P>0.05）。（2）A.B两组主动脉

弓，右冠状动脉、左冠状动脉及左冠状动脉回旋支动脉强化 CT值统计无明显差异

（P>0.05）。C组的 CT动脉强化值高于 A组（P<0.05）。（3）C组的背景噪声

[(12.5±1.9)HU]高于 A组[(9.0±1.9)HU];两组的 CNR分别为(49.2±9.4)、（12.5±1.9)，

统计学分析无明显差异（P>0.05）。（4）A、B、C组的剂量长度乘积（DLP）分别为

（112.5±1.9)（67.6±1.5)（32.5±1.3)mGy.cm；辐射有效果明（ED）分别为（1.5±1.2)、

（1.0±1.3)、（0.5±1.5)mSv,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C组较 A组辐射剂量明显降低，约

30%。结论 西门子 64层 128排冠状动脉 CT血管成像（CTA）使用低管电压（80KV）联合迭代

重建技术能提供满足临床诊断要求的图像，又能明显降低辐射剂量。既有利于 CT球管的保

护，又减少 X线辐射对患者的损害。  

 

 
PU-3008 

 如何保证肝动脉期扫描的准确性 

 
朱小飞,朱开国,刘锦,崔武勋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710038 

 

目的：探讨常规延时法在肝脏动态增强扫描中的不足，提出磁共振扫描中几种可行的扫描方

案，提高肝动脉期扫描的准确性。材料与方法：回顾性分析 150例采用肝脏快速容积扫描

（lava）行肝脏动态增强的患者，所有患者均在注射对比剂后 15-18秒行动脉期双期扫描，扫

描时间 21s，扫描结束后，依照肝动脉期图像评价标准对图像进行质量评价。结果：150例

中，肝动脉期图像显示良好为 96例，肝动脉期显示过早 20例，显示过晚 34例。结论：常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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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时法在常规扫描中存在不足之处，在实际的扫描中应根据个体差异及设备性能综合制定合理

的扫描方案，提高肝动脉期扫描的成功率。 

   

 

 
PU-3009 

Study of bolustracking in dual-source CT coronary 

computed tomography angiography 

 
韩宇欣 

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 300170 

 

Objective: Study of bolustracking in dual-source CT coronary computed tomography 

angiography. Methods: 48 cases of coronary heart disease, were designated Groups A, 

B, C and D. Using bolus tracking automatic trigger technology in CCTA. One X-ray 

scan was performed at each time of monitoring, and monitoring time-intervals of 

Group A, B, C and D were 1.14, 1.47, 2 and 3s. The quality of images was evaluated 

objectively by one-way ANOVA, and scores was analyzed by chi-square test. The 

monitoring times and ED of four groups were also recorded and compared. Results: C 

group is best in quality of images and ED. Conclusion: The bolus tracking for 

triggering CCTA is feasible by using trigger scanning technology with a 2s time-

interval.  

 

 

 
PU-3010 

第 3 代双源 CT 双低剂量在肺动脉 CTA 扫描中的研究 

 
袁艺芳 

自贡市第四人民医院 643000 

 

目的 探讨第 3代双源 CT采用低管电压及低对比剂用量行肺动脉 CTA扫描的可行性。方法 50

例临床拟诊为肺动脉栓塞的患者，身体质量指数( BMI) 18.5 ～ 24.0 ，随机分成 2组，每组

25例，行肺动脉 CTA 检查。A 组管电压为 120kVp，对比剂用量 80ml，FBP 技术重建。B 组采

用第 3代双源 CT CARE KV及 CARE Dose技术，管电压为 70~90kVp，对比剂量为 20ml，采用高

级模拟迭代重建技术(ADMIRE)重建。采用独立样本的 t检验比较两组图像肺动脉 CT 值、信噪

比( SNR) 、对比噪声比( CNR) 、CT 剂量指数( CTDIvol) 、剂量长乘积( DLP) 和有效剂量

( ED) 的差异。采用 Mann-Whitney U 检验比较两组图像主观评差异。结果 两组图像质量主

观评价比较无显著差异( P ＞0.05)；常规组肺动脉 CT 值均数( 489.56±59.77) HU，双低剂

量组肺动脉 CT 值均数( 473.28 ± 69．77) HU，差异无统计学意( P ＞ 0.05) ; CNR 分别

是 43.65 ±15.70、39． 03 ± 19.79，差异无统计意义( P ＞0.05) 。CTDIvol 分别为 7.51 

mGy、1.45±0.15 mGy，DLP 分别为 285.96 ± 28.39) mGy·cm、( 55.23 ±44.05) 

mGy·cm，ED 分别为( 3.6±0.39)mSv、(0.77 ±0.62) mSv，两组各辐射剂量指标的差异均有

统计意义( P ＜ 0． 05) 。结论 第 3代双源 CT双低剂量扫描在肺动脉 CTA成像中，能保证

图像质量同时大幅降低辐射剂量及对比剂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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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011 

多层螺旋 CT 后重建在外伤性肋骨骨折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施健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南京鼓楼医院 210008 

 

【摘要】目的 探讨多层螺旋 CT后重建技术对外伤性肋骨骨折诊断的应用。方法 38例外伤患

者共 912根肋骨，均先行 DR肋骨正斜位拍摄，再行多层 CT扫描和后重建；观察 DR摄片后肋

骨骨折情况及多层 CT扫描后影像后处理骨折情况，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912根肋骨中，DR诊

断骨折的为 57根，可疑骨折 11根；CT后重建诊断骨折的为 66根，未有可疑骨折。其中，DR

诊断正常的 844根肋骨中，经 CT后重建诊断，检出 2根骨折肋骨；11根可疑骨折中，检出 4

根正常。DR存在假阳性和假阴性，其率值分别为 0.0047和 0.0303。结论 多层螺旋 CT后重建

技术能直观、准确地显示肋骨骨折，与 DR普通平片比较优势明显，是胸部外伤中肋骨骨折的

疑难复杂重症病例的诊断与鉴别诊断的首选检查方法。 

   

 

 
PU-3012 

自动管电压及管电流结合迭代算法肺部 CT 扫描应用研究 

 
胡永胜 

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安徽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学院 230061 

 

【目的】利用低剂量技术，探讨降低肺部 CT扫描辐射剂量的可能性。【方法】将 160 例肺部

CT扫描患者随机分为 4组，A组：常规组；B组：自动 kV及 mA组；C组：NI 20组；D 组：NI 

30组。扫描后使用不同权重的迭代算法进行回顾性重建。在横断图像上测量气管分叉平面的

主动脉噪声，计算有效辐射剂量。由 2位高年资医师以 5分法对各组不同权重 ASiR的图像进

行主观评价。使用 SPSS 19.0 单因素方差分析进行统计学处理，以 p＜0.05为具有统计学意

义。【结果】各组一般情况差异无统计学意义。CTDI、DLP、ED比较，A组与 B组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D组低于 C组，C组低于 A组和 B组。各组不同权重 ASiR图像评分比较：肺窗图像：

均能满足诊断需要，各组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纵膈窗图像：A组各序列均可满足诊断需

要，ASiR50%最佳，B组各序列均可满足诊断需要，ASiR50%最佳，C组各序列均可满足诊断需

要，ASiR70%最佳，D组 ASiR50%~90%图像可以满足诊断需要，其中 ASiR80%最佳。最佳 ASiR

图像噪声比较：A组与 B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D组高于 C组，C组高于 A组和 B组。最佳图

像质量评分比较：肺窗：均 4分以上，A组、B组和 C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D组低于 A

组、B组和 C组；纵膈窗：A、B和 C三组均在 4分以上，A组＞B组＞C组＞D组。【结论】自

动管电压及管电流调节技术可以实现肺部扫描参数个性化；结合 ASiR可以大幅度降低辐射剂

量。【临床意义】噪声指数为 20结合迭代权重为 70%可以获得良好图像质量，且大幅度降低

辐射剂量；噪声指数为 30结合迭代权重为 80%可以获得基本满足诊断需要的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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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013 

以平扫图像噪声设置毫安秒降低肝脏 CT 

增强扫描辐射剂量的个体化研究  

 
丁媛媛 

江苏省中医院 210029 

 

【摘要】目的 探讨在固定管电流 CT上根据图像噪声设置毫安秒，行肝脏增强扫描，降低辐射

剂量的可行性。方法 前瞻性连续收集在我科行肝脏增强 cT扫描的患者 60例(A组)，测量平

扫和静脉期图像噪声，对图像质量进行评分，并推导出增强扫描毫安秒和平扫图像噪声的方

程。再连续收集在我科行肝脏增强 CT扫描的患者 60例(B组)，按照上述方程，由平扫图像噪

声确定增强扫描毫安秒，测量静脉期图像噪声，并对图像质量进行评分。按照体质量指数

(BMI)，把 A、B两组患者分为 BMI<18．5 kg／m2、18．5 kg／m2≤BMI<25．0 kg／m2 和 BMI

／>25．0 kg／m2 3组，分别对静脉期图像质量评分进行秩和检验，对 CT剂量指数(CTDI)和

有效剂量(ED)进行 2个独立样本 t或 t’检验。结果 通过 A组患者推导出的增强扫描毫安秒

(mAsX)与平扫图像噪声(SDp)的方程为：mAsX=mAsl×[(0．989×SDp+1．06)／SDx]2， B组

(10例)ED分别为(6．86±0．38)和(2．66±0．46)mSv，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18．52，P<0．

01)：】8．5 kg／m2≤BMI<25．0 kg／m2患者，A组(66 例)、B组(73例)ED分别为(7．

08±0．91)和(4．50±1．41)mSv，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10．57，P<0．01)。静脉期图像质

量评分 A组 5例患者低于 3分，图像无法诊断，B组所有患者图像均满足诊断要求。结论 在

固定管电流 CT上行肝脏增强扫描，根据平扫图像噪声大小设置增强扫描毫安秒，可以在保证

图像质量的同时降低辐射剂量。 

 

 

 
PU-3014 

双源 CT 肺动脉 CTA 不同扫描方向的比较 

 
李珏 

上海市普陀区中心医院 200062 

 

目的 探讨双源 CT肺动脉 CTA不同扫描方向对肺动脉ＣＴＡ检查的图像质量和辐射剂量的影

响。 方法 行肺ＣＴＡ４０例患者，随机分成２组，每组２0 例。 Ａ 组：管电压 100 kＶ

ｐ，从下往上扫描；Ｂ组：管电压 100 ｋＶｐ，从上往下扫描。 使用后处理系统进行图像重

建。 ２组其他扫描参数一致。测量主肺动脉及左右肺动脉、同层面脊柱背侧肌肉及胸前空气

的平均 ＣＴ 值，计算出对比噪声比及信噪比，计算辐射剂量，由两位放射医师采用５分法目

测评价图像质量。 结果 Ａ 组图像的 CNR、SNR以及辐射剂量均低于 B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P ＜０．０５）。 Ａ 组的图像质量评分高于Ｂ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０．０

５）。 结论 双源ＣＴ 肺动脉血管造影检查，使用从下往上扫描，能够获得比较好的图像质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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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015 

BLADE 技术在外伤后膝关节后交叉韧带显示中的应用 

 
张翔 

江苏省中医院 210029 

 

摘要：目的：探讨 BLADE技术在外伤后膝关节后交叉韧带显示中的应用。 

方法：使用西门子 1.5T ESSENZA 核磁共振仪及 8通道膝关节专用线圈进行扫描。选取外伤后

患者 60例入组，对每个患者同时行常规 T2-sag和 BLADE-T2-sag扫描。 

结果：将图像按照后交叉韧带显示清晰程度分为三级，Ⅰ级为显示清晰可真，诊断明确；Ⅱ级

为基本清晰，可诊断；Ⅲ级为不清晰，无法诊断。对所有图像进行盲评。常规序列图像：Ⅲ级

28例（46.7%），Ⅱ级 19例（31.7%），Ⅰ级 13例（21.6%）。运用 BLADE技术后：Ⅲ级 8例

（13.3%），Ⅱ级 11例（18.3%），Ⅰ级 41例（68.4%）。经检验，p＜0.01，两者有显著差

异。 

结论：外伤后膝关节不自主运动几率明显增加。BLADE技术可有效纠正因不自主运动级血管搏

动等导致的运动伪影，显著提升图像质量，有利于诊断。建议可以用 BLADE序列替代常规 T2-

sag序列。  

 

 
PU-3016 

64 排螺旋 CT 头颈 CTA 扫描技术优化探讨 

 
刘怀忠 

佛山市三水区人民医院 528100 

 

目的 探讨 64层螺旋 CT头颈血管成像时对比剂量最佳匹配方案，消除注射侧锁骨下静脉内、

颈根部静脉内及上腔静脉内对比剂所造成的伪影，取得优质的头颈部 CTA图像。           

材料和方法 分析接受头颈部 CTA检查患者 160例（其中 A组 70例，B组 90例）的影像学资

料，对其图像质量进行评价。全部病例均在右手建立静脉通路，采用 GE Discovery CT750进

行检查，使用 AW4.6后处理工作站进行处理。A组为常规组采用智能追踪，注射流速对比剂和

盐水均为 4.5ml/s，对比剂 70ml，盐水 30ml；B组为优化组采用小剂量测试，注射流速对比剂

为 4.5ml/s，盐水为 5.5ml/s，对比剂量为延迟时间-6x4.5（ml），盐水 30ml。两组病例的触

发点和追踪点均为第 4颈椎层面的颈动脉或颈总动脉，对比剂均采用碘普罗胺（优维显

370）。图像质量由 3位有经验的影像科主任医师双盲法阅片、评分，使用 SPSS12.0软件对所

有结果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A组中 65例注射侧锁骨下静脉、颈根部静脉及上腔静脉内

对比剂存留，产生放射状伪影，影响颈动脉起始段的显示和诊断。B组中 83例注射侧锁骨下

静脉、颈根部静脉、上腔静脉内对比剂部分或全部被盐水所取代，不产生伪影，7例产生伪影

但不影响诊断。A、B两组在双侧颈总动脉起始段、椎动脉起始段的显示程度上有显著性差异

（P值<0.05）；B组队颈动脉和椎动脉的成像质量明显优于 A组。      结论 64层螺旋 CT

头颈 CTA采用小剂量测试，注射流速对比剂为 4.5ml/s,盐水为 5.5ml/s，对比剂量为延迟时间

-6x4.5(ml)，盐水 30ml，这种匹配方式能够取得优质的头颈部 CTA图像。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4211 

 

PU-3017 

能谱技术在肺动脉栓塞中的应用 

 
卜令贤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250033 

 

目的：肺动脉栓塞是栓子阻塞肺动脉或其分支引起肺循环障碍的临床和病理、生理综合征。肺

栓塞进一步引起肺组织坏死称为肺梗死。肺动脉 CTA中正常肺动脉，其管腔被对比剂完全填

充，肺野的碘基图显示碘分布均匀，无低灌注区。相对于常规的肺动脉 CTA检查，能谱肺动脉

CTA不仅能显示肺动脉栓塞的典型征象，还提供了全肺野的碘基分布图，可显示肺动脉的低灌

注区，且其肺灌注图像的空间分辨率明显高于传统的放射核素灌注图像。本文诣在了解能谱技

术在肺动脉栓塞中的应用。 

方法：能谱 CTA扫描一般采用 Smart Prep技术动态监测肺动脉主干，监测阈值为 50—80HU，

监测开始时间为 2—5S，达到阈值后 6秒开始 CTA扫描。对比剂浓度为 350—370mgI/ml,剂量

为 50—60ml，其后注射 20—30ml生理盐水，注射速率 4ml/s。能谱 CTA扫描参数选择 GSI-

1。 

结果：将肺动脉 CTA的图像载入能谱分析浏览器（GSI），依次观察单能量及多平面重建图

像，观察肺动脉有无栓塞及其分布情况，以及是否存在肺动脉高压征象。然后观察碘基图像，

看肺野内是否存在异常灌注区。 

结论：能谱 CT单能量成像对肺动脉栓塞的鉴别效果明显，尤其是基物质图像碘基图能有效观

察碘的分布情况。 

   

 

 
PU-3018 

能谱技术在肝血管瘤中的鉴别应用 

 
张昌磊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250033 

 

目的：肝血管瘤是最常见的肝脏良性肿瘤，其发病率在不同的人群中从 1%-2%至 20%不等。血

管瘤是一种先天性血管畸形，由胚芽错构而成，是一种错构瘤。血管瘤以单发居多也可多发。

CT作为血管瘤的主要影像学手段之一，主要是通过观察增强扫描中血管瘤在不同期相之中强

化的程度和类型进行诊断。有些肝血管瘤在 CT上表现为始终低于正常肝组织密度的病灶，诊

断较为困难。而能谱 CT增强扫描模式可对病灶内碘浓度的动态变化进行分析。本文诣在了解

能谱技术在肝血管瘤中的应用。 

方法：腹部能谱 CT增强扫描一般采用 Smart Prep技术动态监测腹主动脉，监测阈值为 100—

120HU，监测开始时间为 8—12S，门脉期开始扫描时间为动脉期扫描结束后 30—40s。对比剂

浓度为 300mgI/ml,剂量为 80—100ml，注射速率 3-4ml/s，另扫描参数选择 GSI-1。 

结果：将肺动脉 CTA的图像载入能谱分析浏览器（GSI），可以在单能量图像，基物质密度图

像、原子序数图像上对病灶进行综合分析，采用 Optimal CNR技术获得最佳单能量值，图像调

至最佳单能量水平对观察病灶。 

结论：能谱 CT单能量成像在肝血管瘤的鉴别诊断中起到了重要的临床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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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019 

劲动脉斑块高分辨率磁共振扫描技术的探讨 

 
李娟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250000 

 

摘要 目的：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患者不断增加，间接导致颈

动脉斑块发生率稳定升高，颈动脉不稳定斑块的存在是导致缺血性脑卒中的主要危险因素之

一。本研究旨在应用 3.0T磁共振初步探讨颈动脉斑块的扫描技术，评价粥样斑块的成分、分

型及稳定性，并可定量测量斑块的不同成分。 

  方法：利用 GE 3.0T MR(discovery 750W)对有颈动脉斑块的患者进行检查，使用颈动脉斑

块专用线圈。首先行大范围 2D-TOF轴位扫描，重建后初步显示颈动脉分叉的位置，之后以分

叉为中心行 3D TOF扫描，获得亮血图像进行后处理重建，结合 TOF横断位及重建图像判断斑

块位置，进一步对斑块进行高分辨率靶扫描，扫描序列（3D CUBE T1、Ax T2W1 FSE、Ax fs 

Double IR+PG ）。 

  结果：CUBE为三维无间隔容积扫描，能重建大血管整体走形；T2W1在判断纤维及脂质成分

界面有优势；Double IR+PG 结合心电门控技术以减少流动伪影，有效鉴别脂质坏死及出血等

微小变化。 

  结论：采用颈动脉专用线圈，选用合适的扫描序列及参数所得到的图像能清晰的显示斑

块；同时通过相应的软件分析可区分稳定与不稳定(易损)动脉斑块，定性判断斑块成分，定量

测量管壁结构及管腔最大狭窄程度。  

 

 
PU-3020 

胸部低剂量 CT 的临床运用价值 

 
王荣洲 

江苏省中医院 210000 

 

目的：探讨低剂量螺旋 CT（low-dose helical CT，LDCT）胸部扫描技术的临床应用价值和方

法，降低患者 X线辐射剂量，提高疾病的检出率。 

材料与方法 ： 选取我院 2017年 6-7月份胸部检查的 200例患者，随机分成两组各 100例，

均为男 40人，女 60人，身高 1.58-1.82m，体重 51-87kg，平均年龄 54岁。扫描方法采 用

GE Optima64行 胸 部 扫 描，扫描前训练患者吸气后屏气，扫 描范围从锁骨上缘至肺下

缘，平均扫描时间为 5.2s 左右。扫描条件 ，常规组采用管电流 160 mAs。低剂量组管电流 

40 mAs。管电压均为固定 120 kV， FOV 380 mm、0.8/Rot、层厚 2.5 mm。 

结果：LDCT扫描 CTDI为 1.93～2．53 mGy，平均 2.23 mGy；常规组 CTDI为 7.83～11.95 

mGy，平均 9.89 mGy。LDCT 扫描的被检者的 CTDI平均值约为常规扫 描的 22.55％，也就是

说，相对于常规扫描，胸部 LDCT扫描对 被检者辐射剂量约降低了 78％。结论：胸部低剂量

CT在其检查范围中应用合适的扫描参数， 显著降低了辐射剂量，产生的图像质量与常规扫描

图像质量 无统计学差异，能够满足临床诊断需要，可用于常规胸部 CT 检查，尤其适用于人

群体检和肺癌高危人群的筛查。低剂量 CT是检测早期肺癌有效的方法，可提高检出率，实现

疾病的 早期诊断和治疗。由于胸部低剂量 CT扫描可以明显降低 CT 球管的容量负荷，并延长

球管曝光时间，因此低剂量扫描还 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 X 线剂量的大小是 CT 图像质量的

保证，目前 CT 快 速发展通常并没有导致剂量的减少，在临床检查中不可避临床影像技术 免

地对患者带来辐射危害，所以对患者剂量的控制是至关重要的。为有效降低 CT 辐射剂量，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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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管理 CT 辐射剂量的方法，自动管电流调制技术（ATCM）就是其中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它不

仅 能降低 CT 辐射剂量，且能保证图像质量。 

   

 

 
PU-3021 

3D SPACE 诊断下肢深静脉血栓的价值 

 
吴刚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评估 SPACE诊断下肢深静脉血栓的价值。方法：94 个怀疑下肢深静脉血栓的病人做超

声 (US) 和 SPACE检查. SPACE的静脉显示评分采取 4分制(1-4, 差-优). 以节段、肢体和病

人为单位，以超声作为金标准，分解计算 SPACE 检测血栓的敏感性、特异性。每个静脉节段

的血栓负担评分 (0-3, 通畅-整个节段闭塞). SPACE得到的静脉血栓负担评分与超声得到的

静脉血栓评分相比较，采用 Wilcoxon test。 评估静脉血栓的观察者一致性 (absent, 

nonocclusive, or occlusive)通过计算 Cohen kappa 系数来确定。结果：SPACE 检测血栓的

敏感性、特异性超过 90%。SPACE得到的血栓负担评分与超声所得的评分没有统计差异。SPACE

评估静脉血栓的观察者间一致性超过 0.9。结论：SPACE能可靠的检测及评估下肢深静脉血

栓，且无需造影剂，检查时间快。  

 

 

PU-3022 

基于双源 CT 的 70KV 管电压在新生儿 

胸部扫描中的可行性研究 

 
薛金娟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710038 

 

【摘要】目的：探讨应用双源 CT新技术后，在新生儿胸部检查中较为合理的电压参数。方

法：选择 40例行双源 CT 胸部扫描年龄在 1～30天的新生儿，将其按不同管电压分组(70、

100 KV)，采用 Flash模式行胸部平扫，使用实时在线毫安秒调节技术(CARE Dose 4D)，均采

用 SAFIRE技术进行图像重建。由 2名医师采用 5分制双盲法分别对图像质量进行评价。记录

并比较不同电压组主观图像质量、客观噪声及辐射剂量之间差异。结果：70KV组图像质量与

100KV组图像质量无显著差异，可满足临床需要；与 100KV 比较，70KV组容积剂量指数、剂量

长度乘积值及有效剂量明显降低。结论：70kV管电压在新生儿胸部平扫成像中是可行的，能

在降低辐射量的同时保持足够的图像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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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023 

X 线摄影刻度尺在下肢全长摄影中的应用 

 
丰金岭 

徐州市中心医院 221009 

 

目的 研究分析 X线摄影刻度尺在下肢全长 X线摄影中的应用。方法 根据 X线的中心摄影的原

理来使用自负重位中心线分次曝光的技术，选取我院 112例下肢全长患者，利用 X线摄影刻度

尺来进行数字化的 X线摄影。使用 GE Definium 6000 DR 数字影像工作站的真实大小打印功

能，将分次摄影的影像进行激光打印，以照片刻度尺的影像刻度为重点，拼接下肢 X全长影

像。对测量的准确性、影像拼接进行评价。结果 拼接成功的患者 99例（88.39%）、因患者移

动导致拼接不良的 10例（8.93%）、因摄影尺移动导致拼接不良的 3例（2.68%）；刻度尺进

行准确测量的有 107例（95.54%）、测量失败的有 5例（4.46%）。结论 对下肢全长患者使用

X线摄影刻度尺，能够将影像进行有效的拼接、对测量结果进行有效的校对，提高数字 X线影

像长度测量的准确性，值得在临床上推广。 

   

 

 
PU-3024 

心律失常对于双源 CT 冠脉检查的影响及应对 

 
刘波 

江苏省人民医院 210029 

 

 

目的：DSCT检查以其方便易用近乎无创伤的特点，特别适合门诊患者筛查以及住院患者术前检

查。我院自 2007年购入 Siemens Somatom Definition DSCT 后，至今已经完成近万例冠脉血管

检查，其中不乏心律失常患者。本文探讨双源 CT（dual-source CT，DSCT）检查时，常见类型

心律失常对于图像质量的影响。 

方法：结合我院 siemens DSCT所做患者图像数据，分别分析 DSCT冠脉检查中常见的心动过

速、心率不齐对于图像质量的影响。 

结果：DSCT检查需要根据不同类型的心律失常及时调整扫描方案，选用合理的后处理方法，才

能达到理想的图像质量。 

结论：不同种类、不同程度的心律失常对于图像质量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大量既往研究认为

心率对于 DSCT冠脉成像质量没有影响，但在这些研究中往往仅选取单纯心率过快样本，而排除

了同时屏气困难和并发其它种类心律失常的样本。实际上，这类患者在临床实践中却大量存

在。所以在日常工作中，对于心动过速的受检者，如果能够使用 B受体阻滞剂，我们仍然通过

让其服用 50mg倍他乐克的方法来降低心率。对于部分不能使用 B受体阻滞剂的个体，则需事先

对其屏气能力严格测试，且需排除合并其它种类心律失常后再行检查。DSCT在 Est HR选取

auto模式时一般要求患者心率变化在 10次/min之内，这是因为心脏在回顾性心电门控技术进

行扫描时，在 Z轴方向的每一个层面都必须采集到至少一个完整的心动周期的完整数据，这样

才能在任何一个层面重建出任何时相的图像，进行形态学和功能评估。如果患者心率变化超过

10次/min，则不要选择自动螺距计算公式，而应将 EST HR 改为监测到的最低心率值。值得注

意的另一个问题是部分患者在屏气时心率会有较大下降，所以在观察过程中应嘱患者进行屏气

实验，如果发现受检者屏气时心率下降，则要把屏气时的最低心率作为 EST HR的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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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025 

DR 双能成像在胸部病变的临床应用价值 

 
黄敏 

南京江北人民医院 210048 

 

 目的 探讨双能减影在胸部病变的诊断价值。 

方法 使用 GEDefinium 6000 型 DR悬吊单板数字 X 线摄影机对 230 例病人行胸部数字化 X 线

摄影(DR)双能减影, 对双能减影后胸廓的肋骨像与胸部的软组织像和原像采用 5 阶法 ROC曲

线解析。结果 230 例中诊断肋骨骨折 60例，肺炎 57例，胸部占位病变 39例，阳性率达

67%。 

结论 胸部 DR双能减影能使胸部的钙化与软组织分离,减少重叠,增加病灶与周围组织的对比,

减少漏诊、误诊,具有一定的临床运用价值 

   

 

 

PU-3026 

心室室壁瘤的核磁共振成像技术探讨 

 
朱志强 

上海市同仁医院 200050 

 

心室室壁瘤是一种肿瘤类型，核磁共振成像技术是常用的诊断室壁瘤的手段，为提高对心脏心

室室壁瘤的核磁共振诊断率，我们对室壁瘤核磁共振成像技术展开探讨，以求提高诊断率。 

病例磁共振成像均显示左心室下壁外膨影，在适当厚度多方位观察下可发现左心室后下壁呈局

限性变薄，并向外呈现向外凸起的囊袋状阴影，左心室壁的边缘可见线条状的对比剂阴影，其

包绕这一密度相对较低的均匀质地团块状阴影，心腔内部乳头肌腱索附着的区域影像光滑。而

动态电影成像下观察心脏的运动状态时左心室壁下心动周期运动相对静止状态，室壁瘤发生

时，膨隆部位往往与心室壁运动矛盾性或运动减弱与消失，室壁边缘的线条状阴影可见轻度改

变，心腔内的相对低密度团块边缘几乎与室壁见对比剂间隔，未出现明显强化影，可提示为心

室壁异常占位性改变（血栓发生）。 

在心室室壁瘤核磁共振成像技术方面，室壁瘤使心室壁变得薄弱，血管充盈量不足，瘤内可有

血流信号，通过造影剂的注入，心脏的血流状况与心脏形态可呈现不同程度改变，形态上出现

占位性改变影，血流状况上室壁瘤存在部位血流信号较差，瘤体与室壁造影剂间隔，若瘤体为

存活瘤则瘤体内出现血流显影，梗死瘤则成大面积低密度影。动态监测发现室壁瘤位置室壁运

动周期异常，运动常减弱、消失或呈矛盾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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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027 

CUBE T₂ 序列对膀胱肿瘤诊断的应用 

 
崔武勋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710038 

 

目的： 探讨膀胱肿瘤 MRI检查中轴位 CUBE T₂序列图像对膀胱肿瘤的检出率高于常规轴位

T2WI。 

方法：连续收集我院经膀胱镜诊断为膀胱肿瘤的 78位患者，进行膀胱 MR检查的，获得被试知

情同意后，分别对 78位被试者（对照组 78）分别用常规 T2WI扫描和 CUBE T₂序列对膀胱进行

的扫描。采用 GE Discovery750 3.0T。扫描参数为轴位 T2WI：TR/TE 3000ms/120ms，FOV 

240x240mm,矩阵 320x192，层厚/层间距 4mm/1mm，NEX（激励次数）=4。轴位 CUBE T₂：TR/TE 

2500ms/aximum，FOV 256x256mm,矩阵 256x256，层厚/层间距 1mm/0mm，NEX（激励次数）=4。

对两次检查结果进行比较分别查看对病变诊断效能的影响。 

结果：分别用常规 T2WI扫描和 CUBE T₂序列对膀胱进行的扫描，对 78例病人进行图像诊断。

78位患者中在对常规轴位 T2WI诊断中检出 68位，而对 CUBE T₂序列诊断中检出 76位。有两

位患者在两序列中均未检出。综合比较，利用 CUBE T₂序列对膀胱进行检查，对膀胱的诊断优

于常规 T2WI序列。 

结论：综合比较利用 CUBE T₂序列对膀胱进行检查，对膀胱病变的诊出优于常规 T2WI序列。

从而提高了膀胱肿瘤病变的检出率。 

   

 

 
PU-3028 

The ASIR-V algorithm decreases the hardeness artifact 

of posterior cranial fossa CT imaging 

 
xin fang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Dalian Medical University 116011 

 

To explore the applying value of that using ASIR-V algorithm in the posterior 

cranial fossa CT imaging to improve image quality and decrease hardeness artifact. 

A CDP-2 standard head model was scanned with GE Revolution CT, the scanning 

parameters included: axial scanning, tube voltage 120kV, tube current 30mA, 

detector width 80mm, 0.7s/r, slice thickness 5mm, FBP reconstruction. 

The images were reconstructed with ASIR-V algorithm (weights were 10%-100%, 

interval was 10%) 

The CT values and SD values of the uniform brain tissue(SD1) and the posterior 

cranial fossa at brain（SD2） stem level were measured (ROI area 100mm
2
). The 

hardened artifact indexes were calculated (). The images were evaluated with a 

blind method, the results were analyzed with a paired sample t test. 

The hardened artifact indexes of each ASIR-V weights under FBP condition were 

11.11±1.25、11.92±1.52、11.99±1.56、11.15±1.59、9.51±1.53、11.31±1.67、

11.35±1.73、11.53±1.58、11.39±1.69、11.21±1.76、11.19±1.82. 

ASIR-V algorithm significantly reduces the hardened artifact of posterior cranial 

fossa in a weight-dependent ma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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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R-V---40% reduces the hardened artifact of posterior cranial fossa, improves 

the image quality. 

   

 

 
PU-3029 

不同匀场方式对 DWI 图像质量影响分析 

 
崔武勋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710038 

 

目的： 探讨乳腺 MRI检查中不同匀场方式对 DWI序列图像质量影响。 

方法：连续收集我院进行乳腺 MR检查的 32位被试者（对照组 32），获得被试知情同意后，

常规 DWI扫描方式和利用 3D-VIBRANT进行匀场后分别进行 DWI的扫描。由医师和技师对两次

扫描的弥散图像运用图像总体质量盲测法和弥散图像伪影盲测法，测量图像 SNR值，结合动态

增强图像在弥散图像上选取正常乳腺为感兴趣区，测量表观弥散系数 ADC值（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对比常规 DWI扫描方式和利用 3D-VIBRANT进行匀场后行 DWI扫描

对图像质量的影响和对病变诊断效能的影响。 

结果：常规 DWI扫描方式和利用 3D-VIBRANT进行匀场后进行 DWI的扫描， 

左右侧乳腺腺体 ADC值分别测量；两种方法比较，双侧乳腺腺体 ADC值均无统计学差异（左侧

乳腺：P=0.155，右侧乳腺：P=0.415）。测量图像两次扫描方法 SNR无统计学差异

（P=0.46）。图像总体质量盲测法：3D-VIBRANT进行匀场后进行 DWI的扫描 17例优于常规扫

描， 15例两者无差别，无劣于常规扫描者。 弥散图像伪影盲测法 3D-VIBRANT进行匀场后进

行 DWI的扫描 25例伪影少于常规扫描， 7例两者无差别，无多于常规扫描。 综合比较，利

用 3D-VIBRANT匀场进行弥散的扫描图像质量优于常规弥散扫描方法。 

结论：综合比较乳腺磁共振弥散加权成像常规 DWI扫描方式和利用 3D-VIBRANT进行匀场后分

别进行 DWI的扫描，从乳腺腺体的 ADC和图像的 SNR上比较没有统计学差异，但从图像质量的

观察上增加了图像的总体质量，减少了图像伪影的存在。3D-VIBRANT匀场增加了乳腺线圈的

融合性，使磁场更加均匀，从而提高 DWI图像的质量以增加病变的检出率。  

 

 

PU-3030 

1.5T 磁共振反相位成像在肝脏动态增强中的应用价值 

 
胡明秀

1
,田雷

1
,孟令平

1
,庄奇新

2
 

1.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金山分院(上海市金山区中心医院) 

2.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 

 

  

【摘要】目的：探讨 1.5磁共振反相位成像(out of phase)在肝脏动态增强中的应用价值。方

法：分别选取 50例采用 out of phase 和 43例采用 THRIVE (T1 High Resolution Isotropic 

Volume Examination)作肝脏动态增强检查的病例，所有病例诊断结果均经病理或随访证实，

比较两组病例的定位定性率、误诊漏诊率以及成像质量。 结果：out of phase和 THRIVE 的

定位定性率、误诊漏诊率在统计学上无明显差异(P>0.05)，而 out of phase的时间分辨力和

空间分辨力更有优势。结论：1.5T磁共振的 out of phase 动态增强序列，同样能满足临床对

肝脏疾病诊断中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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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031 

桡骨远段骨折不同部位 X 线灰度测量的对比研究 

 
马彦高,曾宪强 

南阳市中心医院 473009 

 

【摘要】目的：研究桡骨远端骨折不同部位 X线灰度测量结果。方法：选择 2010年 11月-

2011年 12月来我院治疗闭合性桡骨远端骨折 50例患者。采用 X线对 50例患者治疗后当天的

标准腕关节以及出院时的标准腕关节进行拍摄。对桡骨远端、头状骨、第 1-5掌骨干、第 1-5

牚骨基底等 12个不同部位进行测量。观察那些部位对桡骨远端骨折的骨量变化有无影响。结

果：通过 X线拍摄分析，50 例患者出院时患侧和健侧的头状骨、第 2掌骨基底、第 3掌骨基

底存在明显差异（P<0.05），其余部位无明显差异（P>0.05)。结论：桡骨远端骨折经过治疗

后，采用 X线拍摄发现头状骨、第 2掌骨基底、第 3掌骨基底的骨量均明显减少。其余部位的

骨量无明显变化。 

   

 

 
PU-3032 

Autobone-Xpress II for Bone Removal on assessment of 

the head and neck arteriosclerosis with the Wide-

detector Computed Tomography Angiography 

 
yin xiao rui,Wang Han 

Shanghai General Hospital，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00080 

 

 

PURPOSE 

To determine if new version of the Autobone-Xpress (Autobone-Xpress II) software 

can automatically and efficiently remove bone to improve visualization of the head 

and neck arteriosclerosis CT angiography on wide-detector computed tomographic 

(CT). 

  

METHOD AND MATERIALS 

This retrospective study was approved by the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and 

written informed consent for the CT examination was obtained. Thirty-five head and 

neck arteriosclerosis patients underwent head and neck CT angiography on a 160-

mm/256-row CT for assessment. Raw data were respectively reconstructed by using 

new (Autobone-Xpress II) and previous version (Autobone-Xpress I) of the Autobone-

Xpress. Visualization of the cerebral and carotid artery, its continuity, vessels 

mistakenly removed and residual bone adjacent to blood vessels were evaluated by 

using a five-point scale. Two experienced associate chief radiologists processed 

image data with the two softwares for each case. Subjective scores were performed 

on one-button processed images (with no further action), and the time demand for 

post-processing which matching score of 4 was measu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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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New version Autobone-Xpress showed significantly better vessels visualization (P＜

0.05), efficient processing speed (P＜0.01) and good interobserver agreement 

(kappa value of 0.74 and 0.65 for subjective scores and the time demand for post-

processing ).  

  

CONCLUSION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bone removal in wide-detector-CTA of the head and neck 

vessels with new version of the Autobone-Xpress is feasible and efficient 

especially in low-dose and poor central nervous system circulation. 

  

  

 

 
PU-3033 

低 kV 、低对比剂及 SAFIRE 重建技术 

在头颈颌面部的应用进展 

 
陈帅,杨亚英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650032 

 

  近年来，随着 CT技术的迅猛发展，CT以其无创性检查、扫描速度快、密度分辨率高的特点

在临床检查中得到广泛的应用，为术前术后评估提供良好的依据；但 CT扫描的辐射影响及对

比剂不良反应日趋严重，因此低剂量技术成为最近 CT研究及关注的焦点，随之开发的的技术

亦多种多样。对于头颈颌面部而言，因其富含晶状体、涎腺、甲状腺这些对 X线敏感的腺体组

织，低剂量检查技术意义重大；本文将着重介绍众多 CT低剂量技术中的低 kV 、低对比剂及

SAFIRE（sinogram affirmed iterative reconstruction）在头颈颌面部的应用进展。 

   综上所述，单纯使用上述某一种技术虽在一定程度上能降低辐射剂量或对比剂用量，但同

时图像质量亦有降低，而多种技术的联合使用却能明显克服这一缺陷，使辐射剂量及对比剂用

量达到最优化，正因此低剂量技术才能在临床中得到更好的临床应用及良好的发展前景。 

   

 

 
PU-3034 

自适应迭代重建算法在低对比剂肾动脉 CTA 扫描中的应用 

 
张喜荣

1,2
,贺太平

1
,马光明

1
,于勇

2,1
,郭长义

3
 

1.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2.陕西中医药大学 

3.陕西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探索自适应迭代重建算法（ASIR）在降低肾动脉 CTA对比剂用量的应用价值。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4220 

 

方法：对 40例行肾动脉 CTA 的患者随机分成两组：常规组 20例，对比剂用量为 600mgI/kg；

低对比剂用量组 20例(A组)，对比剂用量为 300mgI/kg(B 组)。采用 GSI扫描模式，智能 mA，

噪声指数为 10HU，螺距为 1.375:1，转速为 0.6s / r，40s 时采集动脉期图像。对所得数据进

行重建，常规组用 40％ASIR 70KeV进行图像重建，低对比剂用量组用 40％ASIR 40-70KeV 间

隔 5进行图像重建（40KeV、45KeV、50KeV、55KeV、60KeV、65KeV、70KeV）。测量每组图像

的平扫和动脉期肾动脉的 CT值(CT1,CT2)和标准差（SD1,SD2），动脉期图像的竖脊肌的 CT值

(CT3)和标准差(SD3)。计算每组图像肾动脉的强化幅度(ΔCT=CT2-CT1)，信噪比 SNR = 

CT2/SD2，对比噪声比 CNR =(CT2-CT3)/SD3。对以上数据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两名经验丰富

的医生使用 5分系统对每组图像进行盲法主观评分，评分的一致性采用 Kappa检验。 

结果：6600 70KeV组、300 40KeV 组和 300 45KeV组的主观评分医生 1和医生 2分别是

3.90±0.55 和 4.00±0.65，4.40±0.68 和 4.50±0.60，3.55±0.83 和 3.70±0.80，其间差

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600 70KeV组和 300 45KeV组间，ΔCT、SNR值和 CNR差异没有

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当对比剂的用量降低 50%时，自适应迭代重建法在肾动脉 CTA中可以获得满足诊断的图

像质量。 

 

 

 

PU-3035 

低剂量一站式全脑 CTP-CTA 中灌注 CTA 的重建期相选择 

 
靖婧,苗延巍,刘义军,刘静红,方鑫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6011 

 

目的 在一站式全脑 CTP-CTA 扫描过程中探究灌注 CTA的最佳重建期相，以此获得最清晰 CTA

图像。材料与方法 对 32名受试者行一站式全脑 CTP-CTA扫描，其中男 14名，女 18名，平均

年龄约（57.44±11.73）岁。检查采用自动管电流调制技术共进行 22期相扫描，其中第 10期

相噪声指数设定为 2，余各期设定为 8，管电压为 100kV。分别选取扫描过程中动脉 CT值峰值

期、动-静脉 CT值最大差值期相的原始数据进行 CTA重建，选取静脉峰值期、静-动脉最大差

值期相的原始数据重建 CTV。通过比较不同期相重建图像的图像噪声、图像信噪比、对比噪声

比及主观评分以探究灌注 CTA、CTV成像的最佳重建期相。结果 在扫描过程中，在满足动脉

CT值大于 350HU条件下，动-静脉最大差值期为第 8期相，时间为(14.81±2.93)s，而在

(23.18±2.73)s 时，即第 11期相，动脉 CT值达到峰值，两期相不重叠（P=0.00）。最大差

值期重建灌注 CTA图像噪声明显低于动脉峰值期（P=0.00），且前者静脉干扰程度较后者明显

减轻（P=0.00），两期图像的信噪比、对比噪声比无明显差异(PSNR=0.082, PCNR=0.467)，两期

图像均可较清晰显示颅内动脉(P=0.248)。在满足静脉 CT值大于 350HU条件下，静脉峰值期、

静-动脉最大差值期的时间为(28.6±2.97)s 和(30.6±3.34)s，即第 13、14期相，且两者 CTV

图像的图像噪声、信噪比及对比噪声比无明显差异(P 噪声=0.456，PSNR=0.875，PCNR=0.971)，两

者均可清晰显示颅内静脉(P=0.180)，但后者的动脉干扰程度较前者明显减轻（P=0.00）。结

论 在颅脑一站式检查中，建议通过选取动-静脉 CT值最大差值期、静-动脉 CT值最大差值期

的原始数据重建 CTA、CTV图像，以降低静脉、动脉干扰程度，获取清晰血管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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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036 

The influence of adaptive statistical iterative 

reconstruction veo on the quality of different body 

types of conventional chest CT images:phantom study 

 
Li xin 

Xi'an Chang'an Hospital 710016 

 

Purpose To investigate the performance of adaptive statistical iterative 

reconstruction veo (ASiR-V)
[1] 

on the quality of different body types of 

conventional chest CT images based on the phantom study. 

Material and Methods Using 256 slice spiral CT scanned three different body types 

(lean, standard and obesity type) of chest phantom. Preset tube voltage 120kV, 

tube current using automatic mA technology, noise index (NI) was 12, Images were 

reconstructed using different ASiR-V blending percentages from ASiR-V10% to ASi R-

V100%, at interval of 10%. Measure the water standard deviation (SD) of three 

different levels of the chest phantom as objective indicator. Two radiologists 

adopted blind method to evaluate the images quality, then compared water noise and 

quality of the reconstructed images. 

Results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weight of Post ASiR-V, the water noise values of 

the three kinds of body models were gradually reduced. The water noise of Post 

ASiR-V 100% in lean, standard and obesity type decreased by 63.7%,66.4%,50.7% 

respectively. When Post ASiR-V was 80%, the noise value of the standard type group 

was similar to that of the lean type group. Reconstructed images can meet the 

diagnostic needs. 

Conclusion Ensuring the image quality to meet the diagnostic requirements, 

application of Post ASiR-V can reduce image noise of three different body types in 

conventional chest CT scan,therefore, it may reduce the radiation dose. 

   

 

 
PU-3037 

近五年医学图像处理领域文献计量学分析 

 
聂升强 

天津市泰达医院 300450 

 

摘要：在 Scopus数据库中检索出近五年与医学图像处理相关的文献，并将检索出的文献导入

TDA软件进行数据清理后，用 EXCEL和 Scival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和处理。统计分析出能够从

文献计量学的角度反映论文基本情况的表格与图形。结果表明该领域的研究美国占据比较领先

的位置；该领域学科分布广泛，存在多学科交叉融合；近几年主要是对于医学影像、图像处

理、计算机辅助、医学图像处理、核磁共振成像等方面的研究比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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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038 

第三代双源 CT 自动管电压调节技术联合高级模拟迭代重建技

术（ADMIR）在心脏 CTA 中的应用 

 
刘星,刘杰,张永高,高剑波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探讨第三代双源 CT自动管电压调节技术联合高级模拟代重建技术（ADMIR）在心脏 CTA

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前瞻性连续入组 120 位欲行冠脉 CTA患者，随机分为两组，A组采用自动管电压调节技

术自动调节球管电压，利用 ADMIR算法（Strength=3）进行图像重建，B组采用常规 120 kV

标准剂量扫描，采用滤波反投影法（FBP）重建图像。两组均采用常规前瞻性心电门控触发扫

描模式扫描，造影剂注入方案相同，根据心率选择最适扫描时相；测量并比较两组图像主动脉

根部管腔内 CT值和同层面背部肌肉 CT值、背景噪声、信噪比（SNR）、对比噪声比（CNR）以

及辐射剂量。以段为单位，采用 4分法（1-4，优-无法评估）盲法评价分析两组的冠脉图像质

量。 

结果：3名患者因心率过快或不齐而导致检查失败，A组两名，B组一名，其余 117位患者均

顺利完成检查。两组在性别、年龄、BMI、心率以及主动脉根部管腔内和背部肌肉 CT值方面两

组均无明显统计学差异；在图像质量方面，A组图像背景噪声低于 B组且 A组图像 SNR

（28.1±12.5）和 CNR（28.1±15.2）均高于 B组图像 SNR（18.9±4.5）和 CNR

（16.7±6.2），两者间存在显著性差异(p<.05)，且 A组患者在放射剂量方面亦低于 B组，两

组间有显著性统计学差异（p<0.05）（A组平均剂量长度乘积（DLP）剂量为

158.8±67.7mGy*cm，有效辐射剂量（ED）为 2.2±0.9mSv；B组平均 DLP为

210.2±87.7mGy*cm，平均 ED为 2.9±1.2mSv；t=-3.544，p=0.001）。以段为单位，两组图

像质量平均评分无显著性差异可评价节段率均>99%。 

结论：与常规 120 kV电压行冠脉扫描且采用 FBP法进行图像重建相比，利用第三代双源 CT自

动管电压调节技术联合 ADMIR 技术可以在降低辐射剂量的前提下获得高质量的心脏 CTA图像。  

 

 
PU-3039 

移动式 DR 机的临床应用分析 

 
舒璐 

解放军第 463 医院 110042 

 

目的 通过对 DR数字移动床边摄影设备的技术特点的总结、实际操作的流程，分析其在床旁实

际工作中的临床应用价值。结论明显降低了 X线辐射，又杜绝了废片产生。DR在床边摄影中

明显提高了影像质量，为临床手术提供了更准确的即时影像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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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040 

髋关节 MRI 质量控制：冠状位 PDW_mDIXON 

小 FOV 扫描的初步探讨 

 
刘玲玲 

盛京医院 110000 

 

摘要： 目的 应用不同的冠状位 PDW_mDIXON小 FOV观察髋关节的髋臼唇、关节囊、髂腰肌、

圆韧带，用动物实验确定适合临床髋关节扫描的分辨率，并研究其临床应用。方法:机构伦理

委员会批准了所有的动物程序,使用 Philips 3.0 T Ingenia MRI扫描仪，矩阵不变时，对 3

只雄性日本大耳白兔髋关节分别行 5种扫描方案，冠状位 PDW_mDIXON小 FOV：

150cm✖203cm、120cm✖163cm、90cm✖123cm、60cm✖83cm、30cm✖72cm扫描。对冠状位

PDW_mDIXON小 FOV的 15组数据行方差分析。比较采集时间、相位方向分辨率、编码方向分辨

率(方差分析)。主观评估影像对比、解剖细节及伪影（Wilcoxon等级秩和检验）。结果：1.

动物实验表明，所有髋关节 MRI扫描方案中，矩阵不变时，FOV越大，图像的信噪比越高，但

空间分辨率越低，即图像平滑、细节显示少。2.所有 Philips 3.0T 图像的评分≥3。此外，95

％的图像在 120cm✖163cm的冠状位 PDW_mDIXON小 FOV下进行的临床 MRI图像被认为是令人满

意的，且 120cm✖163cm视野下的分辨率，观察髋关节效果比较好，对儿童髋关节扫描有指导

作用。3. mDIXON序列可以在相对短的扫描时间下，同时显示水相、脂肪相，对于年龄较小的

儿童可以在保证序列全且图像质量好的基础上的快速扫描，是儿童髋关节扫描的新兴序列。结

论：应用冠状位 PDW_mDIXON 小 FOV可以清楚的观察髋关节的髋臼唇、关节囊、髂腰肌、圆韧

带，并有助于儿童髋关节 MR扫描更好的观察解剖及病变结构。 

   

 

 
PU-3041 

探讨 O-MAR 技术在外科植入物中的运用 

及产生新伪影原因分析。 

 
徐焕文 

广东省人民医院 510080 

 

目的：探讨 O-MAR技术在外科植入物中的运用及产生新伪影原因分析。  

方法：对 100例外科手术植入物病人进行 CT扫描，其中腰椎内固定术后 36例、颈椎内固定术

后 24例、髋关节内固定术后 20例、心脏起搏器术后 10例、脑动脉瘤栓塞术后 6例、牙科植

入物 3例、肱骨固定术后 1例，用原始数据分别重建出 O-MAR(去金属伪影)图像和普通图像。

并把图像传送到工作站进行三维后处理，分别在运用 O-MAR技术前后的横断位图像对伪影进行

测定。通过主观评价和客观评价对图像和伪影进行分析比较。采用 SPSS17.0软件对去伪影前

后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P 小于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主观评价 2名评价者一致认为经过 O-MAR重建的图像金属伪影明显减少，图像质量明显

高于未经过 O-MAR处理的图像。但金属植入物位于体表时 O-MAR处理的图像会有新的伪影产

生，必须结合未进行 O-MAR 处理的图像做诊断。客观评价：O-MAR技术处理前后金属植入物前

方的放射状伪影长度分别为（4.102）mm、（1.621）mm，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O-MAR技术处理的图像金属伪影明显减少，图像质量明显高于未经 O-MAR处理的图像，

但金属植入物位于体表时 O-MAR处理的图像会有新的伪影产生，必须结合未进行 O-MAR处理的

图像做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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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042 

相同扫描条件下比较东软 NeuViz 128CT 与 GE HD750 CT 胸部

增强图像质量差异 

 
张中原,董江宁 

安徽省肿瘤医院 230031 

 

目的: 探讨在相同 KV及 mAs 条件下，对比研究东软 NeuViz 128CT与 GE HD750 CT在胸部增强

时图像质量有无差异。方法： 回顾性分析 BMI在 18.5~24.9 Kg/m2 范围的患者 120例，两种

CT各 60例患者。应用对比剂智能追踪技术触发扫描，监测点位于肺动脉干，触发阈值设置为

120 HU，达阈值后延迟 5 s 触发扫描，静脉期于动脉期结束后 25s开始扫描。对两组胸部图像

进行客观评价，于纵隔窗测量肺动脉干 CT值（CT1）、同层面冈下肌的 CT值（CT2），同层面

胸部皮下脂肪的 SD值。分别计算 CNR、SNR及 SD值，CNR=(CT1-CT2)/SD，SNR=CT1/SD。主观

评分时由二名影像科高级职称医师分别单独对两组血管的图像质量的进行主观评分，结果取其

均值。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和秩和检验比较两种 CT在胸部增强时动、静脉血管的客观评价指

标 CNR、SNR及主观评分（α=0.05）。结果： 东软 NeuViz 128CT与 GE HD750 CT组动脉期图

像的 SNR分别为 24.17±8.97 和 24.56±5.43；CNR分别为 19.47±7.35,和 19.25±4.34，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t值分别为-0.262、0.191，P均>0.05）；主观评分分别为 4.0±0.4 和

4.2±0.3，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z值为-0.286、P均>0.05），静脉期图像的 SNR分别为

9.95±3.47 和 11.17±2.92；CNR分别为 6.39±2.61 和 7.07±2.30，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t

值分别为-0.906、-1.32，P均>0.05）；主观评分分别为 3.7±0.6 和 3.8±0.5，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z值为-1.168、P均>0.05）。结论 在相同 KV 及 mAs条件下行胸部增强扫描时，东

软 NeuViz 128CT与 GE HD750 CT 的 CNR、SNR及主观评分均无统计学意义，两者图像质量相

当。  

 

 
PU-3043 

TMJ MR 成像中的线圈选择及应用 

 
孙琦,董敏俊,陶晓峰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200023 

 

目的：评估颞下颌关节 MR成像中 15通道头颅相控阵线圈和 6通道 dS FLEX M表面线圈的临床

应用价值。 

方法：对 50名行颞下颌关节 MR扫描患者随机分配，25例用 15通道头颅相控阵线圈扫描，25

例用 6通道 dS FLEX M表面线圈扫描。对上述数据设置相同感兴趣区，分别测量各区域的信噪

比及对比噪声比，并进行量化分析。 

结果：3.0T MR头颅相控阵线圈 SNR和 CNR均比 dS FLEX M 表面线圈高；应用两组线圈扫描满

足影像诊断率分别为 95.83%（头颅线圈）、91.67%（FLEX 表面线圈），两组比较差别无统计

学意义（p＞0.05）。 

结论：3.0T MR头颅相控阵线圈和表面线圈都可以用于 TMJ MR 成像，常规成像用 dS FLEX M

表面线圈即可，功能成像建议使用头颅线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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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044 

单幅图像法在 MRI 日常图像质量控制中的应用 

 
孟凡华 

复旦大学附属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 200240 

 

目的：利用由美国放射协会提出的单幅图像法对 MR进行日常图像质量检测，保障 MR的正常运

行，保证摄影图像质量。 

方法：对我院 GE HDx 1.5T 和 siemens Skyra 3.0T MR利用单幅图像法对其每个线圈进行信噪

比测量：测量感兴趣区域的平均信号强度作为信号，取背景信号区域的信号标准差作为噪声。

以工程师对机器全面保养时测的数值为基准，每次测量的信噪比与之行 t检验。 

结果：若两组结果比较在 p<0.05水平有统计学意义的水平，对线圈进行重复测量已排除操作

失误造成的误差。  

结论：该方法可有效保证 MR系统性能，维持优化的图像质量。为了提高 MR诊断的准确性，更

好的为患者提供优质的图像，应定期对 MRI成像系统进行质量检测。 

   

 

 
PU-3045 

磁共振成像的伪影及应对策略 

 
付丽媛,梁永刚,陈坚,陈建新,陈自谦 

福州总医院 350025 

 

目的 研究磁共振成像图像伪影产生的原因，探讨日常工作中磁共振伪影的克服方法。 

方法 收集 2009年 10月至 2015年 8月间 GE HD Excite 1.5T、Siemens Trio 3.0 T和

Siemens Skyra 3.0 T磁共振设备的具有代表性的伪影图像，分析伪影产生的原因，提出克服

方法。 

结果 磁共振图像常见的伪影主要有运动伪影、金属伪影、化学位移伪影、勾边伪影、卷褶伪

影、截断伪影、交叉伪影、iPAT伪影、拉链伪影、部分容积效应和近线圈效应。 

结论 了解磁共振图像伪影的产生原因及机理，并掌握伪影的克服方法，对于提高磁共振图像

质量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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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046 

Quantification of Iodine in spectral CT imaging for 

paediatric abdominal vessels:A 3D printed phantom 

study 

 
hu liwei,Yu-min Zhong 

Shanghai Children's Medical Center 200127 

 

PURPOSE: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evaluate the feasibility of low-iodine-concentration 

contrast agent in abdominal vessels by comparing with spectral CT and 

conventional enhanced CT using a 3D printed phantom. 

METHOD AND MATERIALS: 

Cylindrical abdominal vessel phantom was equipped with 6 plastic tubes to simulate 

paediatric abdominal aorta and portal vein. A low concentration (270mgI/ml) of 

contrast agent (Visipaque™,GE Healthcare) and saline were mixed and put into 6 

empty glass tubes with different Iodine concentrations ranging from 2.1 to 

20.77 mg I/ml (2.1, 4.42, 8.71, 12.85 ,16.87, 20.77mg I/ml). Cylindrical abdominal 

phantom underwent spectral CT imaging mode and conventional enhanced abdominal CT 

using a 64-row CT scanner (GE Discovery CT 750 HD). Two groups were divided: group 

A with low-tube-current (260mA) spectral CT mode and group B with routine helical 

CT with automatic mA (0-300mA) modulation. Noise Index was set up at 11.0. The CT 

data were reconstructed with 50% ASiR in both groups. Region-of-interest(ROI) of 

22mm2 was placed on the center of plastic tubes and 3D printed materials as 

background to measure CT attenuation value and standard deviation. Signal-noise-

ratio (SNR) and contrast-noise-ratio (CNR) were calculated. The measurements of 

ROI were repeated three times to assess reproducibility. 

RESULTS:  

In group A, the highest CNR of the different Iodine concentrations was 40KeV as 

the optimal keV level. The CNR of optimal energy(40KeV) was 50.52±21.25 with 

spectral CT,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43.45±28.03 using Cylindrical 

abdominal phantom in group B. Low-iodine-concentration contrast agent and CNR 

satisfy the linear regression equation Y=2.74X+21.51 in the 40KeV group. Low-

iodine-concentration contrast agent and CNR satisfy the linear regression 

equation Y=3.727X+2.629 in the group B. 

CONCLUSION: 

Compared with the conventional CT, spectral CT provided improved CT attenuation 

value and CNR for low-iodine-concentration contrast agent ranging from 2.1 to 

12.85 mg I/ml with 50% ASiR . 

   

 

 

 

 

 

 

https://www.baidu.com/link?url=RVT3ZicOtbLqtlZvtSwUj6dy0GT3UcR12bN7gNAv7D7XT7v4vhQ_f7TxlhoaNC2osOW227xXEW76Cp4rwkiizpdVMpZX_ZNp_kZufSe_KP-pCswQn-NFGUcipG_HCnzNlv3WgjA73pg4W9qgbtWfLPE240UMqFI0t7qdUmF-gGE_Euj5x0nbZj8OPFoGI9FAeBXyb1Yb71nArs83OAY-KzgbJe6FeEenNrCMnvQcbFnM2HgjJUHPOaoQZIYYRk_OV4ZlpjUfuJio7MbBB97OxZsV15q19ke9-i_DYKF5d2g5G4w8GYAYNj8PXwShNwAD&wd=&eqid=8023fe2d0000955e0000000458ec4325
https://www.baidu.com/link?url=RVT3ZicOtbLqtlZvtSwUj6dy0GT3UcR12bN7gNAv7D7XT7v4vhQ_f7TxlhoaNC2osOW227xXEW76Cp4rwkiizpdVMpZX_ZNp_kZufSe_KP-pCswQn-NFGUcipG_HCnzNlv3WgjA73pg4W9qgbtWfLPE240UMqFI0t7qdUmF-gGE_Euj5x0nbZj8OPFoGI9FAeBXyb1Yb71nArs83OAY-KzgbJe6FeEenNrCMnvQcbFnM2HgjJUHPOaoQZIYYRk_OV4ZlpjUfuJio7MbBB97OxZsV15q19ke9-i_DYKF5d2g5G4w8GYAYNj8PXwShNwAD&wd=&eqid=8023fe2d0000955e0000000458ec4325
https://www.baidu.com/link?url=RVT3ZicOtbLqtlZvtSwUj6dy0GT3UcR12bN7gNAv7D7XT7v4vhQ_f7TxlhoaNC2osOW227xXEW76Cp4rwkiizpdVMpZX_ZNp_kZufSe_KP-pCswQn-NFGUcipG_HCnzNlv3WgjA73pg4W9qgbtWfLPE240UMqFI0t7qdUmF-gGE_Euj5x0nbZj8OPFoGI9FAeBXyb1Yb71nArs83OAY-KzgbJe6FeEenNrCMnvQcbFnM2HgjJUHPOaoQZIYYRk_OV4ZlpjUfuJio7MbBB97OxZsV15q19ke9-i_DYKF5d2g5G4w8GYAYNj8PXwShNwAD&wd=&eqid=8023fe2d0000955e0000000458ec4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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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047 

消除头颅磁共振成像时运动伪影的相关性研究 

 
钱根年,陈自谦,付丽媛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 350025 

 

目的：采用螺旋桨扫描技术和单次激发快速自旋回波扫描技术就消除头颅磁共振成像时运动伪

影进行相关性研究。 

方法：收集我院头颅 MRI检查患者中出现躁动不合作的患者 59例，其中男 37例，女 22 例，

年龄 1～75岁，行螺旋桨（PROPELLER）扫描技术和单次激发快速自旋回波（SSFSE）扫描技

术。仪器选用 GE Signa HD1.5T高场双梯度磁共振扫描仪。本组 59例临床受检者均先执行常

规 T2WI图像扫描，然后行 PROPELLER和 SSFSE扫描技术进行 T2WI或扩散加权成像 DWI扫描。

由三位高年资的影像科医师在未知何种扫描方式的情况下对图像进行评价，观察图像的伪影状

况及显示病灶的能力。 

结果：采用螺旋桨扫描技术和单次激发快速自旋回波扫描技术所获得的图像，结果显示，使用

螺旋桨扫描技术所获得 PROPT2WI 颅脑图像无运动伪影者为 50例，有 9例或多或少存在伪影，

使用单次激发快速自旋回波扫描技术所获得 SSFSET2WI颅脑图像无运动伪影者为 52例，有 7

例或多或少存在伪影，而常规 FSE-T2WI扫描所得的图像，55例显示不清，存在伪影，另 4例

伪影较少，尚可达到诊断要求。经统计学 ridit分析，P<0.01，表明两种技术能有效消除运动

伪影。躁动不合作的患者在未使用螺旋桨扫描技术和单次激发快速自旋回波扫描技术所获得的

T2WI颅脑图像存在明显的运动伪影，颅脑解剖结构及病灶显示欠佳，而使用螺旋桨扫描技术

和单次激发快速自旋回波扫描技术所获得的 T2WI颅脑图像运动伪影明显减少，能明确显示颅

内病灶。常规 T2WI得到的图像几乎均因运动产生的伪影，导致图像质量降低，无法达到诊断

要求；采用螺旋桨扫描技术和单次激发快速自旋回波扫描技术均显著消除伪影的影响，病变显

示清晰，达到诊断要求。 

结论:PROPELLER和 SSFSE扫描技术具有消除头颅磁共振图像运动伪影的能力，获得颅脑实质

更为理想的显示，显示病灶较清晰的 MR图像。  

 

 
PU-3048 

Extending the acceptable temporal window for imaging 

hepatic veins with CT spectral imaging: a comparative 

study between spectral and conventional CT 

 
Lin Cheng,Shen XinPing,Luo ZhenDong,Lv JianXun 

The University of HongKong-ShenZhen Hospital 518000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feasibility of extending the acceptable temporal 

window for imaging hepatic veins with CT spectral imaging. Methods Six normal 

porcine (10-13kg) were anesthetized intramuscularly and were scanned on GE 

Discovery HD750CT. A bolus dose (1.5 ml/kg) of Omnipaque350 contrast agent was 

administered. Imaging started 15s after start of injection with a 8s scan interval 

for a total of 103s, generating polychromatic and spectral images by GSI CT 

scanning. The optimal monochromatic keV level for hepatic vein reconstruction was 

obtained based on the contrast-to-noise ratio analysis, and the preeminent MIP and 

VR images were obtained at the optimal keV level. Qualitative analysis of images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4228 

 

were performed by two experienced physicians with consensus with the use of 5-

point scale (5=excellent). The acceptable temporal window for imaging hepatic vein 

was defined as the period with images score 4 or 5. The acceptable temporal 

windows between polychromatic and spectral imaging were compared by matched-pair 

signed rank test (SPSS13.0). Results The acceptable temporal windows for imaging 

porcine hepatic vein on the polychromatic and spectral CT imaging were 17.6±3.58s 

and 33.6±3.58s, respectively. Matched-pair signed rank test showed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Z=-2.236，P=0.025). 

Conclusion Monochromatic images from spectral CT extend the acceptable temporal 

window for imaging hepatic veins significantly compared to conventional CT imaging.  

 

 
PU-3049 

束光器之四轴单向控制在胸部摄片中的应用 

 
郑媛慧 

上海市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200065 

 

目的：通过三星 DR机束光器的四轴单向控制功能在胸部摄片中的使用，确定其对辐射剂量的

控制效果，发现其优势。 

方法：使用设备：三星 GC80/GC80V DR 和飞利浦 BuckyDiagnost CS DR。随机采集案例共 100

例，年龄在 30~60岁，体型相当，分成两组。使用两台设备分别进行胸部正位拍摄。摄片条件

相同（管电压选择 100kVp，管电流选择 3~7mAs，焦-片距离 180cm），控制变量为两台设备的

光圈大小。三星 DR特有的四轴单向控制调节束光器，通过其上的按钮可以控制内部的摆叶单

边运动，飞利浦 DR的束光器只能双边同时调节。根据病人体型，调节束光器范围。记录两台

机器同时改变光圈时有效表面入射剂量（ESD），利用 SPSS19.0 对两组 ESD进行独立样本 T检

验。由三位主治医师在双盲条件下，在相同窗宽窗位的环境下进行图像评价。 

结果：三星 DR的 ESD（171.02±12.21μGy）较飞利浦 DR的 ESD（128.97±13.98μGy）辐射

剂量降低了 24%，t=16.013，P<0.01，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有效地控制了曝光剂量。使用

三星 DR行胸部正位片用时约 2分钟，而飞利浦 DR用时约 3分钟，较飞利浦 DR而言缩短了约

一半的操作时间。图像在缩小光圈的情况下，均能满足临床诊断的要求，且图像质量更清晰。 

结论：第一：减少辐射剂量。在同种机型下，三星 DR在缩小光圈后比飞利浦降低 24%辐射剂

量。第二：减少操作时间。大多数机器的束光器都是双边运动，在调节束光器之后，还需要重

新移动机器或摆位，而三星 DR可根据病人位置单边缩放照射野，中心线不会随着照射野单边

范围的变化而变化，不需要重新移动机器或摆位。第三：减少了散射线。散射线含有率受照射

野影响很大，在 X线摄影中有效地缩小照射野，不仅减少被检查者的辐射剂量，而且遮挡了散

射线，使图像灰雾度减低，对比度提高，改善影像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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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050 

Diagnostic value of pseudo color map on magnetic 

resonance spectroscopic imaging of tongue carcinoma 

 
Wang bocheng,Yang Wenyi,Wu Jinliang,Xue Yang,Wu Lizhong 

the 9th hospital affiliated to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01900 

 

Background: this study is aim to evaluate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magnetic 

resonance spectroscopic imaging for detectability of metabolite in tongue 

carcinoma with different parameters. 

Methods: 26 subjects reporting tongue carcinoma cases and healthy controls were 

collected to be examed by series of 1.5-Tesla MR study that included high 

resolution routine MRI and a MRSI acquisition with different TE value.Using a 

default threshold full-automation MRSI processing protocol,maps for signal 

intensity including Choline(Cho), Creatine (Cr) ,Lactate and Lipid(LL) and N-

Acetylaspartate (NAA) were created,together with the relative reference T2 or T1 

contrast weighted image(T2WI,T1WI+C) within each MRSI voxel.Analyses were 

performed using auto-calculated the area of the area of pseudo maps;voxel-based 

calculation of differences in these metabolite maps relative to normal 

controls;and comparison of average metabolite values over each volume. 

Results: Data from 26 subjects were suitable for inclusion in the analysis.In both 

carcinoma groups,16 subjects had remarkable increases in LL and decreases in 

NAA.The area of pseudo color map in 35TE group was remarkable smaller after 

surgery and radiotherapy. The peak area values were remarkable decreased 

simultaneously shallowing the representative color. 

Conclusions:This study shows that magnetic resonance spectroscopy imaging can 

clearly and accurately reflect the changes of tumor metabolites, and the pseudo 

color map can help improve diagnostic accurac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precision 

medical.  

 

 
PU-3051 

摄影 KV 在 DR 成像质量和辐射效能中的影响分析 

 
崔志敏,穆晶伟 

无锡市人民医院 214023 

 

[摘要] 目的 探讨在 DR成像中不同摄影仟伏(KV)的变化对辐射效能和图像质量的影响。方法 

利用专用图像检测板，在飞利浦 DR系统上，通过改变摄影 KV（50—120KV）曝光，记录图像

检测板中心区及空曝区的表面吸收剂量，并测定不同 KV成像的中心区、空曝区、各级灰阶的

密度值，进行量化分析。结果 摄影 KV在 70—100变化时表面吸收剂量减少明显，成像的中心

区、空曝区、各级灰阶的密度值变化不大。结论 适当提高摄影 KV可明显减少表面吸收剂量，

提高辐射效能，而 DR成像质量基本不受影响。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4230 

 

PU-3052 

双源 CT--ECG Pulsing 智能剂量控制在心脏回顾性门控扫描

中的应用价值 

 
孙琳 

陕西省西安市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710038 

 

[摘要] 目的：研究双源 CT 回顾性门控冠脉成像常规全剂量扫描与用 ECG Pulsing技术两种方

案的人体 X线吸收剂量及价值。方法：采集回顾性门控的患者 38例，每例分为两组，A组为

常规全剂量组，B组为应用 ECG Plusing技术组，对比两组剂量指数（CTDI），综合辐射剂量

（DLP）及有效辐射剂量（ED）。结果：两组 CTDI,DLP和 ED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ECG Pulsing 智能剂量控制在心脏回顾性门控扫描中可显著降低辐射剂量。  

 

 
PU-3053 

Autobone-Xpress new version for Bone Removal on 

assessment of the Intracranial Aneurysm with the 

Wide-detector Computed Tomography Angiography 

 
yin xiao rui,Wang Han 

Shanghai General Hospital，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00080 

 

 

PURPOSE 

 To determine if new version of the Autobone-Xpress (Autobone-Xpress II) software 

can automatically and efficiently remove bone to improve visualization of the 

intracranial aneurysm CT angiography on wide-detector computed tomography(CT). 

  

METHOD AND MATERIALS 

This retrospective study was approved by the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and 

written informed consent for the CT examination was obtained. Thirty-three 

intracranial aneurysm patients underwent head and neck CT angiography on a 160-

mm/256-row CT for assessment. Raw data were respectively reconstructed by using 

new (Autobone-Xpress II) and previous version (Autobone-Xpress I) of the Autobone-

Xpress. Visualization of the cerebral and carotid artery, its continuity, vessels 

mistakenly removed and residual bone adjacent to blood vessels were evaluated by 

using a five-point scale. Two experienced associate chief radiologists processed 

image data with the two softwares for each case. Subjective scores were performed 

on one-button processed images (with no further action), and the time demand for 

post-processing which matching score of 4 was measured.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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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version Autobone-Xpress showed significantly better vessels visualization (P＜

0.05), efficient processing speed (P＜0.01) and good interobserver agreement 

(kappa value of 0.71 and 0.51 for subjective scores and the time demand for post-

processing ). The subjective scores of the low-dose head and neck CTA processing 

image was similar with 100kV-499mA and negative group. The quality of image and 

time for processing was improved significantly in positive low-dose (PL) group 

with Autobone-Xpress II used (3.67±0.31 and 2.54min±0.33min respectively) than 

when previous one (2.47±0.27 and 4.91min±0.32min, respectively) was used. 

  

CONCLUSION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bone removal in wide-detector-CTA of the aneurysm with 

new version of the Autobone-Xpress is feasible and efficient. 

  

 

 
PU-3054 

基于低剂量 CT 扫描在成人继发性肺 TB 的研究 

 
蒋中灿 

遵义市播州区人民医院 563199 

 

[摘要] 目的 对比常规(普通)剂量及低剂量 CT扫描方式及薄层重建对成人活动性继发性肺结

核相关影像学表现的检出效果,制定最优个性化扫描方案。资料与方法 选取 2014年 12月—

2016年 12月经确诊的成人继发性肺结核且需要多次复查患者 400例,在对病变影像诊断不产

生影响的前提下,对照低剂量和常规(普通)剂量参数下的 CT扫描图像,运用平滑过滤模式完成

相应薄层重建,评估两种扫描及薄层重建所取得的影像质量和一致性,以期寻求低剂量 CT扫描

适用于在成人继发性肺结核多次复查中的可行性。结果 低剂量和常规(普通)剂量扫描及薄层

重建图像在适用于诊断的质量要求方面,无统计学差异(P>0.05)。应用低剂量和常规(普通)剂

量扫描以及相应薄层重建方式所获取图像,对于病灶中实变、结节、空洞、病变内钙化、磨玻

璃密度病灶、树芽征病灶、支气管扩张、支气管狭窄、纵隔淋巴结肿大等影像学征象,无显著

性对比差异(P>0.05)。不同类别的低剂量参数下的 CT扫描,图像质量合格率,无统计学差异

(P>0.05);即使最低管电流 30mA的 64排 128层螺旋 CT扫描图像质量优良率亦达 75%。低剂量

扫描的 ED、DLP、CTDIvol等指标显著低于常规(普通)剂量扫描(P<0.05)。结论 在管电压相对

固定的情况下,管电流在 30-80mA范围时进行肺部 CT扫描可显著减少辐射剂量;低剂量扫描对

准确测量 CT 值无明显影响,但管电流降低,图像噪声会增加;在试验条件下采用 30mAs的低剂

量参数对成人继发性肺 TB进行检查是可行的,是较为理想的低剂量扫描优选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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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055 

低剂量螺旋 CT 筛查早期肺癌的研究进展分析 

 
吴敏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401120 

 

【摘要】肺癌属于恶性肿瘤的一种，该疾病患者的生存率非常低。对肺癌进行早期的诊断与筛

选能够有效降改善肺癌患者的生存率。 低剂量螺旋 CT是进行肺癌早期筛选的重要手段，能够

有效降低肺癌的死亡率，本文就低剂量螺旋 CT筛查早期肺癌的效果作以下综述。 

 

    

 

PU-3056 

评估第三代双源 CT 冠状动脉不同采集模式 

在心律不齐患者中的应用 

 
陈春妙 

丽水市中心医院 323000 

 

目的 评估第三代双源 CT冠状动脉不同采集模式在心律不齐患者中的应用，并评价其图像质量

和辐射剂量。 

方法 选在我院取行冠状动脉 CTA检查的 96例患者为研究对象,入组标准为，窦性心律不齐，

心率波动范围在±5次/分钟以上，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成 A、B、C三组，每组各 32例。

A、B两组均采用前瞻性心电触发序列扫描，其中 A组采集范围为 R-R间期 30％ -50％，B组

采集范围为 R波后固定 200-400ms；C组采用常规回顾性心电门控螺旋扫描模式。3组患者均

采用智能管电压（Care KV）技术，管电压为 70KV-140KV，每 10KV一档，共 8档。对 3组扫

描的冠状动脉分别做图像后处理，包括原始图像的冠状位、矢状位、轴位 MIP，冠脉树成像、

冠状动脉 CPR及 VR成像。利用主观和客观评价方法对 3 组患者的冠状动脉段图像进行质量评

分，应用两个独立样本 t检验比较 3组患者辐射剂量。 

结果 三组患者扫描所获得的可评价冠状动脉段百分比相近,分别为 98.7％、98.4％、99.1

％；辐射剂量分别为(4.62±3.15) mSv、(1.28±0.33) mSv、(7.19±2.50) mSv,有显著统计

学差异(P值均＜0.01). 

结论：心律不齐患者应用前瞻性心电触发扫描模式，R波后固定 200-400ms采集,行冠状动脉

CTA检查可以显著降低辐射剂量，并且能获得较好的图像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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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057 

基于 ASiR-V 迭代重建下超低剂量胸部 CT 

检查在体检患者中的应用 

 
赵艳红,张晓文,杨利莉,哈若水,曹永佩 

宁夏人民医院 750002 

 

目的 探讨 ASiR-V迭代重建技术对胸部图像质量及辐射剂量的影响，探寻 ASiR-V迭代重建算

法下超低剂量胸部 CT成像在体检患者中的可行性。方法 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将

60例健康体检拟行胸部 CT 检查的患者随机分为两组，低剂量组及常规剂量组，每组 30 例，

所有患者均利用 Revolution CT进行胸部 CT检查，常规剂量组管电压为 100Kv，图像重建采

用滤波反投影重建算法（FBP），低剂量组管电压为 80Kv,图像重建采用 60%ASiR-V迭代重

建，两组管电流均采用自动毫安秒(10-500mA)，噪声指数 NI均为 13，层厚 1.25mm，由两位有

五年以上胸部诊断经验的放射医师分别对图像质量评分，图像质量评分采用 5分制评分（5分

为最好，1分为最差），采用 t检验比较两组图像噪声、主观图像质量及辐射剂量的差异。结

果 两组患者年龄、身高、体重及体重指数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图像主动脉

噪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低剂量组图像背部肌肉噪声较常规剂量组略减低，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主观图像质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常规剂量组及低剂

量组的辐射剂量分别为(2.84±0.39)mSv、（0.77±0.16）mSv，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低剂量组较常规剂量组辐射剂量降低 72.89%。结论 利用 ASiR-V迭代重建技

术，不仅可以降低胸部 CT图像噪声，而且可以明显降低患者的辐射剂量，在体检患者的胸部

CT检查中，利用 ASiR-V迭代重建技术，可以在保证图像质量的前提下实现亚毫希伏胸部 CT

成像。 

   

 

 
PU-3058 

低管电压及大螺距联合对肺癌筛查的价值 

 
王星蕊 

北华大学附属医院 吉林省吉林市解放中路 12 号 

 

目的：探讨不同螺距、管电压的扫描方案对胸部 CT图像质量的影响及辐射剂量的评估，比较

两种不同扫描方案对肺癌筛查的应用价值 

方法：选取 2015-2017年间来我院进行胸部 CT平扫的肺癌高危人群，年龄在 40-77岁的患

者，将患者随机分成两组，分别按不同的扫描方案进行扫描。 

扫描设备均采用 128双源光子 CT（SOMATOM Definition Flash Stellar inside） 

扫描方案：常规组：管电压 120kv,螺距 1.2:1采用 FBP进行重建 

     对照组：管电压 100kv,螺距 3.0:1 采用 SAFIR进行重建，重建两次 

管电流采用 ACTM技术，均开启 CARE Dose 4D技术，探测器宽度均为 0.6mm 

所有病人采用仰卧位，双臂上举，头先进体位进行扫描，扫描前训练病人根据指示进行闭气 

图像处理：肺窗取窗宽 1500 窗位-600，纵膈窗取窗宽 300窗位 40 

客观评价：用 SYNGO-VIA对层厚 5mm的图像进行后处理，感兴趣区在主动脉弓层面内选取肩胛

下肌、主动脉弓及与主动脉弓同一水平的肺内并在四个心腔全部出现的层面内降主动脉选取大

小为 1cm
2，
尽量避开邻近的骨质及血管壁的钙化区，并记录平均 CT值及 SD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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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评价：由两名经验丰富的主治医师以上的影像科医师，对所有影像资料进行双盲法评分，

评分采用 5分法。 

结果：常规组的有效剂量（ED）高于对照组，P<0.05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常规组的信噪

比（SNR）与对比信噪比（CNR）相近，P<0.05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所以对照组的扫描条

件可以满足诊断要求。 

结论：管电压 100kv,螺距 3.0:1 采用 SAFIR进行重建该扫描方案能保证在满足诊断需求的前

提下降低辐射剂量，可以满足对于随访及肺癌高危人群进行定期检查的价值 

   

 

 

PU-3059 

X 射线辐照诱导人神经胶质瘤细胞 DNA 双链损伤研究 

 
郭忠,宋雷,汪晨净,马建秀,赵晋 

西北民族大学医学院 730030 

 

采用免疫荧光染色法检测 X射线诱导 M059K细胞γH2AX (磷酸化组蛋白 H2AX)和 pATM（磷酸

化的毛细血管扩张性共济失调症突变基因）焦点的形成；流式细胞仪分析 M059K细胞γH2AX

和 pATM表达的周期依赖性。免疫荧光染色检测结果显示，γH2AX 和 pATM焦点阳性细胞分别

以照射后 0.5 h和 4 h表达最高，照射 24 h，高剂量组焦点阳性细胞达 100%。流式细胞仪分

析结果显示，γH2AX 和 pATM 的表达具有细胞周期依赖性。照射后 0.5和 4 h，γH2AX 和

pATM在细胞各期的表达均明显增加，并以 G0/G1期为著；照射后 24 h，γH2AX 和 pATM在

G0/G1和 S期表达降低，而 G2/M期细胞表达明显增加。细胞呈现明显的 G2/M期阻滞。结果表

明γH2AX 和 ATM信号通路参与 X射线诱导的 M059K细胞 DNA双链断裂。  

 

 

PU-3060 

Comparison of organ doses estimated by a Monte-Carlo-

based analysis platform and the thermoluminecence 

dosimetry : anthropomorphic phantom in abdominal CT 

protocols 

 
Guo Yu,Zhang Huimao 

The First BETHUNE Hospital of JILIN University 130021 

 

Purpose :To compare the organ doses measured with a Monte Carlo-based analysis 

platform and thermoluminescence dosimetry in abdominal CT scanning using different 

scanners and protocols .Materials and Methods:An anthropomorphic phantom was 

subjected to abdominal scans using the GE LightSpeed 64, Philips Brilliance 64, 

and Siemens Definition Flash 64 Row Helical CT instruments with the following 

protocols: 10 mAs/120 kV, 25 mAs/120 kV, 50 mAs/120 kV, 150 mAs/120 kV, 150 

mAs/100 kV, and 150 mAs/80 kV. The organ doses measured with thermoluminescence 

dosimeters (TLDs) and simulated with Monte Carlo-based analysis software (MCS) 

were compared.Results:A Monte Carlo-based analysis platform and thermoluminescence 

dosimetry were used to estimate organ doses under different scanning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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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ealing a strong correlation.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for the different 

organs were the following: lung, 0.995; liver, 0.990; colon, 0.978; spleen, 0.967; 

kidney, 0.992; and pancreas, 0.967. ultimately, The following linear correlation 

equations were obtained: lung, y=1.660x-0.068; liver, y=1.197x+0.457; colon, 

y=1.567x+0.056; spleen, y=1.320x+0.963; kidney, y=1.082x+0.650; and pancreas, 

y=1.484x+0.64. According to the available data, the following fitting coefficients 

for the linear equations were calculated: lung, 0.989; liver, 0.979; colon, 0.954; 

spleen, 0.931; kidney, 0.982; and pancreas, 0.930.Conclusion:A linear 

transformation between a Monte Carlo-based analysis platform and 

thermoluminescence dosimetry in terms of the radiation dose was found for 

different organs. The Monte Carlo-based analysis platform can be widely used to 

estimate the radiation doses. 

   

 

 
PU-3061 

探讨 320 排 CT 冠状动脉 CTA 成像应用低管电压技术的可行性 

 
李法升 

广州暨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510632 

 

摘要： 目的 探讨在 BMI正常范围内患者行低管电压冠状动脉成像的可行性,并评价其图像质

量。方法 将 60例 BMI在正常范围并接受 320排 CT冠状动脉 CTA检查的患者随机分为两组,A

组管电压采用 120kV,B组管电压采用 100kV,均采用回顾性心电门控螺旋扫描。对两组生成的

冠状动脉图像分别做后处理,比较两组患者冠状动脉节段图像质量总体评分和两组患者的辐射

剂量。结果 A组评价 413段冠状动脉,B组评价 401段冠状动脉。A组图像质量评价为优和良

好的占 98.64%,B组占 98.58%。冠状动脉段图像质量评分两组之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137)。A组平均有效剂量为(13.04±2.32)mSv;B 组平均有效剂量为(6.96±1.78)mSv,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结论 对于 BMI在正常范围内的患者,冠状动脉 CTA检查时管电压

设为 100kV可在保证图像质量的同时显著降低辐射剂量。  

   

 

 

PU-3062 

Revolution CT 冠状动脉成像中降低对比剂用量的可行性 

 
高江波 

长安医院 710016 

 

【摘要】目的：研究优化对比剂注入时间降低 Revolution CT 冠状动脉成像中对比剂用量的

临床可行性。方法：收集本院（长安医院）2017年 3月-2017年 6月疑诊冠心病行

Revolution CT冠状动脉成像，且身体质量指数（BMI）≤30㎏/㎡患者 60例，根据不同对比

剂注入时间分两组,A组（对比剂注入时间 12s）、B组（对比剂注入时间 8s），均采用非离子

型对比剂碘帕醇（ Iopamidol 370mgI/ml），管电压 120KV，智能毫安，NI固定为 25，自动

匹配 Asir-V，后置 Asir-V 固定为 80%。测量升主动脉根部管腔 CT值、标准差，右冠状动脉

（RCA）、左前降支（LAD）、左回旋支（LCX）、左钝缘支（LMB）近段管腔 CT值及临近组织

CT值。采用美国心脏协会（AHA）冠状动脉改良分段发（分 13段）以 5分法进行评价。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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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A组管腔内平均强化 CT 值略高于 B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图像质量主观评

分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辐射剂量无统计学意义（P＞0.05），B组(8s)较 A 组

（12s）对比剂明显减少，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在 60例（BMI）≤30㎏/㎡患者中，

应用 Revolution CT冠状动脉成像，能够在保证冠状动脉图像质量情况下，通过缩短对比剂注

人时间，大幅度降低对比剂用量，从而减少对比剂用量、减轻造影剂不良反应。 

   

 

 

PU-3063 

Effect of Iterative Model Reconstruction algorithm on 

Radiologist’s Performance in CT Colonography  

 
Lian Yanbang

1
,Dong Junqiang

1
,Pan Yuanwei

1
,Cao Wuteng

2
,Gao Jianbo

1
 

1.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2.The Sixth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un Yen-sen University 

 

Purpose:  

To assess radiation dose and image quality of CT colonography (CTC) at 100 kVp 

with iterative model reconstruction algorithm (IMR) at 20 mAs compared with 

filtered back projection (FBP) at 50 mAs. 

Methods and Materials:  

Thirty-two patients suspected with colon adenomatous polyp or adeno-carcinoma 

were enrolled in this study. All of patients underwent CTC examination at 50mAs 

in supine position and 20mAs with prone position with the same tube voltage at 100 

kVp about two hours before fibro-colonoscope. Images were reconstructed using FBP 

and IMR. Two radiologists independently evaluated image quality. Qualitative image 

quality was assessed with a five-score scale. Image noise, signal-to-noise ratio 

(SNR), contrast-to-noise ratio (CNR), and effective radiation dose were recorded 

and calculated. Qualitative and quatitative values were analysed by using Wilcoxon 

signed rank test and the paired t test, respectively. 

Results:  

Totally 38 colon polyps or adeno-carcinoma were detected in fibro-colonoscope 

examination. For 20 mAs with IMR (A group) and 50 mAs with FBP (B group), there 

i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lesion detection (reader 1: 35/38 vs 

36/38, and reader 2: 31/38 vs. 33/38, p>0.05). However, qualitative image quality 

scores (3.9 vs 2.5), image noise ([12.77± 0.91] HU vs. [50.04±5.45] HU), SNRs 

(3.13±0.28 vs. 1.02±0.20) and CNRs (81.42±6.11 vs. 19.93±1.46) were 

significantly superior of 20 mAs with IMR, respectively (p<0.05) . Compared with 

B group, radiation dose of A group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0.42±0.03 mSv vs. 

1.07±0.12mSv). 

Conclusion:  

Image quality of CTC using 20 mAs with IMR reconstruction could be comparable to 

50 mAs with FBP at the same tube voltage while with no significant detection of 

poply, and radiation dose of the former was only 0.42 mSv, which was reduced by 

about 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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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064 

某医院介入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受照剂量水平调查 

 
庞宁东,王嵘,杨敏玲,陈毅,冯对平,杨晓娟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030000 

 

摘要:目的 调查某医院介入放射工作人员受照剂量。方法 采用整群抽样法，选取某医院的多

少名介入诊疗工作人员作为研究对象，在其进行介入放射操作时，采用 TLD法测量研究对象左

右手虎口处、左右足部、左眼、双眼中间的辐射剂量。记录不同介入放射操作过程中患者的辐

射剂量面积乘积（DAP），利用直线回归等统计学方法研究放射工作人员受照剂量和患者 DAP

的关系。结果 不同介入操作过程 DAP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c2=90.594,P＜0.001）。介入操

作过程中 DAP值最小的是起搏器植入术[(3416(2343,4041) cGy cm2]，DAP值最大的是冠状动

脉支架植入术[22308(12962,27271) cGy cm2]。同一操作者身体不同部位的差别很大，接收剂

量最高的器官是左手；以左手接收的辐射剂量分析，不同介入放射操作者受照剂量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c
2
=116.91,P＜0.001），受照剂量最高的操作是冠状动脉支架植入术

[2552(1897,4338)µSv](P＜0.05)，受照剂量最小的操作是四肢血管造影术[68(43,100)µSv](P

＜0.05)。以左手接收辐射剂量测定结果与介入术患者 DAP值进行相关性分析，介入术操作者

辐射剂量与患者 DAP值有相关性（r=0.381，P＜0.001）。结论 对单一个体而言，介入术操作

者左手受照剂量最大；几种常见介入术中，个体受照剂量水平最高的是冠状动脉支架植入术。 

   

 

 

PU-3065 

宝石能谱 CT 不同扫描模式对头颈 CTA 图像 

质量及辐射剂量的影响 

 
华海琴,王志群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 100078 

 

目的：探讨宝石能谱 CT三种不同扫描模式对头颈动脉 CTA图像质量和辐射剂量的影响。方

法：将 40例拟行头颈动脉 CTA的患者随机分为 3组，A组能谱 GSI扫描模式，管电压在 80～

140kV瞬间切换，管电流 630mA；B组管电压为 120kV，采用管电流自动调制技术，管电流调制

范围为 150～600mA；C组管电压为 100KV，采用管电流自动调节技术，管电流调制范围为 150-

400mA，其他扫描参数相同。图像质量客观评价：测量主动脉弓、颈总动脉分叉部、基底动脉

中部的 CT值和噪声，并计算信噪比（SNR），图像质量主观评价：对血管后处理图像包括容积

再现（VR）、最大密度投影（MIP）及曲面重建（CPR）进行评分，记录主动脉弓、颈 4 椎体、

垂体窝水平层面管电流的值，并同时记录 CTDIvol、DLP辐射剂量参数。比较三组不同观察平

面头颈动脉的 CT值、噪声及信噪比，并进行两两比较；比较三组图像质量主观评分、管电流

及辐射剂量参数。Ｐ＜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果：三组主动脉弓、颈总动脉分叉部、

基底动脉腔内 CT值、噪声及信噪比无明显统计学差异。图像主观质量评分未见明显统计学差

异。三组辐射剂量比较，A、B组 CTDIvol、DLP无明显统计学差异，但均高于 C组，且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三组管电流有统计学显著差异。结论：头颈动脉 CTA检查采用低管电压结合自

动毫安技术能在保证图像质量的前提下，降低辐射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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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066 

双低技术在肺动脉 CTA 中的初步应用 

 
陈国勇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610041 

 

 

目的：研究双低技术（低对比剂、低辐射剂量）在肺动脉 CTA中的应用价值和技术优势。 

方法：采用低剂量对比剂（20ml生理盐水+40ml对比剂+30ml生理盐水分组给药）配合西门子

二代双源 CT 机(Definition Flash) Flash 模式（低辐射剂量），对临床疑是肺栓塞

(pulmonary embolism，PE)等肺动脉病变，需行肺动脉 CTA检查的患者进行扫描，分别测量强

化后肺动脉主干、肺静脉主干和左心系统、以及升主动脉的 CT值，并应用多平面重组

（MPR）、容积再现（VR）、曲面重组（CPR）和最大密度投影（MIP）等图像后处理技术对原

始数据进行重建，进而评价图像质量。 

结果：肺动脉主干及其分支强化明显、均匀,主干 CT值在 400~600HU之间；肺动脉显示程度达

到亚段水平,且左心系统及肺静脉显影相对较淡(CT值在 60~150HU之间)；升主动脉 CT值不大

于 100HU。经过各种后处理技术得到的图像，质量优良，完全能对肺栓塞等肺动脉病变做出诊

断。 

结论：低对比剂配合 CT大螺距扫描模式（Flash模式）的技术，能显著提高肺栓塞等肺动脉

病变检出的敏感性，对 PE有着无可比拟的诊断价值；与此同时，由于 Flash模式的超高时间

分辨率，其辐射剂量低、加上对比剂用量少，真正实现了双低扫描的目的，可作为肺动脉 CTA

的首选扫描方法。   

 

 
PU-3067 

CT 辐射生物效应代谢组学研究 

 
李勇刚,滕跃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15000 

 

目的：基于 LC-MS/MS的代谢组学方法研究 CT辐射后大鼠尿液中小分子代谢物水平的变化，寻

找辐射生物效应代谢标志物，评价代谢组学方法用于低剂量电离辐射损伤生物效应及机制研究

的可行性与应用前景。 

方法：雄性 Wistar大鼠共 12只随机分两组：对照组 6只（在 0 h时间点置于 CT检查床接受

剂量为 0 mGy•cm 的假辐射），CT辐射组 6只（在 0 h时间点处接受剂量为 6000 mGy•cm 的 CT

扫描），两组动物分别于辐射前的 12h及检查后 12h、24h、40h、60h分别收集适量尿液样本

进行 LC-MS/MS分析。采用正交信号校正法（OSC）对数据进行滤噪处理，采用正交信号校正-

偏最小二乘法（OPLS-DA）进行模式识别及潜在辐射生物标志物的筛选，并采用单变量 t检验

验证辐射生物标志物的筛选结果。 

结果：OPLS-DA分类模型能将对照组与 CT辐射组的样本较好地分离。OPLS-DA辐射生物标志物

的筛选结果显示 CT辐射组大鼠尿液中有 7种化合物含量发生了显著性变化，对模型分类贡献

较大，分别是苏氨酸、牛磺酸、肌酐、N1-乙酰亚精胺、吲哚-3-羧酸、甘油酸和脯氨酸。 

结论：运用 LC-MS/MS代谢组学方法能灵敏的检测到 CT检查所引起的大鼠尿液中小分子代谢物

的变化，苏氨酸、牛磺酸、肌酐、N1-乙酰亚精胺、吲哚-3-羧酸、甘油酸和脯氨酸七种小分子

代谢物对对照组和 CT辐射组的样本分类贡献较大，可作为潜在的 CT辐射损伤生物标志物。代

谢组学方法有望成为研究低剂量电离辐射生物效应机制的有力工具，应用前景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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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068 

低剂量 CT 引导下肺穿刺活检 

 
王涛,郝敬明,傅宇飞 

徐州市中心医院 221009 

 

目的：探讨低剂量 CT引导下肺穿刺活检的安全性、准确性以及辐射剂量。 

材料与方法：自 2015年 11 月至 2016年 3月，200例患者共计 200个病灶行 CT引导下肺穿刺

活检。200例患者随机分为低剂量组（120Kv， 15mAs，层厚：2mm，n=100例）及常规剂量组

（120Kv， 150mAs，层厚：2mm，n=100例）。统计并比较 2组患者的穿刺活检成功率、诊断

准确率、并发症发生率及辐射剂量。 

结果：2组患者基线资料（年龄、性别比、病灶位置及大小）无明显差异。低剂量组中，穿刺

活检结果提示 68例为恶性病灶，32例为良性病灶，而在最终诊断中，71例为恶性病灶，24

例为良性病灶，5例无最终诊断。常规剂量组中，70例为恶性病灶，30例为良性病灶，而在

最终诊断中，72例为恶性病灶，22例为良性病灶，6例无最终诊断。2组病灶在最终诊断构成

比方面无显著差异（P=0.912）。低剂量组中，肺穿刺活检的灵敏度、特异度及总准确率分别

为 95.8%（68/71），100%（24/24）及 96.8%（92/95）。常规剂量组中，肺穿刺活检的灵敏

度、特异度及总准确率分别为 97.2%（70/72），100%（22/22）及 97.9%（92/94）。两组相比

无统计学差异（P>0.05）。低剂量组中，气胸发生 4例，咯血 10例；常规剂量组中，气胸发

生 5例，咯血 14例。两组并发症对比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辐射剂量方面，低剂量组

辐射剂量显著低于常规剂量组（DLP：34.6+11.1mGy vs. 351.9+110.3mGy，P<0.01）。 

结论：低剂量 CT引导下肺穿刺可以取得与常规剂量 CT引导下肺穿刺相近的诊断效能。并且可

见显著降低辐射量。 

   

 

 

PU-3069 

Multimodal Fusion and Deep Transfer Learning based 

Early-stage Diagnosis of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颜嵩林,张巧丽,林溢星,姚铁锤,赵丽亚,赵地,迟学斌 

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 100190 

 

Early-stage Diagnosis of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is critical for successful 

treatment and management of Alzheimer’s disease. Recentl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a hot topic in medical imaging analysis and disease diagnosis [1-

5], and MRI is one of mainstream approaches of diagnosis for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MCI) from Alzheimer’s disease. We already developed deep learning 

based method for diagnosis for MCI [6]. In this talk, by multimodal fusion of 

structural MRI/PET and deep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with transfer learning, 

we develop early-stage detection methods of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MCI). 

Results show that, we obtain accuracy of 86.05% when testing MCI against 

Alzheimer’s disease and normal control, and the time cost is as low as in seconds 

to satisfy the clinical needs. Multimodal fusion and deep transfer learning are 

prospective approaches for early-stage diagnosis of M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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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 时间减影技术在肺结节检测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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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目的 探讨多层螺旋 CT时间减影技术在检测肺结节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

80例 CT图像（每例均有过去和当前的 CT图像）和相应的 CT减影图像，其中 30例有肺结节

（共 75个结节）作为研究组，50例无肺结节作为对照组。2名高年资与 2名低年资放射科医

师分别首先分析普通 CT图像，然后再同时分析普通图像与 CT减影图像。阅读时诊断是否存在

较前次增大、实性成分增多或者新发的结节并对诊断的肯定度进行评分。观察的结果采用受试

者操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s）曲线进行分析。结果 4名放射科医师

使用 CT减影图像前后的平均 ROC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860和 0.925，两者有统计学差异

（P<0.01）。使用 CT减影图像后，肺结节检出率由 77.3%（58/75）提高到 89.3%（67/75）。

结论 CT减影技术可以显著提高放射科医师的肺结节检出率，尤其是对靠近肺门的亚实性小结

节，而且低年资医师受益更多。  

 

 

PU-3071 

肋骨抑制成像技术在胸片检测不同密度、大小 

及位置肺结节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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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评价肋骨抑制成像技术在胸部平片检测不同密度、大小和分布位置的肺结节中应

用价值的不同。方法 回顾性分析 128例经 CT证实存在肺单发结节的胸部后前位 X线片和 130

例正常胸片。将肺结节根据密度（实性，混杂磨玻璃，纯磨玻璃）、大小（3≤D＜10mm，

10≤D＜20mm，20≤D＜30mm）及分布（肺周边区，肺门区，肺尖区）分组，分别进行分析。2

名高年资与 2名低年资放射科医师分别独立阅读所有胸部后前位 X线片和经肋骨抑制成像技术

处理后的胸部后前位 X线片。阅读、记录结节的部位、大小并对结节存在的肯定度进行评分。

观察的结果采用受试者操作特征（ROC）曲线进行分析。结果 4名放射科医师使用去肋骨图像

前后的平均 ROC曲线下面积由 0.722提高到 0.764，两者有统计学差异（t=-13.282，

P<0.01），肺结节检出率由 51.6%（66/128）提高到 58.2%（74.5/128），且对分布在肺周边

区的实性或者亚实性中等大小（10≤D＜20mm）的结节效果最好。结论 肋骨抑制成像技术可以

显著提高放射科医师对胸部后前位 X片中肺结节的检出率，其效能与结节的密度、大小和分布

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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肋骨抑制成像在胸部平片肺结节检出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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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评价肋骨抑制成像技术在胸部平片检出肺结节中的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 141例

胸部后前位 X线片，其中 95例有单发肺结节，作为研究组，46例无肺结节作为对照组。2名

高年资与 2名低年资放射科医师分别独立阅读所有胸部后前位 X线片和经肋骨抑制成像技术处

理后的胸部后前位 X线片。阅读、记录结节的部位、大小并对结节存在的肯定度进行评分。观

察的结果采用受试者操作特征（ROC）曲线进行分析。结果 肺结节的平均直径为 1.9±1cm，

直径范围是 0.9～2.9cm。胸部后前位 X线片 ROC曲线下面积为 0.844，肋骨抑制成像技术处理

后的胸部后前位 X线片 ROC 曲线下面积为 0.873，两者有统计学差异（P<0.01）。结论 肋骨

抑制成像技术可以显著提高放射科医师对胸部后前位 X片中肺结节的检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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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学习技术对胸部低剂量 CT 肺结节检测效能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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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评估深度学习技术对胸部低剂量 CT结节的检出效能。 

材料与方法 

由推想科技有限公司搭建平台并训练肺部 CT深度学习模型，训练集由来自多家三家医院的

1000例门诊和体检的 CT组成，有标记的层面有 15000个，其中的结节类型包括实性结节，磨

玻璃结节等。测试集数据包括 50例的 LDCT，各种类型结节共有 404个。测试集病例结节由两

位高年资主治医生和模型首先分别独立标记，而后请副教授级别的放射科医生综合以上 3个独

立的结节标记结果，最终确定结节标记，形成测试集的金标准。先后评估深度学习模型和 2位

放射科医生在测试集中对各类结节的检出率、假阳性率、假阴性率，并比较两者之间的差异。 

结果 

测试集共 50例，404个结节。根据结节类型和大小分为 8组，除胸膜结节以外其他 7组中深

度学习模型发现结节的敏感性均超过医生，且在深度学习模型结果中平均每例测试集病人仅出

现 2.56个假阳性，而每个病例平均处理用时 30秒。 

结论 

通过对实验结果的分析，模型对放射科医生容易漏掉的 0-3mm的实性结节和所有类型的磨玻璃

结节有很好的敏感度，可以辅助放射科医师进行 LDCT中肺部结节的发现，在肺癌的早期筛查

中有极大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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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深度学习的骨龄影像智能自动化诊断初步探讨 

 
杨秀军

1
,王乾

2
,李嫔

1
,兰钧

3
 

1.上海市儿童医院、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上海交通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院 

3.卫宁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目的：目前骨龄检测中标准图谱准确度对检测结果影响大、医师对比影像和图谱个体差异大且

检测时间长，而且尽管骨龄影像诊断智能化研究方兴未艾、但其人工智能技术如 BoneXpert等

多仍不成熟，特征选取主观性高、模型拟合能力弱、泛化能力差、智能水平较低，可靠性存

疑。本研究探讨基于深度学习的骨龄影像智能评价技术与方法，以期建立和实现 PACS/RIS运

行环境下的手腕骨 X线平片骨龄影像智能自动化诊断系统。方法：1. 采用卷积神经网络

（CNN）训练并验证定位网络，以多任务学习方式对关键区域精准定位，并自适应调整包围盒

尺度使跨样本之间定量比较成为可能；2. 针对特定包围盒，训练并验证评估网络；3. 通过

全连接层的优化，将上述对应不同区域的评估网络有机融合，使训练生成的评估网络能作为一

个整体发挥作用；4. 将检测网络嵌入评估网络，通过不同层次信息的交叉复用，以对抗训练

方式，将两个网络合并生成最终的检测-评估复合网络，实现从影像到诊断的零交互、全自动

流程；5. 将上述神经网络集成进入 PACS/RIS系统，通过专用 GPU计算节点实现服务部署，

输入端兼容 DICOM格式，输出端能自动生成复合临床规范的格式报告。结果：基本实现了左手

X线数字影像的骨骺、腕骨等精准定位和根据定位后的骨骺、腕骨等基于其视觉信息实现骨龄

的判读，通过将对应不同区域的结果动态融合，初步实现了骨龄影像的全自动、精准评估，并

已将其与现有 PACA/RIS系统进行初步地有效地集成，基本融入了临床影像诊断流程。但完成

验证数据量少、数据标注成本高（对骨骺、腕骨的定位需要人工一定的干预、微调和人工交互

操作）。结论：基于深度学习的骨龄影像智能诊断技术可行并可无缝运行于医院 PACA/RIS系

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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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部 CT 中磨玻璃结节增长与否的初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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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利用深度学习技术对肺部 CT中的磨玻璃结节进行增长与否的判别，进而对不同磨玻璃

结节的复查时间提供不同的参考建议。 

方法：实验数据是 103组包含磨玻璃结节的肺部 CT数据，每一组包含 2套及以上的 CT序列，

间隔的检查时间至少 1个月。整理每一组数据里面前后不同时间的 CT里磨玻璃结节，通过分

析对应磨玻璃结节的最大面积，得到不增长（或减小）的磨玻璃结节 78例，至少增长 10%的

磨玻璃结节 73例。随机抽取 1/4的数据作为测试集，其余为训练集。采用融合卷积神经网络

和递归神经网络的深度学习方法对模型进行训练，为了提升模型的泛化能力，对训练集进行了

镜像、旋转及缩放等方式的数据增广，使数据量增加到 4倍。最后将训练得到的深度模型在测

试集上测试，得到模型对肺部 CT中磨玻璃结节是否增长判别的准确率。 

结果：本文用深度学习模型对肺部磨玻璃结节增长与否的多次实验的判别准确率达到 73.7%。

如果将结节增长作为阳性， 不增长作为阴性，实验的敏感度为 83.3%，特异度为 65%。调整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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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阈值参数，将得到对应的真阳性率和假阳性率绘制成 ROC曲线，计算曲线下的面积得到分类

器的 AUC值为 0.69。 

结论：由实验结果可见，该深度学习模型对磨玻璃结节增长与否的判别有较高的灵敏度。接下

来通过增加数据量及继续改进实验模型，并添加磨玻璃结节 CT值的分布信息，以及复查时间

的量化信息等来进一步提升判别结果。通过辅助医生对磨玻璃结节增长情况的诊断，确定复查

时间及复查频率等，有较大的临床应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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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pos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value of a dual-parameter classification 

method in differentiating benign and malignant breast lesions using readout-

segmented 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 (RS-DWI) and quantitative dynamic contrast-

enhance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DCE-MRI), and study their correlation with 

histological results. 

Methods: Eighty-three patients with breast masses confirmed by mammography or 

ultrasound were scanned with DCE-MRI (a prototype TWIST-Dixon VIBE sequence was 

used to achieve a temporal resolution of 5.3 s)1 and RS-DWI (RESOLVE, b = 50, 800 

s/mm2)2 in a 3T MR scanner (MAGNETOM Skyra, Siemens Healthcare, Erlangen, Germany). 

Seven patients were excluded because no obvious lesion was detected or because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was prescribed. The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ADC) 

was calculated inline, and the Ktrans was calculated by using the commercially 

available software package Tissue 4D (Siemens Heathcare, Erlangen, Germany). The 

contour encompassed the entire lesion, and the adjacent normal gland was manually 

delineated on the last phase of DCE as Volume of Interest (VOI) by using the ITK-

SNAP tool (www.itksnap.org). The ADC map was rigidly registered into DCE images 

using a prototype registration package based on ITK (www.itk.org). For each ADC 

and Ktrans 1D histogram, the following parameters were calculated for the entire 

tumor volume: the mean, median, low quantile, upper quantile, kurtosis and 

skewness. A 2D histogram (Ktrans-1/ADC) was also generated for the entire tumor 

volume using a prototype dual-parameter mapping package, and then the 2D kurtosis 

and 2D skewness were calculated from the normalized Ktrans-1/ADC map. Each 

parameter was correlated with a pathologic result, and its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was calculated. 



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放射学学术大会暨第七届东方放射大会 论文汇编 

4244 

 

Results: All the patients underwent breast lumpectomy or radical resection after 

MR imaging, within a time interval of less than one week. Among the 76 clinically 

significant breast masses, 58 turned out to be malignant tumors including 53 

invasive ductal carcinomas (IDC) and six ductal carcinoma in situ (DCIS), one 

invasive lobular carcinoma and one metaplastic carcinoma. Eighteen benign breast 

diseases were identified, including eight fibroadenomas, six adenoses, two 

intraductal papillomas, two benign phyllodes tumors and one sclerosing adenosis. 

As shown in Fig.1, for ADC analysis, the Area under the Curve (AUC) value of the 

median (0.790, 95%CI 0.683~0.873) was statistically higher than other parameters 

in ROC test (mean: 0.749, low quantile: 0.679, upper quantile: 0.597, kurtosis: 

0.536, skewness: 0.770); for DCE MR imaging, AUC value of upper quantile (0.839, 

95%CI: 0.739-0.912) was statistically higher than other parameters (mean: 0.794, 

median: 0.787, low quantile: 0.600, kurtosis: 0.661, skewness: 0.645); for dual-

parametric Ktrans-1/ADC 2D histogram approach, the highest AUC of both 2D kurtosis 

(0.920, 95%CI: 0.837-0.969) and 2D skewness (0.919, 95%CI: 0.835-0.968) was 

achieved. 

Discussion and Conclusion: The major limitation of DCE MR imaging evaluation in 

breast disease is that, in certain cases, benign lesions like fibroadenoma can 

also cause a local perfusion increase. Among all MR parameters that were evaluated 

as adjunct to DCE MR imaging, DWI emerged as the most robust and easy to use in 

clinical practice. However, certain malignant lesions were found with similar mean 

ADC as benign lesions but with higher perfusion, as shown in Fig. 2. The 

implementation of dual-parametric MR imaging in combination with DCE MR imaging 

and DWI optimizes the diagnostic accuracy in our study of breast tumors at 3T. The 

2D kurtosis and skewness of Ktrans-1/ADC outperforms the single ADC or Ktrans 

analysis in differentiation of malignant and benign breast lesions with few 

overlapping in the same patient population. Further investigation on the clinical 

usage of dual-parameter analysis in a larger population base is a necessity, and 

it also might be useful in classifying pathological subtypes of breast cancer and 

monitoring the changes of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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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参数双参数功能成像与恶性乳腺癌 Ki-67%关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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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探索磁共振弥散-灌注双参数分析与恶性乳腺癌 Ki-67%关联研究。 

材料与方法：对 2014年 4月至 2015年 7月间经钼靶或超声证实有乳腺肿块的 83例临床病人

进行 3T高场强磁共振动态增强（TWIST-Dixon VIBE sequence 序列，时间分辨率 5.3s）以及

分段读出高清弥散序列扫描（RESOLVE序列，成像 b = 50, 800 s/mm
2
）。弥散序列的表观弥

散系数（ADC）值和 DCE动态增强灌注参数 Ktrans通过西门子公司 TISSUE 4D软件计算。病灶

的感兴趣区包括整个肿瘤容积，由经验丰富的影像科医生手动描绘。数据处理采用：1. 单一

功能参数 ADC值及 Ktrans值的直方图分析，包括以下：均值、中位值、25%四分位数、75%四

分位数，直方图峰度及偏度。2. ADC与 Ktrans双参数坐标图分析，利用 metlab软件将肿块

容积内每个体素的 ADC与 Ktrans参数投射到同一坐标图中。所有入组病人在磁共振检查一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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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进行手术治疗，组织病理学为诊断金标准，功能参数结果与病理结果相对照。Ki-67%免疫组

化结果按大于 14%为高分化，小于等于 14%为低分化。 

结果：共纳入 85例乳腺肿瘤病人 98个可评估病灶，全部为女性，平均年龄 50.6岁。术后病

理提示 78个浸润性导管癌，14个导管原位癌，2个浸润性小叶癌，1个小叶原位癌，1个化生

性癌，1个导管内乳头状癌，1个肌上皮癌。免疫组化结果提示，23个为低分化，75个为高分

化。对直方图参数进行 ROC 分析后提示，峰度曲线下面积 0.743（0.645 ~ 0.826），偏度曲

线下面积 0.744（0.646 ~ 0.827）。 

讨论：在既往研究中，我们已经得出动态增强和弥散加权磁共振双参数分析对良恶性乳腺癌鉴

别分析存在价值，本研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双参数分析对乳腺癌 Ki-67%值的区分能力。

本组研究中，我们得出双参数直方图的峰度和偏度均有一定的区分价值。  

 

 
PU-3078 

中国传染病影像大数据共享平台的概况及应用 

 
李莉,李宏军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100069 

 

 为了促进中国传染病影像大数据研究，更好地支撑传染病临床医疗，充分挖掘共享数据的价

值，推动中国传染病诊治医疗水平的快速发展，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医院医学影像中心秉承

“共建、共享、共赢、共联”的理念建立了中国第一个传染病放射影像大数据共享平台。中国

传染病放射影像大数据共享平台（简称平台）是采用大数据技术建立一个多中心注册登记平

台，平台内 CRF表不仅覆盖 39种法定传染病，而且包括新发和复发传染病，真正实现专病专

表。全国各省市、各级医院的影像科医技人员均可免费申请平台账号，随时在平台上录入病历

数据，系统将自动对数据进行整理、分析和汇总，充分挖掘数据的价值，为传染病影像学的科

研提供智能的服务。平台的参与者承担和享受平台规定的责任和义务，平台的资源共享，所发

表的文章按照贡献大小排名。平台还将面向临床提供传染病患者分析、地域分析、预防分析等

分析型应用，实现患者数据的聚合化、结构化、标签化、可视化展示，为多中心科研、临床科

研大数据应用提供进一步的智能化数据支持。 

   

 

 
PU-3079 

基于 CT 影像组学标签预测病毒性肝硬化后肝癌的初步探究 

 
谭蓓 

湘雅三医院 410013 

 

 

   目的 对病毒性肝硬化患者 CT图像进行纹理分析评估，以预测相关性肝癌发生的风

险。               

   方法 对 72例肝炎后肝硬化患者的长期随访 CT图像进行回顾性分析。患者分为两组：36

例最终发展为肝癌的患者（n=36），36例未发生肝癌的肝硬化患者（n=36）。通过在肝硬化

阶段门脉期图像上描绘无明显病变的肝实质（排除其他局灶性肝脏病变）来进行全肝纹理分

析，以及对发展为肝癌的患者选取发生肝癌前的该部分肝组织与自身正常区域肝组织进行纹理

分析。在不同滤器下导出平均灰度强度（M）、熵（E）、均一性（U）。组间比较用 t 检验，

通过 ROC曲线分析评估准确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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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 发展为肝癌的患者肝硬化阶段全肝平均熵值为 1.5和 2.5，高于非肝癌患者（p＝

0.025和 p＝0.009）；平均均一性 1.7和 2.6明显低于肝硬化组（p＝0.037和 p＝0.017 肝炎

后肝硬化患者肝脏 CT纹理分析预测相关性肝癌的初探肝炎后肝硬化患者肝脏 CT纹理分析预测

相关性肝癌的初探）；肝癌组发展为肝癌的区域在肝硬化阶段与自身正常肝组织纹理参数无明

显差异，但仍存在 E值增高、U值降低的微妙趋势。基于纹理参数肝癌组熵值和均一性值诊断

的 ROC曲线下面积范围在 0.72和 0.77之

间。                                                 

   结论 病毒性肝硬化患者 CT纹理分析有望作为肝癌发生的预测标签，但需要进一步研究以

确定这些发现是否可用于肝癌的预测。   

 

 
PU-3080 

评估基于 CT 的放射组学标签在原发性胃淋巴瘤与 Borrmann 

IV 型胃癌鉴别诊断中的价值 

 
邓娇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410013 

 

目的：评估基于 CT的放射组学标签在原发性胃淋巴瘤（PGL）与 Borrmann IV型胃癌（GC）鉴

别诊断中的价值。 

方法：回顾性分析 40例 Borrmann IV 型 GC患者和 30例 PGL患者。从门静脉 CT图像中提取和

选择 485个放射组学特征，并构建放射组学特征。主观 CT发现，包括胃壁蠕动，胃周脂肪浸

润，评估肾脏下方的淋巴结病和增强模式，构建主观发现模型。通过多变量分析将放射组学特

征、主观 CT发现，年龄和性别纳入联合模型。使用接收器工作特性曲线（ROC）评估这三种模

型的诊断性能，并使用 DeLong试验进行比较。 

结果：主观结果模型，放射组学特征和组合模型的诊断准确率分别为 81.43％（AUC [曲线下

面积]：0.806; 95％CI [置信区间]：0.696-0.917;灵敏度：63.33％ ，特异性：95.00％），

84.29％（AUC：0.886 ；95％CI：0.809-0.963；灵敏度：86.67％，特异性：82.50％），

87.14％（AUC：0.903 ；95％CI：0.831-0.975；灵敏度：70.00％，特异性：100％）。三组

模型间无明显统计学差异（P = 0.051-0.422）。 

结论：放射组学标签分析有准确区分 Borrmann IV型 GC与 PGL的潜力。  

 

 
PU-3081 

Dynamic Contrast-Enhanced MR Imaging in Early 

Evaluation of Concurrent Chemoradiotherapy for 

Cervical Cancer  

 
Sun Lin 

Guangdong Second Provincial Central Hospital 无 

 

Objective 

To quantitatively investigate pharmacokinetic and its texture analysis of 3.0T 

dynamic contrast enhanced MR imaging (DCE-MRI) as an early response indicator in 

cervical cancer patients receiving concurrent chemoradiation(CC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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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erial and methods 

This prospective study was approved by the institutional ethics committee, and all 

patients provided written informed consent. From August 2016 to February 2017, 

thirty-two women with cervical cancer were included in a prospective cohort study 

before CCRT, and all of them were pathologically confirmed. Pelvic DCE-MRI was 

carried out before chemoradiation, 5 weeks after starting therapy, and 1 month 

after the end of therapy using a 3.0T MRI scanner. Regions of interest (ROIs) for 

cervical lesions were sketched, and DCE-MRI kinetic Ktrans
, Ve, Vp, Kep, BV, BF, MTT 

and thirty-six texture parameters related to Ktrans
 and Ve images were calculated 

automatically by Omni-Kinetics (O.K.) software. Tumor response rate determined by 

changes in tumor size between pre-therapy and post-therapy, and preliminary 

efficacy determined by mid-therapeutic response with responders versus non-

responders were correlated with pre-therapy DCE-MRI parameters respectively. DCE-

MRI parameters changes were also observed during chemoradiation. Fifteen patients 

before therapy were randomly selected with repeated measures by two radiologists 

as a subgroup for consistency test. 

Result 

Pre-therapy texture parameters Grey Level Nonuniformity (GLN), Run Level 

Nonuniformity (RLN) of Ktrans
 maps and Relative Deviation (RD) of Ve maps correlated 

with both tumor response rate (p = 0.010，p = 0.019，p = 0.025 ) and preliminary 
efficacy (p = 0.024，p = 0.018，p = 0.046), and lower values of GLN, RLN and RD 
indicated better tumor response rate and preliminary efficacy. Pre-therapy 

kurtosis of Ktrans
 maps appeared significantly increasing with better tumor response 

rate (p = 0.028). However, pharmacokinetic parameters were not associated to 
neither tumor response rate nor preliminary efficacy (p ＞ 0.05). Pharmacokinetic 

parameters showed no significant changes during CCRT except median Kep, which 

reduced significantly in mid-therapy (p = 0.006). Twelve indicators of texture 
analysis reduced significantly at different time points in response to CCRT (p ＜ 

0.05). Consistency test showed all the parameters mentioned above to have 

favorable reproducibility. 

Conclusion 

Pre-therapy texture parameters GLN, RLN, kurtosis of Ktrans
 maps and RD of Ve maps 

have potential on early evaluation of cervical cancer to CCRT. Furthermore, GLN, 

RLN and RD can somehow predict the sensitivity to CCRT. In our study, as to 

evaluation of early responds, pharmacokinetic parameters analysis did not appear 

with very good results, and the reference value may be limited. 

   

 

 

PU-3082 

儿童睾丸肿瘤的 CT、MRI 对比分析 

 
代秀红 

徐州市儿童医院 221006 

 

 目的 探讨儿童睾丸肿瘤的 CT、MRI表现，并进行对比分析。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3例儿童睾

丸肿瘤的 CT、MRI表现，其中 9例患者行 CT检查,层厚 3mm, 层间距 3mm；3例行 MRI检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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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同时行 CT和 MRI检查。 结果 13例患儿阴囊均有不同程度的肿大，睾丸内软组织肿块，13

例均为单侧发病，其中左侧 5例，右侧 8例。CT主要表现为密度均或不均匀,增强后肿瘤轻至

中度强化。MRI主要表现为多结节状或分叶状,信号均匀或不均，增强扫描恶性者成不均匀强

化。 结论  CT、MRI对睾丸肿瘤的检出均有一定的价值，但就对患儿有无损伤来说，MRI 对睾

丸的检查优于 CT。  

 

 
PU-3083 

精准医疗 影像先行 

 
成明富,任飞洋 

解放军第 123 医院 233015 

 

摘要：精准医疗是未来医学的发展趋势,是当前及未来的研究热点。本文综述了精确诊疗设备

的个性化的后处理技术和医学信息融合的最新成就，从单一依靠形态变化进行诊断发展成为集

形态、功能、代谢改变为一体的分支影像学，多模式诊断体系联合运用使得各种技术优势互

补，从而实现对病人诊疗过程中的“精准医疗”。随着影像技术及设备的革新，分子影像学在

临床试验中具既有挑战又有广阔的前景。 

关键词：精准医疗；医学影像学；功能成像；分子影像学；多模式成像；进展 

摘要：精准医疗是未来医学的发展趋势,是当前及未来的研究热点。本文综述了精确诊疗设备

的个性化的后处理技术和医学信息融合的最新成就，从单一依靠形态变化进行诊断发展成为集

形态、功能、代谢改变为一体的分支影像学，多模式诊断体系联合运用使得各种技术优势互

补，从而实现对病人诊疗过程中的“精准医疗”。随着影像技术及设备的革新，分子影像学在

临床试验中具既有挑战又有广阔的前景。 

   

 

 
PU-3084 

百草枯中毒多器官功能损害的影像学研究进展 

 
孙荣庆,向述天,苏云杉,岳梨蓉 

昆明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 650021 

 

目的：随着百草枯的广泛应用，中毒发病趋势日益严峻，临床尚缺乏对其中毒机制统一认识，

对其影像学研究目前也正处于起步阶段。目前研究变量较为单一，缺乏有效浓度梯度，常规影

像形态学提供信息较少，对临床 PQ中毒的治疗决策及预后判断造成了很大的局限性。因此，

寻找一种更加便捷、迅速、有效对 PQ所致多器官损伤的早期变化的功能影像学指标是目前研

究的热点及突破点。 

方法：本文回顾性分析了国内外学者对百草枯中毒后多器官功能损伤的病理学改变及其所致的

影像学表现，并对目前临床常用评估百草枯中毒的指标优缺点进行探讨。 

结果：PQ中毒机制目前尚缺乏统一认识，可能通过氧化损伤、炎症反应、细胞凋亡、凝血系

统异常、基因异常表达等一系列毒性反应导致多器官功能障碍，最终导致多器官功能衰竭而死

亡，且 PQ导致的多器官损伤的影像学研究目前尚不成熟，国内外大多数学者只选取损伤程度

较为严重及感兴趣器官作为研究，缺乏以多器官系统性损伤影像学改变之间对比研究的联系。 

结论：目前百草枯中毒机制尚未形成统一认识，百草枯所致多器官损伤的影像学研究还处于起

步阶段，临床缺乏以统一指标对患者中毒情况进行客观、迅速、有效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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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085 

双能量 CT 成像对痛风诊断价值的研究 

 
过永,俞咏梅 

安徽省弋矶山医院 241000 

 

[摘要]  目的：分析痛风性关节炎（Gouty Arthritis）在双源 CT（Dual-Energy Computed 

Tomography）的影像学特征，进一步研究双源 CT对痛风性关节炎不同发病时期的诊断价值。

方法：回顾性分析皖南医学院弋矶山医院 74例经 DECT检查住院患者的图像，分析痛风患者在

不同时期，DECT对痛风石检出率及相关性研究。结果：首次诊断为痛风急性期患者 15例，慢

性期痛风急性发作患者 46例（合并类风湿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的患者各 1例），1例高尿

酸血症，7例未分化型关节炎，回纹风湿病、腕管综合征各 1例，类风湿关节炎 3例。其中临

床诊断为痛风的性别比例为（男﹕女）9.3﹕1，平均年龄（56.2±13.5）岁。DECT对慢性期

痛风急性发作痛风石检出率为 84.78%（39/46）；对首次诊断为痛风急性期发作的检出率为

60%（9/15）；1例高尿酸血症未检测出痛风石；7例未分化型关节炎，4例检测出绿色荧光结

节；1例回纹风湿病、1例腕管综合征及 3例类风湿关节炎均未检测出阳性表现。结论：DECT

对痛风在不同发病时期的检出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对不典型痛风患者可以利用 DECT 进行

辅助诊断；DECT对其它风湿性关节病具有鉴别诊断价值。此外，还可以利用 DECT来反映病变

的范围、骨质破坏严重程度以及尿酸单钠晶体（monosodium urate，MSU）沉积的部位。  

 

 
PU-3086 

思维导图在大学医学影像学研究性教学模式 

中应用研究与实践 

 
牛玉军

1
,牛放

2
,闫晓虹

1
,吕晓虹

1
 

1.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贵州医科大学 

 

[摘要] 目的 探讨思维导图高效学习法在大学医学影像学研究性教学模式中应用研究与实践。

材料与方法 在本校临床医学、麻醉学等专业的 2017年医学影像学教学过程中，引用研究性教

学模式，包括案例教学法和基于问题解决的学习，以及思维导图的教授、制作和学习方法，思

维导图制作应用 MindManager 软件。教师团队和学生对医学影像学教材进行深入研究，制作出

总体的和各个章节的思维导图以及多例典型的与思维导图整合的教学案例，尤其是重点学习内

容；诱导和鼓励学生发现“较复杂、较深层的问题”，进行基于问题解决的教学与学习；通过

教师集体备课进行修改、回答问题，同时培养能够灵活运用思维导图这一新的思维工具的医学

影像学研究性教学教师群体。在理论和实验课堂学习实践及应用推广，向学生展示思维导图，

教学案例及问题的提出与解决，引导学生独自或以小组的方式学会绘制自己的思维导图、提出

新的问题及需要进一步学习的案例，并在课堂上展示，帮助大家共同认可、利用和学习，调

查、分析应用效果。同时研究“思维导图高效学习法”在医学影像学研究性教学中的应用；并

网上交流、学习。结果 （1）.典型的与思维导图整合的课堂教学案例教学法研究结果；

（2）．教师、学生医学影像学思维导图作品的应用效果研究结果；（3）．培养了能够灵活运

用思维导图这一新的思维工具的医学影像学研究性教学教师群体，提升了教师队伍的专业化水

平，教学相长。（4）．“思维导图高效学习法” 基于问题解决学习的应用研究结果。结论 

思维导图是一种能够帮助人们分析问题、整理思路、快速学习的方法和工具。思维导图与研究

性教学模式的结合应用与实践，是一种创新性思维方式的学习，在大学医学影像学研究性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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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中的应用，明显提高了教学、学习效果，培养了学生的立体形象思维模式、创造力及创新

精神。 

 注：辽宁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 2017年度立项课题 编号 173 

   

 

 

PU-3087 

浅谈医学影像学 

 
凃茜 

武汉市第一医院 430022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迅猛发展，与该技术关系度密切的影像技术也取到了前所未有的新成果，

医学影像学作为医学方面发展最为快速的一门学科，其设备成像质量也向数字化迈进，如计算

机断层成像(CT)及磁共振成像(MRI)等，图像的时间分辨率和空间分辨率均得到很大提升，实

现了从 2D 到 3D，甚至是 4D 的功能成像转变，影像诊断准确率得到大幅升高。本研究综述医

学影像学的现状及最新的进展研究，旨在为临床医学的发展提供更多客观的诊疗参考。 

1. 常规 X 线 

X 线平片是迄今为止应用最早、最普遍、操作最便捷的影像学检查方法。常用的方法主要有计

算机 X 线摄影(CR)、数字 X 线成像系统(DDR)等。 

2. CT 

20世纪 90年初，单层螺旋 CT(SSCT)在临床中逐渐被关注，并逐渐成熟。   

3. MRI 技术 

1974 年磁共振技术首次应用于人体活体成像。近年来随着超高场强设备的发展及 3D设备的不

断成熟，射频场的均匀性和图像质量得到了大幅提升，利用仿真 180 射频脉冲、超级回波技

术、多通道放射状射频发射线圈能够使射频变形减少，超高场强 MRI的图像分辨率提高，磁敏

感伪影减少。目前新型且应用较为广泛的有以下几种： 

3.1 三维动脉自旋标记技术(3D ASL)灌注成像 

3.2 多对比度成像 

3.3 扩散加权成像(DWI) 

4. 超声分子显像技术 

 随着超声造影成像技术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尤其是靶向微泡造影剂的出现，超声分子显像已

成为了一种潜在的、较为理想的分子显影方法。 

5. 小结与展望 

 医学影像学是现代医学发展最快的学科之一，目前已从传统的解剖成像进入了功能和分子显

像时代。医学影像学常规应用于疾病的诊断、治疗指导及治疗效果评价，期望能有效可视化人

类疾病高度的表型差异性及其隐藏的内涵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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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088 

放射组学在 NSCLC（肺腺癌与肺鳞癌） 鉴别诊断中的应用 

 
郑可闯

1
,郑可闯

1
 

1.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肺癌是全球癌症相关死亡的主要原因，美国平均每年死于肺癌人数达 15万人。肺癌临床分为

两组：小细胞肺癌（SCLC，〜25％）和非小细胞肺癌（NSCLC，〜75％）。NSCLC最常见的组

织学亚型是腺癌（〜38％）和鳞状细胞癌（〜20％）。这两个亚型具有不同的组织学特征，即

鳞状细胞癌与细胞间的桥接和单个细胞角化相关，而腺体结构为腺癌的突出特征。肺癌的组织

学分类提供了关于组织特征和解剖位置的重要信息。腺癌通常发生在肺外周，而鳞癌通常位于

中心。二者组织学亚型之间的差异也表现在糖酵解和缺氧相关的标志物的表达，这种差异也同

样表明了非小细胞肺癌组织学特异性葡萄糖代谢实测值。组织学肿瘤分类的目的在于可以确定

最佳治疗策略或使肿瘤治疗个体化。在治疗肺癌的研究进步的特征在于靶向突变的发现和基于

组织学的治疗方案选择。 

在常规临床实践中，分类肿瘤组织学的最常见方法是通过活组织检查对肿瘤组织进行组织病理

学分析。这在临床上受到侵入性手术的固有风险及时间和成本的效益差的限制。因此，亟待自

动化、非侵入性、省时、低成本的替代方案。然而医学影像在这方面让我们看到了希望。它非

侵入性地评估肿瘤组织特征。此外，它相对低成本，并且已经用于肿瘤学诊断，分期和治疗指

导。 

放射组学是一种高吞吐量的数据挖掘方法，可以利用非侵入性方法获取医学图像数据。其重点

是提取大量的定量成像特征，可以提供详细而全面的肿瘤表型鉴定。几项研究表明放射组学特

征通过使用不同的医学成像设备如 CT，MRI，PET揭示出不同类型癌症中展现了他的预测和预

后能力。多项数据表明，放射学特征与几个临床相关因素相关，如肿瘤分期，肿瘤代谢，整体

患者存活率，转移，肿瘤对治疗的反应，和潜在的基因表达谱。利用这些相关因素就可以建立

有效的预测及预后模型。因此，放射组学是一个有前途的领域，为个性化医学提供非侵入性和

低成本的方法。 

 

   

 

 
PU-3089 

Characterizing mammographic calcifications as 

prognosis biomarker for breast tumor phenotypes 

 
Li Jiao

1
,Song Yan

2
,Li Li

1
,Wu Yaopan

1
,He Ni

1
 

1.Sun yat'sen university cancer center 

2.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urpose: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reast cancer phenotypes and 

calcification features on mammography among malignant calcified leisions.  

Methods: Pure ductal carcinoma in situ (pure - DCIS), DCIS with invasion (DCIS - I) 

and pure invasive ductal carcinoma (pure - IDC) were verified to three major 

pathological phenotypes. 755 consecutive patients with calcified lesions on 

mammography were recruited from Sun Yat-sen Cancer Center (SYSUCC)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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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uding 160 (21.2%) cases diagnosed clinicopathologically as pure-DCIS, 272 

(36.0%) as DCIS-I, and 323 (42.8%) as pure-IDC. Data was gathered from January 

2012 to January 2016. A total of 568 features were extracted from micro-

calcification clusters in malignant leisions, except for three clinical factors 

for each patient. Five feature selection methods and seven classification methods 

were evaluated in terms of their performance. We applied the 10-fold cross-

validation as the criterion for feature selection and classification. 

Result: We observed that there existed statis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image 

features and breast cancer phenotypes. The combination methods L1-SVM + SVM-rbf 

(AUC, 0.7756 ± 0.0806) had the highest prognostic performace. We selected 

thirteen stable features by L1-SVM in employing the 10-fold cross-validation, four 

features of which had linear correlation. 

Disscussion: Our study identified the optimal machine-learning methods for 

calcification feature selection and prediction of pathological phenotypes. 

Microcalcifications on mammograms can be a marker of histopathological phenotypes. 

In the future, they were promising in clinical applications to provide more 

pathological prognostic information.  

 

 
PU-3090 

The Application of Radiomics in Lung Cancer 

 
Wang Xiang 

Changzheng Hospital 200003 

 

   Lung cancer is one of the highest mortality rates in the world. In recent 

years, its incidence and mortality have increased rapidly, which has become one of 

the main causes of cancer death.Radiomics is a hot spot in medical imaging 

research in recent years,it utilizes the high-throughput extraction of large 

amounts quantitative features from computed tomography(CT),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or 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PET),giving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tumor 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Compared with routine treatment of 

lung cancer, Radiomics has the unique advantages such as noninvasive, high 

reproducibility and high efficiency.Here,we summarize the basic process of 

Radiomics and its challenges, review the literature related to Radiomics for lung 

cancer , we elaborates its role in the diagnosis , treatment, efficacy evaluation 

of lung cancer. In general, Radiomics plays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ecise treatment of lung cancer and presents an unprecedented opportunit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linical decision support systems that improve lung cancer 

treatment at low c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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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091 

放射组学在肺癌中的应用 

 
王祥,刘士远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200003 

 

 肺癌是世界范围内致死率最高的癌症之一，近年来其发病率和死亡率增长较快，已成为癌症

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放射组学是近年医学影像研究的热点，它是通过 CT、MRI或 PET等医学

影像的感兴趣区域提取定量影像特征，对这些特征进行筛选、分析，综合评价肿瘤生物学特性

的一种高通量定量分析方法。与肺癌常规的诊疗方法相比较，放射组学具有无创性、高重复

性、高效性等独特的优势。本文总结了放射组学的基本过程及其面临的挑战，回顾了有关肺癌

的放射组学文献，从放射组学在肺癌的诊断、治疗、疗效评估等方面进行阐述。总而言之，放

射组学在肺癌的精准治疗方面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为发展以低成本改善肺癌治疗的临床

决策支持系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PU-3092 

CT 图像纹理分析的灰度共生矩阵在孤立性肺结节良恶性鉴别

中的应用 

 
尹芳艳 

1.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 

2.电子科技大学 

 

目的 评价灰度共生矩阵在孤立性肺结节良恶性鉴别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 64例孤

立性肺结节（其中良性 32例，恶性 32例）的 CT图像（其中良、恶性各有 16例平扫，16例

增强 CT图像），所有的肺结节性质均由组织病理学证实；通过对肺结节图像纹理特征的提

取，选择能量、对比度、相关性、逆差矩、熵 5个灰度共生矩阵纹理特征参数进行分析；分别

采用 T检验和秩和检验对相应的参数进行分析，比较良恶性肺结节纹理特征的差异，以及增强

与平扫两种检查手段下肺结节纹理特征的差异；使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分析具有诊

断效能的纹理特征的最佳临界值。 结果 灰度共生矩阵的相关性参数在良恶性肺结节中有非常

显著差异，能量、对比度、熵 3个参数有显著差异；逆差矩参数在恶性结节的平扫与增强检查

方法对比中具有显著差异，其余 4组参数虽无明显差异但较良性结节组相比稍有差异；通过

ROC分析，能量和对比度参数具有较高的诊断效能，其最佳临界值标准分别为 0.0416和

195.0744，根据此得出的真阳性率分别为 0.625、0.625，真阴性率分别为 0.812、0.781，阳

性预测值分别为 0.626、0.810，阴性预测值分别为 0.626、0.780。 结论 CT纹理特征分析的

灰度共生矩阵参数是肺结节良恶性鉴别在影像组学方向上的重要应用，同时增强扫描有助于良

恶性结节在纹理特征分析水平的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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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093 

教学相长在减少影像摄片意外风险中的价值 

 
郑媛慧 

上海市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200065 

 

目的：提高学生在学习影像设备过程中的防护意识，提升医务人员防护经验值。 

方法：教师本职为传道授业，同时也要与时俱进，不断汲取新知识。所谓教学相长，即老师与

学生共同成长。每年实习生在医护人员意外受伤中的比例最大，首先是实习生自我防护意识

低，其次是教学中对防护方面教育的欠缺。在临床教学过程中，大部分内容是传授专业知识，

如机器的操作，体位的摆放等。但忽略了摄片中的意外风险，如磁共振强磁场环境下的绝对禁

忌，轮椅事件导致的危险事故给了我们教训；以及学生的误操作曝光，也会带来意外风险。临

床带教老师应该踊跃参与继续教育会议，特别是医疗防护，把新的知识交给学生，最好的方式

是把学生带到会场，每个老师带一个学生，会议后师生共同讨论，交流各自所学心得，做到共

同学习，共同进步。 

结果：降低影像摄片中的意外风险，提高教师的防护经验，减少学生意外受伤害的比例。激发

学生的求知欲望，拓宽学生知识面。促使带教老师主动参加讲座，学习班和学术会议，达到真

正的教学相长的效果。 

结论：医学影像摄片中存在的意外风险可大可小，降低风险的发生是我们的责任，培养学生的

自我保护意识是我们的义务。教师的成长对于学生也是一种榜样的力量，终身学习是每个人的

目标。教学相长，是一种双赢的结果。 

     

 

 

 


